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选课通知（延迟开学版） 

 

各学院（系、所、中心）及全体研究生： 

现将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的选课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教学方式 

延迟开学期间，将采用直播授课、录播授课、慕课授课、研讨授课、智慧教

室直播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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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未进入教学网平台的课程，请咨询开课院系和任课教师了解授课方式。 

     

二．上课时间 

本学期自 2月 17日(星期一)开始，按课程表时间安排上课。 

 

三．选课管理 

1.选课网址：http://elective.pku.edu.cn (校内门户)。请同学们在网上选课

前，认真阅读选课说明，以免误操作。未进行网上选课的课程，将无法录入成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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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在

此环节退课，成绩单上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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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研究生手动操作补退选课。 

 

3.中期退课:  

http://elective.pku.edu.cn/


研究生课程将在学期中(大约第 8-9周)设置中期退课环节，具体时间和要求

参见研究生院发布的中期退课通知。 

   

4.根据教育部 41号令要求,已选修课程，无论是否参加考核，成绩是否合格，都

将在研究生成绩单中如实记录。 

 

5.缓考 

缓考的课程无需重新选课，但应在开学初与任课教师沟通，说明情况，根据

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 

本学期缓考的同学可在正式开学，返校后，与任课教师沟通。 

 

6.重修 

    重修的课程仍需在网上进行选课。根据教育部 41号令要求,考核成绩如实记

录，同时在成绩单中标注“重修”。 

 

四．公共外语课 

1.教学安排: 

博士生一外英语，2学分，36学时（每周 2学时，一学期） 

开设：《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号 61400500）和《研究生学术英语

听说》（课程号 61400510），两门任选一门。 

由于博士生英语的授课外教目前均在境外，请选课同学根据所选课型、班

次，按附件 1的说明联系外教，参加课程学习。 

 

硕士生一外英语，2学分，36学时（每周 2学时，一学期） 

开设：《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课程号 61410520）、《研究生英语影视

听说》（课程号 61410560）、《美国文化》（课程号 61410570）、《美式英语

语音》（课程号 61410580）和《现代英语诗歌（译文）赏析》（课程号 61410590），

五门任选一门。 

请选课同学登录教学网，根据任课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 

 

一外其它语种春季学期没有新开班。 

 



第二外国语，2 学分，64学时（每周 4 学时，一学期），研究生均可选修。 

请选课同学登录教学网，根据任课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 

 

2.港澳台研究生的公共外语必修课与大陆同学同样要求。 

 

3.留学生第一外国语为汉语。请根据学院要求参加汉语课程学习，由任课老师协

助学生建微信群。或根据研究生手册《北京大学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学习和考试的

规定》办理免修。 

 

4.外语免修 

办理外语免修时间：正式开学后一周内 

办理地点：外国语学院语言中心（外院新楼 109房间） 

注意事项： 

a.免修条件及要求，2016 级以前的同学参见研究生手册《北京大学研究生外国

语学习管理办法》，2017级以后的同学参见研究生手册《北京大学研究生公共必

修课学习和考试的规定》。 

b.申请者需携带相关免修申请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在右上角注明学号和姓名）

以及本人录取通知书（或校园卡）； 

c.不可以代办； 

d.逾期不办理； 

办理后，可登录北大主页－校内门户－北京大学综合信息服务—学生业务—

培养信息—在校成绩中查询免修结果。 

 

五.思想政治理论课 

1．博士生政治理论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号 61400001），2 学分，32 学时，为博士研

究生必修课。 

请选课同学登录教学网，根据任课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 

 

2．硕士生政治理论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号 61410005），2 学分，32

学时（分单双周上课，每次 4学时，8周），为硕士研究生必修课。 



请选课同学登录教学网，根据任课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教学方案参

见附件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号 61410006）和《自然辩证法概

论》（课程号 61410007），各 1 学分，16 学时（每周 2 学时，8 周），为硕士

研究生必修课，两门任选一门。将推迟至正式开学后安排，届时另行通知。 

 

六.体育课 

本学期体育教研室为研究生开设了 10门体育选修课，欢迎同学们选修。  

请选课同学登录教学网，根据任课教师安排，参加课程学习。教学方案参

见附件 3。 

 

七．才斋讲堂 

《研究生科学精神与学科素养》（课程号 30802010）将推迟至正式开学后安

排，届时另行通知。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2020年 2月 

 

 

 

 

 

 

 

 

 

 

 

 

 

 

 



附件 1 

博士生一外英语外教联系方式 

请博士生根据表格里的联系方式联系各班外教，不要走错班 

如外教提供了微信号，请学生先加外教微信，加好友时请用英文注明班号、中英

文姓名、学号、北大邮箱，否则不予通过 

如外教仅提供了邮箱，请学生使用北大邮箱联系外教，联系时请用英文注明班号、

中英文姓名、学号，非北大邮箱不予以回复 

如外教提供了公邮，请用北大邮箱联系助教获取公邮密码及微信群号，联系时注

明班号、中英文姓名、学号，非北大邮箱不予以回复 

如联系不上外教，请用北大邮箱联系各班助教 



微信号：MCSmiley

邮件：michael.smiley@mac.com

微信号：MCSmiley

邮件：michael.smiley@mac.com

邮件：tikar2019@outlook.com

班级微信群名：AW(Chen)03-04

邮件：bailaoshiPKU@outlook.com

班级微信群名：AW(Chen)03-04

微信号:NormaSmiley

邮件: normafaesmiley@yahoo.com

微信号:NormaSmiley

邮件: normafaesmiley@yahoo.com

写作7班 Ann annmarklund@yahoo.com hxz8150@163.com

写作8班 Ann annmarklund@yahoo.com hxz8150@163.com

写作9班 Ann annmarklund@yahoo.com hxz8150@163.com

写作10班 Ann annmarklund@yahoo.com

邮件：1502090007@pku.edu.cn

班级微信群名：AW (Wu) 11-13

邮件：AW2020a@pku.edu.cn

班级微信群名：AW (Wu) 11-13

邮件：AW2020b@pku.edu.cn

班级微信群名：AW (Wu) 11-13

微信号:NormaSmiley

邮件: normafaesmiley@yahoo.com

微信号:NormaSmiley

邮件: normafaesmiley@yahoo.com

听说3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听说4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微信号:NormaSmiley

邮件: normafaesmiley@yahoo.com

微信号：MCSmiley

邮件：michael.smiley@mac.com

微信号：MCSmiley

邮件：michael.smiley@mac.com

微信号：MCSmiley

邮件：michael.smiley@mac.com

听说9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听说13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听说14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听说15班 Rick rickmarklund@yahoo.com

班级号
外教

姓名
公邮 外教联系方式 助教联系方式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

写作1班 Mike hxz8150@163.com

写作3班 Tom ethanchan0619@pku.edu.cn ethanchan0619@pku.edu.cn

写作2班 Mike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写作4班 Tom ethanchan0619@163.com ethanchan0619@pku.edu.cn

写作5班 Norma hxz8150@163.com

写作6班 Norma hxz8150@163.com

研究生学术英语听说

写作11班 Tom awfphd11@163.com wujie0429@126.com

写作12班 Tom awfphd12@163.com wujie0429@126.com

写作13班 Tom awfphd13@163.com wujie0429@126.com

听说1班 Norma hxz8150@163.com

听说2班 Norma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听说5班 Norma hxz8150@163.com

听说6班 Mike hxz8150@163.com

听说7班 Mike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听说8班 Mike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hxz8150@163.com

 



附件 2 

2020年春季学期硕士生思政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方案 

 

因受疫情影响，现将 2020 年春季学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计划调整如下： 

一、教学方式：慕课+阅读文献+撰写读书报告+课堂授课+讨论。 

二、各院系同学按学校规定正常选课，各班同学选课后，登录北

京大学教学网查看课程通知。助教将在教学网发布微信群账号，同学

们尽快加入微信群，方便及时查收消息（如果百人以上建群有难度，

一个班可以建四-五个微信群）。 

三、使用中国大学慕课提供的武汉理工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暨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四、学生返校前利用中国大学慕课网自学；研读本课程使用的教

材和提供的专题阅读文献（由助教在网络上发布），并撰写读书报告。

学生返校后正常进行课堂教学及讨论。 

五、考核方式：学生从不同专题的阅读书目中任选两本，研读并

撰写读书报告。每位学生需完成 2 篇读书报告，每篇 15分，共 30 分，

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读书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在返校前提交助教，

由助教在主进教师指导下审阅。邮件题目为：专题名+姓名+学号+电

话，报告内容写进邮件正文，不用附件。 

 

课程主持：孙代尧 

课程主管：王成英、王文章 

教师：孙代尧、李健、王成英、王文章、张权、宇文利、郇庆治 

助教：周琳娜、魏婷、王凡、杨新天、冯钰婕、马青青 

 

 

 



附件 3 

2020 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网络 

教学工作方案 

                     （研究生公共课部分） 

 

研究生体育选修课：中华毽、壁球、台球、 网球、篮球、拓展，6 个项目，6

位任课教师，10个教学班。 

 

教学方式  

四种方法均可；也可以并用。  

A．慕课（指老师采用自己或他人已建设慕课开展教学）  

B．实时教学（指采用网络直播方式开展线上授课教学）  

C．线上研讨教学（指提供视频、音频教学等学生自学材料，定期开展线上答疑、

研讨教学）  

D．其他网络教学（指采用微信群等方式，不定期与学生互动）  

研究生课程抽签结束后，2月 18日开始教师通过教学网的联系方式，群发邮件给学生，扫

群二维码，建立微信群（或用其他方式，如 Classin、Canvas）。 各位任课教师组建班级

教学群，用于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管理。加强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北大学生联系，使学生更

有归属感、安全感， 帮助并督促学生在战“疫”期间强身健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