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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信仰问题研究 英文名称 Research on Faith Problem 

课程代码 0353031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魏长领 

课程简介 

通过对信仰相关问题的介绍，说明信仰的本质与特性、结构与功能、产生与发展、危机与重

建，揭示信仰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和一般规律，进一步理解人类的精神进程和我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的深层问题。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信仰问题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信仰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大致线索，理解重要哲学家

的关于信仰的重要思想，了解我国当前的信仰问题，拓宽理论视野，增强思辨能力，提高理论水

平。本课程包括信仰的本质与特性、结构与功能、产生与发展、危机与重建，注重启发和哲学理

论深度的挖掘。课前及课后，应当及时布置有关哲学原著的阅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国内外关于信仰问题研究的主要历史阶段、主要人物及信仰问题研究的方法论，3 学时； 

信仰问题的基本理论（信仰的本质与特性、结构与功能、产生与发展、危机与重建），12 学时； 

信仰的主要类型（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人生信仰、道德信仰、法治信仰、民间信

仰），12 学时； 

我国当前信仰问题分析，5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马克思主义信仰论》，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理性与信仰》，唐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魏长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4   

《道德信仰与社会和谐》，魏长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Special Topics on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5151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一 

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与讨论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李晓虹 

课程简介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课程以中国哲学的重点问题为主要内容，围绕先秦诸子

哲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特点设置

不同专题，目的在于使研究生在具有中国哲学史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问

题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熟悉中国哲学史上各个阶段的重要学术派别的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该学

派思想的主要特点、彼此之间关系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

位、影响和价值。 

2．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能

够有更深刻地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具

有的重要作用，从而明晰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先秦诸子专题（儒道、儒法、儒墨专题）（8 学时） 

第二讲 汉唐儒玄专题（儒道与玄学关系）（5 学时） 

第三讲 汉唐儒释道三教关系专题（儒佛、玄佛、佛道专题）（8 学时） 

第四讲 宋明理学专题（理学与儒学、理学与佛教、理学与道教）（8 学时） 

第五讲 中国哲学的现代启示专题（3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 2005 年版。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5. 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6.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8.（唐）慧能 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9.（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Special study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5152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第一学期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魏长领 

课程简介 

 

通过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介绍，展示西方重要思想家的重要哲学思想，揭示西方哲学发展的

逻辑和一般规律。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西方哲学思想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西方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大致线索，理解重

要哲学家的重要哲学思想，拓宽理论视野，增强思辨能力，提高理论水平。本课程包括了古希腊

哲学、基督教哲学、近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哲学的教学。讲授中，侧重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

逻辑的揭示。注重启发和哲学理论深度的挖掘。课前及课后，应当及时布置有关哲学原著的阅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西方哲学专题研究的方法论和逻辑进路，2 学时； 

2.古希腊罗马哲学，9 学时；         3.基都教哲学，3 学时； 

4.文艺复兴哲学，3 学时；           5.近代英国哲学，3 学时； 

6.欧洲大陆哲学，3 学时；           7.法国启蒙哲学，3 学时； 

8.德国古典哲学，6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西方哲学史》，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苏菲的世界》，贾德，作家出版社，1999   

3.《西方哲学史》，罗素，商务印书馆，1982    

4.《西方哲学史》梯利，商务印书馆，1999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哲学专业英语（全英语） 英文名称 
Specialized English of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515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课堂教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崔增宝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外国哲学专业硕士一年级的全英语教学的专业课。该课程以培养学生

的哲学兴趣、批判性思维方式为目的，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能够运用英

语阅读哲学原著，进行学术交流，撰写英语学位论文，使学生适应国际化的教育环

境，成为国际化的研究生，能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教学大纲 

 

通过学习全英语《哲学导论》，要求学生了解哲学的基本指向、基本问题和基

本研究思路；能够用英语交流、阅读哲学著作及撰写学术论文。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Lecture 1：Doing philosophy?   2 课时 

Lecture 2：Philosophical Question   2 课时 

Lecture 3：The Meaning of Life  3 课时 

Lecture 4：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2 课时  



Lecture 5： The Search for Truth   2 课时  

Lecture 6：Freedom and Determinism   2课时 

Lecture 7：Philosophy and Ethics   2课时 

Lecture 8：Philosophy and Esthetics   2课时 

Lecture 9：Philosophy and Religion   2 课时 

Lecture 10：Philosophy and Politics   2 课时 

本课程安排 11 课时的课堂讨论课环节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该课程以课堂讨论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展开教学活动。本课程安排 11次课堂讨

论课（11学时），学生发言后由任课教师结合讨论情况对有关问题进行点评、讲解。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Robert C. Solomon. The Big Questions: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y.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2010. 

2、Thomas C. Hunt, Dennis L. Okholm, John Lugton Safford .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 Alburey Castell, Arthur M. Borchert and Arthur Zuck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ilosophy. Macmillan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4. 

2、Peter Sedgwick. Descartes to Derrida: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Philosoph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3、Samuel Enoch Stumpf. Socrates to Sartre: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McGraw-Hill, Inc. 1993. 

4、Roger Scruton. Modern Philosophy: A Survey. Arrow Books. 1997.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Thomas+C.+Hunt%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5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Dennis+L.+Okholm%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5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John+Lugton+Safford%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5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课程代码 035617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一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与相关问题讨论相结合 考核方式 课堂研讨与期末课程论文相结合 

任课教师 孟耕合 

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是为哲学系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旨在通过文本研究、历

史背景的具体分析，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立场和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的专题讲解，培养硕士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发展历史，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引导硕士生研读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著，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走向，立足中国现实，注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研究，引导硕士生对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其哲学

思辨、研究和写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绪论 3 学时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1836-19 世纪末） 12 学时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 6 学时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研究和发展 6 学时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5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无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无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 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2、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研读 英文名称 
Study on Original Works of 

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71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导读式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郑永扣教授 

课程简介 

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进行研读，主要包括：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列宁

的《哲学笔记》，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主要思想内容。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文献研读和讲授，使研究生掌握 

1、把握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及其批判；  

2、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主要内容、理论方法； 

3、掌握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读，8 课时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研读，   8 课时 

 3、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  8 课时 

 4、列宁：《哲学笔记》研读，8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上中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 

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4．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第 2 版，2000 年 1 月 1 日 

 

 

 

http://www.baike.com/sowiki/%E9%A9%AC%E5%85%8B%E6%80%9D%E6%81%A9%E6%A0%BC%E6%96%AF%E5%85%A8%E9%9B%86?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A9%AC%E5%85%8B%E6%80%9D%E6%81%A9%E6%A0%BC%E6%96%AF%E5%85%A8%E9%9B%86?prd=content_doc_search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A Special Study on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课程代码 0356174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潘中伟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的专业课。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历史

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专题研究，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和自身特点。并以此深入

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研究生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关注和分析有关此问题的相关争论，

对有关观点进行深入的辨析和研讨。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定位的

复杂性，了解有关争论的起因、内容和影响；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

的发展问题。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 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争论（5 学时） 

2. 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经验科学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10学时） 

3.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概念（5 学时） 

4.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5 学时） 

5. 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界定问题（4 学时） 

6. 课程论文写作（3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北京出版社，1990 年版。 

2.《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伯尔基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4.《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G·A·科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5.《理解马克思》，乔恩·埃尔斯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英文名称 A Studying on Marx's Early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72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潘中伟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主要是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

生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深入思考马克思哲学的起源和本质。结合《关于伊壁

鸠鲁哲学的笔记》，阐释文本的主旨、理论背景、框架安排意图，重点句子和难解概念的详

细释义，文本结论与后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关联，阐释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当代价值

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系统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思想及其在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要求学

生能够逐字逐句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 “序言”所体现出来的一般思想背景。（4 学时） 

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释义。（8 学时） 

3. “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释义。（8 学时） 

4. “附注”与“附录”释义。（5 学时） 

5. 马克思《博士论文》在其后续思想发展中的作用。（4 学时） 

6. 课程论文写作（3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罗晓颖：《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 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3.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4. 麦卡锡选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5. 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研究 英文名称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inicization 

课程代码 0356175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 开课学期 3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胡爱玲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根据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和目标而设置的。它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进行研讨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发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思考背景，有

侧重点地考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的理论特征、解决的主要问题。本课程通过融历史、

理论、实践和时代多重视域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大众化和中国化的认识，拓展学生的研究视域。 

教学大纲 

一、 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去向，说明推进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什么。探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

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的特殊指向和具体内容；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比较分析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发掘出其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梳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

真正实现中国化应实现的转换。 

二、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前提问题研究。 8 学时 

第二部分 分别探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李达、李大钊、瞿秋白、艾

思奇、毛泽东等人）。 8 学时 

第三部分 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学术界的探讨）。

8 学时 

第四部分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展望。8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三、 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郭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四、 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王南湜：《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雍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李景源：《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

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6.李达：《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Monographic Study of Foreign Marxism 

课程代码 0356176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研讨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胡爱玲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依据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目标和要求开设的。主要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演

变过程中涉及到的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力求一方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考察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主题、内容及其特征，另一方面探究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关系。如此设置课程

内容当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拓展他们的视野。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和认知国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拥有的 

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如何立足时代问题，结合其它西方思潮，扩

张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

的区别和联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探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主旨和基本理论观点。（8 课时） 

第二部分：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8 课时） 

第三部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意识形态理论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8 课时） 

第四部分：（8）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克劳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俞吾金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侯惠勤：《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 

2.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4.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 

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7.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8.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宋明理学研究 英文名称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课程代码 0356178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与讨论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李晓虹 

课程简介 

《宋明理学研究》课程以宋元明清时期理学的重点问题为主要内容，围绕宋明

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宋明理学精神义理大要及其发展与分系、宋明理

学中不同派别之间理论比较分析、宋明理学与儒佛道关系、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

等内容设置不同专题，目的在于使学生在掌握宋明理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

重要问题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能初步了解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之开展（尤其哲学义理与心灵境界的追求以及文化方向的

回归）的重大影响，进而对当代文化和人类文明有所省思。 

2.了解宋明理学的时代背景，并能对其基本哲学论题和分系有所认识。 

3.有所契应宋明理学诸子的生命人格，而滋润时人之心灵。 

4.培养进入宋明理学文献之能力与长远兴致。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宋明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5） 

第二讲 宋明理学精神义理大要及其发展与分系（8 学时） 

第三讲 宋明理学中宋初三先生、濂洛关闽、程朱陆王问题（6 学时） 

第四讲 宋明理学与儒佛道关系（8 学时） 

第五讲 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5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 2005 年版。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4. （明清）黄宗羲、黄百家，（清）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5.（明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6.（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7.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 2017 年版。 

8.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9.（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哲学经典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s of Original Works 

of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81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与讨论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李晓虹 

课程简介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课程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著作的精读，使学生熟悉中国哲学经典，

培养和锻炼学生阅读中国哲学原著的能力，同时掌握中国哲学运思的基本特征。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熟悉有关经典并了解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和价值。 

2、掌握阅读中国哲学原著的一般方法，培养独立阅读与研究文献的能力。  

3、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精神。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儒家经典选读（12） 

  1.《四书章句集注》选读（4 学时） 

  2.《近思录》（4 学时） 

  3.《传习录》（4 学时） 

第二讲 佛教经典选读（10 学时） 

  1.《肇论》（3 学时） 

  2. 《心经》（3 学时） 

  3. 《坛经》（4 学时） 

第三讲 道家道教经典选读（12 学时） 

  1.《老子》选读（4 学时） 

  2.《庄子》选读（4 学时） 

  3.《悟真篇》选读（4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洪修平：《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2.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 2005 年版。 

3.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4. （唐）慧能 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5.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6.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英文名称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79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考查 

任课教师 史鸿文 

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课程选取中国近现代时期主要哲

学思潮及相关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加以讲授。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互动，有重点地探讨中国近现代哲

学的内容、特征以及发展脉络。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文献，重视对原典著的阅读，便于学生掌握这门

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基本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比较深刻

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课堂讲授、问答启发及组织课堂讨论、经典导读等方式，激发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全面掌握中国哲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分期（2 学时）；2.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思路（4 学时）；

3.中国现代哲学的话语建构（4学时）；  4.中国现代哲学的背景（4学时）； 

5.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4学时）；6.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的源流（4学时）； 

7.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发展（4学时）；    8.课堂讨论（6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课堂讨论：主要围绕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课堂讨论与课

堂答疑。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张文儒 郭建宁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2001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宋志明著：《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冯友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宋志明 赵德志著：《现代中国哲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4.方克立 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英文名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课程代码 035618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6 学分 3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主讲+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考核 

任课教师 张永超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哲学最核心的三个领域展开探究，结合本土语境讨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形上学：中西马不同语境下的三重含义 

2、知识论：中西比较视阈下探究知识的定义与认知思维模式 

3、伦理学：伦理学处理的问题与“伦理本位社会”之比较 

4、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中西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探讨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回到哲学最核心的三个领域，避免“以辞害意”。 

2、对中西哲学语境中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所探讨的问题有着基本的了解。 

3、对于哲学的不同问题域有着基本的方法论自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形上学：中西马不同语境下的三重含义；8 学时 

2、知识论：中西比较视阈下探究知识的定义与认知思维模式；8 学时 

3、伦理学：伦理学处理的问题与“伦理本位社会”之比较；8 学时 

4、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中西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探讨；8 学时 

四、教材、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2007 

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5、张志伟主编，形而上学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张志伟主编，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宋继杰主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广东省出版社集团，2011 

8、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9、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 

10、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 

11、洪汉鼎，知识论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波伊曼，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黄建中，比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11 

15、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孙伟，“道”与“幸福”：荀子与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3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英文名

称 

Historical Sci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课程代码 0356182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Ⅱ：中国哲学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交流 考核方式 撰写论文、、专题学术报告 

任课教师 崔波 

课程简介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

使用的科学。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提供可靠根据。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课程基于对中国哲学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进行阐释，分商至西周、春秋战国、汉至晋、唐至

清以及近代时期五个史阶段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分类研究，并就每一阶段的主要史料之内容、

版本以及相关注释进行详细介绍；对各阶段的重要史料进行摘引和解释。引导学生对中国哲学重

要文献、史料的搜集、归纳和诠释。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概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对象，范围与类别，调查与收集，鉴

别与考证，注疏与解释，整理与运用（9 学时） 

第二讲 先秦哲学史史料（上下）（6 学时） 

第三讲 秦汉哲学史史料（3 学时） 

第四讲 魏晋南北朝隋唐哲学史史料（6 学时） 

第五讲 宋元明清哲学史史料（6 学时） 

学生专题报告  （2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2 

3．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佛教道教哲学研究 英文名称 Buddhism and Daoism Studies 

课程代码 035600502 所属院系 公管哲学系 

学时 36 学分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授课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智勇 

课程简介 

这是为哲学系硕士生开设的关于佛教和道教比较研究的一门课程。主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佛

教和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互动和融合过程，以及两者在思想上的异同。本课程将引导同学们

用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道教和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阅读佛教和道教重要经典，了解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发展和互动的历史以及两者融合的过程。

了解佛教和道教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和主要区别，了解这两种宗教不同的社会功能及其对人类文化

的贡献。要求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法对佛教和道教的哲理，社会组织和修行方

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佛教和道教经典选读                       9 学时 

二、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互动和交融的历史         9 学时 

三、佛教和道教哲学思想的比较                 9 学时 

四、佛教和道教不同社会功能的比较             9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汤一介，《儒释道与中国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4 年 08 月 

2．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系列，中华书局，2012 年 06 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谢屏《中西宗教文化比较》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年 08月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古希腊哲学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A Special Study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0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潘中伟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主要是面向外国哲学专业硕士一年级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以柏拉图的《理想国》

为基本文本，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专题研究，深入了解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

题。研究生的主要学习任务是了解古希腊哲学的缘起、核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对《古希腊哲学专题研究》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指向、基本问

题和基本研究思路；把握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缘起（5学时） 

2. 《理想国》的基本问题（5学时） 

3. 城邦的产生及问题（5 学时） 

4. 理想城邦（5 学时） 

5. 城邦的败坏（5 学时） 

6. 城邦治理的根本途径（4 学时） 

7.课程论文写作（3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王制>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 

2.《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施特劳斯著，三联书店，2003 年版。 

3.《希腊哲学史》（1-4），汪子嵩等著，人民出版社 1997、1993、2003、2010 年版； 

4.《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尼克尔斯，华夏出

版社，2007 年版。 

5.《秩序与历史：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沃格林著，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当代法国哲学 英文名称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2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课堂教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崔增宝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外国哲学专业硕士一年级的专业课。该课程以传授现当代法国哲学的基本流派、基

本理论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为目的，使学生理解法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了解法国哲学

的最新动态，从而掌握法国哲学的整体概况。 

 

教学大纲 

通过学习《当代法国哲学》，要求学生了解法国哲学的基本指向、基本问题和基本研究思路；

把握当代法国哲学在哲学领域中的独特贡献。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当代法国哲学的基本概况  4 课时；   第二讲 福柯的哲学思想  4 课时 

第三讲 德勒兹的哲学思想   4 课时         第四讲 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  4 课时 

第五讲 利奥塔的哲学思想  4课时          第六讲 詹姆逊的哲学思想 4 课时 

第七讲  重建批判社会理论 4 课时          第八讲  其他当代法哲学思想  4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第 2 版。 

2、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1 版。 

2、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三联书店，2007 第 1 版。 

3、于斯曼主编：《法国哲学史》，冯俊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 版。 

4、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Englan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5、Alan D. Schrift.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Key Themes and Thinker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6、John Lechte. 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eledge, 1994.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德国古典哲学 英文名称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1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刘漫 

课程简介 

德国古典哲学是发展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是德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黄

金时期，是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

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哲学舞台上

的主角。它提出了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领域

的各种重大问题和范畴，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重要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重要哲学思想。 

2、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背景、基本问题和基本发展线索。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现代哲学的关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导论 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大概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2 课时） 

2、康德哲学  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两个专题介绍康德哲学（8 课时） 

3、费希特哲学   （4 课时） 

4、谢林哲学     （4 课时） 

5、黑格尔哲学   （8 课时） 

6、费希特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 课时） 

7、课程总结及讨论  （2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张慎主编：《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第六卷）》，凤凰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杨祖淘：《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 1 版，2003 年 11

月修订版第一次印刷。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俞吾金：《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分析哲学 英文名称 Analytic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钟远征 

课程简介 

分析哲学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主流分支，在二十世纪的英美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其

研究范围涉及颇广，包括逻辑原子主义、命题意义理论、语词指称理论等。虽然当代哲学家围绕

分析哲学的性质问题还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但分析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方法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对分析哲学的学习，是切入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二十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时代背景与基本问题。 

2、重点了解分析哲学家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蒯因、普特南等人的哲学思想。 

3、对分析哲学中所涉及的主要理论，如逻辑原子主义、命题意义理论、语词指称理论等有

一定的把握。 

4、思考和讨论分析哲学在哲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弗雷格的逻辑与语言哲学（4 学时） 

2、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4 学时） 

3、维也纳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4 学时） 

4、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4 学时） 

5、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4 学时） 

6、蒯因：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4 学时） 

7、戴维森：对于行动与意义的诠释（4 学时） 

8、罗蒂：从无镜的哲学到后哲学文化（4 学时） 

结合分析哲学的英文文本，通过学生课下准备，课上交流、提问、讨论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 年 9 月，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俞吾金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Stephen P. Schwartz: 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from Russell to Rawls, Wiley-Blackwell, 

2012. 

http://gen.lib.rus.ec/search.php?req=Stephen%20P.%20Schwartz&column%5b%5d=author
http://gen.lib.rus.ec/book/index.php?md5=C897E114CB123B061A0D8B00204264B3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当代德国哲学 英文名称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5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刘漫、钟远征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范围为广义的当代德国哲学，研究对象包括对现代西方哲学做出重要推动工作

的现当代德语哲学家。现当代德国哲学被看做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发动机，现当代西方哲学从

现当代德国哲学中获得了一些关键的内在养料和动力。现代德国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一起，构成

了人类哲学史上两座不朽的里程碑。因此，当代德国哲学是外国哲学研究生教学中的必要环节。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重要的德国当代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施密特等人的重要哲学思想。 

2、理解德国当代哲学的时代背景、基本问题和思考路径。 

3、讨论德国当代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4、思考和讨论德国当代哲学在文化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并讨论其现实意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尼采哲学（8 学时） 

2、狄尔泰哲学（8 学时） 

3、胡塞尔哲学（8 学时） 

4、海德格尔哲学（8 学时） 

5、伽达默尔哲学（8 学时） 

6、哈贝马斯哲学（8 学时） 

7、维特根斯坦哲学（8 学时） 

8、施密特、施特劳斯和阿伦特三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8 学时） 

根据学生兴趣和具体情况，选择四位哲学家的思想为学生的主要了解和讨论对象。通过学生

课下准备，课上交流、提问、讨论的形式开展课堂活动。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三卷本），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Julian Roberts：The Logic of Reflection: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政治哲学研究 英文名称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4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加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写作 

任课教师 姚得峰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外国哲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以讲授当代西方政治

哲学的主要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为目的，使学生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哲

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了解其基本理论内容及最新理论动态，从而掌握当代西方政治

哲学的整体概况。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内

容、基本问题和基本研究思路；把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研

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现代政治哲学，4 学时； 

第二讲：新自由主义，8 学时； 

第三讲：社群主义，6 学时； 

第四讲：功利主义，5 学时； 

第五讲：共和主义，4 学时； 

第六讲：后现代主义，5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姚大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沃尔夫：《政治哲学导论》，赵荣华、陈任博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 

2.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亚当•斯威夫特：《政治哲学导论》，佘江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4.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 

5.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6．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黑格尔哲学导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黑格尔哲学导读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Lecture on Hegel’s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导读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杨伟涛 

课程简介 

基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读，介绍和理解黑格尔关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

宗教、绝对知识的演进与构成，从而全面、系统把握黑格尔关于精神哲学的环节、要素及其关

系；重点把握精神演进中自我意识、自由的发展逻辑及意义。正确理解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结构、

特征与影响，并能进行合理评价。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意识中的感性、知觉和知性； 

2、理解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及其自由； 

3、理解理性中观察理性、行动理性以及审核法律的理性； 

4、理解精神中的伦理、教化和道德； 

5、理解宗教环节中的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天启宗教； 

6、理解绝对知识中的含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言和导论     6 课时                   甲、意识         4 课时         

乙、自我意识   4 课时                   丙（甲）、理性    4 课时 

丙（乙）、精神   8 课时                  丙（丙）、宗教    4 课时 

丙（丁）、绝对知识  2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法] Hyppolite,Jean.,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tr. by S.. Cheniak and 

J.Heckman,Evanston,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 

2.ohn Russon, Reading Hegel’s Phenomen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  

3.Martin Heidegger,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 by Parvis Emad and Kenn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5.王树人：《历史的哲学反思——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山东人民从出版社，2001年 

7.萧焜涛：《精神世界掠影——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 180 周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 

8.高全喜：《自我意识论——<精神现象学>主体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1990年 

9.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基础——<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张澄清 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1.[德]芬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贾红雨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s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6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3 

授课方式 课堂教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崔增宝、姚德峰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外国哲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的专业课。该课程通过阅读现代西方哲学的

经典著作，使学生学会对文本的分析、解释、归纳、概括，从而训练学生阅读原著

能力，培养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使学生深化对现代西方哲学基本流派、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的理解，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

动态。 

 

教学大纲 

 

通过阅读现代西方哲学的原著，要求学生能够运用英语阅读经典著作，具备分

析、解释、归纳、概括能力，能够对文本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解，掌握做读书笔记的

方法及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本课程围绕原著展开教学，老师先对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进行整体介绍，然

后带领学生阅读选定的哲学原著。每学期选定一本主要原著展开阅读，不同学期可

以更换原著，要突出前沿性、前瞻性，原著暂定为：《反俄狄浦斯》、《尼釆与哲

学》、《精神病学的权力》、《经验主义与主体性》、《差异与重复》、《公正游

戏》、《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表达：斯宾诺莎》、《千高原》、《知识考

古学》、《存在与时间》、《逻辑研究》、《正义论》等。 

因每学期选定的原著可能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现以《反俄狄浦斯》

为例来设定原著选读的学时分配。 

第一讲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及基本观点简介   2课时 

第二讲   欲望机器   6 课时 

第三讲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庭   6课时 



第四讲 野蛮社会、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6课时 

第五讲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6课时 

第六讲 《反俄狄浦斯》的影响    6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Gilles Deleuze. Ai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2、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 Hugh Tomlinson(tra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Gilles Deleuze. Ai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2、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 Hugh Tomlinson(tra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3、Michel Foucault. Psychiatric Power. Picador, 2006. 

 4、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5、Jean-François Lyoto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6、Gilles Deleuze. Empiricsim and Subjectivity: An Essay on Hume’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7、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ntheon Books, 1972.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伦理学原理与方法 英文名称 Theory and Methods of Ethics 

课程代码 0356184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专题讲授式、专题讨论式 考核方式       专题讨论、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杨伟涛 

课程简介 

该课程以传授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伦理学的思想方法以及社会伦理和个体道德为主。内容包括伦

理学问题和体系，伦理学基本范畴、伦理学思想方法、个人与集体以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人与

他人关系伦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价值、社会生活领域道德、个体道德意识、个

体道德实践。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对伦理学理论知识讲授讨论和伦理学经典文献研读的研读学习，使学生了解伦理学研究的主

题和内容，把握伦理学发展的前沿和动态，掌握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其中主要是把握伦理学基本

问题和基本范畴、伦理学基本方法、社会道德原则与核心价值观、社会生活道德、个体道德意识和实

践，为伦理学的理论学习与学术研究奠定理论知识基础。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伦理学研究导论（3 课时） 

第二讲 伦理学基本范畴（3 课时） 

第三讲 伦理学思想方法（3 课时） 

第四讲 个人与集体：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研究（4 课时） 

第五讲 自我与他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与己他两利主义（3 课时） 

第六讲 道德选择与评价原则：功利主义、义务论（4 课时） 

第七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3 课时） 

第八讲 社会生活伦理（3 课时） 

第九讲 个体道德意识与范畴（3 课时） 

第十讲 个体道德实践  （3 课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课程包括 6 学时专题讨论。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英]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2.[美]雅克.蒂洛：《伦理学与生活》，程立显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第 9 版 

3.[德]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4.[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引论》，雷克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美]威廉·K.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黄伟合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英文名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课程代码 035618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主讲+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考核 

任课教师 张永超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哲学最核心的三个领域展开探究，结合本土语境讨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形上学：中西马不同语境下的三重含义 

2、知识论：中西比较视阈下探究知识的定义与认知思维模式 

3、伦理学：伦理学处理的问题与“伦理本位社会”之比较 

4、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中西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探讨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回到哲学最核心的三个领域，避免“以辞害意”。 

2、对中西哲学语境中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所探讨的问题有着基本的了解。 

3、对于哲学的不同问题域有着基本的方法论自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形上学：中西马不同语境下的三重含义；8 学时 

2、知识论：中西比较视阈下探究知识的定义与认知思维模式；8 学时 

3、伦理学：伦理学处理的问题与“伦理本位社会”之比较；8 学时 

4、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中西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探讨；8 学时 

四、教材、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2007 

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5、张志伟主编，形而上学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张志伟主编，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宋继杰主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广东省出版社集团，2011 

8、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9、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 

10、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 

11、洪汉鼎，知识论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波伊曼，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黄建中，比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11 

15、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孙伟，“道”与“幸福”：荀子与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3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西方伦理思想专题 英文名称 
The Special Study on Western Ethical 

Thoughts 

课程代码 035501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杨伟涛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在学生对西方哲学史学习的基础上，课程

以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近现代欧洲为历史背景，以美德伦理、信仰伦理、启蒙伦理为主线，

对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出现的重要伦理学流派、重要主题和基本问题的演化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

专题研讨。学生在此基础上把握辩证的伦理学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引导学生对西方伦理思想发展中的柏拉图理念伦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斯多葛学派自然

伦理、奥古斯丁自由意志伦理、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伦理、近代经验主义与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伦理学、法国启蒙伦理学、德国古典伦理学进行重点学习，把握西方伦理思想

发展的基本脉络；引导学生把握西方伦理学中的善和恶、事实和价值、感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

德行和幸福等伦理学主题和问题的提出、发展和解决。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德伦理（8 课时） 

重点内容：赫希阿德伦理、苏格拉底知识伦理、柏拉图理念伦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斯

多葛自然伦理、伊壁鸠鲁快乐主义伦理。 

第二单元 中世纪信仰伦理（6课时） 

 重点内容：早期基督教伦理、教父道德哲学、基督教神学伦理学 

第三单元 近现代西方启蒙伦理（12 课时） 

重点内容：近代经验主义与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伦理学、法国启蒙伦理

学、德国古典伦理学。 

第四单元 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中的主题和问题（6 课时） 

重点内容：善和恶、事实和价值、感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德行和幸福等主题的演化。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 

引导学生阅读西方伦理学经典著作、搜集文献资料，开展专题讨论，4 学时。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罗国杰等编：《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 1985 年 

2.章海山：《西方伦理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 

3.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1987 年 

4.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称 
现代西方伦理学专题 

英 文

名称 
Modern Western Ethics 

课 程

代码 
035618902 

所 属

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 程

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 课

学期 
第三学期 

授 课

方式 
教师讲授、学生讨论相结合 

考 核

方式 
论文 

任 课

教师 
杨伟涛 

课程

简介 

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发展和学术成就，是关于价值规范、价值情感、

价值现象、道德心理、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宗教伦理、德性伦理等多种学科、多种立场、多重

视角、多种方法的道德哲学。本课程充分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和阐释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最新成

果、前沿理论和争议问题，引导学生在哲学专业学习中注重用伦理学的立场、方法研究、分析理

论问题，以伦理学研究成果分析和解释现当代社会中的社会现象。 

 

教学

大纲 

一、 教学目标与要求 

该课程以传授现代西方伦理学基本流派、基本理论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为目的，使学

生理解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了解法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从而掌握现代

西方伦理学整体概况。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能够运用现代西方伦理学

来分析、解释社会文化现象。 

二、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西方元伦理学：直觉主义伦理学、情感主义伦理学、语言逻辑分析和规定主义伦理

学等。（8 课时） 

第二讲 新功利主义伦理学：主要讲授行动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伦理学。（6 课时） 

第三讲 新义务论伦理学：罗斯的直觉主义义务论。（2 课时） 

第四讲  契约伦理学：自利契约论、非自利契约论  （6 课时） 

第五讲  人本主义与价值伦理学：现象学价值伦理学、存在主义伦理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

（6 课时） 

第六讲 新德性主义伦理学：麦金泰尔的德性论、现代性伦理的危机与出路等。（4 课时） 

 

三、 实验及实践性环节 

结合讲授内容，开展专题讨论，安排学生查阅搜集文献资料，指导学生撰写相关论文。 

四、 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万俊人编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2. 龚群：《现代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五、 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江怡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向敬德：《西方元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J.J.C.斯马特，B.威廉姆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英]戴维·罗斯：《正当与善》，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7．[英]乔治·爱德华·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环境伦理学专题 英文名称 Environmental  Ethics 

课程代码 0356188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专题讲座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乔学杰 

课程简介 

《环境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在国家环保总局、中宣

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的宏观指导下，在对各级各

类高等学校不同专业学生进行基本环境教育的基础上，针对环境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而开设的一门课程，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物之间的道德

关系。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首先，在知识层面，使学生了解由人与环境所组成的人类生存系统的构成、特征及其复杂性、

多样性和共生性；其次，在认识层面，使学生学习和思考人与环境伦理关系的内涵、结构及功能，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天观，增强他们人与生存环境和谐相融的意识，树立新的环境价值观和环

境伦理观；再次，在实践层面，使学生掌握和运用一些环境道德原则和环境评价方法，在社会生

活中和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活动中以及自觉协调人与环境道德关系中起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环境及环境伦理学基本概念，包括作为人类生存系统的环境和环境伦理学；  5 学时    

    2.环境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流派，包括自然法则与环境伦理、环境道义论、功利

主义、移情理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土地伦理学、社会生态学等；12 学时 

    3.实践环节，包括深生态学平台、环境决策方法、环境保护活动及环境立法等；9 学时 

    4.讨论，包括人口与环境问题、对后代的伦理责任等。6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1.环境决策方法及其运用； 

2.环保公益活动（美丽校园、环保卫士等）； 

3.积极参与环境立法等。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戴斯贾丁斯著《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第三版），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 年版； 

2.林官明编著《环境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邝福光编著《环境伦理学教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余谋昌，王耀先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3.尤金哈格罗夫著《环境伦理学基础》，杨通进译，重庆出版社，2007 年版； 

4.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公民道德专题》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公民道德专题 英文名称 On civic morality 

课程代码 0356187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第三学期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张宜海 

课程简介 

（300 字左右） 

本课程从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公民道德等基本问题入手，思考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如何才能

做有道德等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和前沿问题，帮助学生了解中西公民道德教

育的目标、内容、途径等理论知识和实践问题，通过对中西主要道德理论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的了解，提高学生的伦理学理论素养；通过生活中的道德冲突、道德人与社会、德性伦理

与公民道德的动力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正确把握公民生活中的道德现象、突出问题等，培养学生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的思辨和实践能力。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公民道德专题》课程以伦理学为基础，主要讲授公民学、伦理学交叉内容，目的在于使研

究生系统掌握关于公民道德的基本观点、主要理论、历史发展和未来趋势，要求学生掌握关于公

民道德理论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及公民道德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学生对

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的分析、解答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 什么是公民（4） 

主要讲授公民概念的历史发展、公民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公民概念的含义、公民的教育等，

使学生对什么是公民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第二讲 什么是道德（4） 

主要从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讲授中外道德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伦理术语、

主要伦理学理论等，让学生了解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的差异。 

第三讲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4） 

主要讲授中外关于“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尝试性探索“人为

什么要有道德”的可能答案，培养学生理性探究的能力等。 

第四讲 生活中的道德冲突（4）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整理道德冲突的表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索解

决问题的对策等，着重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讲 道德的人与社会（4） 

主要讲授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其道德状况与社会的道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探讨道德的人是如何生成的，着重探讨道德环境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影响，并探讨我国多年来进行

道德建设的得失及其成因。 

第六讲 德性伦理与公民道德的动力（6） 

结合我国实际，立足公民道德生活实践，讲授我国公民道德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重点讲授公

民道德动力不足的问题、成因、解决方案等，从德性伦理学角度提出可能的策略。 

第七讲 伦理学的几种主要理论（6） 

主要讲授伦理学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如伦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德性伦理等，结合生活实

际，探讨以上诸理论的得失。 

第八讲 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4） 

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发展态势，结合此问题，探讨

我国伦理学发展的趋势及公民道德实践的未来走向。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结合各讲内容，根据学生的情况，适时通过开展专题讨论、阅读经典、查阅资料、撰写小论

文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焦国成：《公民道德论》，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2.[美]雅克.P.蒂洛等：《伦理学与生活》，程立显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版。 

3.[美]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4.万俊人：《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宗教学原理 英文名称 Principles of Religious Studies 

课程代码 0356197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专题研讨、论文 

任课教师 辛世俊 

课程简介 

课程研究内容包括：宗教学的由来及其学科性质，宗教的基本命题与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

的根源，宗教的历史发展，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主义，

宗教消亡的历史规律。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宗教学原理的教学研究，使硕士研究生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了解马克思

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把握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规律。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每讲四个课时。 

第一讲：宗教学的由来及其学科性质 

主要讲授宗教学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宗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等。 

第二讲：宗教的基本命题与宗教的本质 

神与人的关系、生与死的关系、出世与入世的关系、善与恶的关系是宗教的基本命题。宗教的

本质界定。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的反思。 

第三讲：宗教产生的根源 

讲授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分析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第四讲：宗教的历史发展 

主要讲授宗教的历史发展的阶段，研究宗教历史变迁的原因、条件等。 

第五讲：宗教的社会功能 

没有功能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既然宗教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着，那么宗教就具有一系列的功能。

主要研究宗教的信仰功能、认识功能、控制功能、调适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道德功能、

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等。 

第六讲：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主要讲授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关系。 

第七讲：宗教与社会主义 

主要讲授宗教在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功能等。 

第八讲：宗教消亡的历史规律 

主要讲授宗教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消亡的条件，对宗教消亡的态度等。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吕鸿儒、辛世俊：《宗教的奥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道教哲学研究 英文名称 Studying of Taoism philosophy 

课程代码 035619902 所属院系 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Ⅴ：宗教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讲授、交流 考核方式 撰写论文、专题学术报告 

任课教师 崔波 

课程简介 

    在了解中国道家、道教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道教哲学及其重要思想家、思想观点、道教宗派

作深入研究。同时，对道教的经典文献，道教哲学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揭示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神

秘面纱，运用抽象的逻辑方法钩勒道教芜杂形态背后的思想蕴涵，从而走出朦胧印象的种种误区，

达到对道教哲学的深切理解。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教哲学的基本思想脉络，掌握阅读道教哲学原著的一般方法； 

2、激发学生阅读道教哲学的兴趣，提高其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素养； 

3、启发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道的智慧照亮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提高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4、专业课采取以课程论文为主，兼以专题学术报告相补充的方式，重在考核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

把握能力及其用基本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道家哲学的源流和发展（6 学时） 

  2、道教哲学的发展（8 学时） 

  3、道家、道教的经典文献解读（8 学时） 

  4、道教与《周易》（6 学时） 

  5、道教哲学研究的现状（2 学时） 

   学生专题报告  （2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卢国龙：《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 年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其他有关道家、道教研究专著。 

  《老子》、《庄子》、《列子》、《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太上老君内观经》、《洞玄灵

宝定观经》、《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坐忘论》、《化书》及《世说新语》、《抱朴子》、《真

http://fx.zz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f9dbf7b96475f3087ad872e553e0871c1921b0a3ea25510134114c969f2eae5cb71c381bc85852e80a13b9b6abfdd41519dd209b98d7071ebbbe5e74d59a4ff9e1504bb023a4b225


诰》、《史记》、《汉书》等有关道家道教思想原著。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佛教哲学研究 英文名称 Buddhism Studies 

课程代码 035619802 所属院系 公管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授课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智勇 

课程简介 

这是为哲学系硕士生开设的关于佛教研究的一门课程。主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佛教主要经

典，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各个学派的主要思想。本课程将引导同学们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和探讨佛教

的思想和修行方法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阅读主要佛教经典，了解佛教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了解佛教主要学派及其

在世界的分布，了解佛教的社会功能及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能够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

理学和文献学的视角对佛教各学派的教义，哲理，社会组织和修行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佛教经典选读     9 学时 

2．佛教历史         9 学时 

3．佛教各学派思想       9 学时 

4．佛教的社会功能   9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 04月 

2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 中华书局，第一版，2012年 06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任继愈《中国佛学论文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 11 月 

2 任继愈《佛教与东方文化》商务印书馆，1998 年 12 月 

3《佛教十三经》中华书局，2010 年 12 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基督教思想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Christian Thoughts 

课程代码 0356200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二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课堂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平时成绩 

任课教师 冯传涛 

课程简介 

基督教思想研究这门课程，旨在通过对基督教思想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探讨，厘清基督教

思想的发展脉络，所探讨问题和思维方式。这门课程，是阐述宗教学研究相关问题及其研究思路

的重要课程，是把握西方思想的重要途径，是普通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系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门必

要课程，是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主渠道。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应该使学生理解基督教思想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理论体系；从源头上

全面、辩证而深入地把握西方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掌握基督教思想处理问题的独有方式和阐释

问题的角度。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 

宗教是与神圣相关的一系列信仰和习俗的体系；基督教思想将系统地探讨基督教所涉及的诸多问

题；对基督教所涉及问题的反思，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下自身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重   点： 

1、基督教的特征 

2、基督教的历史 

3、基督教思想的主要问题 

难   点：基督教思想的主要问题 

一、  基督教的特征 

1、 基督教的译名问题 

2、 一神论 

3、 道成肉身 

二、基督教的历史 

1、使徒时期 

2、中世纪时期 

3、宗教改革 

三、基督教思想的主要问题 

1、信仰与理想信念 

2、宗教组织与意识形态建设 

（二）教学时数：2 学时/周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ISBN: 9787208122086 

编著者姓名：作者:(美)罗杰·奥尔森 编者:游冠辉 编者:孙毅 译者:吴瑞诚 译者:徐成德 

教材名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次：第一版 

出版日期：2014 年 4 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 等译，周学信 修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年。 

Aquinas,Thom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5 vols.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20-1947. 

Augustine.  Eighty-three Different Question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70): A New Translation, 

trans. David L. Mosher.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0. 

Ayer, A. J.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London: MacMillan, 1956.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trans. G. T. Thomson and Harold Knight,Vol.I/2 .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 

Barth, Karl.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MI: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5 . 

Calvin,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ed. John T. 

McNeill, 2vol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60.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宗教学经典选读 英文名称 
Readings of Classic Works of Religious 

Studies 

课程代码 035620102 所属院系 公管哲学系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第三学期 

授课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论文 

任课教师 智勇 

课程简介 

这是为哲学系硕士生开设的关于宗教学经典著作选读的课程。主要任务是解读宗教学领域主

要学者的重要论著以及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原典。本课程将引导同学们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

文献学的视角对宗教学重要论著和世界主要宗教的原典进行批判性和创作性诠释。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阅读宗教学主要学者的经典论著和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原典。了解不同作者研究宗教的视角和

方法论以及他们在讨论宗教学问题的基本共识和区别。了解这些著作对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和

宗教心理学的贡献，掌握诠释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在解读原典的运用。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著       9 学时 

2．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论著         9 学时 

3．佛洛依德的宗教心理学论著         9 学时 

4．荣格的宗教心理学论著             9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08 月 

2．埃米尔·杜尔凯姆《社会分工与团结》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 年 05 月 

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译林出版社 2014 年 03 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 年 01 月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九州出版社 2014 年 06 月 

3．雷雨田《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08 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宗教伦理学 英文名称 Religious ethics 

课程代码 0356203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专题研讨、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辛世俊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宗教与伦理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揭示宗教包含的伦理要素和意蕴；分别研究：佛

教慈悲观、因果报应论的内容与当代价值，基督教登山宝训的内容、摩西十诫的内容、爱的伦理

学、基督教的幸福观、伊斯兰教古兰经伦理思想梳理，道教主要典籍中的伦理思想。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宗教伦理学的讲授和研讨，使研究生弄清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把握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内

容和主要特点，重点把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内涵的伦理思想，认识当代宗教发展的

根源与前景。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讲：宗教与伦理的关系  4 课时 

主要讲授宗教与伦理的区别与联系。把宗教与伦理结合起来是当代宗教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二讲：宗教伦理发展的基本趋势   4 课时 

主要讲授当代宗教伦理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第三讲：佛教伦理思想研究   4 课时 

主要研究宗、佛教伦理思想的根据、主要内容。佛教慈悲观、因果报应论的内容与当代价值。 

第四讲：基督教（天主教）伦理思想研究   8 课时 

主要讲授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根据和主要内容。等等。 

第五讲：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   4 课时 

主要讲授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主要根据和主要内容。古兰经伦理思想梳理。伊斯兰教伦理思

想的当代价值（商业伦理）。 

第六讲：道教的伦理思想。   4 课时 

主要讲授道教主要典籍中的伦理思想。 

第七讲：宗教伦理的当代价值   4 课时 

主要讲授宗教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等。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自编教材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吕鸿儒、辛世俊：《宗教的奥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郑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世界宗教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Religious Issues 

课程代码 035620202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三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课堂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平时成绩 

任课教师 冯传涛 

课程简介 

世界宗教专题研究这门课程，旨在通过对不同的宗教专题的研究，探讨宗教中所涉及的相关

问题，厘清基督教等宗教教派对信仰相关问题的处理，并探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这门

课程，是阐述宗教学研究相关问题及其研究思路的重要课程，是把握西方思想和世界其他文明形

态的重要途径，是普通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系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门必要课程，是大学生学习和掌

握知识的主渠道。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应该使学生理解基督教等宗教派别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理论体系；从

而全面、辩证而深入地把握基督教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形态的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掌握他们处理问

题的独有方式和阐释问题的角度。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 

宗教是与神圣相关的一系列信仰和习俗的体系；世界宗教专题研究，以专题的形式，系统探讨基

督教诸宗教形态所涉及的信仰的核心问题；对诸宗教所涉及问题的反思，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下自

身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重   点： 

1、宗教所涉及问题 

2、一神论问题 

3、理性和信仰问题 

难   点：理性和信仰问题 

一、  宗教所涉及问题 

1、 神的存在问题 

2、 一神与多神的问题 

3、 如何认识神的问题 

二、一神论问题 

1、思想史上对神存在的论证 

2、神的称谓问题 

3、存在问题 

三、理性与信仰 

1、理性 

2、信仰 

（二）教学时数：2 学时/周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ISBN: 9787208122086 

编著者姓名：作者:(美)罗杰·奥尔森 编者:游冠辉 编者:孙毅 译者:吴瑞诚 译者:徐成德 

教材名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次：第一版 

出版日期：2014 年 4 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 等译，周学信 修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年。 

Aquinas,Thom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5 vols.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20-1947. 

Augustine.  Eighty-three Different Question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70): A New Translation, 

trans. David L. Mosher.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0. 

Ayer, A. J.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London: MacMillan, 1956.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trans. G. T. Thomson and Harold Knight,Vol.I/2 .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 

Barth, Karl.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MI: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5 . 

Calvin,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ed. John T. 

McNeill, 2vol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60. 

 



《科学哲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学哲学概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课程代码 435302603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54 学分 3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开课学期 1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解答思考题+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谈新敏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科学哲学理论的入门基础知识，涉及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以历史为线索，

回顾科学哲学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科学哲学诸流派的基本观点及其更替；另一方面，从

共时态角度对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观点进行概括介绍，

如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功能，科学实验、科学测量与时空构架，因果性、决定论与概率统计

性，对科学活动的语言分析，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科学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知道科学哲学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流派的

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 

2.理解并掌握科学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以及它们形成

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特征； 

3.正确区分科学预设主义与科学主义，科学理性与科学非理性，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

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之间的关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共七章： 

绪  论  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6 学时） 

第一章  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功能（9 学时） 

第二章  科学实验、测量与时空架构（9 学时） 

第三章  因果性、决定论与概率统计（9 学时） 

第四章  对科学活动的语言分析（9 学时） 

第五章  科学发现的逻辑（6 学时） 

第六章  元科学探究的历史演绎（8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2.周林东著：《科学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2.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3. [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4. [美]R.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5.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 版。 

6. [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技术哲学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技术哲学导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435302703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54 学分 3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开课学期 1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张逢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技术哲学的研究传统及流派、技术的本质及其

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体系结构、技术的社会价值、技术活动过程、技术发展模式、技术

与社会、技术批判主义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使学生掌握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和基本问题，明确技术的本质、价值和发展模

式，了解技术与科学、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关于技术哲学（9 学时） 

2.技术认识论（9 学时） 

3.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9 学时） 

4.技术的历史分期（6 学时） 

5.技术文明（6 学时） 

6.技术实践与技术约束（9 学时） 

7.课程论文写作（6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姜振寰：《技术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2.徐良：《技术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3.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 

2.[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3.[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商务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4.Don Ihde .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3 

 

 



《科学思想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学思想史 英文名称 A History of Science Thought 

课程代码 4353028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开课学期 1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罗玉萍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科学观念、理论、学说、学派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模式，着重分析古

代、近代和现代科学的不同运行轨迹，探讨蕴涵在科学成果之中的深层思想和内在发展

机制，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形式及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研究和发现科

技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人类科技思想在人类社会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人类

科技思想演变的基本过程，对人类科技思想的产生和变化作出分析和评价，掌握科技思

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教学目标：掌握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和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掌

握人类科学思想演变的基本过程，了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和人类探索自然的经验教训，

以及现代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有关知识和进展，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教学要求：大量阅读基本文献，制作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文献索引；掌握科学思想史

研究的基本方法；熟悉科学思想史研究状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在科学思想史研究中发

现问题，确定研究题目，撰写研究论文。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绪论：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及其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3 学时） 

2.古代科学思想史及其特点（6 学时） 

3.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15 学时） 

4.近代科学思想和技术革命（3 学时） 

5.19 世纪理论自然科学的形成与发展（6 学时） 

6.现代科学革命（3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林德宏：《科学思想史》，江苏科技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H．Kragh．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Coimbra,1984. 

2.J.Margolis ． The flux of history and the flux of science,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93. 

3.Laudan．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Olby R C.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Routledge, 1990. 

4.I.Hacking.I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Snow,C.P．Two Cultur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6.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李建珊：《世界科技文化史教程》，科学出版社， 2009。 

8.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托马斯·克拉普：《科学简史——从科学仪器的发展看科学的历史》，中国青年出

版社，2005。 

11.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 

12.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科学社会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学社会学 英文名称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课程代码 4353030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1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王翠平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中的社会关系系统、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科学的活动

主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问。主要研究内容是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科学共

同体、科学的社会过程、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与其它因素的社会互动和科学的社会控制等。对

于人们研究和认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善知识结构，为科学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有

重要意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让学生了解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掌握科学社会学的基础知识；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认识科学内部的社会现

象以及科技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科技与社会问题的能力，为专业知识的进

一步学习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绪论（4 学时） 

2.科学家社会角色与科学社会的形成（4 学时） 

3.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界的社会分层（4 学时） 

4.科学家的行为规范（4 学时） 

5.科学评价与科学奖励制度（4 学时） 

6.科学与政治（4 学时） 

7.科学与经济（4 学时） 

8.科学与文化（4 学时） 

9.科学与宗教（4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2.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R．K．默顿：《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2003。 

2.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 

3.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魏屹东：《科技社会学新论》，科学出版社，2009。 

 



《科学哲学原著选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学哲学原著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课程代码 4355040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研读/讨论 考核方式 解答思考题+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谈新敏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选择著名科学哲学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指导学生精细阅读，深入研讨，

深刻理解，力求弄清弄懂作者的思想观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和理论背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

法。选读的原著主要是：[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

命的结构》；[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累积式科学发展观的批判，提出其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

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根据，掌握波普尔对其观点的论证逻辑与方法； 

2.了解库恩对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观的置疑，理解他的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基

本内容，以及他对自己观点的论证逻辑和实质； 

3.了解拉卡托斯提出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观点的根据及其论证，比较其观点与征伪

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的不同与优劣之处。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科学发现的逻辑》18 学时 

第一章 对于若干基本问题的考察（3 学时）；第二章 论科学方法理论问题（2 学时）；

第三章 经验理论的若干结构要素（3 学时）；第四章 可证伪性（2 学时）；第五章 经验基

础问题（2 学时）；第六章 可检验度（2 学时）；第七章 简单性（2 学时）；第十章 验证或

理论如何经受住检验（2 学时）。 

2. 《科学革命的结构》9 学时 

第一章 绪论：历史的作用（0.5 学时）；第二章 通向常规科学之路（1.5 学时）；第三

章 常规科学的本质（1.5 学时）；第四章 常规科学即是解迷（0.5 学时）；第五章 范式的优

先性（0.5 学时）；第六章 反常与科学发现的突现（0.5 学时）；第七章 危机与科学理论的

突现（0.5 学时）；第八章 对危机的反应（0.5 学时）；第九章 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0.5

学时）；第十章 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0.5 学时）；第十一章 革命是无形的（0.5 学时）；第

十二章 革命的解决（0.5 学时）；第十三章 通过革命而进步（0.5 学时）；第十四章 后记

——1969（0.5 学时）。 

3.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9 学时 

导言：科学与伪科学（1.5 学时）；第一章 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5 学时）；第

二章 科学史及其合理建（1.5 学时）；第三章 波普尔论分界和归纳（1.5 学时）；第四章 为

什么哥白尼的研究纲领取代了托勒密的研究纲领（1.5 学时）；第五章 牛顿对科学标准的影

响（1.5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沈阳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3.[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英]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第 1 版。 

4.[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 

5.[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6.[美]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 1 版。 

7.[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技术哲学原著选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技术哲学原著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4355041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1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张逢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选择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代表著作的部分章节，指导学生阅读，力求理解作者

的思想观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选读的经典原著主要有：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

概论》；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B.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日]富田彻男：

《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法]让—伊

夫.戈菲：《技术哲学》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的重要代表著作、主要思想观点、基本研

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初步具备一定的国际学术视野。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卡普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4 学时） 

2.马克思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6 学时） 

3.德绍尔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4 学时） 

4.芒福德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4 学时） 

5.埃吕尔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4 学时） 

6.杜威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4 学时） 

7.米切姆的主要技术哲学的思想（6 学时） 

8.课程论文写作（4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 

2.[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3.[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商务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4.Don Ihde .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3 

5.徐良：《技术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科技伦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技伦理学 英文名称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4356036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王翠平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科学技术论理学是关于科学技术的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说。主要研究科技伦理理论、科技伦理

规范、科技伦理应用、科技伦理实践等。有助于人们研究科技与道德的互动关系,对科技社会的

伦理规范的制定、对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明确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提供理论指导。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绪论（2 学时） 

2.科技伦理思想的流变（6 学时） 

3.科技与伦理的关系（4 学时） 

4.现代科技伦理的原则和规范（6 学时） 

5.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教育与修养（4 学时） 

6.当代高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14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王学川：《现代科技伦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徐少锦：《科技伦理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王国豫，刘则渊：《高科技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科学出版社， 2012。 

3.李庆臻等：《现代科技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技术创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技术创新学 英文名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课程代码 4355043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张逢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研究技术创新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

论，研究技术创新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最新发展，探讨技术创新对于现代企业生存发

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建设四化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有助

于我们深刻理解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深远意义。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学习掌握技术创新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2.分析认识技术创新对于现代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深刻理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深远意义。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绪论（2 学时）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理论渊源与基础概念（6 学时） 

第二章 技术创新的一般过程与启动模式（4 学时） 

第三章 技术创新的课题分布与方向选择（4 学时） 

第四章 技术创新的发展战略（4 学时） 

第五章 技术创新的集群与扩散（4 学时） 

第六章 现代西方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4 学时） 

第七章 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型国家建设（4 学时） 

第八章 技术创新的基本制度设计与安排（ 4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三、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傅家骥等主编：《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四、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熊波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出版社 2008 年版。 

2.冯之俊：《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生态哲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生态哲学 英文名称 Philosophy of ecology 

课程代码 4355044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 2 

授课方式 讲授 考核方式 考试 

任课教师 罗玉萍 

课程简介 

本课程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

律，探析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生态哲学中的生态智慧，辨析当代生态哲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

趋势，不仅研究自然生态系统，还研究人工生态系统，涉及到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

问题。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生态哲学发展动态，掌握生态哲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生态

哲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备独立从事该领域科研、教学、宣传、管理等工作能力。 

着重领会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生态哲学不仅强调人

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从而使学生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基本理论（3 学时） 

生态哲学发展简史（6 学时） 

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6 学时） 

生态自然观（12 学时） 

生态哲学的具体应用（6 学时） 

讨论模块（3 学时） 

二、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2.[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第 2 版。 

3.[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4.[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05 年版。 

5.[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自然与生态》，学林出版社 2007 年第 1 版。 

6.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 版。 

7.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第 1 版。 

8.吴洲：《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意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1 版。 

9.马兆俐、陈昌曙、远德玉、陈凡：《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探究》，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10.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11.钱俊生：《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12.卢风：《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 

13.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http://www.shupeng.com/search/%E4%BD%99%E8%B0%8B%E6%98%8C
http://www.shupeng.com/search/%E4%BD%99%E8%B0%8B%E6%98%8C


《科技政策比较研究（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技政策比较研究 英文名称 Contras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课程代码 4356038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6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3 

授课方式 讲授/研讨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谈新敏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阐释政策的本质、特征、功能和基本过程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回顾科技政

策的历史演变，概述科技政策的体系结构和决策模式，并就科学政策、技术政策、技术创

新政策的目标、设计原则和工具选择进行阐释比较，选择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科学政策、

技术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别及优劣，特别是中国科技政策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并掌握政策的基本理论； 

2.熟悉科技政策的发展历史、体系结构和决策模式； 

3.掌握科学政策、技术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各自的目标、原则、工具及其差异； 

4.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科技政策的历史演变、类型、特征及其在推动本国科技发展中所

起的作用； 

5.熟悉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发展、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政策的本质、特征、功能和基本过程（8 学时） 

科技政策的历史演变、体系结构和决策模式（4 学时） 

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设计原则和工具选择（4 学时） 

主要国家科学政策、技术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的比较（20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自编讲义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王卉珏：《科技政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2.罗伟：《科技政策研究初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3.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叶明：《科技政策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 

5.王春法：《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经济

科学出版社，1998。 

6.C.A.蒂斯德尔：《科技政策研究》，中国希望出版社，1985。 

7. [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科学出版社，1999。 

8. [美]约翰•阿利克等：《美国 21 世纪科技政策》，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 

9. [美]A•杰斯顿菲尔德：《美日科学政策透析》，科学出版社，1986。 

10.吴必康：《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11.《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2.罗伟、连燕华、方新：《技术创新与政府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 

13.克林顿、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曾国屏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14.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李正风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 

15.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改变 21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致国会的报告》，

高亮华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科技哲学前沿动态（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科技哲学前沿动态 英文名称 
The Forward Position 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4356039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3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王翠平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紧密跟踪科学技术哲学的当代发展，注重国内外科学技术哲学有关新理论、新观

点、新动向，选择有关内容，进行综合、归纳，就其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发展研究动向和趋势

进行评介。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1.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哲学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动向； 

2.培养和增强学生把握科学哲学前沿学术动态的能力，科研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物理学哲学动态 （4 学时） 

2.生物学哲学动态（6 学时） 

3.能源技术的哲学思考（4 学时） 

4.材料技术的哲学思考（4 学时） 

5.网络技术的哲学思考（4 学时） 

6.科学哲学前沿问题研究（5 学时） 

7.技术哲学前沿问题研究（5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四、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自编讲义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美]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科学哲学前沿问题研讨会、学术论文资料。 

3.技术哲学前沿问题研讨会、学术论文资料。 

 



《生态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生态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英文名称 
Ec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课程代码 435604102 所属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型 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 3 

授课方式 讲授/讨论 考核方式 撰写课程论文 

任课教师 罗玉萍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

设等重要生态实践问题，探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揭示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机制途径，

探索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交流和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研讨

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新措施。把握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现代实践方式的当代转向。对

生态文明的内涵、定位进行理性分析，培养学生树立全面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认识到把生态问

题上升到文明层面的重大意义。确立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等实践领

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一、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工业文明的生态困境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6 学时） 

当代实践的生态学转向（6 学时）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6 学时） 

倡导生态价值观，建设生态文明（6 学时） 

生态实践——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构建“两型社会”（6 学时）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一、 教材（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廖福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五、主要参考书（序号，编著者姓名，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出版日期） 

1.[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3.[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王维：《人•自然•可持续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7.陶火生：《生态实践论》，人民出版社，2012。 

8.徐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北京出版社，2001。 

9.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出版社，2011。 

 

 

 

 

 

http://www.amazon.cn/%E7%94%9F%E6%80%81%E5%AE%9E%E8%B7%B5%E8%AE%BA-%E9%99%B6%E7%81%AB%E7%94%9F/dp/B00ALT4VQ4/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375930062&sr=1-3&keywords=%E7%94%9F%E6%80%81%E5%93%B2%E5%AD%A6
http://www.amazon.cn/%E7%94%9F%E6%80%81%E5%AE%9E%E8%B7%B5%E8%AE%BA-%E9%99%B6%E7%81%AB%E7%94%9F/dp/B00ALT4VQ4/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375930062&sr=1-3&keywords=%E7%94%9F%E6%80%81%E5%93%B2%E5%AD%A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