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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列表 

 

课号 课名 教师 开课单位 学分

00610132 大学生心理健康 樊富珉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762 西方哲学精神探源  王晓朝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782 当代道德问题探讨  万俊人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862 认知科学系列讲座 蔡曙山、郑美红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042 西方政治理论导论 Daniel Bell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272 《庄子》导读 陈怡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362 中国哲学概论 胡伟希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80022 幸福与发展 冯务中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680092 人生哲理专题 吴 倬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680103 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史视角 韦正翔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00612572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解读 邹广文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612 中国哲学精神和智慧的起源 王中江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中西方伦理思想比较 唐文明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542 当代社会道德与应用伦理学 卢风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513 文化心理学  彭凯平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522 心理学与生活 樊富珉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582 伦理学理论与道德实践 肖巍 人文社科学院 2 

00020041 建筑的文化理解 秦佑国 建筑学院 1 

00610792 东亚文化交流史 刘晓峰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202 西方文化名著导读 彭刚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252 中国文化名著导读  刘国忠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332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彭林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342 儒家经典导读   方朝晖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482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彭林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522 《老子》与《论语》 程钢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632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王晓毅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672 中国史要论  张国刚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832 中西文化关系史 张国刚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032 游走于文明之间 张信刚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40993 西方文明史  陈永国 外文系 3 

00641312 异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罗选民等  外文系 2 

待开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赵平安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中国社会经济史 李伯重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图形符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丽明 人文社科学院 3 

30611192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刘勇（格非）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93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赏析 丁夏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942 电影与视觉文化 徐葆耕 人文社科学院 2 



2014 本科教学手册                                                                           化工系 

 12

00612012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和赏析 杨民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092 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  张玲霞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112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  蓝棣之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222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赏析 孙明君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232 大学语文 蓝棣之、王步高等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392 鲁迅作品选读 汪晖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402 诗词格律与创作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30012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赏析 孙明君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3002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赏析 丁夏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30042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 蓝棣之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30112 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 张玲霞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60202 法律与文学 赵晓力 法学院 2 

待开 世界文学名著导读 徐葆耕、曹莉、王中忱等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东方文学名著导读 隽雪艳 外文系 2 

00611843 艺术史导论  肖鹰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70143 电影文化 尹鸿 新闻学院 3 

00781872 西方古典音乐文化 刘欣欣 艺教中心 2 

00781892 20 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 吕建强 艺教中心 2 

00781912 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 林叶青 艺教中心 2 

00800021 东西方现代艺术 李睦 美术学院 1 

00800032 中国工艺美术史  尚刚 美术学院 2 

00800042 外国工艺美术史  张夫也 美术学院 2 

00802762 外国美术史 张敢 美术学院 2 

00802972 清华艺术史（1） 杭间 美术学院 2 

00050031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概论 钱易 环境学院 1 

00050071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钱易 环境学院 1 

00610272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王巍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0652 科学技术史系列讲座  杨舰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282 俄罗斯科学技术与社会 鲍鸥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372 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 蒋劲松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0322 环境伦理 雷毅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清华科技大师与现代中国 鲍鸥、杨舰、刘兵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嬗变与碰撞：现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演变 李正风 人文社科学院 2 

待开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王巍 人文社科学院 2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胡鞍钢 公共管理 3 

00610992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王传利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611492 国际政治与中国  阎学通等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2903 国际关系分析  阎学通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622 社会科学定量分析 孙凤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1713 中国社会  景军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192 创新人才与大学文化 林炎志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382 当代世界与中国 赵可金等 人文社科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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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0042 中国政府与政治 何建宇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680052 民族主义与大国之路 翁贺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510222 质量管理学 孙静 经管学院 2 

00510612 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 钟笑寒 经管学院 2 

00611742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 甘阳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12022 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甘阳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6019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张铭新 法学院 2 

00660221 中国习惯法导论 高其才 法学院 1 

00670062 数字媒体基础 刘惠芬 新闻学院 2 

00670211 全球媒介素养 李希光 新闻学院 1 

00670241 跨文化沟通 范红 新闻学院 1 

00670112 大众传媒和国际关系 董关鹏 新闻学院 2 

待开 传媒与社会 陈昌凤 新闻学院 2 

00030112 结构美学 董聪 土木系 2 

00420163 数理科学与人文 白峰衫 理学院 2 

00420033 数学模型 谢金星 数学系 3 

00430093 天文学导论 张有宏 物理系 3 

00440012 化学与社会 李景虹 化学系 2 

00450012 生态学 黄大明 生命学院 2 

S1510021 实验室科研探究（1） 卢达溶 训练中心 1 

S1510031 实验室科研探究（2） 卢达溶 训练中心 1 

S1510041 实验室科研探究（3） 汤彬 训练中心 1 

S1510051 实验室科研探究（4） 汤彬 训练中心 1 

待开 数学史 文志英 数学系 1 

待开 物理与人文 朱邦芬、吴国祯等 物理系 1 

00040071 中国水文化专题 马吉明 水电系 2 

00780261 20 世纪中国歌曲史概况 吕建强 艺教中心 2 

00780301 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 林叶青 艺教中心 2 

00420082 数学史 文志英 数学系 2 

S1510011 实验室科研探究 卢达溶 训练中心 1 

00670152 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 曹景行 新闻学院 2 

00612483 唐诗鉴赏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493 诗词格律与创作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503 大学语文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412 唐宋词鉴赏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2 

00680082  审美的历程 帅松林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0590052 中国的统一与台湾问题 殷存毅 公共管理 2

00420152 数学建模引论 白峰杉 数学系 2 

00612603 唐宋词鉴赏 王步高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532 大学与大师 李正风 人文社科学院 2 

00803092 当代艺术 杭间 美术学院 2 

10510103 西方文明  彭刚 经管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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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091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 白峰杉、王晓阳等 教研院 1 

00750022 中国数学与文明 冯立昇 图书馆 2 

00130261 绿色制造与可持续发展 向东 精仪系 1 

00612923 无处不在的数学 白峰杉 人文社科学院 3 

00612871 人生哲学校友谈 白峰杉 人文社科学院 1 

10510173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杨斌 经管学院 3 

00990021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 朱颖心 建筑技术 1 

00140122 能源与气侯变化/可持续发展 蔡宁生 热能系 1 

00613172 资治通鉴导读（2） 张国刚 人文社科学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