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课程内容简介

学科基础课
-------------------- 市场经济理论 -------------------课程编号：109020102001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市场经济理论
学
时：60

英文译名：The market economy theory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季

教学方式：讲授、研讨

考核方式：考试

适用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
要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有哪些属性和他的缺陷。
2、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及发展趋势。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我国的多种所有
制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存在的原因，如何认识各种经济形态的存在。
3、公平和效率是人类追求的两个社会目标。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含义，
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措施。
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国有企业大面积滑坡的原因和对策。
5、现代企业制度及构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产权制度、
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内含和运行。
参考书目（文献）：
杨干忠著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2、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曼杰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3、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桑百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杨瑞龙 陈秀山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5、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 苏星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课程编号：109020602002
课程名称：现代管理理论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英文译名：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research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
适用学科：工商管理 应用经济学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Ⅰ
考核形式：考试（提交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阐述学习管理学的目的、管理的环境问题、管理的社会责任、德鲁克的目标
管理，以及管理创新等基本知识，以及管理的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四

大核心职能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有关管理学其他课程打下专业的
理论基础，也可为实际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书目（文献）：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 尤建新；陈守明；林正平：《高级管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 史学理论与方法 -------------------课程编号：105020202001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史学理论与方法
英文译名：Historical Theory
学
时：60 学时
学
分：3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闭卷考试
适用学科：历史学所有二级学科
内容简介：
史学理论是一门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必须学习的一门必修课。该课程重点讲授西方史学
理论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该课程将概述历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重点介绍包括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及其理论观点。该课程将有助于历史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提高理论素养，加深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直接有益于提高
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主要教材：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参考书目：
1．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2．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4．[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 专业外语 -------------------课程编号：10502080200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专业外语
英文译名：Historical Reading in Foreign Languages
学
时：60 学时
学
分：3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实践
考核形式：阅读翻译
适用学科：历史学科各二级学科专业方向
内容简介：
专业外语主要是帮助学生阅读、翻译和解读与历史专业相关的外文材料，其中包括英语、
日语和俄语等。在讲授的过程中，帮助学生首先学习和提高外语译成汉语的能力和水平，为
将来科研过程终极实地了解外国的动态，迅速搜集资料创条件，其次，帮助学生学会选择段
落中心词句、总结段落大意和章节的写作特点、理论特色，分析观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通
过学习外语的同时，提高批判史学的实际使用能力。
参考书目：
1． rederick J. Teggart, Theory and Process of History Writ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2． acques Barzun and Henry F.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1980.
3．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 年。
-------------------- 学位论文写作 -------------------课程编号：105020602003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英文译名：Documents Reading and Thesis Writing
学
时：60 学时
学
分：3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学各个二级学科各个方向
内容简介：
历史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是根据各专业研究方向的需要为学生完成学位论文而开设的
课程，主要内容是针对学生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中必读文献的解读、史料剪裁、引注方式、
论文体例、结构、方法、角度和理论架构等问题进行讲授和讨论，使学生在完成论文的过程
中对本方向的史料学、前沿动态和论文的规范性与创新性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与掌握，进而帮
助学生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
参考书目：
本门课程的参考资料主要以学生学位论文确定的内容为主，因涉及各个方向的参考书纷繁庞
杂，且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到时再确定，故不能逐一列举。
---------------旅游学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2001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英文译名：Documents Reading and Thesis Writing
学
时：60 学时
学
分：3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学各个二级学科各个方向
内容简介：
旅游学研究是为旅游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主要研究旅游学理论的结
构框架，以及旅游管理各专业课在学科中地位。旅游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尚在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的新兴学科，以人类的旅游活动为出发点，以研究旅游三要素（旅游主体、旅游客体、
旅游媒体）及其相互关系为核心，通过介绍旅游现象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探讨旅游发展
的基本规律，阐述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介绍我国发展旅游的
方针和政策。
参考书目：
1． 格德纳·里奇著，《旅游学》（第 10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
2． 库珀等编著，
《旅游学：原理与实践》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8 月。
3． 利克里什等著，《旅游学通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年。
4．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年。
5． 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年。
6． 《旅游学刊》
，期刊。
7． 《旅游科学》
，期刊。
8．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报》，期刊。

-------------------- 古代汉语-------------------课程编号：105020602004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名称：古代汉语
英文译名：chinese ancient langue
学
时：60 学时
学
分：3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学所有二级学科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语言的产生、演变，及古代汉语阅读与理解能力的培养。
主要教材：
王力：《古代汉语》，版本较多。

专业主干课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编码：105020103004
课程名称：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名称：Theory of history course
and teaching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从新课程的视野，讲授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与方式、中学历史新课
程的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管理与组织、中学历史教师的说课、中学生历史学业的评价、中学
历史会考、中考和高考改革的趋势等内容与问题，加强学生对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的
理解和认识。
参考书目：
1．聂幼犁主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2．周晓光主编：《历史教学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3．黄牧航主编：《历史教学与学业评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4．朱煜：《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中学历史教学案例分析---------------课程编码：105020103005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学案例分析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名称：Case analysis of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

内容简介：
本课程就中学历史教学具体内容进行说课、听课与评课。即由教师同学生一起分别就中
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具体内容分别进行实际讲授与点评。在操
作中采取微格教学形式，注重学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参考书目：
1．周勇、赵宪宇：《说课、听课与评课》，科学教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关文信：
《新课程理念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
3．彭钢、蔡守龙：《教学现场与教学细节》，科学教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中学历史教学理论研究---------------课程编码：105020103006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学理论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名称：Study of theory of histor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中学历史教学理论研究课程主要讲授中学历史教学理论问题，其主要内容是与中学历史
教学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历史学科教育的理论。具体包括历史认识与历史教学、历史
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教学方法、政治史研究的理论与教学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民
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与教学方法、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教学方法等。本课程采取讲授与课堂
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考核以论文形式为主。
参考书目：
1．李振宏：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
2．赵轶峰：
《学史丛录》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3．白月桥：
《历史教学问题探讨》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高慎英、刘良华：《有效教学论》，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 西方思想史 -------------------课程编号：105020203007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西方思想史
英文译名：Western Philosophical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世界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历史上具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思想流派
和思想家。本课程讲授西方文明中思想层面的主要发展历程。本课程的特点是；以历史的角
度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阐释西方社会思潮、哲学流派、价值观念及主流思想发生、发展的历
史。本课程以西方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学派和思潮为基本线索，注重思
想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探究重大社会思潮的影响。本课程将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力求
做到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来阐释抽象的哲学原理和思想理论，为学生进行西方历史研究奠定一
种思想理论基础。本课程的的时间上限始于古代希腊，下限止于启蒙运动。

主要教材：
章士嵘：《西方思想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版。
参考书目：
1．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3．［英］布莱恩·麦基：
《哲学的故事》三联书店，2002 年版。
-------------------- 中国史学史 -------------------课程编号：105020203008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中国史学史
英文译名：Chinese Histori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等
内容简介：
着眼于史家、史著.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编撰方法、史家的史学思想和观念、史学评论、
修史制度、史学与社会政治、史学与其他学术、史学与社会思潮等方面，说明中国史学发生、
发展和盛衰转承的内外机制和因素，揭示中国史学发展变化过程的各时段特征，以及史学发
展过程的内在联系。
参考书目：
1．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2．金毓黻：
《中国史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3．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4．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黄山书社，2002 年版。
5．瞿林东：
《中国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6 年版。
6．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 年版。
7．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和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 西方史学史 -------------------课程编号：105020203009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西方史学史
英文译名：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世界史等
内容提要：
西方史学史将包括历史著作史、历史哲学、史料学和史学方法论等四个部分。它将介绍、
归纳、总结和评述西方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它研究西方各派历史哲学产生的背景，追溯其
渊源，辩明其影响；它应当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确定其可信的程度；它应当注意史学方法
的改进，说明史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鉴于实际的需要和课时的限制本课程将侧重
介绍西方历史哲学和历史著作史。
主要教材：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1．郭圣铭：
《西方史学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郭小凌：
《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3．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4．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 博物馆学基础 -------------------课程编号: 105020303010
课程名称：博物馆学基础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Museum Studie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适用学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东北民族与民俗、旅游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以博物馆学的基础理论入手，全面阐述博物馆的性质、特征、功能，进而介绍博物
馆的收藏、博物馆的展示、博物馆的教育和博物馆的科研以及博物馆的营销等内容，使研究
生建立起牢固的博物馆基础理论体系，了解博物馆的基本规律及内在联系。
主要教材：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
参考书目：
1．文化部文化局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2．《苏联博物馆学基础》
，文物出版社，1957 年版。
------------考古学概论与研究---------------课程编码：105020303011
课程名称：考古学概论与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名称：Archaeology theory and
Study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考古与博物馆学、中国古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门课程主要讲授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概念与方法等专业基础知识，并结合
一些专题研究模式加深学生对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和掌握，提高学生的基本理论素
养与对考古现象的分析能力。
参考书目（文献）：
1．栾丰实：
《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2．《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文化遗产研究专题 -------------------课程编号: 105020303012
课程名称：文化遗产研究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Culture Heritage Study

学
时: 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中国古代史、
东北民族与民俗、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体现着一个民族独
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文化遗产既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本
课以专题的形式讲授世界文化遗产性质、种类，世界文化遗产的分布以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研究。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中国世界遗产图典》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年版。
2．《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
-------------------- 自然遗产保护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303013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自然遗产保护研究
英文译名：Studies of Nature Heritage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自然遗产研究是为了解决由人类干扰引起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问题，提出保护自然
遗产的原理和途径。主要内容是提供自然遗产保护基本理论，确认保护自然遗产面临的问题，
为保护和科学管理实践架起一座桥梁。
主要教材：
《生物多样性研究原理和方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保护对策》，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2．《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 年版。
--------------------历史文化地理专题-------------------课程编号：105020403014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历史文化地理专题
英文译名：Culture and geography of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史、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历史文化地理课程，主要讲授历史时期文化诸要素的空间分布、演变规律及其与自然、
与人的关系等。主要包括历史时期的人才分布、书院分布、风俗的地区差异、宗教信仰的地
区差异、衣食住行的地域差异、文化取向的演变、文化区的划分等内容。
参考书目(文献)：
1．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2．张步天：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 东亚思想史 -------------------课程编号：105020503015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东亚思想史
英文译名：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Eastern Asia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专门史、史学理论、世界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通过讲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传统思想在东亚诸国特别是在日本近世所发挥的
早期近代化影响、以及在他国经历过近代转型的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本土的逆输入、意义和
影响预测，旨在强固学生中国古典思想的专业知识基础，发掘中国思想的近代转换价值并培
养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2．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三联出版社，2000 年版。
3．韩东育：
《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
，中华书局，2003 年版。
-------------------- 中国思想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503016
课程名称：中国思想史专题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Major Issues 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
论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重要思想家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的介绍与讲述，让
学生系统地了解并掌握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眀理学、近代启蒙思想和现代思
潮的发展流脉和基本内容，藉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该思想在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2．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3．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
4．韩东育：
《天人·人际·身心：中国古代终极关怀思想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朝鲜史-------------------课程编号：105020503017
课程名称：朝鲜史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Korea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朝鲜半岛从古代至近代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侧重于从东北亚社会
文明与政治关系格局的视角，以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为中心，来探讨朝鲜自身历史的发展
及其与周边社会、政治关系的演变。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朝]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2．曹中屏：
《朝鲜近代史：1863-1919》，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3．村上四男：《朝鲜古代史研究》，开明书院株式会社。
--------------------日本史-------------------课程编号：105020503018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日本史
英文译名：History of Japan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日本历史的发展演变，并围绕一些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采取讲座和研
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历史分期、神道与日本文
化、中日文化的交互影响、古代日本社会的演变、近代日本社会的演变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
迁等。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吴廷璆编：《日本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2．[ 日 ] 石田田正：《日本史概说》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3．王金林：
《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4．王辑五选译：《1600 年以前的日本》，（世界史资料丛刊）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5．[ 美 ] 本尼迪克特：
《菊花与刀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6．[ 日 ]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
7．王仲涛：
《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 中国古代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3019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史专题
英文译名：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把中国古代史领域内各研究方向的具有共同性、代表性问题，划分为若干专题，
讲授内主要包括各类专题的缘起、学术发展史、研究现状和动态、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成果、
研究水平的评价等，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及相关研究的概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参考书目（文献）：
1． 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
2． 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专题-------------------课程编号：105020603020
课程名称：中国历史文献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是在本科阶段《中国历史要籍与文选》课程的基础上，以专题的形式，选取
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旨在提高学生的历史文献阅读与解读能力。
参考书目（文献）：
1．赵淡元：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四书、五经、前四史等元典文献。
--------------------中国近代史专题-------------------课程编号：105020703021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专题
英文译名：Study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专题形式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近百年中国历史，主要
内容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清
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前沿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向。
参考书目（文献）：
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章开沅、林增平主编：
《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4．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
5．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中国现当代史专题------------------课程编号：105020703022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中国现当代史专题
英文译名：Issue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以专题形式讲授从 1919 年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脉络与重大历
史事件。主要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建立、发展及其变迁史；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最终推
翻国民党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国现当代史的基本线索。目的在于使学生系统地了解这一时期
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与主要问题以及研究现状，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独立研究奠定必要的专业
理论与知识基础。
参考书目（文献）：
1．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2．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3．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4．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4、5、6，中华书局，1986~1992年版。
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6．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版。
7．《中国抗日战争史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近现代文献与检索-------------------课程编号：105020703023
课程名称：中国历史文献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Literatur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文献概况。主要包括文献的价值与分
类、主要文献的收藏地点、现有基本文献数据库及其检索方法。并通过实际操作的方式，培
养锻炼学生的文献检索、阅读与分析的能力。
参考书目（文献）：
1．《中国近代文献联合目录》网络平台。
2．姚佐绶：
《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中华书局。
3．武月星：《中国现代史文献资料书目撷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印，1991
年版。
-------------------- 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803024
课程名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Major Issues in Ancient and
Mediaeval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中国古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门将包括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中的主要热点问题：A、上古文明：1、人类文明的起源，
西亚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2、埃及尼罗河文明；3、南亚次大陆古代文明；4、爱琴
文明、荷马时代与希腊城邦；5、古罗马的兴起、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兴衰。B、中古文

明：以专题研究方式探索中世纪文明在亚欧非三大陆之间的主要区域发生、发展、繁荣与衰
落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国家与民族关系等多个领域，强调中世纪文明在
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及意义。
主要教材：
1．林志纯：
《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古代部分》（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剑桥古代史》，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00 年版。
5．《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00 年版。
-------------------- 世界近现代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803025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世界近现代史专题
英文译名：Issu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是在本科基础上对硕士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教育和知识传授，以专题形式使学生了
解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
殖民主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
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现代文明等问题。特别说明近代
以来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变迁，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等，使学生基本掌握世
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进而制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编·现代编》，高教出版社，1991 年版。
2． 杨云，刘书林：《近代世界重大问题理论探讨》，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3． 黄镇等：《世界近代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4．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5． 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
6． 吴增基等：《理性精神的呼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7．阿伦·布洛克（英）：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版。
8．余建华：
《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9．启良：《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 年版。
-------------------- 美国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803026
课程名称：美国史专题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Major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本门课程主要系统讲授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帮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
加深学生视野和知识面，透过美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对美国
社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便为论文写作奠定基本知识的基础。在讲授的过程中，以专题为
主，介绍国内外动态，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本门课程主要以学生讲授为主，老师点评。
参考书目：
1． 黄安年：《美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2． 黄安年：《20 世纪美国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3． 杨生茂、陆境生：《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4．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5． 杨生茂、刘绪贻：《美国通史》（6 卷）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旅游文化学-------------------课程编号：105020903027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旅游文化学
英文译名：Tourism Culture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讲述有关旅游文化的基本知识，一般旅游文化现象（包括旅游审美文化、旅游者消费行
为文化、旅游企业文化等内容）及其内在规律，旅游文化研究的方法，旅游文化学科发展的
进程和趋势等。目的使学生掌握旅游文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培养其分析旅游文化现
象的能力。
参考书目：
1、马波，《现代旅游文化学》，青岛出版社，1998 年版。
2、喻学才，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3、刘云德，
《文化论纲》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旅游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3028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旅游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英文译名：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课程以了解并探索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为主，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
外汇与国际收支、国际经济关系等内容。使学生关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及变动原因，
并能够就某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参考书目：
1、（意）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
2、黄辉，《国际经济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年版。
3、（美）莫迪查·E·克雷林著，方齐云、费剑平等译，《国际经济学：一种政策方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4。

-------------------旅游教育学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3029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课程名称：旅游教育学研究
英文译名：Tourism Education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课程主要讲述中国旅游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旅游教育的发展方向，社会对于旅游教育
的要求等。使学生了解我国旅游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考书目：
1、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2、（美）克拉克·克尔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问题》，浙江教
育出版社，2001 年。
--------------------东北历史地理-------------------课程编号：105021003030
课程名称：东北历史地理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ese Northeast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考古学与博
物馆学、专门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本课程主要
讲授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特征，以及人地关系、行政区划、疆域变迁等的历史演变进程，来探
讨东北地区历史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孙进己等编：《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2．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撰：《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论文集《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中国东北地方史 -------------------课程编号：105021003031
课程名称：中国东北地方史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主干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Chinese Northeast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考古学与博
物馆学、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中国东北地区从古代至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与演变状况。重点讲述我国各
族劳动人民对东北的开发，东北民族的发展和东北边疆、区划的演变，明清以来东北亚政治
格局演变中的东北社会变迁。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版。
2．姜念东：
《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专业方向课
----------------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理论问题------------课程编码：105020104032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理论问题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eaching theory of history
course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重点包括中学历史教学中
的“史论结合”问题，教育与心理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学历史教学的评价体系、
理论与机制，信息学、传播学以及网络环境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联性等。
参考书目：
1．马士君 梁东莉：《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向阳主编：《上海著名历史教师教学思想录》
，百家出版社，2000 年。
-------------------- 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解读-------------------课程编码：105020104033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解读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Study of new history course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通过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的学习和研究，探索中学历史教学的方法、方式
与技巧。重点教授素质教育理念下的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新课程标准所揭示的历史课堂教
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以及教师教学理念与方式的转变等。
参考书目：
1．杨向阳：
《高中历史新课程理念与实施》，海南出版社，2004 年。
2．《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
3．相关研究论文。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专题研究-------------------课程编码：105020104034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专题研究

英文译名：Subject histor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为：历史教材问题研究、历史教学模式研究、历史教学艺术研究、
历史学习方法研究、历史研究性学习研究、历史教学评价研究、历史教学方法研究、师生角
色研究等问题。
参考书目：
1．李瑾瑜、柳德玉、牛震乾：
《课程改革与教师角色转换》，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2．聂幼犁：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3．吴永军：
《备课新思维》科学教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4．杨立志、孟宪杰：《中国历史教学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版。
5．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
--------------------历史学科教材与设计研究-------------------课程编码：105020104035
课程名称：历史学科教材与设计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Study of history teaching
material in middle school
学
分：2 学分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课程教学论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探讨在中学历史相关教材的设计与编写中，所应注意与遵循的基本编写方
法、原则，中学历史学科教材的基本结构和特点等。以求实现历史教材这一载体在知识与能
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方面的完美结合。
参考书目：
1．谢俊美：
《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刍议》，《历史教学》2003 年 02 期。
2．车华玲：《“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学》2004 年 6 期。
3．其他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
-------------------- 西方史学思想通论 -------------------课程编号：105020204036
课程名称：西方史学思想通论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ought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世界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西方史学思想是指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赖以形成的最初想法、价值观念和构成原则。西方
史学思想史应该是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内在方面。西方史学思想通论作为史学理论专业

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将把西方史学的内在思想按照其最为本质的流派特征从古至今进行认
真梳理，从而使学生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理解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该
课程的特点是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阐述历史上各个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
念对当时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能在融会贯通整个时代思想体系的同时，使学生深刻理解和
掌握西方史学思想的脉络。
主要教材：
周巩固著：《西方史学思想通论》（即将出版）
主要参考书：
1．[美]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2．[美]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
3．[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4．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 当代西方史学思潮 -------------------课程编号：105020204037
课程名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世界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当代西方史学思潮是一门为史学理论及西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该课
程将概述当代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该课程将针对西方现代尤其是后现代
社会、哲学思潮及其对历史思想的影响做重点分析和介绍，力求使学生辩清当代西方史学思
潮纷至杂沓的流派和万花筒式的变化，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史学思想演变的线索和规律。
主要教材：
1．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2．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参考书目：
1．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版。
2．［美］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3．王晴佳：
《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课程编号：105020204038
课程名称：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ough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史学史、中国古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介绍中国史学思想（关于客观历史的思想，关于史学自身的思想）的主要范畴（历史观、

社会历史的结构、历史的变化与发展、历史变化与发展的动力。史料学思想；历史编撰学思
想、历史研究方法论、史学功能论、史学评论等），说明各历史阶段史学思想的表现及其特
征倾向，揭示史学思想变化的因素，显明史学思想传承的脉络，从而把握中国史学思想发展
和演进的历程（传统史学自身的演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新史学的变化发展）。
参考书目：
1．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黄山书社，2002 年版。
2．瞿林东：
《中国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6 年版。
3．俞旦初：
《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4．袁英光：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年版。

-------------------- 中国当代史学思潮 -------------------课程编号：105020204039
课程名称：中国当代史学思潮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Major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以 20 世纪新史学的发生.新史学流派（考据派、史观派.疑古、考信派等，包括马克思
主义史学）、史学范式（历史研究方法和史学思想观念）、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潮、 新史
学与传统史学及西方史学的关系、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世界化趋向等为视点，解释和说明中国
当代史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和趋势。
参考书目：
1．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 年版。
2．罗志田：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和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3．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王晴佳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4．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
5．陈平原：
《中国当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博物馆历史与理论 -------------------课程编号: 105020304040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博物馆历史与理论
英文译名：History and Theory of Museum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内容简介：
本课讲授的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博物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性质、作用和特点，博物馆相关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内容包括：博物馆现象、博物馆发端、近代博物馆在欧洲产生、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与博物

馆发展、博物馆职能的演变、国际博物馆与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等。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文化部文化局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2．《苏联博物馆学基础》
，文物出版社，1957 年版。
-------------------- 博物馆服务与教育-------------------课程编号：105020304041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博物馆服务与教育
英文译名：Education and Service of Museum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东北民族与民俗等
内容简介：
教育与服务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其内容包括为观众提高思想品质和文化素养
服务，为在校学生的校外教育服务，为成人的终生教育服务，为科学研究和旅游观光和文化
休闲服务。本课程力求使学生全面理解博物馆教育与服务的内容及特殊性。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博物馆教育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课程编号: 105020304042
课程名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rchaeology Theory and Method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适用学科：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东北民族与民
俗、中国古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门课程主要以专题研究模式来探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加深学生对考古学
理论方法的认识和掌握，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理解，提高学生对考古现象的分析能
力。主要内容有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
主要教材：
栾丰实：《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3．俞伟超：
《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4．《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
-------------------- 动物分类学 -------------------课程编号：105020304043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动物分类学
英文译名：Zoo tax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考古与博物馆学
内容简介：
本课介绍动物中主要类群的分类，无脊椎动物部分以软体动物和昆虫为主，脊椎动物以
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兽类为主。基本掌握东北地区主要动物类群的分类和标本的
识别。
参考书目（文献）：
1．《脊椎动物分类学》，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2．《贝类学概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年版。
3．《昆虫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年版。

-------------------- 植物分类学 -------------------课程编号：105020304044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植物分类学
英文译名：Plant tax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博物馆学
内容简介：
本课重点介绍植物中主要类群的分类，以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为主。要求基本掌握东北
地区主要种子植物类群的分类和标本的识别。
参考书目（文献）：
《种子植物分类学》，科学出版社，1985 年。
--------------------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课程编号：105020404045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英文译名：History of Chinese Natural Ge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地理、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课是历史地理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课。本科程主要讲授历史时期地
理环境（包括历史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地形等要素）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使学生
了解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础以及由地理环境内在因素和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变迁。
参考书目：
1．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2．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 年第 2 期。
3．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 年版。
4．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

-------------------- 历史人文地理专题-------------------课程编号：105020404046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历史人文地理专题
英文译名：History of Human Ge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地理、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上人类各种活动的地理表现及发展变迁的规律。包括历史时期
政治、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城市、交通、文化、军事地理等。通过《历史人文地理专题》
课程，主要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生产配置、经济区转移、人口分布、民族迁徙、城市交通
兴衰等人类活动地理，探求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参考书目：
1．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 年版。
3．马正林：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 历史城市地理专题-------------------课程编号：105020404047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历史城市地理专题
英文译名：History of city Ge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历史地理、旅游管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城市结构的地理
特点、以及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等。主要包括“城市”涵义的界定、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中国城市的起源及选址与形态、中国城市功能的地理性征、中国城市的地域分化
等。
参考书目：
1．李孝聪、葛剑雄：《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2．马正林：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 日本近世思想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504048
课程名称：日本近世思想史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Modern Japan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江户时期朱子学、阳明学、古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等日本近世诸家学派
的流脉梳理，在展现日本早期近代化发生、发展及飞跃之一般过程的同时，重点揭示中国实
学事功系传统思想资源在上述过程中所发挥的最初启蒙意义，为重新认识中国晚清与近代社

会提供新视角。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三联出版社，2000 年版。
2．韩东育：
《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
，中华书局，2003 年版。
--------------------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课程编号：105020504049
课程名称：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东北民族与民俗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 17 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相互关
系的主要历史过程，揭示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的独特特点和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培养学
生在运用“决策理论”、
“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重大事件的能力。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崔 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 战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课程编号：105020504050
课程名称：战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U.S.A. and Northeast
Asia in Post-war Era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战后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及其影响，通过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朝鲜战争、
美国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管制等个案分析，揭示亚洲冷战的特点。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以近年公开刊发的相关论文、外文文献为主。
-------------------- 中日关系史导论 -------------------课程编号：105020504051
课程名称：中日关系史导论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战前、1972 年以前和 1972 年以后三个时期为前后衔接的三个单元，对中日关

系 130 年以来的历史进行整体、通贯的讲授。中日关系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经历的这三个时
期，其内容、过程、性质等虽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却又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某种贯系始
终的作用力。解析不同的特点，指出认识这种作用力的方法，进一步清理积累、沉淀在中日
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并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向做一些估测，是本课程预期实现的目标。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山根幸夫：《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指南》（中译本），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 -------------------课程编号：105020504052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
英文译名：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跨越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边缘学科课程。重点讲述近现代中国政府和
人民同世界其它国家（以欧美和中国周边国家为主）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往、
交涉的历史。通过学习和研究这一课程，既可扩大和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又可准确
认识近现代中国对外交往和交涉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其经验教训。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刘培华 编著：《近代中外关系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2．石源华：
《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美），商务印书馆（中文版），1960 年版。
-------------------- 近代东北移民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504053
课程名称：近代东北移民史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Japanese Immig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ortheast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近代东北国内移民政策、移民对东北土地的开发、移民对东北工商业·城
市·文化的促进和发展、移民对东北的开发作用等问题，以及别国对东北的移民、特别是日
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移民侵略政策、移民侵略的形式及目的等。从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移民
侵略的罪行，提高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译：《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2．陈丰祥：
《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
，金禾出版社，1992 年版。
3．高乐才：
《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 日本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史 --------------------

课程编号：105020504054
课程名称：日本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Japan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适用学科：专门史、世界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从培里来航到战后改革，是日本现代化充满矛盾但又取得若干成果的时代。日本社会虽
然在此期间完成了由封建向近代的转变，但现代化的作用在不同社会层面是各不相同的。本
课程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验证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近现代日本与传统日本之
间发生的连续、半连续半断裂和断裂三类关系，并以个案说明之，以理论剖析之。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吴廷璆：
《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2．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
3．周颂伦：
《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 年版。
-------------------- 先秦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4055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先秦史专题
英文译名：Ming-Qing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est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互证，阐释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
夏商西周三代的社会演进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从中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和伟大
创造，为研究先秦以下各段中国历史奠定的基础。。
主要教材：
1．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3．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 年版。
4．杨 宽：
《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版。
2．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 年版。
3．徐元诰：
《国语集解》
，中华书局，2002 年版。
4．《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 年版。
5．《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9 年版。
-------------------- 先秦诸子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604056
课程名称：先秦诸子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Studies of the Major
Philosophiers
in Pre-Qin Dynast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介绍，使学生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渊源、流派、嬗变、
政治倾向、在先秦社会历史上的影响等问题有整体的了解，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根源的
认识。
主要教材：
童书业：《先秦诸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5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孔子：《论语》。
2．墨翟：《墨子》。
3．老子：《道德经》。
4．孟轲：《孟子》。
5．韩非：《韩非子》。
-------------------- 秦汉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4057
课程名称：秦汉史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he Special Subject of History
of Qin-Han Dynastie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中国古代史秦汉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秦汉时期各个
领域的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课题及其学术研究史。目的在于让选修者掌握秦汉史以及国内
外秦汉史学界的基本研究内容和面貌。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白寿彝 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下），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2．林剑鸣：
《秦汉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3．[英]崔瑞德、鲁惟一：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4．陈连庆：
《中国古代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
5．田余庆：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 年版。
-------------------- 简帛学 --------------------

课程编号：105020604058
课程名称：简帛学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Introductions of Jianbo Studie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中国古代史秦汉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秦汉时期简帛
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具体包括简帛与学术史、简牍与制度、简牍与社会等方面。目的在于
让选修者掌握简帛学的基本概况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陈梦家：
《汉简缀述》
，中华书局，1980 年版。
2．林剑鸣：
《简牍概述》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3．[日]大庭修：《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4．马今洪：
《简帛——发现与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
-------------------- 魏晋南北朝史专题 -------------------课程编码：105020604059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选修课
课程名称：魏晋南北朝史专题
英文译名：Studies of Wei, Jin, Nan-Bei-Chao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长达近 400 年分裂动荡局面下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
使学生获得对本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及其曲折的发展过程的清楚了解，认识分裂形势下各地
区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白寿彝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2．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3．万绳楠著：〈魏晋南北朝史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版。
-------------------- 隋唐五代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4060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隋唐史专题
英文译名：Studies of Sui,Tang,Wudai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隋唐时期实现国家统一，统治阶级对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
的重大调整，封建社会实现重大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重大变动
为重点，使学生了解和认识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从鼎盛到危机的转变及其在中国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7 年版。
2．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华书局，1963 年版。

3．吴枫著：
《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 辽宋金元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4061
课程名称：辽宋金元史专题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ao,Song,
Jin,Yuan Dynastie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使学生获得对于对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进程、内容及政治格局频繁动荡、民族关系空前
活跃的基本特征和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了解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
的重要地位。
参考书目（文献）：
1．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84 年版。
2．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3．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84 年版。
4． 李蔚：《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5． 王德忠:《西夏对外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6． 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宋代制度史 -------------------课程编号：105020604062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宋代制度史
英文译名：History of Song Political System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通过向学生讲授宋代皇帝、官僚、监察、法律、军事、教育科举等制度，使学生
对于宋代制度的概貌、基本内容及其特征有大体的把握和了解，认识宋代制度在全部古代史
上的重要地位。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 明清史专题 -------------------课程编号：105020604063
课程名称：明清史专题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Ming-Qing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各个
领域的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课题及其学术研究史，目的在于让选修者掌握明清史以及国内
外明清史学界的基本研究概况。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991 年版。
2．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3．白寿彝（总主编）：
《中国通史》
（第 15-16 册第九卷明时期上、下，第 17-18 册第十卷清
时期上、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1999 年版。
4．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5．赵毅、栾凡（合编）：
《20 世纪明史研究综述》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 明清经济制度史 -------------------课程编号：105020604064
课程名称：明清经济制度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he Economical Institutions History of
Ming-Qing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此课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的财
政赋役制度、市场体制、货币金融制度、经济主体与经济组织、经济法规、经济思想等。目
的在于让选修者以经济制度为核心，掌握明清经济史的基本内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与前
沿领域。
参考书目（文献）：
1．李龙潜：
《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2．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2 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年版。
3．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3 册）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年版。
4．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4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3 册），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6．方行著：
《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 明清社会史 -------------------课程编号：105020604065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明清社会史
英文译名：The Social History of Ming-Qing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此课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的婚

姻、家庭、宗族、社会基层组织、阶层与阶级、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目的在于让选修者掌握
明清社会史的基本内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与前沿领域。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苏]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 年版。
2．[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3．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4．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 年版。
5．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

-------------------- 当代西方明清史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604066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当代西方明清史研究
英文译名：Ming-Qing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est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等
内容简介：
此课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当代西方学术
界研究明清史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选题与取得的成果。目的在于为选修者掌握国外尤其
是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研究明清史的学术动态奠定基础。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胡志宏：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 年版。
2．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集委員会主編：
『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 年
版。
3．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1991-1995。
4．John K. Fairbank ,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5 ．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 明清政治史 -------------------课程编号：105020604067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明清政治史
英文译名：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ing-Qing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此课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的政
治制度、政治思想和重要政治事件与政治过程。目的在于让选修者掌握明清政治史的基本内
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与前沿领域。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汤纲、南炳文著：《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991 年版。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3．王戎笙总主编：《清代全史》（前 6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4．[清]蒋良骥撰：《东华录》（《清东华录全编》（第 1 册），学苑出版社，2000 年版。
5．[清]王先谦撰：《东华录》（《清东华录全编》（第 2-19 册）
，学苑出版社，2000 年版。
-------------------- 中国古代经学史 -------------------课程编号：105020604068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经学史
英文译名：Classics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中国古代史、史学史等
内容简介：
介绍经学这种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发展和演进及衰亡的历程，着重分析说明经学与社会
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经学形态变化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学演进的内在理路；经学各
种派别的形成；经学的解释学导向；经典确立和增益的内在根据；经学史的漫长与经学的社
会化；经学传统与政治传统；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的异同；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等，使学生增
加一种对传统社会及传统学术文化认识和理解的视角。
参考书目：
1．皮锡瑞：
《经学历史》
，中华书局，1998 年版。
2．（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2001 年版。
3．马宗霍：
《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2001 年版。
4．姜广辉：
《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5．朱维铮：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6．汤志钧：
《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7 年版。
7．冯天瑜：
《中华元典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8．王葆铉：
《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0．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69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Thought & Culture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100多年内中国社会的各种思
想、文化思潮、现象及相关人物、事件等内容，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形成背景与演

变过程及其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各种文化思想派别的相互联系与论战、人们思想状态与精
神面貌、社会风尚的变化、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状态等，从而揭示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文化、
思想领域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理解。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张锡勤：
《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龚书铎：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
3．林贸生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70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Societ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历史，包括当
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以及近百年来的急剧变化过程、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组织和群体的演
变、城市与乡村社会变迁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关系、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的演变趋向、国
内外社会的相互影响等，使学生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急
剧变化史实。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法]谢和耐，耿升译：
《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71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Econom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讲授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近现代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
过程，并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侧重于中
国近现代对外经济关系史，包括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与侵略、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
发展与变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凌耀伦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2．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董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72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跨越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既包括近现代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历
史，也涉及近现代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及周边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历史，重点讲授近现代时期中
国政府与人民同世界其他国家（以欧美列强和中国周边各国为主）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相互交往与交涉的历史，从而使学生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进一步扩大和
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解，同时能够准确认识近现代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以及在近现
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过程。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刘培华：
《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石源华：
《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73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learning in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探讨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中国学术群体、
学术精英及学术理念的发展演变过程。重点阐述如龚自珍、魏源、孙中山、章炳麟等近三十
名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演变，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经世之学的内涵。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麻天祥：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桑兵：《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
5．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
--------------------港澳台史研究-------------------课程编号：105020704074
课程名称：港澳台史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Hongkong and Macao
and Taiwan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近代以来香港、澳门及台湾历史的演变脉络，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政治格局演
变的关系，并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求“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实施方法与路径，以及“一
国两制”对中国以及世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黄鸿钊：
《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2．（美）韦尔什：《香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连横：《台湾通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课程编号：105020704075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History of Political System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方向的选修课，重点讲授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确立、形成
与演变过程，内容包括：1，清代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的演变，2，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形成、
发展及其变化等，从而使学生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一步理解。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张德泽：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大出版社。
2．虞宝棠等：《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3．谢俊美：
《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罗马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76
课程名称：罗马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Study of Roman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西方人历来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之根。罗马历史对当代许多民族与国家的
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该课程主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授课。重点讲授
罗马的军事制度、土地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社会风尚以及罗马妇女等问题，使学生
对罗马民族特性的塑造、统治机制的适时调整、共和向帝制的转轨、对希腊文明的继承改造
与创新等重大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主要教材：
1．宫秀华：
《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1．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 , Roman Civilization Vol.1 ,New York 1990 .
2．Suzanne Dixon Reading Roman Women , Great Britain 2001。
3．[法]孟德斯鸠 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4．[德]奥托.基弗 姜瑞璋译：《古罗马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 希腊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77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希腊史
英文译名：Greek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希腊史是为世界史专业世界古代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开设的一门专业课。该课程
将重点讲授和研讨关于古代希腊文明的一些专题：内容包括古代希腊的文明类型、经济结构、
政治体制、宗教神话、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体育庆典等等。该课程将探讨古代希腊文明与
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深刻理解古代希腊文明对后来西方文明的影响。
参考书目：
1.［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年版。
2．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3．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4．［古希腊］希罗多德：
《历史》，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5．［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 世界古代文化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78
课程名称：世界古代文化史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 History of World Ancient Culture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授课与讨论结合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史学史等

内容简介：
世界文化史是探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一门学科。主要从全球观念出发，深入探讨各民
族或各地区在不同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和相互间的影响与联系，以便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演化的历史进程作出总体的考察，并努力探求人类文化变迁的本质与原因，从而把握人类文
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
主要教材：
1．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
1． 程栋、沈敏华：《缪斯神宫巡礼》，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2． 王以欣；《寻找迷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3． [美]保罗·麦克金德里克、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版。
4． [台湾]蒲慕州：《法老的国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5．[埃及]艾哈迈德·爱敏、纳忠译：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 前工业文明通论 -------------------课程编号：105020804079
课程名称：前工业文明通论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Studies History of Pre-industrial
Civilization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世界史、中国古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是对历史学的硕士研究生进行更深层次的史学教育和知识传授，从文明发展研究
的视角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基本状况和基本特征进行探讨。通过对文明范畴论、文
明时空论、文明结构类型论、文明发生论、文明发展论、文明交往论、文明转型论和文明生
态论以及目前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主要学术流派等专题的研讨，使学生对世界文明史研究
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所把握和认识。本课程学习主要采取教师讲授与学生集体研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具有研讨班的性质。除历史学外，本课程尚有选择的借鉴哲学、人类文化学、政
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制度学、发生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教材：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高教出版社，1991 年版。
参考书目：
1．汤因比：
《历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2．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 拜占庭与东地中海文明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804080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拜占庭与东地中海文明研究

英文译名：Byzantine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拜占庭学是上古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拜占庭在欧洲及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承
上启下，贯通东西方的重要地位。它是古典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亚欧草原诸民族及斯拉夫
文明的启蒙者、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借鉴者和西欧中世纪及早期近代文明的先驱者。本门课将
引导学生研究 4－15 世纪拜占庭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变迁，揭示拜占
庭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同时，本门课还将介绍斯拉夫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及发
展特点，阐释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作为文明融合的“平台”地位。
主要教材：
1．徐家玲：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徐家玲：
《走进拜占庭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年版。
3．徐家玲：
《拜占庭文明史》，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4．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5．陈志强：
《独特的拜占庭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版。
6．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英文版），贝尔格莱德，1956 年版。
7．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英文版），威斯康星，1961 年版。
-------------------- 东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804081
课程名称：东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Comparative Studies of Civilizations
of Chinese and West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世界史、中国古代史及近现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是对历史学的硕士研究生进行更深层次的史学教育和知识传授，从比较研究的视
角对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基本状况和基本特征进行探讨。通过对目前
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主要学术流派的介绍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专题的研讨，
使学生对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所把握和认识。本课程学习主
要采取教师讲授与学生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有研讨班的性质。除历史学外，本课
程尚有选择的借鉴哲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制度学、发生学、传
播学等相关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教材：
1． 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2000 年版。
2．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高教出版社，1991 年版。
参考书目：
1．汤因比：
《历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2．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美国文化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82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美国文化史
英文译名：Cultural History of USA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课程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是面对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美国文化
发生、发展的过程，强调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多元化特征，说明美国文化与移民的密切关联，
解释美国白人、黑人、亚裔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人这 5 个群体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说明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儒家文明等东方文明的交流与冲突。讲授中还将涉及
到美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美国宗教、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大众文化以及
哲学观点等等。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庄锡昌：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2．董小川：
《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4．齐小新：
《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5．董小川：
《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6．Robert M. Crunden,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Paragon
House, 1994。
--------------------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804083
课程名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适用学科：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课程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从宗教、伦理、政治、传统、现代等 5 个方面论述和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
历史交流、现实表现和基本特征，说明这两种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中探
究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本课程涉及文化传统和当代文明的危机与冲突，在对比分析的过程中
会涉及到宗教学、哲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领
域。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1．董小川：
《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2．董小川：
《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3．董小川：
《世界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4．卓新平：
《世界宗教与宗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5．启 良：
《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 年版。
6．启 良：
《东方文明畅想录》，花城出版社，2001 年版。
7．刘蕙孙：
《中国文化史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版。
8．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9．[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欧洲中世纪史专题-------------------课程编号：105020804084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欧洲中世纪史专题
英文译名：Middle age of Europe
学
时：40学时
学
分：2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与根源。主要包括欧洲的诞生、
罗马的基督教化、民族大迁徙、早期西方基督教世界、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文明、分裂、侵
略和新的政治格局、教皇政权和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法国的形成、文化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等内容。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
《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2．(英)大卫·尼科尔：《中世纪生活》希望出版社，2007。
3．汉斯·维尔纳·格茨：
《欧洲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 2002。
--------------------世界三大宗教史-------------------课程编号：105020804085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世界三大宗教史
英文译名：History of the world religion
学
时：40学时
学
分：2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本课程主要讲述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传播，
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重点阐释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的文化内涵
等一系列问题，重点探讨宗教史及其社会历史作用。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 黄心川 戴康生等：《世界三大宗教》，三联书店，1979 年。
3．徐家玲：
《世界三大宗教史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宗教与社会转型--------------------

课程编号：105020804086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宗教与社会转型
英文译名：Riligion and social transfer
学
时：40学时
学
分：2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社会转型涵盖了经济、政治、意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
变迁，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宗教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社
会转型的影响。本课程主要以西方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为背景，探讨宗教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关系，以及社会转型期各主要宗教的发展趋向与特征。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宗教、伦理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编 ，
2003。
2．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
--------------------中外工业文明转型比较-------------------课程编号：105020804087
课程名称：中外工业文明转型比较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 Study of industry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world
学
分：2学分
开课形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是从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对文明范畴论、文明时空论、文明结构类型论、
文明发生论、文明发展论、文明交往论、文明转型论和文明生态论，以及目前国内外学术前
沿动态、主要学术流派等专题的研讨，阐述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同
特性与道路，及其对各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1．王新民 薛淑云：《文明比较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
2．阮炜：《中国与西方:宗教、文化、文明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祖嘉合 梁雪影：《工业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

--------------------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88
课程名称：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讲授、讨论和自学为主要学习方式，主要讲授
和研究 20 世纪（现当代）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史。重点讲授国际
关系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20 世纪世界格局秩序及、大国关系的变化，国际冲突与合作等重
大国际问题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探索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历
史过程中的角色和主要作用。
主要教材：
方连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1．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2．[美]詹姆斯·多尔弟，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
3．[英]戴维·赫尔德：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1 年版。
4．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7——10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
6．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
《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1980-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版。
7．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8．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Williams Howard Houndmill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Theory’, Macmillan
1996.
-------------------- 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研究 -------------------课程编号: 105020804089
课程名称：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 文 名 称 ： Majo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重点研究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教学内容以研究当代
国际热点问题为基础，以研究大国关系和中外关系为重点，紧密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探讨
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并且探索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及规律。在学习中注重联系当今
国际关系的实际、注重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着重培养学习者认识、研究和解答国际
热点问题的研究能力和表述能力。
主要教材：
刘德斌主编：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参考书目：
1．张乃根主编：
《当代国际法研究—21 世纪的中国与国际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2．[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3．[美]詹姆斯·多尔弟，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3 年版。
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
年版。
5．[英]戴维·赫尔德：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1 年版。
6．张蕴岭主编：《21 世纪：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 年版。
8．阎学通：
《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 美国外交政策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90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美国外交政策史
英文译名：Hisf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决策机构、程序和过程等方面入手，重点讲授二战后美
国的外交政策史，并指导学生利用原始文献、数据库和因特网来从事美国外交政策史相关专
题的研究。
主要教材：
1．资中筠等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 上·下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2．杨生茂等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50 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
2．[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
年版。
3．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 年版。
-------------------- 美国社会经济史 -------------------课程编号： 105020804091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 美国社会经济史
英文译名：American Social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美国社会经济史主要向学生讲授美国历史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变迁，民族人
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特点、美国联邦政府干预与社会结构变迁，阶级构成变化、人口流动与家
庭结构等问题，其中涉及中美学术界的学术史和最新成果，帮助学生对美国社会发展过程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为其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奠定基础。
参考书目：
1、梁茂信：
《都市化时代：20 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大出版社 2002 年
2、梁茂信：
《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教授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3、胡国成：
《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美国移民与民族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92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美国移民与民族史
英文译名：History of U.S.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门课程主要讲授美国移民史，主体线索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对外来移民来源和美利
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讲授中涉及中美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学术分析方法论以及相关的
理论问题，梳理美国的种族关系，进而了解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进程等。在与学生的
双向交流中，采用以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期末考核为相关的论文。
参考书目：
1．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 年版。
2．戴超武：
《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邓蜀生：
《世纪悲欢美国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 年版。
4．黄兆群：
《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 美国城市史 -------------------课程编号：105020804093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美国城市史
英文译名：American Urban Histor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该课程首先讲授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然后以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为主线，简要介绍美
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城市发展状况，重点讲授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
展规律、特点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重点讲授后工业时代美国城市的转型，即城市功能的变
化、空间结构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等。
主要教材：
1．王 旭：
《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梁茂信：
《都市化时代——20 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参考文献：
1．王 旭：
《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王 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 年版。
3．王 旭：
《富有生机的美国城市经理制》，《历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4．王 旭：
《美国三大城市与美国现代区域经济结构》，载于《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
，东方
出版社，1994 年版。
5．王 旭：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载于《世界历史》，2001 年第 3
期。
6．王 旭：
《逆城市化论质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 2 期。

7．王 旭：
《对美国大都市区化历史地位的再认识》，载于《历史研究》
，2002 年第 3 期。
8．梁茂信：
《都市化时代——20 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梁茂信：
《当代美国的人口流动及其区域性影响》，载《世界历史》，1998 年第 6 期。
10．梁茂信：
《略论美国政府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效用有限性》，载《美国研究》，2002 年第
4 期。
11．梁茂信：
《美国联邦政府城市政策的形成》，载《东北师大学报》，2002 年第 6 期。
12．梁茂信：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13．梁茂信：
《战后美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分析》，载《东北师大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14．梁茂信：
《1860-1920 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载《东北师大学报》，1997 年
第 5 期。
15．孙群郎：
《美国大都市区生态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成因》
，载于《世界历史》，2000 年第
2 期。
16．孙群郎：
《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原因初探》，载于《世界历史》，2003 年第 1 期。
《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载于《美国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17．孙群郎：
18．孙群郎：
《美国城市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生态组织的变迁》
，载于《史学集刊》，2001 年第
2 期。
19．孙群郎：
《美国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与政府体制改革》，载于《史学月刊》，2003 年
第 6 期。
20．孙群郎：
《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及其特点》，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 6 期。
参考书目：
1．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2．等蜀生：
《世代悲欢美国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戴超武：
《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4．黄兆群：
《纷然杂陈的美国民族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5．朱世达：
《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美国史学史-------------------课程编码：105020804094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美国史学史
英文名称：American Historiography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 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史学理论等
内容简介：
美国史学史主要讲授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研究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
就是反映并且介绍不同时期各个学派产生的原因、核心思想及其对学界、社会甚至政府的影
响。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各个派别对美国历史发展的解释，进而提高
学生对历史现象的鉴别与分析能力。本门课程的考试方式时撰写课程论文。
参考书目：
1．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六卷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3．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F.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1970.

------------------- 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研究 -------------------课程编号：105020804095
课程名称：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Manpower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等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主要涉及美国人力理论和政府政策的形成及其演变，政府政策
管理机制和每个时期政策的社会效用与存在的问题。讲授的重点是帮助学生了解市场经济条
件下就业市场的运作规律、政府在社会与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市场经济
条件下失业率长期存在与波动等问题。本门课程主要以老师讲授，学生课外读书并在课堂上
讨论。
参考书目：
1．梁茂信：
《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机制研究》（即将出版）。
2．黄安年：
《当代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3．Hiroto Tsukada,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izen’ Welfare State Sweden,
UK, Japan and U.S.,, Burlington 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
4．Lois R. Wis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Employment Patter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
----------------旅游地域文化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4096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旅游地域文化研究
英文译名：Regional Culture in Tourism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历史地理等
内容简介：
《旅游地域文化研究》这一课程主要针对旅游活动以及旅游消费行为的地域性特征，研
究不同地区旅游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旅游活动。
参考书目：
1、陈佩言等著，《亚热带嘹望——中国地域文化论》，广州出版社，1994 年版。
2、李少群，
《地域文化与经济发展》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旅游文化遗产保护-----------课程编号：105020904097
课程名称：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ourism and Culture Sites Protection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考古与博物馆学等

课程讲述世界文化遗产诞生和发展的总体状况，分析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与空
间分布，旅游业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文化遗产观，树立保护和发
展相协调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参考书目：
1、冯骥才，
《守望民间》
，西苑出版社，2002 年。
2、徐嵩龄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4098
课程名称：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Exploitation and programming
of tour resource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考古与博物馆学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大发展而日显重要，作为研究生阶段的
专题课程，《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仍然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主干课。具体学习内容将在
学习旅游规划的对象、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突出对旅游规划编制的方法及程序的研究探讨。
主要系统全面地介绍旅游开发与规划的基本概念体系、基础理论、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
价方法、旅游市场调查研究方法、旅游主题定位、功能分区、旅游产品的创意设计、旅游开
发的保障体系规划、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发展历史、趋势及研究热点等内容。
参考书目：
1、马勇等主编，《旅游规划与开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吴承照主编，《现代旅游规划设计原理与方法》
，青岛出版社，1998；
3、邹统钎著，《旅游开发与规划》，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年；
4、吴必虎著，《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国际旅游教育比较研究-------------课程编号：105020904099
课程名称：国际旅游教育比较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Comparative Studies of Tourism
Education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历史地理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课程讲述不同国家旅游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并将其与我国的旅游教育进行比较，目的
使学生了解并借鉴其它国家旅游教育的经验，对中国旅游教育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参考书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孙启林，
《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

-----------管理学专题-----------课程编号：105020904100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名称：管理学专题
英文译名：Major study of management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旅游管理、考古与博物馆学等
内容简介：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
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
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本课程主要以专题的形式重点
讲述管理学的主要流派与构成、管理模式、企业与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以
及 21 世纪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
参考书目：
1．【美】 彼得·杜拉克：《21 世纪的管理挑战》，三联书店 2000 年。
2．《竞争未来—企业发展战略》【美】加里·哈梅克 C·K·普拉哈拉著 昆仑出版社 1998
年
3．【美】加雷思·琼斯 珍妮弗·乔治 查尔斯·希尔著：《当代管理学》，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03 年。
4．【美】 丹尼尔·A·雷恩著： 《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5．【美】哈罗德·孔茨 海因次·韦里克著：《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6．卢盛忠主编：《管理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东北边疆史 -----------课程编号：105021004101
课程名称：东北边疆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Frontier history of
Chinese northeast area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专门史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中国东北边疆史为主要对象，讲述边疆的基本理论以及东北边疆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民族、疆域变迁以及东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等，使研究生了解和掌握
东北边疆史的基本内容，以及有关边疆的基本理论。为今后从事东北史的教学与研究打好基
础。
参考书目：
1．佟冬主编：《中国东北通史》1-6 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张博泉：
《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 东北民族关系史 -------------------课程编号：105021004102
课程名称：东北民族关系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Ethnic History of Chinese Northeast

学
时：40 学时
学
分：2 学分
开课学期：春季
开课形式：课堂教学与研讨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专门史等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述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演变和融合，以及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我国
北方、中原各民族的联系，东北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明清之际东北少
数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
主要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文献)：
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东北地方考古-----------课程编号：105021004103
课程名称：东北地方考古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rchaeology of
Chinese northeast area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考古学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书课程主要讲授东北地区的地方区域考古概况与特色，重点阐述反应代表东北地方文
明与文化的考古遗存、器物等。总结东北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面貌，概括各个考古学文化的
特征、年代和重要考古发现，揭示不同时代东北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其与周边各地区同
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等。
参考书目：
1． 冯永谦：《东北考古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东北考古论著目录》
，1965。
3． 刘国祥：《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东北民俗文化-----------课程编号：105021004104
课程名称：东北民俗文化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Folk-custom and culture of
Chinese northeast area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专门史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东北地区是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北方农耕文化交融与碰撞地区，具有自身较为独
特的民族与民俗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课程主要以东北地区的民族及其民
族融和为中心，重点讲授东北民俗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东北民俗中的心理文化、东北民
俗文化的美学意蕴等。
参考书目：
1．长白丛书，《清代东北民俗文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2．张碧波：
《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3．曹保明：
《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学苑出版社，2001。

4．丁世良、赵放 主编：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东北开发史 -----------课程编号：105021004105
课程名称：东北开发史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Exploit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northeast area
学
分：2
开课形式：讲授与讨论
适用学科：东北民族与民俗、专门史等

学
时：40
开课学期：春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以东北经济开发史为对象，重点讲授清代至近代以来东北的土地开发、流民问题、
东北地区商业、矿业、手工业、交通、城镇的发展以及对各时期的治边政策、开发措施、开
发的具体实践，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东北开发的影响进行实事求是评价。
参考书目：
1．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出版社 1990 年
2．乌廷玉《东北土地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 考古与博物馆实践 -------------------课程编号: 105020604106
课程名称：考古与博物馆实践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Archaeology practice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实践结合
适用学科：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东北民族与民
俗、中国古代史等

内容简介：
本门课程主要以讲授与实地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实际技能操作与实地考察，加深学
生对考古和博物馆学理论方法的认识和掌握，提高学生对考古现象的分析能力。主要内容有
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博物馆与文物保护等。
主要教材：
1．栾丰实：
《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2．《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3．《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
-------------------- 冷战史专题 --------------------

课程编码：105020804107
课程名称：冷战史专题

课程类型：专业方向课
英文译名：The Cold War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秋季

学
分：2 学分
开课形式：讲授与实践结合

考核形式：课程论文

适用学科：世界史、专门史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结盟关系迅速破裂，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展
开了全方位的对抗。这场“以除热战以外一切方式进行的对抗”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几
乎占据了 20 世纪后半期全部的历史舞台，西方史学家将这一时空内的历史称为“冷战史”。
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进行了数场代理人战争，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阻碍了一些国家的
发展进程，并制造了延续至今天的民族分裂状态。然而，美苏冷战更多是以竞争的形式展开
的，双方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对经济资源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控制，以及在科技、教育、文化
等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今天冷战史研究中的显学。此外，传统冷战史研究一般关注冷战中
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和控制，“新冷战史”研究则强调小国对大国的制约作用，以及对冷战性
质的深刻影响。本课程将依据最具权威性的美苏中等国外交解密原档，以课堂讲解加讨论的
方式，帮助同学们了解冷战表象背后的历史真实，并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主要参考书目：
1. 刘金质：
《冷战史》(上、中、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2.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版。
3. 吴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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