
国际关系学院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工作安排

各位同学好，

现将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安排通知如下：

一.教学工作

延迟开学期间，将采用直播授课、录播授课、研讨授课以及视频会议、微信

群等多种灵活方式为同学们提供学习材料、学习指导，开展教学互动。正式开学

后，所有课程即切换至课堂教学。

2月 17 日开始，网上选课的同学，可登录教学网，查看课程具体授课方式、

教学安排，参加课程学习。也可浏览其他任课教师开放的研究生课程资料。具体

授课方式请参考：附件-国际关系学院 2020 年春季研究生教学工作计划表

网上选课时间安排：

网上选课时间：2020 年 1 月 14 日—2020 年 2 月 17 日（早 8:30）

查询初选结果：2020 年 2 月 18 日

补退选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2 日（早 8:30）

最终选课结果查询：2020 年 3 月 3 日以后登录校内门户→业务办理→研究生院

→培养办教务→查看在校成绩中查看。

本学期将在正式开学后，安排一周时间，由院系教务老师针对疫情期间的特

殊情况（如无法上网等情况），协助研究生手动操作补退选课。无特殊情况的同

学请务必按照以上进度完成网上选课。

学校公共课等具体课程安排请参考：

https://grs.pku.edu.cn/pygz/jxgl/kcgl/gztz888/326376.htm

二．学籍工作

注册、休学、复学、退学等学籍异动，正式开学后按正常程序办理，办理时

间根据实际开学时间进行顺延。

预计毕业研究生的提前毕业、延长学习年限等学籍异动的受理截止时间，目

前暂定为 4月 30 日。如学校对毕业时间进行调整，则上述截止时间也将相应调



整，请预毕业生关注研究生院及学院通知。

三．奖助工作

本学期奖学金待正式开学办理完注册后，按流程尽快核准并发放。部分生活

困难的研究生有需要可向院系提出申请，由院系统一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先行

向这部分研究生发放奖助学金。相关申请审核流程将另行通知，请有此需求的同

学联系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岗位奖学金申请表》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四．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相关工作

延迟开学期间，请同学们采取远程的方式与导师保持联系。建议导师与研究

生的交流指导频次每周不少于 2 次。远程指导除利用学校提供的在线教学方式

外，也可选择视频会议、电子邮件、微信群等多种灵活的方式。

硕士学位论文：送审、答辩的时间可以根据学校延迟开学的时间顺延。具体

时间另行通知。

博士生学位论文：院内资格评审申请截止时间 2月 24 日，预答辩截止时间

4月 17 日（暂定），匿名评审申请截止时间 4月 30 日（暂定），如有变化另行

通知。其中预答辩暂不接受以线上方式进行，如有特殊情况请与学院研究生教务

办公室联系。

预毕业研究生须自行核对个人学分，确保必修、选修及总学分均达到入学当

年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否则不能进行答辩。

五．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延期开学期间工作安排

每周两个半天现场办公：周一和周四上午 8:30-11:30

其他工作时间线上办公：weixining@pku.edu.cn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4 日

mailto:weixining@pku.edu.cn


附件：国际关系学院 2020 年春季研究生教学工作计划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课程类型

（必修、限

选、选修）

网络教学方式

其他情况说明直播

(打钩)

录播

(打钩)

研讨授课

(打钩)

其他形式（请具体说明，如

视频会议、微信群等）

02419660 中国与全球发展 陈沐阳 选修 ✓ ✓ 微信群
可能第一周先录播，后

面统一好时间后直播。

02419644 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陈长伟 选修 微信群

02419658 澳大利亚研究 纪宝坤 选修 ✓ 微信群

02410070 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丁斗 选修 √ 微信群

02409629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董昭华 选修 √
教学网研讨授课与微信

群相结合

02412040 中美关系研究 范士明 选修 √

02412050 俄罗斯东欧社会政治演变 关贵海 选修 微信群

02411671 东亚国际关系 归泳涛 选修 ✓ 电子邮件、微信群

02419627 转型国家政治经济比较研究 郭洁 必修 微信群等

02401802 中国政治与外交 赫佳妮 必修 √暂定 √备选 微信群

02419662 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题研究 赫佳妮 选修 √ 教学网+微信群

02400072 美国外交研究 贾庆国 选修 √

02410480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贾庆国 必修 √

02419624 中苏关系及其影响研究 孔凡君 选修 采取微信群的方式



02405772 地区与问题研究 赖华夏 选修 ✓ ✓

多种方式结合

第一节课采取网络教学

方式。后期课程由学生

自行阅读布置材料，正

式开学后补课。疫情期

间选课博士生与授课教

师采取微信和邮件互

动。

02419636 公共管理理论 雷少华 必修 √

02419667 全球健康治理 雷少华 选修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课

程，拟疫情结束后开课

02415962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 李寒梅 选修 √ √ √ 课程微信群沟通

02419609 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外交思想史研究 李扬帆 选修 微信群

02419610 “一国两制”与统一模式 李义虎 必修
建立微信群，视频、语

音加文字

02419657 国际关系史 刘金质 选修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课

程，拟疫情结束后开课

02400091 国际政治与地区研究（II） 刘莲莲 选修 √

拼盘课，前五周采用

ClassIn 在线课堂或腾

讯视频会议等直播形

式，后面与各位老师协

商确定。

02405322 比较政治学理论问题 潘维 选修 √

02410280 比较政治理论 潘维 必修 √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潘维 必修 √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钱雪梅 必修 √

02413991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唐士其 必修 微信群

02419648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唐士其 选修 微信群

02409632 比较历史分析 汪卫华 选修 ✓ 同时使用 Zoom 和微信

群

02411652 当代中美关系 王栋 选修 ✓ 微信群

02419617 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 王锁劳 选修 √

02409628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 王勇 选修 √

02419632 中国与全球经济研究 王勇 必修 ✓ 微信群

02415972 全球化与东亚 韦民 选修 √ √ 微信群交流

02414560 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研究 项佐涛 必修 ✓ ✓ 微信群或者腾讯桌面会

议

02419637 政策分析 项佐涛 必修 ✓ ✓ 微信群或者腾讯桌面会

议

02419665 研究生论文写作 许亮 必修 ✓ ✓

前两周采取“研讨授

课”；从第三周开始，

若学生因疫情仍未返

校，则采取“直播授课”。

02405282 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许振洲 选修 √



02413032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杨朝晖 必修 电子邮件、微信

1、尽快通过电子邮件及

微信同必修和选课同学

建立联系；2、向同学传

送该课程《教学大纲》

和完整的教学 PPT；3、

指定课程必读书目和参

考资料；4、在条件允许

后，再通过网络或面授

的方式授课。

02401860 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叶自成 选修 微信群

02414240 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叶自成 选修 微信群

02413181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印红标 选修 ✓ ✓
02409611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于铁军 选修 ✓
02413022 东北亚问题研究 于铁军 选修 ✓
02419615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研究 张海滨 选修 微信群

02413202 台海两岸关系专题研究 张植荣 必修 微信群

02410041 比较政治经济研究 朱文莉 选修 √

02410222 国家竞争力研究 朱文莉 选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