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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简称文博系，是国内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博教学

与科研的高教机构之一。自 1984 年创办以来，文博系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三个层次的人才学历培养体系。目前，拥有一个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考古学与博物

馆学、文化遗产两个硕士点和两个博士点，一个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教育包含博物

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 4个专业方向。其中，博物馆学专业被业内认为是全国

高校最强、最完整的教育机构。博物馆学以博物馆建设、展览策划设计、博物馆数字化、博

物馆教育活动规划为重点，考古学以考古学理论方法及公共考古学见长，文化遗产（文物学）

以书画、陶瓷、古建筑与园林、玉器、漆器、青铜器为主，文物保护以纸张、陶瓷等保护修

复见长。 

迄今为止，文博系已培养了千余名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活跃在政府文物管理机构、

各类博物馆、考古所、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公司、展览设计公司、海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旅游、

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同时，作为国家文物局高级人才培训基地，承办“全国省级文物局局

长班”、“全国省级博物馆馆长班”、“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负责人培训班”和“博物馆管

理国际研修班”等，是全国文物系统管理人才培训的主要机构。 

国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视、投入和推动，为文博专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

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博专业越来越成为广大学子踊跃报考的热门专业。 

根据《复旦大学关于实施 2020 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明确

课程基本要求及基本内容，有效引导学生学习，文博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撰《本科

生课程学习手册》，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人才培养模式与理念”：说明院系学科特色与优势,明确学生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梳理课程结构与学分修读要求，介绍各专业方向课程，大致说明学期安

排与修读建议、专业实践内容。需与《2017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结合阅读学习。 

“主要课程简介”：按“大类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通 识教育课程”三部分，

介绍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设主要课程的基本信息、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课程基本内容等（依

照课程代码顺序排列课程简介）。此外，“大类基础课程”部分还包括了文史哲院系开设的必

修课程，供同学们了解课程内容。 

“学习相关内容介绍”：导师安排、专业分流、学生学术研究与交流、奖学金等情况。 

“附录”：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和修读计划，毕业论文管理规定；复旦大

学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学生社团“博雅学社”介绍等。 

本《学习手册》与《2017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配合使用。相关内容如有调整，院系

将做进一步说明。由于编撰时间仓促，手册中难免出现错误，还请同学们在使用过程中及时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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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系人才培养目标与理念 
 

1、学科优势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简称文博系）下设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 

自 1984 年创办以来，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的人才学历培养

体系，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基金、教育部、上海哲学社科、国家文物局在内

的重要课题 40余项，承担近 70个各地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出版著作、译作数十种，发表

论文数百篇。 

被评为上海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物馆建设与管理创新科研基地”、上海高校优秀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博物馆建设与管理”；成立“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文博系教学设施完备，包括藏品丰富且珍贵的复旦大学博物馆；开展文物保护、文物修

复等实践操作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本科教学设置了一个学期的社会实践，为学生的专业学习、

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完善的平台。 

 

2、培养目标 

文博系致力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备文博考古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的研究人才、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重点培养文化遗产研究和管理、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

博物馆数字化开发、博物馆教育活动策划、文物艺术品经营和文博文化产业开发等领域的复

合型人才。他们适合在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各类博物馆、考古机构、展览设计公司、文物与

艺术品经营单位、文化创意公司、旅游部门、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3、办学特色 

文博系的办学特色是“学术为本，创新为体；倡导实践，注重应用”。作为应用性学科，

文博系在坚持文博学术研究为本的基础上，强调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着力培养文博经营、文

博创意和文化传播人才；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建立与文博单位和经营机构的有效合作机制，

不仅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培养学生的专业特长；强调国际合作和交流，建立与国际知名

文博机构和相关高校的合作机制，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先进理念。目前，已建立馆

校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如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博物馆、宁波博物馆、上

海玻璃博物馆、震旦博物馆等。 

 

4、对外交流 

已与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国巴

黎第一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莱斯特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

学、法政大学、爱媛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成功大学、逢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以及大英博物馆、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等知名高校和文博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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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网址：www.chm.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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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体系 

1、总体要求 

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大类基础课程（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三大板块组成，

此外还设置了一定数量的任意选修学分，供学生自行选修。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144 学分——其中通识教

育课程 50 学分，大类基础课程 15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65 学分（含社会实践 6 学分、学年

论文 1 学分和毕业论文 4 学分），任意选修 14 学分，并通过复旦大学英语水平测试和计算机

应用能力水平测试，方能毕业。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修读要求，以及留学生的水平测试要求，参见《培

养方案》中相应《港澳台侨学生修读说明》和《留学生修读说明》。 

 
2、课程体系各部分修读说明 

（1）通识教育课程（50 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模块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七大模块。（28 学

分） 

 专项教育课程：包括体育、军事理论、大学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创新创意创业和针

对留学生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素养课程。（16 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该部分课程按照学科领域划分为人文科学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

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药学四组课程。（6 学分） 

 书院新生研讨课 

 暑期国际课程组 

修读要求：I 类核心课程，修满 28 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块修读 16 学分，七大

模块修读 12 学分。七大模块 12 学分中每模块最多选读 2 学分。）；II 类专项教育课程，修满

16 学分；III 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修满 6 学分。其中，课程代码数字部分以 110 开头的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是为扩大学生知识面而设置的，学校鼓励同学们向远离自己专业的学科领域

修读该类课程。（详见《2017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 

 

（2）大类基础课程（基础教育）（15 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的建设目标是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并逐步向大类实施

全校性基础教育过渡。全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医学五组大类基础

课程。 

修读要求：在大类基础课程中的“人文类课程”中：必修课程修满 9 学分（课程为

“CHIN120012 中国文学经典”、“HIST120012 中国古代文明”、“PHIL120012 哲学导论”、

“PHIL120013 逻辑学”，其中“哲学导论”、“逻辑学”二选一）；选修课程修满 6 学分（其

中文博专业学生必须修读“MUSE120001 考古学导论”）。（详见《2017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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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可参见本手册“四、主要课程简介”之 “1、大类基础课程”） 

 

（3）专业教育课程（65 学分） 

    由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两部分组成。 

 专业必修课程（25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开课学期 

博物馆学概论 MUSE130003 2 3 

文化遗产导论 MUSE130043 2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MUSE130065 2 3 

专业论文写作 MUSE130037 2 4 

文物保护基础 MUSE130053 2 4 

文物研究导论 MUSE130066 2 4 

专业英语 MUSE130077 2 5 

社会实践 MUSE130058 6 6 

学年论文 MUSE130008 1 6 

毕业论文 MUSE130009 4 8 

请按照开课学期要求进行修读。 

 专业选修课程（40 学分）： 

    具体课程详见《2017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 

（课程内容可参见本手册“四、主要课程简介”之 “2、专业教育课程”） 

 

（4）任意选修课程（1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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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设课程 

（结合阅读： 2017 年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可分为四个主要专业方向：博物馆学、文化遗产、 

考古学、文物保护。下列表格中的“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请根据培养方案

要求修读；“通识教育与大类基础课程”按照学校相应要求选修。 
 
（1）专业方向：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课程 MUSE130003 博物馆学概论 

专业选修课程 

MUSE130016 世界博物馆概论、MUSE130020 博物馆经营管理、 
MUSE130022 博物馆藏品管理、MUSE130045 展览形式设计、 
MUSE130052 展览内容策划、MUSE130054 博物馆信息化、 
MUSE130056 博物馆教育、MUSE130070 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 
MUSE130076 儿童博物馆概论、MUSE130078 博物馆职业伦理与法规 

通识教育与 
大类基础课程 

MUSE119002 博物馆文化解读（通识核心） 

 

 
（2）专业方向：文化遗产（包括：①文物学研究 ②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专业必修课程 
MUSE130043 文化遗产导论、MUSE130065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MUSE130066 文物研究导论 

专业选修课程 

MUSE130025 中国绘画史、MUSE130026 中国青铜器、 
MUSE130027 中国陶瓷史、MUSE130028 中国古代建筑史、 
MUSE130029 中国钱币学、MUSE130031 中国书法史、 
MUSE130033 中国文物考古元典导读、MUSE130041 中国科技史概论、 
MUSE130055 中国漆器史、MUSE130064 中国墓葬艺术导论、 
MUSE130069 古代中国文明（全日语）、MUSE130071 中国古典园林史、 
MUSE130072 文化遗产类型、MUSE130073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概论、 
MUSE130012 古籍与版本、MUSE130023 中国玉器、 
MUSE130051 古代青花瓷器 

通识教育与 
大类基础课程 

MUSE119001 文物赏析与体验（通识核心）、 
MUSE110002 东西方美术巡礼（通识选修）、MUSE110007 古代中国文明

（全日语、通识选修）、MUSE110008 中国艺术史（全英语、通识选修）、

MUSE120002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人文类基础课程）、 
MUSE120004 中国文字源流（人文类基础课程）、 
RZSY118006 文化遗产与我们（书院新生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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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方向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必修+专业选修）结构： 
①文物学研究 

基础 方向 

文物研究导论 

中国文物考古元典导读 

古代中国文明（全日语） 

中国绘画史、中国青铜器、中国陶瓷史、中国古代建筑史、 
中国钱币学、中国书法史、中国科技史概论、中国漆器史、 
中国墓葬艺术导论、中国古典园林史、 
古籍与版本、中国玉器、古代青花瓷器 

 

②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基础 方向 

文化遗产导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概论、文化遗产类型 

 

（3）专业方向：考古学 

专业必修课程 MUSE120001 考古学导论（人文类基础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MUSE130017 考古学思想史、MUSE130018 田野考古学、 
MUSE130049 中国美术考古、MUSE130050 科技考古导论、 
MUSE130062 先秦考古学、MUSE130067 环境考古学、 
MUSE130068 东亚史前考古、MUSE130075 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 
MUSE130019 历史考古学、MUSE130032 人类进化与体质人类学、

MUSE130063 中国古建筑考古 
通识教育与 
大类基础课程 

MUSE119003 考古与人类（通识核心）、 
MUSE110003 考古发现与探索（通识选修） 

考古学方向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必修+专业选修）结构： 

基础 理论方法 
方向 

中国考古 考古科技 专门考古 

考古学导论 考古学思想史 

田野考古学 

先秦考古学 

历史考古学 

科技考古导论 

环境考古学 

环境变化与人类

适应 

人类进化与体质

人类学 

中国美术考古 

中国古建筑考古 

东亚史前考古 

 
 
（4）专业方向：文物保护 

专业必修课程 MUSE130053 文物保护基础 

专业选修课程 
MUSE130004 文物保护技术、MUSE130021 文物修复、 
MUSE130047 文物分析技术、MUSE130060 纸质文物修复、 
MUSE130061 古陶瓷修复 

通识教育与 
大类基础课程 

MUSE110009 文物与科技（通识选修）、 
MUSE115001 文物艺术品保护与修复（创新创意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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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MUSE130008 学年论文、MUSE130009 毕业论文、 
MUSE130037 专业论文写作、MUSE130077 专业英语、 
MUSE130058 社会实践 

专业选修课程 MUSE130011 文物绘图、MUSE130015 文物摄影 

 
文博系所开设的主要课程的介绍（课程大纲），请参见本手册第四部分“主要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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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修读学期安排 

（结合阅读：《2017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 
 

第 8 学期 毕业论文（4 学分） 

 

第 7 学期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任意选修课（4 学分） 

 

第 6 学期 
通识教育（2 学分）社会实践（6 学分） 学年论文（1 学分）  
专业选课课（4 学分） 

 

第 5 学期 
通识教育（3 学分） 专业英语（2 学分）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任意选修课（2 学分） 

 

第 4 学期 
通识教育（8.5 学分） 文物研究导论（2 学分）文物保护基础（2 学分） 
专业论文写作（2 学分）专业选修课（8 学分）任意选修课（4 学分） 

 

第 3 学期 
通识教育（12.5 学分） 文化遗产导论（2 学分） 博物馆学概论（2 学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2 学分）专业选修课（8 学分）任意选修课（2 学分） 
 

第 2 学期 
通识教育（11.5 学分） 哲学导论/逻辑学（3 学分） 考古学导论（2 学分）

人文大类选修课程（2 学分） 任意选修课（2 学分） 
 

第 1 学期 
通识教育（12.5 学分） 中国文学经典（3 学分） 中国古代文明（3 学分）  
人文大类选修课程（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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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论文写作”课程 

    课程代码：MUSE130037，第 4 学期开设。 

    由博物馆学、文化遗产、考古学、文物保护等不同专业方向的资深教师组成教学团队，

系统讲授文博专业论文的规范要求与基本技能，指导学生精读经典论文范文，分主题讲解不

同类型论文的写作要素，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 

   
6、社会实践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社会实践”为 6 学分，课程代码：MUSE130058，第 6 学期开设。 

专业实践为文博系教学特色，强调结合实物、注重与实务相联系。实践成果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博物馆展览。结合复旦大学博物馆的展览计划，通过校内实训与实践，了解博物馆实

务各环节要求，完成一个展览及相关活动。 

社会实践历时一个学期，主要有校内实训、校外博物馆“馆校合作教学基地”实践、实

地考察等三部分内容。 

 校内实训：结合复旦大学博物馆馆藏资源，熟悉文物信息采集、文物摄影、文物修复和

保护等实务技术。结合复旦大学博物馆展览计划，策划主题展览和教育活动，完成藏品

研究、策展与布展、教育活动实施、展览宣传、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工作。 

 

 

 

 

 

 校

外

实

践：主要为上海地区博物馆与文博单位实习，进行

实际操作锻炼，促进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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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考察：选择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进行考察调研，进一步了

解文博专业领域前沿问题与实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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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课程简介 

1、大类基础课程 
（1）必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2000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课程）（本课程为文博专业学生必修）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考古学思想史》、《田野考古学》、

《先秦考古学》等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作业 考核方式 论文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课堂教学的内容，完成课后作业，

阅读相关课外读物。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 一 -

二周 

导言：考古学是什么 定义；研究时限；三期说；研

究内容；考古学文化；学科范

畴；分支学科；相关学科；伪

考古学。 

考古学研究的下限；

考古时代；考古学文

化的研究；考古学分

支学科的研究方法、

内容与特点。 

第 三 -

七周 

第一章 考古学简史 

一、考古学的诞生 

二、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三、中国考古学简史 

古物学与金石学；近代考古学

的诞生。进化考古学；文化历

史考古学；传播论；新考古学；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新史学与

古史辨；安特生与仰韶发掘、

甘青地区调查；李济与西阴村

发掘；殷墟甲骨；殷墟发掘；

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

古物学、金石学与考

古学的关系；地层学

和类型学的形成；田

野考古的科学化。各

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及主要观点。仰韶文

化；安特生的 “彩陶

文化西来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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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山文化；发现北京人；

周口店的发掘；师丹斯基；步

达生；裴文中；贾兰坡；魏敦

瑞；山顶洞人；北平研究院苏

秉琦发掘宝鸡斗鸡台；施昕更

和何天行发现良渚文化。 

考古学之父”李济；

后冈三叠层的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城子崖》；北京人发

现的意义；苏秉琦的

陶鬲研究；对中国早

期考古学的评价。 

第八周 第二章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考古遗存 

一、范围、分类 

二、形成过程和特性 

三、收集策略 

遗 存 范 围 ； 遗 存 种 类 。

context；形成过程；遗存特

性。收集策略。 

埋藏环境与遗存形成

的关系；原生堆积与

次生堆积。抽样方法。 

第 九 -

十周 

第三章 田野考古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 

二、室内整理 

三、水下考古 

地面踏查；钻探；航空考古调

查；物探；化探。探方发掘法。

室内整理工作流程；整理编

年；实验室检测；编写报告。

水下调查；水下发掘。 

调查与发掘的关系；

探方发掘的基本原

则；实验室考古。初

步研究的方式与步

骤。“南海一号”的发

掘。 

第 十 -

十三周 

第四章 考古学方法 

一、地层学与类型学 

二、区系类型理论 

三、文化因素分析法 

四、科技测年 

五、遗物分析与遗迹分析 

层位与层位关系；地层学的基

本原理；比较与分类；遗存的

分类排序；类、型、式；组合

关系。区系类型理论；我国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

框架。遗址间的文化因素比

较；文化间的文化因素比较；

文化谱系。放射物测年；树木

年轮测年；其他科技测年方

法。人工遗物分析；自然遗物

分析；遗迹分析。 

地层堆积与包含物的

相对年代判断；地层

学的局限性；类型学

的局限性；地层学与

类型学的关系。区系

类型理论的应用；环

太湖流域的考古学文

化特征与关系；谱系

论。科技测年的局限。 

石器技术、制陶术、

功能性分析、复原研

究。 

第十四

周 

第五章 考古学的解释 

一、类比与民族考古学 

二、行为重建与实验考古学 

三、技术与环境 

四、环境与聚落 

五、聚落与社会 

类比方法；民族考古学。行为

重建；实验考古学。维生技术、

制造技术、建筑技术、运输技

术的重建；环境的重建；维生

系统的重建；聚落考古。 

特定类比与普遍类

比；石器模拟打制。

环境、技术、文化之

间的关系。聚落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聚落

考古研究的内容与层

次。 

第十六

周 

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的危机与文物保护；考

古学的责任。 

文化的传承、吸收、

融合、创新。 

注：任课教师可能会根据教学进度调整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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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

内容的安排和授课方式的选择。作为考古学的初学者，学生的需要在于构建对考古学的整体

性认识，包括考古学的学科史、基本理论、方法、技术和重要发现的意义，而不在于对各种

考古遗存的详细描述，也不在于特定考古学问题的学术争议。此外，从信息的接纳方式来看，

学生更喜欢直观的影像，所以本课程教学中使用了大量的图片资料。 

 

五、参考书目 

• 栾丰实：《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陈淳译，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5 

• 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余西云等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 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 

•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三联书店，1997 

• 保罗·巴恩：《当代学术入门  考古学》，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保罗·巴恩：《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 高蒙河：《考古不是挖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 《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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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经典》 

（本课程由中文系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CHIN120012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分组讨论 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了解中国古代文史的基本常识，接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基本要求： 

学生课堂听讲之外，更应课后扩展阅读，深入思考,参与讨论。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教学内容安排： 

一、 中国古代文学概述（1次） 

二、 诗（含词、散曲）赋（5次） 

1.诗骚与汉魏六朝诗 

2.唐音宋调 

3.元明清诗 

4.唐宋清词与元明散曲 

5.汉魏六朝赋 

三、 散文（3次） 

1.诸子与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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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宋古文 

3.明清小品 

四、 小说（3次） 

1.志怪与志人 

2.唐传奇与宋话本 

3.明清小说 

五、 戏曲（2次） 

1.杂剧与南戏 

2.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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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 

（本课程由历史学系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HIST120012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Civilization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讲授及讨论 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课程简介

提供教师 
林志鹏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内容涉及文明的传播与域内外文明的比较、中华文明的扩散与演变、文明的内部演

进三大部分，讲授内容在涵盖本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在世界的角色与地位，

同样予以重视。并且，在我们视野中的“中国”，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是“大中国”，讲授与讨

论的内容将有意识地向域内各种文化的融合过程倾斜。我们期望，在这门课程中构建的文明史，

是能够展现文明边界扩展与内涵更新的变迁史。通过此课程的讲授与讨论，我们希望能达成两个

目标：拓宽视野，使寻找问题与寻求解决之道，成为下意识的行为；初步接触材料与研究，提升

辨析能力，通往追寻“真实”之路。 

三、课程基本内容 

第 1、2周  第一讲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发展 

(二) 中国文明的特质 

第 3、4周  第二讲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一) 先秦时期的征服、分封与文化趋同 

(二) 大一统：从文化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 

讨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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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周  第三讲  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 

(一) 西北疆的开拓 

(二) 历代的南渡 

(三) 西南及东北的移民 

讨论：人口迁徙及中华文明圈的扩张 

第 7、8周  第四讲  政权的结构与运作（制度一） 

(一) 先秦“封邦建国”到秦汉的郡县制 

(二) 皇帝制度及秦以后的官制 

(三) 地方行政制度 

讨论：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问题 

第 9、10周  第五讲  政权之支持机制（制度二） 

(一) 土地及赋税制度 

(二) 考选制度 

讨论：科举制的形成及其问题 

第 11、12周  第六讲  知识与信仰 

(一) 中国的轴心突破 

(二) 知识系统的形成：古典图书目录 

(三) 知识的载体：从“书于竹帛”到“付之梨枣” 

(四) 老聃与悉达多的理想国：道教与佛教 

讨论：“国学”与儒释道“三教” 

第 13、14周  第七讲  艺术 

(一) 书法与绘画   

(二) 器物 

讨论：上海博物馆参观报告 

第 15、16周  第八讲  民生 

(一) 衣 

(二) 食 

(三) 住 

(四) 行 

自由讨论 

四、课程考核方式 

期中讨论成绩(30%) 

期末闭卷考试(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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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 

（本课程由历史学系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HIST120012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Civilization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课 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课程简介

提供教师 
邱轶皓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此课程的讲授与讨论，希望能达成如下目标： 

1）拓宽视野，使寻找问题与寻求解决之道，成为下意识的行为； 

2）初步接触材料与研究，提升辨析能力，通往追寻“真实”之路。 

三、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周：文明的起源、交流与比较 （1）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种说法 

第二周：文明的起源、交流与比较（2） 

早期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与交流 

中国文明的特质（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 

学生课堂讨论 

第三周：丝路：秦汉以后中外文明的交流（1） 

丝绸之路与秦汉以后的文明交流 

宋元的海上丝路 

第四周：丝路：秦汉以后中外文明的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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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时代贸易与文化流通 

明清时期的西来文化 

学生课堂讨论 

第五周：中华文明的边界：中原与周边（1）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先秦时期的征服、交往、分封与文化趋同 

第六周：中华文明的边界：中原与周边（2） 

秦代的统一 

共同体的内部差异：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学生课堂讨论 

第七周：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1） 

西北疆的开拓与移民实边 

历代的南渡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开发 

第八周：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2） 

西南边疆的经略与移民 

东北的移民与开发 

学生课堂讨论 

第九周：边疆伸缩与文明交融，农耕与游牧（1） 

中原皇朝的开疆政策与农耕-游牧族关系 

边疆人群的内迁与融合 

第十周：边疆伸缩与文明交融，农耕与游牧（2） 

“胡化”及中华文明的新特征 

“征服王朝”与近代疆域的形成 

学生课堂讨论 

第十一周：文明的内部演进（1） 

知识与信仰、思想与经典 

第十二周：文明的内部演进（2） 

礼俗与宗教、史学的演进、学生课堂讨论 

第十三周：传统艺术（1） 

书法与绘画 

第十四周：传统艺术（2） 

音乐与戏曲、建筑 

学生课堂讨论 

第十五周：政权的结构与运作（1）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39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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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秦以后的官制 

第十六周：政权的结构与运作（2） 

秦以后的官制、中央地方关系-地方行政制度 

学生课堂讨论 

四、课程考核方式 

1）笔试（期末考试）：70% （百分制：名词解释，40分；论述题，60分） 

2）平时成绩（讨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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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 

（本课程由历史学系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HIST120012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Civilization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讲授及讨论课 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及讨论课成绩 

课程简介

提供教师 
余蔚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内容涉及文明的传播与域内外文明的比较、中华文明的扩散与演变、文明的内部演

进三大部分，讲授内容在涵盖本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在世界的角色与地位，

同样予以重视。并且，在我们视野中的“中国”，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是“大中国”，讲授与讨

论的内容将有意识地向域内各种文化的融合过程倾斜。我们期望，在这门课程中构建的文明史，

是能够展现文明边界扩展与内涵更新的变迁史。 

本课程主要通过讲授与讨论密切结合的形式，为了易与讨论课相结合，并免于泛化，本课程

的讲授方式，将以专题为纲，不求面面俱到但重视系统性，课程内容力图包括最能影响文明的塑

造过程、内部凝聚力的生成，以及最能体现本文明特点的要素，并将动态与比较的理念贯彻始终。 

通过此课程的讲授与讨论，我们希望能达成两个目标：拓宽视野，使寻找问题与寻求解决之

道，成为下意识的行为；初步接触材料与研究，提升辨析能力，通往追寻“真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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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周：1、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质（上） 

第二周：1、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质（下） 

第三周：2、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上） 

第四周：2、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下） 

第五周：3、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一） 

第六周：3、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二） 

第七周：3、人口迁徙与中华文明的扩散（三） 

第八周：４、文明的对峙、异文明的融入：关于中原与“四夷”（一） 

第九周：４、文明的对峙、异文明的融入：关于中原与“四夷”（二） 

第十周：４、文明的对峙、异文明的融入：关于中原与“四夷”（五） 

第十一周：5、政权的结构与运作（一） 

第十二周：5、政权的结构与运作（二） 

第十三周：5、政权的结构与运作（三） 

第十四周：6、政权之支持与保障机制（一） 

第十五周：6、政权之支持与保障机制（二） 

第十六周：6、政权之支持与保障机制（三） 

四、课程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讨论课）30% 

期末考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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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导论》 

（本课程由哲学学院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PHIL120012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与《逻辑学》二选一修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 哲学专业的入门课程，也是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课程，熟悉哲学的大致传统、格局及

其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地位，对作为志业的哲学及其人文性质形成一定的认知与体验。 

2、 通过若干单元的训练，形成一定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形成自己基于一定文本基础及其学术传

统的哲学见识，强调将哲学的视界转化为学生的眼界与判断力。 

3、 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习得哲学所特有的经世致用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教学内容安排： 

绪论：为什么要开设哲学导论 

第一章：什么是哲学 

1．哲学的定义 

2．哲学的功能 

3．哲学的分类 

第二章：哲学研究的特异性 

1．哲学思维的独特性 

2．哲学与宗教 



25 
 

3．哲学与艺术 

4．哲学与科学 

5．哲学与人生 

第三章 哲学的起源 

1．哲学起源于惊异 

2．对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3．自然哲学对世界“始基”问题的探讨 

4．中国哲学的起源 

第四章 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1．本体论 

2．本体论哲学的开创 

3．形而上学 

 4． 一元论与二元论 

5．身心问题 

6．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困境 

第五章 本体论与认识论 

1．本体论问题的难题 

2．认识的主客体 

3． 经验论与唯理论 

4．主体性原则 

5．怀疑主义 

6．批判哲学 

第六章 认识与真理 

1．真理与认识论问题 

2．符合真理论 

3．融贯真理论 

4．共识真理论 

第七章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1．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 

2．中国哲学的特质 

3．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内容 

4．中国哲学中的人文精神 

第八章  人性问题与人生哲学 

1、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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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哲学对人性问题的探讨 

3、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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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本课程由哲学学院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PHIL120013 学分 3 周学时 3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Logic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与《哲学导论》二选一修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讨论 考核方式 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较为系统地学习逻辑学导论的基本知识，把握逻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提高理论思维的能

力。包括概念、直言命题、直言三段论、复合命题、命题推理、量化理论、演绎方法、形式逻辑

基本规律、归纳、类比、科学思维和论证等基本内容。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教学内容安排:  

 

第 1章 逻辑学的基本概念 

1.什么是逻辑学 

2.语言和逻辑 

3.推理和论证 

4.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 2章 概念 

1.定义 

2.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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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延关系 

4.逻辑方法 

经典选读：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第 3章 直言命题 

1.直言命题 

2.周延性 

3.对当方阵 

4.存在预设 

5.直接推理 

经典选读：亚里士多德素《解释篇》。  

 

第 4章 直言三段论 

1.定义 

2.公理   

3.基本规则  

4.格式  

5.文恩图解法 

经典选读：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第 1卷第 1-7章。 

 

第 5章 复合命题 

1.联言命题 

2.选言命题 

3.假言命题 

4.负命题 

5.真值函项 

6.真值表 

 

第 6章 命题推理 

1.联言推理 

2.选言推理 

3.假言推理 

4.二难推理 

5.归谬赋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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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真值树 

经典选读：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 4.2 至 5.123 节。 

 

第 7章 量化理论 

1.一阶逻辑 

2.量化式 

3.翻译 

经典选读：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中的“函数和概念”；罗素《数理哲学导论》第 15

章“论命题函项”。 

 

第 8 章 演绎方法 

1.形式证明 

2.替换规则 

3.不相容性 

 

第 9章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1.同一律 

2.矛盾律 

3.排中律 

4.基本规律之间的关系 

经典选读：罗素《哲学问题》第 7 章“论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 

 

第 10 章 归纳和因果 

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2.归纳推理 

3.因果关系 

4.密尔五法 

经典选读：罗素《哲学问题》第 6 章“论归纳法”。 

 

第 11章 类比和假说 

1.类比推理 

2.法律推理 

3.假说 

第 12 章 科学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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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和证据 

2.宗教和迷信 

3.可证伪性 

经典选读：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 1 章“科学：猜想和反驳”；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中的“科学与宗教”。 

 

第 13章 论证的形式和方法 

1.充足理由律 

2.论证的形式和方法 

3.反驳的形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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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修课程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2000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Arts and Crafts of Ancient China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课程）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教学：PPT+文物图片展

示，辅以影像观摩。 

2、 Elearning网络课堂：讨论、

答疑、作业等。 

3、 博物馆参观：2次。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30%）。 

2、期末成绩（70%）：闭卷考。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以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文物作为解读对象，讲述中国古代从原始时期至清代的

工艺美术发展成就，着重介绍其“如何美”和“之所以美”：即通过对工艺美术品的造型、

色彩和图案三方面的分析，来探讨历代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阐述其美学风格的流变状况，

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 

 

基本要求： 

认真参与课堂学习，按期完成作业。希望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能培养起同学对中国

古代工艺美术的兴趣与热情，并拥有持续探索的愿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绪论 

介绍古代工艺美术的研究

对象、特点、基本要素与审

美构成 

用途，材料，技术，

艺术；造型，色彩，

图案 

第三、四周 原始时期工艺美术 
以陶器、玉器为例，介绍原

始时期工艺美术 

彩陶，黑陶，红山玉

器，良渚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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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周 
铸鼎象物，以承天休 

——商代青铜艺术 
介绍“神化”时期青铜艺术 

青铜器，端严，狞厉，

天真 

第七周 
礼与秩序——西周工艺

美术 

介绍“礼化”时期的青铜与

玉器 

青铜器，玉器，礼制，

秩序感 

第八、九周 
惊彩绝艳，难以并能 

——春秋战国工艺美术 

介绍“人化”时期的青铜、

玉器与漆器 

青铜器，玉器，漆器，

创新性，想象力 

第十周 
天真浪漫，雄浑博大 

——汉代工艺美术 

介绍汉代工艺美术的成就

与特点 

玉器，漆器，浪漫主

义，气势与神韵 

第十一、十

二周 

花舞大唐春 

——唐代工艺美术 

介绍唐代工艺美术的成就

与特点 

金银器，唐三彩，包

容，自信，创新 

第十三、十

四周 

疏花胜雪，清气拂人 

——宋代工艺美术 

介绍宋代工艺美术的成就

与特点 

瓷器，汝窑，定窑，

官窑，磁州窑等 

第十五周 元—明工艺美术 

介绍元代工艺美术的特色，

以及明代器物艺术的发展

与流变 

青花瓷，明式家具，

紫砂壶 

第十六周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

红紫斗芳菲 

——清代工艺美术 

以康雍乾时期为重点，介绍

清代盛期工艺成就，以及问

题与缺憾 

粉彩，珐琅彩；清式

家具；成果与不足 

四、课程特色 

 
以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生动优美的语言、大量的文物图像以及丰富的文献引证，使古

代工艺美术及其背后的人文历史信息得以直观、生动地呈现于学生面前，从而引发他们探索

古代工艺之美与智慧的兴趣和愿望。 
 

五、主要教学参考资料 

 通史类： 
1、《中国工艺美术史纲》，李翎、王孔刚，辽宁美术出版社。 
2、《中国器物艺术论》，高丰，山西教育出版社。 

 其他： 
1、《美的历程》，李泽厚，文物出版社。 
2、《美的沉思》，蒋勋，文汇出版社。 
3、《元明工艺美术风格流变》，赵琳，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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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源流》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20004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Writing 

课程类别 大类基础课程（人文类基础课程）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16 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考核方式 

1） 期末考试，占 70% 

2） 出席率及其他，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汉字又称中文字、中国字、方块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用文

字 ，也被借用于书写日语、朝鲜语/韩语等语言，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也是目前

世界上唯一仍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展的语素文字。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不仅了解广义的汉字指从甲骨文、大篆、金文、籀文、小篆，

至隶书、草书、楷书等的文字，狭义指以正楷作为标准写法的汉字的基本概念，还要了解汉字为

上古时代的华夏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1300 年商朝的甲骨

文、籀文、金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隶变，至唐朝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

—正楷的漫长的发展历史。深刻解读汉字作为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

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的重要特色，理解汉字在古代已发展至高度完备的水准，不单中国

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交流文字的社会背景。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汉字发展的脉络和时代特征； 

2）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汉字的造字方式和沿革过程； 

3）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汉字的文化内涵； 

4）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汉字的简化过程和利弊。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AD%97%E6%96%87%E5%8C%96%E5%9C%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AD%E7%B4%A0%E6%96%87%E5%A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B2%E9%AA%A8%E6%96%87/1691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F%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6%87/34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1%80%E6%96%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AF%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B6%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D%89%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B7%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6%A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A4%8F%E6%97%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6%9C%9D/536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6%A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F%A4%E6%97%B6%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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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汉字的起源、初步成熟、发展脉络 
汉字的基本属性、历史地位 
汉字将何去何从 

汉字对于中国乃至世界

文明的重大贡献。 

第二周 汉字的起源 汉字起源的各种传说、真相辩证 汉字的严谨和神圣。 
第三周 商代甲骨学-1    介绍甲骨文的发现、属性和文化现象 交代汉字的文化属性。 

第四周 商代甲骨学-2 
从“六书”着手，解剖甲骨文的造字

方式 
解读甲骨文的先进性。 

第五-七周 商代甲骨学-3 
解读甲骨文的“干支、数字、方位”

等字的结构。 
解读中国早期的数字和

宗教观念。 

第八周 商代甲骨学-4 
介绍甲骨文的“人物、动物、植物、

农业、军事”等字的结构。 

解读汉字的自然观念以

及人与自然、社会活动与

自然的关系。 

第九、十

周 
商代甲骨学-5 

介绍甲骨文的“天象、祭祀”等字的

结构。 
解读上古中国的鬼神观

念。 
第十一、 
十二周 

两周金文 
介绍两周青铜器铭文的的内容、金文

的结构以及与甲骨文的关系。 
交代古文字阶段的前后

损益。 
第十三、 
十四周 

战国简帛 
介绍战国时期的简帛文字的内容、文

字结构以及与甲骨文、金文的关系。 
说明汉字的变革与地域

化倾向。 

第十五周 
秦汉隋唐文字

进化 

介绍秦代“书同文”的政治背景与文

化影响，介绍小篆、隶书的发明和文

字结构。介绍“说文解字”的基本知

识，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文化

碰撞，解读唐代正字运动等文字整理

工作。 

说明汉字的转型与统一。 

第十六周 
宋元明清书法

繁荣 
介绍中国书法的进程和中国文人精

神。 
文字美学功能与心理功

能的凸显。 
 

 
四、课程特色 

1. 从文化入手，捕捉汉字形成的基本规律，构建全新的汉字理解模式和路径。 

2. 打破历史的壁垒，贯通汉字文化的脉络，力图保持汉字在未来发展中的传统基因。 

 
五、参考书目 

1. 中国文字学--唐兰，台湾开明书店，1991 年 10 月 
2. 文字学概论--裘锡圭，商务印书馆，2014 年 12 月  
3.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朱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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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0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Museum Basics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教学（11 周）：课堂讲

授（多媒体教学） 

2. 行走博物馆（1周）：博物馆

教育活动与项目体验 

3. 学生探讨（2周）：学生自主

报告加师生研讨 

4. 嘉宾讲学（1周）：嘉宾讲座 

考核方式 

1. 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 字），占 50% 
2. 期中汇报，占 30% 
3. 平时（出席率及课堂互动），

占 2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一方面，本课程将针对文博专业的学生或其他对文博方向感兴趣的学生，给予他们了解博物

馆学全貌的机会；另一方面，让每位学生都有体验博物馆展览、教育、藏品和研究的实践机会。

鼓励他们在课程期间，参观一座博物馆，参与一次博物馆教育活动。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课外阅读，包括中英文材料；要求学生在听了一定课程量之后，独立

或者以小组形式参观一座博物馆，参观一个展览或参与一次博物馆教育活动，从而拥有实践经历；

安排 1-2 次课堂时间，鼓励学生交流其体验；考试形式为论文。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绪言 
课程介绍，了解学生对课程的预期，推荐书目

等 

第二-三周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与实践 
综述现代博物馆学，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剖

析世界著名博物馆的发展概况 
第四-五周 现代博物馆的展览 博物馆展览，包括具体策划与制作，剖析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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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典案例 

第六-八周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 
博物馆教育，包括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

践、教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观众参观前、中、

后三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等 
第九周 学生实践 阐释学生实践要求 学生实践 
第十-十一周 学生实践交流（一）（二） 学生实践交流，师生研讨 
第十二-十三周 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  包括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经营 
第十四-十五周 博物馆建设与经营管理 包括理念与实践、经典案例分析等 
第十六周 嘉宾演讲 主题为博物馆教育 

 
四、课程特色 

内容方面纵览现代博物馆学的理念与实践，具体包括博物馆的使命、宗旨、历史沿革及发

展趋势；博物馆展览的策划与制作；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博物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

开发；博物馆建设与经营管理等。 
    形式方面以授课为主，同时鼓励学生直接参与；安排 1 次课博物馆实地体验，2 次课作为

学生的实践交流时间，1 次课邀请嘉宾演讲人。 

五、参考书目 

1. （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Timothy Ambrose），克里斯平佩恩（Crispin Paine）著，郭

卉译：《博物馆基础》（Museum Basics），译林出版社 2016年版。 

2. （英）博伊兰（Boylan,P.）主编，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翻

译：《经营博物馆》(Running A Museum)，译林出版社 2010年版。 

3. [英]格拉汉姆·布莱克著，徐光，谢卉译：《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 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4.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

社 2011 年版。 

5. 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6.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5年版。 

7. 郑奕： 《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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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概论》 

教学方式 
以讲授为主，辅以讨论、案例分

析、点评与报告。 
考核方式 论文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原则、工作程序、具体方法以及法律制度，

提高学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理论水平、政策把握能力和实际管理水平。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尽可能了解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将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与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

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学习。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绪论：文化遗产与

我们 

文化遗产的概念与重要性 我们如何看待文

化遗产 

第二、三周 我国文化遗产分类 我国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管辖单位 分类的原因 

第四、五周 国际文化遗产分类 世界遗产的类型，其他一些遗产大国的

遗产类型划分 

与我国比较 

第六-八周 文化遗产的价值 价值分类与层级 价值与遗产类型 

第九周 建成遗产的价值 建成遗产的概念与价值的特殊性  

第十周 文物的价值 可移动文物价值的特殊性  

第十一、十

二周 

遗产保护文件与法

律 

我国与国际重要遗产保护文件与法律

法规 

不同文件的约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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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十

四周 

遗产保护组织 我国与国际重要遗产保护组织及其功

能 

遗产政治 

第十五周 社会力量参与的遗

产保护 

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的方式方法 社会力量参与遗

产保护的优缺点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

行研讨会 

以课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学界争讼

等议题，以一个中心或多元论题，展开

探讨 

 

 

四、主要参考书目 

1.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汇编》，同济大学，2007 年 1 月。 
2.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事业 60 年》，文物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3.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文物出版社，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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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基础》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Basics of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文物分析技术》、《文物修复》等 

教学方式 
1. 课堂教学 

2. 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1. 期末闭卷考试，占 70% 
2. 实验报告及习题，占 20% 
3. 出席率，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文物保护是通过对文物材质的组分、结构分析，揭示其老化败坏机理，进而运用技术手段，

对文物进行保养与修复，控制其保存环境，从而延缓其老化过程的一门应用技术科学。本课程旨

在掌握有关文物保护的化学及环境科学的基础知识，了解文物保护与分析领域基础研究的成果。 
 
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基础化学、环境学知识与实验技能。对文物分析

方法的概要有所了解。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文物保护的内涵与

理念 

文物保护的历程，文物保护技术的内涵和研究领域，文物

保护理念。 

第二周 常用化学量及计算 质量、压力，表面张力等 

第三周 古钱币质量测定 测量一组古钱币的质量，并就其特点和形成原因 

进行分析。 

第四周 元素周期系 原子结构，核外电子排布，元素周期律，元素的性质在周

期表上的变化规律。 



40 
 

第五周 基本化学操作练习 四种溶液的配制 

第六周 非金属元素与文物

保护 

碳、氧、硫等元素的性质，在文物保护中，上述元素的化

合物的应用，化学反应与文物的败坏 

第七周 化学平衡与电解质

溶液 
化学平衡的概念，pH 值的定义与文物的老化关系 

第八周 溶液的 pH 值测定 测量已配制的四种溶液的 pH 值。 

第九周 文物保护环境学：

温湿度 

温湿度的定义，温湿度对文物的影响，文物保护适宜的温

湿度，温湿度的测量。 

第十周 温湿度测量实验 使用几种温度与湿度测量仪测量环境温湿度。 

第十一周 文物保护环境学：

采光 

各类光源的特点，光照（紫外线）对文物的影响，适宜的

照度，紫外线的防护。 

第十二周 照度与紫外强度测

量实验 

使用照度计、紫外辐照计测量自然光、白炽灯、荧光灯的

照度与紫外线强度 

第十三周 文物保护环境学：

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的种类，对文物的影响，博物馆大气污染防治 

第十四周 环境监测实验 测量室内室外污染气体浓度 

第十五周 纸质文物保护技术

简介 
纸张的成分，老化机理，纸张保护技术简介 

第十六周 金属文物保护技术

简介 
化学腐蚀与电化学腐蚀，影响腐蚀速度的因素，缓蚀处理 

 

 
四、参考书目 

宋迪生等：《文物与化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康忠鎔：《文物保护学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王蕙贞：《文物保护学》，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上海博物馆主办《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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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无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

授（多媒体教学） 

2. 行走非遗现场（1周）：实物

鉴赏 

3. 学生探讨（2周） 

考核方式 

1. 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60% 

2. 研究发表及期中小论文，占

30% 

3.  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深藏于民间的、关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遗产，呈现了该民

族的智慧和民族的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深厚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近半世

纪以来全球各界开始重视人类的文化遗产，尤其对最容易湮灭和消亡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

重要性和文化价值，逐渐达成了重视、珍惜、保护的共识。今日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

关理论和知识，已经刻不容缓。 

本课程系统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过程，以及其内容、特点、性质和价值；介绍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和基本方法；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同时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

世界其他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的先进经验。重点介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

及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文化价值，以及目前关于非遗保护的现状和困境。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 要求学生基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要求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文化价值； 

3. 要求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4. 要求学生了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以及保护的现状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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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其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本课程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产生的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时代性和脆弱性 

第二周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

念以及产生的过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意义 

世界遗产、自然遗

产、文化遗产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的流行，昆曲入遗等  

第三周、四周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内容、特点、性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

化遗产、有形文化、文

化空间的关系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第五周、六周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精

神价值、社会价值、科

学价值、审美价值、教

育价值、经济价值 

价值体系 

第七周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意义与基本方法 
立法、记录、名录、传

承人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等 

第八周、九周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类 
如何全面涵盖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问题 

分类学、《非物质文

化遗产分类代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分类 

第十周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主体及其保护的问题 
传承主体、保护主体 

传承人、人间国宝、

口传心授 
第十一、十二

周 
第七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存在现状 
 

中国对于世界文明

史的贡献 

第十三周 
第八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面临的困境 
  

第十四周 非遗现场   
第十五、十六

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行研讨会   

 
 
 
 
 
 
 
 
 



43 
 

四、课程特色 
1.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和流行虽可算深入人心，但是，从其系统性、科

学性、理论性的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还属于新兴的学科，作为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专业必修课程，

从学理上探讨和吸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基本理论，尤其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无形的、作为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民族文化基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民间、与

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印，又显示了非遗具象的、日常的、活态流变的、丰富多彩的特性。理论与

实际、课堂与现场、综合与个案的相结合教学，成为本课程的一个创新和特色。 
2.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璀璨的中华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了解和

掌握我国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及其名录，为我国各地区非遗的保护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五、参考书目 
1. 柳宗悦：《工艺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2.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5 
3. 康保成:《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与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12 
4. 七海ゆみ子：《無形文化遺産とは何か  ユネスコの無形文化遺産を新たな視点で解説す

る本》，彩流社，2012.2 
5.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6.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7. 乔晓光：《活态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8. 冯骥才：《守望民间》，西苑出版社，2002 
9. 王军：《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文物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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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研究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14

周） 

2. 学生课堂报告、讨论（2周） 

考核方式 

1. 期末课程论文，占 70% 

2. 课堂发表，占 20% 

3. 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通过修读本课程，让学生理解文物的含义和价值，熟悉文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目标，了解 

文物研究的前沿动态。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要求学生理解文物研究的对象、目的和任务； 

2、要求学生掌握文物研究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导论：什么是文物 文物的定义 

“文物”观念的

演变:从“文物”

到“文化遗产”，

“有形”与“无

形” 

第三周 
文物的价值 
 

文物的价值构成、判断标准  
 
 

文物的价值观 

第四周 
文物的时间性 
 

“物”的产生时间、历史的遗产 文物的“生命史” 

第五周 
文物的空间性  
 

空间的功能、空间的形状、空间的位置、

环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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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物质性 
 

材质的类型、材质与技术 

第六周 
文物的完整性 
 
文物的真实性 

物与信息的完整性 
文物修复中的完整性问题 
真实性的含义 
真实性鉴定 

 

第七周 
文物定名 
文物分类 

定名的基本原则 
分类标准 

 
 

第八周 课堂报告、讨论 文物的基本概念、特性  

第九周 文物学与相关学科 

文物学与历史学 
文物学与考古学 
文物学与博物馆学 
文物学与艺术史 

 

第十周 文物鉴定 
文物鉴定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文物鉴定的技术与方法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辨伪、断代、定

级 

第十一周 断代与编年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第十二周 形制研究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第十三周 装饰研究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第十四周 工艺研究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第十五周 用途与功能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第十六周 课堂报告、讨论 
选取一件古代器物或书画作品，就其年

代、形制、工艺、艺术风格、功用等进

行报告，加以讨论。 
 

 

 
四、参考书目 

1. 李晓东：《文物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年。 
2. 蔡达峰：《文物学基础》，《文化遗产研究集刊》（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3. 谢辰生：《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 
4.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 年。 

  



46 
 

《专业英语》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Professional English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建议预修《博物馆学概论》、《考

古学导论》、《文化遗产导论》、

《文物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多媒体教学（专业英语

听说读写译训练）& 课堂英

语讨论 

2. 学生课堂英语报告 

3. 课后学习：相关英语资料学

习、相关专业英语新闻搜集 

考核方式 
英语期末论文（70%）+课堂报告/

期中考核（15%）+课堂表现（15%）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1. 帮助学生掌握文博专业知识的基本英语词汇及表达方式。 
2. 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翻译专业英语材料的能力。 
3. 培养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和方法。 
 
基本要求： 
1. 掌握基本相关专业词汇及表达方式。 
2. 养成关注相关专业英语知识的习惯。 
3. 提高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表达的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 1 周 概论 
课程内容框架介绍；专业英语学习资料和方法

推荐；专业英语水平测试 

第 2-4 周 基础知识综合训练 

（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

际组织发布的重要国际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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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周 专业英语阅读&翻译训练 
博物馆学经典文献导读：Tony Bennet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第 8-10 周 专业英语听力训练 
文化遗产及文物学：The British Museum & BBC: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第 11-14 周 专业口语表达训练 

学生选择相关主题，做英语报告，并进行课堂

讨论（这一教学形式将穿插在各教学周完成，

每周由 1-2位同学做课堂报告） 

第 15-16 周 专业英语写作训练 专业英语写作规范 

第 17 周 实践教学 相关专家进行英语讲座 

第 18 周 总结 课程总结、回顾、答疑、讨论等 

 

四、课程特色 

课程设计针对文博专业，以英语授课为主，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通过经典文献阅读，音

频、视频资料的学习，以及课堂报告、讨论等形式，配合期末英语论文写作，帮助学生掌握博

物馆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考古学等专业方向的基本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锻炼学生听、

说、读、写、翻译专业英语材料的能力。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 Neil MacGregor.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12 
3. Timothy Ambrose & Crispin Paine. Museum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12. 
4. 相关国际宪章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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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选修课程 
《文物绘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1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Drawing of Cultural Rel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练习、作业 考核方式 绘图测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制图原理和规范，掌握文物考古工作中各类器物图、遗迹图的

绘制方法。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独立完成文物考古工作中常用器物图和遗迹图的绘制；并在此

基础上掌握计算机绘图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导言 
什么是文物绘图；用途；与文物

摄影、摄像的差异；文物绘图的

分类；绘图工具；绘图软件 

文物绘图与制图的差

异 

第 三 -
五周 

第一讲 制图原理 
正投影 
三视图 
剖面图 
表面展开 
制图规范 

正投影与中心投影；三视图；剖

面图与断面图；全剖面图；局部

剖面；附加剖面；半剖面；曲面

展开；文物绘图规范 

正投影原理；半剖面

图画法；三足器半剖

面图画法；绘图规范 

第 六 -
十一周 

第二讲 室内器物绘图方

法 
完整器的测绘 
残器复原图的绘制 

测绘方法：直角坐标法、轴对称

法；残器复原图测绘方法；各类

器物的具体绘制方法；手工绘图

练习 

三角板、分规测量方

法；取形器的使用；

残器直径测量；陶瓷

器测绘；纹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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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 十 六

周 

第三讲 计算机绘图 
Adobe Illustrator 基本操

作与应用 
AutoCAD 基本操作与应用 

软件界面介绍；基本操作；计算

机绘图练习 
作图、描图、修图、

排图练习 

 

第四讲 田野工作绘图 
田野测绘的常用方法 
遗址图 
各类遗迹图 
电子全站仪 

田野测绘方法：基线垂距法、距

离交会法、网格法；田野考古作

图规范；遗址位置图、地形图、

布方图、探方平剖面图、遗迹平

剖面图的绘制方法；电子全站仪

的使用方法；电子全站仪野外测

绘操作实践；电子全站仪数据

AutoCAD 成图 

手工测绘；全站仪测

绘 

 

注：任课教师可能会根据教学进度调整大纲。 

 
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是面向大学博物馆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选修课。文物绘图不同于绘画，也不同

于工程制图，而是根据制图学的投影原理，结合文物对象的特点发展起来的绘图技术。作为一

门技术性课程，本课程的授课方式以教师带教练习为主，边学边画、边画边学，在练习中掌握

原理和技巧。而且，随着近年来文物绘图工作中开始大量采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和电子测量技术，

本课程在保留原有手工测绘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了 Adobe Illustrator、AutoCAD 和电子全

站仪等软、硬件的操作实践内容。 

 
五、参考资料 

1. 马鸿藻：《考古器物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 马鸿藻：《田野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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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摄影》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1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Photography of Culture Heritage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教学（10 周）：课堂讲

授（多媒体教学） 

2. 实践操作（6周）：动手实践 

考核方式 

1. 摄影作品，占 70% 

2. 实践过程记录册，占 20% 

3. 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文物摄影是博物馆经营管理、考古发掘与文物研究过程中的必备技能之一。通过本课程的知

识讲授和操作实践，了解考古、文物数码信息采集的特性及用于展览、出版、交流等照片的基本

要求，掌握摄影、摄像以及数码影像后期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为今后从事文博行业相关

工作提供基本的技能素养和审美能力。 

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修读，希望学生可以： 

1） 具备初步的摄影知识和技能； 

2） 学会解读图片所呈现的文物知识与信息； 

3） 提高对文物照片或图片的鉴赏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文物摄影概述 文物摄影的概念、特性；文物摄影的

使用范围；中国文物摄影简史 

文物摄影的特性 

第二周 文物摄影器材及其

使用 

摄影摄像器材的种类、构件及其使用

与维护；数码摄影在文博系统的运用 

数码相机与数码

照片 

第三周 相机性能 相机的性能，如光圈、焦距、景深、 数码相机性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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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颜色深度等；镜头的选择；

光线的应用与处理 

特性 

第四周 实践课：熟悉相机的

性能 

通过摄影操作，熟悉相机性能；学会

阅读相机说明书 

了解不同品牌相

机 

第五、六周 器物摄影 

（室内摄影） 

陶瓷、青铜、玉器、漆木器、书画、

丝织品等器物拍摄的流程、技术要点、

要求及注意事项 

不同种类文物拍

摄的共性与个性 

第七周 室内摄影条件 摄影棚的搭建、布光要求、摄影器材

的准备 

摄影条件的选择

与创造 

第九、十、

十一周 

实践课：各类文物的

拍摄练习 

提取馆藏或博物馆展览文物，进行操

作练习；交流与点评 

体会不同形态、

材质器物的拍摄

要点和要求 

第十二、十

三周 

考古与古建筑摄影

（户外） 

考古摄影的基本要求、内容与注意事

项；古建筑摄影的基本要求与注意事

项；航拍及水下拍摄的运用 

自然光的运用 

第十四周 实践课： 

户外摄影练习 

建筑、考古现场的拍摄实践 摄影条件的选择

与创造 

第十五周 数码影像的采集 翻拍技术、博物馆内拍摄的要点、动

态影像采集的设备和要求 

动态影像记录 

第十六周 数码影像的后期处

理 

后期处理的基本操作；影像的色彩管

理；3D 建模 

贯穿于拍摄、后

期的色彩管理 
 

 
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属操作性课程，在知识学习的同时，还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2. 文物摄影贯穿于博物馆管理、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等文博工作的各个方面，文博专业的学

生，无论将来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将接触和运用到摄影技术； 
3. 从了解相机的基本性能到掌握文物摄影的技巧，本课程普适于零基础学生和有一定摄影基

础的学生，他们都将在本课程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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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书目 

1. 赵广田：《文物摄影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 12月。 

2.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 8月。 

3. Dorrell, P.G. Photography in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1989. 
4. 《钱元凯数码摄影教程》，16DVD，纽约摄影学院中国学员班出品。 

 

 

 

 

 
  



53 
 

《世界博物馆概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1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World Museum Introduction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期中分组演讲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运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沿革，结合当代博物馆学的发展方向，参照国际博

物馆协会和其他各类网站的最新资料，帮助学生了解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博物馆的特色，了解当

代博物馆学的学科热点和学术前沿争论问题。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国际上著名博物馆发展历程与博物馆基本职能的关系 

2）当代博物馆学热点和世界范围内不同博物馆的前沿实践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一） 
博物馆缘起和定义； 

博物馆宗旨和职能 

ICOM 的博物馆关

键概念 

第二周 序言（二） 国际博物馆学研究热点 
文化学、教育学

和信息学的影响 

第三-四周

周 
办馆宗旨  

办馆宗旨的含义； 

综合类博物馆案例(卢浮宫、大都会)；

专题类博物馆案例（康宁玻璃博物馆、

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 

延伸练习办馆宗

旨撰写要领和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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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馆宗旨与博物馆职能的关系 

第五周 战略规划和目标 
战略规划和目标的作用； 
制定流程； 

练习制定流程的

几个轮回 

第六-八周 
著名博物馆战略规

划的实现案例 

大都会博物馆历史沿革看战略规划； 
大卢浮宫和凯布朗利博物馆； 
奥地利国家艺术馆的目标管理 

美洲印第安人博

物馆中的讲述者

实践 

第九、十周 藏品利用方式解析 

维多利亚博物馆的新方法看待旧展品； 
苏格兰城堡博物馆陈列以事件为核心； 
人物类博物馆的展品选择； 
其他专题型博物馆的展品选择 

名人故居类博物

馆陈列中的藏品

利用；《博物馆秘

密》等视频 

第十一周 学生分组演讲 
你所喜欢的一个国外博物馆（需结合已

经讲述某个侧面论述） 
  

第十二、十

三周 

国际趋势：幸福感、

满意度、参与性 

生态博物馆的参与性（法国和瑞典的案

例）； 
美国社区博物馆与幸福感的关联； 
非洲生态博物馆扶贫与满意度分析 
数字资源的开放（荷兰国立博物馆、美

国大都会博物馆） 

  

第十四周 情感是记忆的核心 土耳其纯真博物馆  
小说《纯真博物

馆》是博物馆的

情感型导览手册 

第十五周 资金短缺下的应对 
经济博物馆案例 
文创热潮 
大都会博物馆拍卖 

 

第十六周 数字化的变革 
藏品管理数字化到博物馆信息化 
智慧博物馆 
社交媒体的应用 

详情可选择博物

馆信息化课程 

 
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以横向维度为主，以国际著名单体博物馆中不同业务的有关实践为案例，采用图片

和视听资料结合的方式，讲述当代博物馆中的基本职能和实践前沿，特别增加其他学科对

博物馆学研究的参与和介入内容。 

2. 既注重世界上著名博物馆的介绍，更关注其形成背后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又重视在讲

述过程中有关世界美术史的基本脉络。 

3. 课程大量使用国际著名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为素材的自制短视频，增强课程趣味性。 

 

 
 
 
 
 
 
 



55 
 

五、参考书目 

1. 李军：《可 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 

2. 【美】休•吉诺韦斯等：《博物馆起源—早期博物馆史和博物馆理念读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 7月。 

3. 【日】出口保夫：《大英博物馆的故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月。 

4. 【美】 托马斯•霍文：《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译林出版社，2012年

8月。 

5. 【法】雅克•朗格：《新卢浮宫之战：卢浮宫浴火重生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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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思想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1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依托 eLearning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期末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为已修读完本专业必修课《考古学导论》的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教授

研究史、方法和理论为主，体现 思想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今天拓展考古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借鉴意义。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 

（1）了解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主要发展脉络、代表性人物及其主要思想与贡献； 

（2）理解考古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及其方法和理论； 

（3）批判性地阅读、理解、比较与评论本学科的学术文献。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 1 周 
绪论：作为思想的

考古学 

（1） 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理论先行的重要

意义 

（2） 怎样学习考古学思想史 

第 2 周 理论与方法 

（1） 考古学的学科性质 

（2） 理论的定义 

（3） 考古学理论的层次 

（4） 考古学理论的应用 

第 3 周 早期古物学   
（1） 中世纪人类对历史的认知 

（2） 文艺复兴中所发展的对古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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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没有文字的古物学 

（4） 中国传统古物学 

第 4 周 考古学的诞生 

（1） 三期论与相对断代 

（2） 斯堪的那维亚的考古实践 

（3） 人类古老性之争与地质学均变论 

（4）  旧石器年代序列的构建 

第 5 周 
19 世纪下半叶的考

古田野方法 

（1） 马利耶特与埃及考古 

（2） 谢里曼寻找特洛伊 

（3） 皮特-里弗斯的发掘 

（4） 皮特里的埃及考古 

（5） 伊文思与米诺斯文明 

第 6-7 周 进化考古学 

（1） 旧石器时代考古 

（2） 社会达尔文主义 

（3） 美洲的殖民主义考古 

（4） 非洲的种族主义考古 

（5） 大洋洲的考古 

（6） 苏联的社会进化理论及其中国影响 

第 8 周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

诞生 

（1）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形成 

（2） 器物类型学 

（3） 传播论 

（4） 柴尔德与考古学的新起点 

第 9-10 周 
20 世纪文化历史考

古学的实践 

（1） 美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2） 中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3） 俄国与苏维埃考古学 

第 11-12 周 
20 世纪中叶考古学

的进展 

（1） 考古科技 

（2） 文化功能观 

（3） 沃特泰勒与掇合方法 

第 13-14 周 
过程考古学的兴起

与多元化 

（1） 宾福德与“新考古学” 

（2） 过程考古学中的系统论 

（3） 中程理论与民族考古学 

第 15-16 周 过程考古学之后 

（1） 后过程考古学 

（2） 象征考古学 

（3） 结构考古学 

（4）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5） 认知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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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自 1999 年初次开设以来，至今仍是国内高校考古教学中唯一讲授全球范围的考古

学思想史的专业课程。本课程介绍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史，从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

学术传统介绍了考古学从欧洲古物学和中国金石学向科学考古学的转变。西方考古学的诞生是

建立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与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

中国考古学则紧密依附于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史学。课程还介绍了 1960 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

的主要发展趋势，细述了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与后现代思潮对考古学的影响。课程阐明

了一个重要和普遍的原理，即一门学科的发展主要是观念和思想上的创新，而非基本材料的积

累。 

 
五、参考书目 

1.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5年。 

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2年。 

3. 陈胜前：《思考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 

4. 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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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学》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18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Field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作业 考核方式 开卷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内容、作用和局限性，了解田野考古工作

的操作流程和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田野考古的专业知识、基本流程、作业方式，为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做好准备。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本课程以国家文物局于 2009 年颁布施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为大纲。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第一章 总则 

田野考古的定义；工作方式；工作组织；

田野考古的管理与实施机构；田野考古

人员的素质要求 

田野考古对于文

化遗产保护的意

义 

第二-五周 第二章 考古调查 
考古调查的定义、任务、作用和形式；

地面踏查；考古勘探；调查记录 

发 现 遗 存 的 方

法；遗物的采集

策略；钻探；记

录方法；区域系

统调查方法；现

代调查技术； 

第六周 
第三章 考古发掘

单位和领队职责 
发掘单位的职责；领队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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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

周 
第四章 考古发掘 

发掘中的文物保护；发掘测绘；作业方

法；发掘原则；资料采集原则；发掘记

录；发掘中的库房管理 

测绘坐标系；探

方发掘法；纵向

发 掘 与 横 向 发

掘；地层学原理；

系络图；抽样方

法；采集技术和

注意事项；实验

室考古；记录的

方式、方法与原

则。 

第十二-十

四周 

第五章  发掘资料

整理 
整理的基本任务；建立资料库的基本工

作流程；遗存的检测鉴定；整理编年 
类型学原理 

第十五周 
第六章  考古成果

刊布 
编写发掘报告；公众考古 

报告的特点与体

例；公众考古活

动的组织 

第十六周 
第七章  发掘资料

管理 
记录资料的管理；实物资料的管理 

田野考古管理信

息系统 

 
注：任课教师可能会根据教学进度调整大纲。 
 

四、课程特色 

考古学研究的实物资料是通过田野考古工作获取的。只有在准确、系统地获取资料的基础

上，才能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工作，因而田野考古学也被认为是考古学的根本。本课程主要

面向已经修读过《考古学导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帮助他们进一步掌握田野考古学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国家文物局 2009 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为大纲，以

田野考古工作流程为主干，讲授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案例介绍国内外田野

考古的新方法、新技术。 

 
五、参考资料 
1.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 

2. 冯恩学：《田野考古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3. （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5。 

4.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1987）；《关于”考古类型学”

的问题》（《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 

5. 严文明：《考古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考古学研究（二）》1994）；《考古资料整理中

的标形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 4期）。 

6.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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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经营管理》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0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Museum Management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外出考察（1 周）：邀请实务

专家讲座+重点展区参观 

3）学生探讨（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60% 

2）课堂研讨，占 25%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5%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从博物馆为什么要管理、由谁管理和如何管理三个角度总结博物馆行政和业务管理的

理论与方法，最终回溯到探讨我国博物馆经营和管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博物馆管理目的、

博物馆组织机构、博物馆管理方法、博物馆经营管理的成功典范、中国博物馆经营管理实践以及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等。 
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博物馆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命题；提高学生博物馆管理学理论水

平、博物馆政策法规修养以及博物馆经营管理工作能力。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程的课堂学习和自主延伸学习 
1） 了解博物馆为什么要管理：博物馆管理目的和角色等； 
2） 理解博物馆由谁管理：博物馆管理模式、管理的组织机构等； 
3） 掌握博物馆如何管理：博物馆行政和业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国内外成功案例介绍和分析；

中国经营管理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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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为什么要经营管理 
序；博物馆定义；博物馆管理目的；

博物馆管理角色 
 

博物馆宗旨和使

命的国内外比较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三、四周 
谁来经营管理：博物

馆组织机构 
管理/治理模式；理事会；博物馆员

工；博物馆志愿者；博物馆角色变革 

从国内外组织机

构差异来看博物

馆 社 会 化 过 程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五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管理体制及其改革

思考 

宏观管理体制；微观管理体制；体制

改革思考 

博物馆管理体制

变迁和社会生态

的关系（本讲结

束进行学生问题

讨论与解答） 

第六周 

怎样经营管理： 
①博物馆事业法制与

规章建设； 
②博物馆的行政管理 

宏观上：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法制建设

概况；中国博物馆事业法制建设的任

务和方向；微观上：博物馆人事、职

业认证、财务等各项制度；博物馆人

事、财务等行政部门及其职能；博物

馆日常运作流程。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七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的业务管理 
——藏品管理 

博物馆收藏观念的改变；博物馆和私

人收藏的关系；允许经营，依法收藏

——解读《博物馆条例》；博物馆收

藏管理案例 

收藏在整个博物

馆管理中的地位

和角色（本讲结

束进行学生问题

讨论与解答） 

第八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的业务管理 
——展览管理 

展览；展览政策；策划展览流程和参

与部门；展览评估流程和机构；展览

策划优秀案例 

策展人制度及其

在 我 国 适 用 性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九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的业务管理 
——教育活动管理 

教育活动；教育政策；教育活动组织

流程及参与部门；教育活动评估和参

与部门；教育活动优秀案例介绍和分

析 

如何发挥教育在

博物馆三大功能

中 的 首 要 功 能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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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的业务管理 
——研究管理 

参与研究工作部门；研究工作部门的

管理方法；研究工作部门与其他各部

门的关系；研究部门管理优秀案例介

绍和分析 

强调观众认知和

行为研究的重要

性（本讲结束进

行学生问题讨论

与解答） 

第十一周 
怎样经营管理：博物

馆的行政管理 
——设施规划和管理 

设施规划（建筑师角色、设施规划影

响因素、场地选择、设施规划团队、

设施规划成本）；建筑和场地运营（日

常运营、维持和修复、安保）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十二 - 四
周 

中国博物馆经验管理

问题探讨 
博物馆经验管理现状、存在问题、改

革的瓶颈、国外经验和解决对策 

理论、方法和经

验的学习最终要

解 决 中 国 问 题

（本讲结束进行

学生问题讨论与

解答） 

第十五周 课堂之外 
赴博物馆参观基础上聆听经营管理

专家作讲座  

第十六周 师生研讨 
以学生关心或学界争讼的议题，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交流、探讨  
 

 

四、教材及参考资料 
1、教材： 

Gail Dexter, Barry Lord. The Manual of Museum Management (Second Edition). AltaMira Press, 
2009. 
 

2、教学参考资料： 

[1] 李文儒：《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 

[2] 黄光男.：《博物馆行销策略》，艺术家出版社，1997； 

[3] G.Ellis Burcaw．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Third Revised edition). AltaMira Press，1997; 
[4] Hugh H. Genoways & Lynne M. Ireland. Museum Administration : An Introduction. AltaMira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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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品管理》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ollection Management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实践操作（1周） 

3）学生专题分组探讨（1周） 

4）博物馆参观（1周）：展厅 讲授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期中分组讨论，占 20% 

3）出席率及操作，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就具有收藏、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物证的功能，

因此藏品管理工作是博物馆日常核心业务内容之一，是实现博物馆四大功能的重要手段。在博物

馆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理念的变迁，藏品管理作为专业性业务内容形成了其独特的

方式，是博物馆学专业实习的一大组成部分。 
本课程力图通过对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讲授，关注藏品管理工作实际操作的

标准流程，结合实际，开展制作相关报表单据练习，培养学生在藏品管理工作中实物操作的动手

能力。同时突出藏品管理工作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工作程序，以大量库房案例说明藏品管理是博物

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现代化必不可缺的步骤，课程除教师讲授外，对于

国内外博物馆藏品管理的现状与发展方向，重视学生参与讨论互动，并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博物馆

实地考察机会。 
 

基本要求： 

掌握藏品管理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依照藏品管理工作流程，熟悉藏品管理相关制度的设计 
能独立完成藏品的编目建档等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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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绪论 
博物馆收藏、保存功能与藏品管理

的历史渊源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

核心业务 

第二周 相关法律与规定 
《博物馆条例》内容和《藏品管理

办法》内容释读 
藏品来源合法性 

第三周 
藏品管理的工作流程

专题讲解 
规章制度设计、藏品管理流程简介 

制定藏品管理制度

的意义 

第四周 藏品的征集与接收 
征集制度与合法性规则、接收流程

与相关单据 
 

第五周 鉴选 
鉴选标准需要考虑的要素、不同类

型博物馆的鉴选差异、鉴定记录 
行业博物馆的特点 

第六周 藏前处理 九大工作内容、不入藏资料的处理 藏品的分级制度 

第七周 藏品信息采集指标项 藏品总登记帐、核心指标项  

第八、九周 藏品编目与建档 
藏品分类、藏品编号与编目、藏品

档案内容 
  

第十、十一

周  
库房管理 

库房管理制度、出入库手续与单据、

库房排架、日常工作内容、藏品盘

点 

器物端持要领 

第十二周 注销与统计 注销原则、统计类别 数字化管理的优势 

第十三、 

十四周 
实践与演讲 

实践： 藏品管理单据填写、器物端

持、分组演讲与互动 
  

第十五周 博物馆展厅 展柜中的藏品管理观察 藏品号编写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行

研讨会 

以分组演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

学界争讼等议题，一个或多元论题，

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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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鉴于藏品管理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之一，国家文物局每年开设相同专题的业务培训班，因

此，此博物馆藏品管理课程是文博专业重要课程之一。本校的藏品管理课程是国内文博专

业中开设最早的。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在博物馆领域的推广，藏品管理涉及多学科

的专业内容，本课程立足于传统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业务，融入实务练习的方式深受学生喜

爱，兼具实用性和创新性。 

2. 在关注藏品管理业务发展的前提下，要求学生就藏品管理相关议题进行自由分组的课题探

讨和互动，增强了学生对该领域发展前沿的了解和思考 

 
五、参考书目 

1. 博伊兰(Boylan, P.)主编；黄静雅，韦清埼译，《经营博物馆》，译林出版社，2010 年 9

月。 

2. 吕军：《藏品管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Gary Edson and David Dean,《The Handbook for Museums》Routledge, Lond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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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参观博物馆（1周）：实物鉴赏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 50% 

2）期末闭卷考试 5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对象是卷轴式书画。自建国以来，书画鉴赏由个人、官府的行为转型成为

高校在大学课程中开设的书画鉴定学科。 
本课程以绘画史研究的材料为主体，辅以中国美术史中的其他视觉材料，系统讲述、人物画、

花鸟画、山水画的历史变化过程，以及相关画家、画论。除了常识性的知识点，还包括中国石窟、

墓葬壁画的专题性介绍，书画鉴定方法的应用，近现代中国画改良等主题。作为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的专业选修课，一方面使文博系本科生具备基本的美术常识，另一方面给文博系学生打下书画

鉴藏能力的基础。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基本掌握中国古代各时期历史阶段的绘画内容、时代风格与画家、画论常识。 

2）要求学生掌握晋唐至明清时期的卷轴画鉴定方法与装裱方式、常见款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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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近现代学科史 

鉴定七人小组 
书画鉴定基本方法 

第二周 秦汉绘画史 两汉视觉材料中的绘画主题 绘画的主题与功能 

第三-四周 魏晋南北朝绘画史 

魏晋南北朝画家、传世画作、画论之

间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像遗存的主题

和时代风格 

早期人物画的画

家、传世画作、画

论之间的关系 

南北朝时代风格 

第五-六周 隋唐绘画史 

隋唐南北朝画家、传世画作、画论之

间的关系 

敦煌石窟学术史 
佛教美术石窟时代风格对书画鉴定

的影响 

历代名画记 

唐代绘画的时代风

格 

第七-八周 五代两宋绘画史 
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分科开始 

宋徽宗与北宋宫廷画院、南宋四家、

文人画 

宫廷绘画与文人画

代表人物、代表作 

第九周 辽金元绘画史 赵孟頫、钱选、永乐宫、元末四家 文人画与戾家画 

第十周 宋元书画鉴定 
两宋宫廷收藏、私人收藏、绘画著录 
元代宫廷收藏、私人收藏、绘画著录 
作伪情况 

宣和装 

林泉高致 

第十一周 明代绘画史 
明初宫廷绘画与浙派、吴门四家、青

藤白阳、恽寿平、明末董其昌                                                                                                                                                                                                                                                                                                                                             
吴门四家、南北宗

论 

第十二、 

十三周 
清代绘画史 

清初四王，四僧、清宫绘画、江南地

方画派，版画、壁画、年画发展 
四王、四僧、金陵

八家 

第十四周 明清书画鉴定 
明清内府收藏与私人收藏 
绘画著录与印鉴款识 

内府收藏印件、纸

绢、装裱形式 

第十五周 中国画改革 海派、岭南画派、京派等 海派 

第十六周 参观周   
 

 

四、课程特色 
1. 复旦文博系自 1984 年既有的书画教育体系分为中国绘画史和中国书法史，本文也会延续

这种课程设置方式。1961 年，国家文物局派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书画

鉴定课程，形成《怎样鉴定书画》一书。1984 年，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中的杨仁恺

出版《中国书画》一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书画方面的指定教材。本课程延续中央美术学

院的教学体系、围绕两本基础课本，在复旦文博系展开对中国书画方面的教学活动。 

2. 本课程拟在注重原有书画鉴定教学的基础上，宏观了解学科发展和夯实基础的训练。针对

文博系学生已经了解中国早期文物和墓室壁画的现有课程上，对中古时期视觉图像题材进

行功能分类，使学生能有运用古代人物画主题判断绘画的时代风格，进行综合的文物展览

设计。 

3. 在课上使用提问、讨论、课下绘制知识结构图等方式，一方面使学生牢记绘画史发展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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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一方面训练学生识别印鉴款识、查阅书画著录等基本功。讲授与博物馆参观结合教

学。参观安排在学期末。 

 
五、参考书目 

1. 杨仁恺：《中国书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 

2.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3. 薛永年主编，邵彦编著：《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 

5. 于安澜：《画史丛书》，《画史丛书》，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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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Bronze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文物学导论、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行走博物馆（1周）：实物鉴赏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

于 3000字），占 70% 

2）器物材料收集与整理，占 20% 

3）器型辨认，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中国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青铜器的出现、生产、使用及废弃反映

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本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将覆盖到中国青铜器的基本器型、纹饰、铭文

等基本信息、青铜器冶铸、装饰基本工艺以及青铜器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内涵，兼及青铜器

的保存和保护方法等基础知识。 

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1） 了解中国青铜器的基本器型、纹饰、铭文等基本信息； 

2） 对中国青铜器的基本鉴定和断代能力； 

3） 掌握青铜器冶铸、装饰基本工艺，青铜器的保存和保护方法等基础知识。 

 

四、课程特色 

1. 在方法上，起于一般的类型分析，出于常见的源流排序，基于通例的谱系梳理，着重探索

和实践了过程性研究，即各类铜器的生产过程、使用过程、流通过程、废弃过程等。 

2. 在价值上，既对青铜器的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和梳理，又做综合分析和全面解读；既考辨青

铜器的社会生活价值，又追求考古学抑或文物学透物见人，透人见事，透事见史，透史见

道的“四透”逻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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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书目 

1. 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2. 李学勤：《青铜器入门》，商务印书馆，2013年。 

3.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月。 

4. 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5.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4 年。 

6.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3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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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 

（该课程由文博系不同教师在不同学期分别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文物研究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上海博物馆陶瓷馆参观（1周） 

3）学校博物馆实物标本鉴赏（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闭卷考试，占 70% 

2）课堂报告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系统介绍中国陶瓷从诞生初期至成熟辉煌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重点讲授历代重

要窑系、代表性的陶瓷种类，以及各个时代陶瓷的器物造型、装饰手法、烧造技术，同时涉及陶

瓷使用相关的社会生活、礼制习俗和审美趣味，并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各地陶瓷的

互动。以陶瓷为例，培养学生对文物鉴赏与研究的基本技能。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a) 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基本线索与脉络，对历代的名窑与名品有较为清晰的

认识 
b) 培养学生对古代陶瓷艺术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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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绪论 
陶与瓷的差别 

中国陶瓷发展的简单脉络 

瓷器是中国的一

大发明 

第二周 
陶器的起源和新石

器时代的陶器 

陶器的起源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彩陶 

第三周 

夏、商、周的陶器

汉唐时代的陶器 

 

夏、商、周的北方陶器 

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印纹硬陶 

汉代的铅釉陶和彩绘陶 

唐代的三彩陶器 

印纹硬陶 

唐三彩 

第四周 
原始瓷与青瓷的烧

制成功 

商周—秦汉的原始瓷器 

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 

 

原始瓷 

第五周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

瓷业——青瓷的

“一统天下” 

南方各地的瓷窑 

北朝的瓷业 

 

越窑 

 

第六、七周 

隋唐五代的瓷器—

—“南青北白”新

格局的形成  

 

隋代瓷业的发展 

唐五代的青瓷 

唐五代的白瓷 

唐代黄釉、黑釉、花釉瓷器和绞胎器 

隋唐五代制瓷工艺的发展 

越窑青瓷、秘色

瓷、邢窑白瓷 

第八周 实物鉴赏学习 学校博物馆实物标本鉴赏  

第九、十周 

宋、辽、金的陶瓷

——名窑的“百花

争艳”  

 

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代的六大窑系 

黑釉瓷器与“斗茶”习俗 

辽代陶瓷：主要瓷窑和特征 

 

 

汝窑、官窑、定

窑、哥窑、钧窑 

耀州窑、磁州窑、

龙泉窑、景德镇

青白瓷、建窑、

吉州窑 

第十一、十

二周 

 

元代的陶瓷——制

瓷中心的南移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崛起与成就 

元代瓷器的造型与装饰 

元青花、釉里红 

 

第十三周 博物馆参观 上海博物馆参观陶瓷馆  

第十四、十 明代的陶瓷——瓷 瓷业中心景德镇和御器厂 官窑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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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 都景德镇的兴起 景德镇明代瓷器的分期、品种与特征 

景德镇以外地区的重要陶瓷品种 

 

成化斗彩 

嘉靖、万历五彩 

第十六周 

清代的陶瓷——制

瓷工艺的历史巅峰 

 

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与繁荣 

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的分期、品种与特征 

 

珐琅彩、粉彩 

 

 
四、参考书目 

1.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教材）。 

2.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3. 李知宴主编：《中国陶瓷艺术》，外文出版社，2010年。 

4. 《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5. 《中国出土陶瓷全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6.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7. 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 

8.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9. 以及各大博物馆陶瓷藏品图录、瓷窑址考古报告、《文物》、《考古》等文博专业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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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中国工艺美术史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14 周）：博物馆实物

观摩（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考试，占 70% 

2）出席率及其他，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制陶是一种土与火的艺术，是人类利用自然的最早的尝试之一。陶器的发明使人类能经常进

食经过高温处理的食物，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瓷器也是中国古代的

伟大发明，China 一词，有两个意思，中国和瓷器。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就已出现了原始瓷

器，至东汉晚期已大量烧造成熟的瓷器，此后中国的制瓷技术不断发展，出现了众多令世人叹为

观止的瓷器作品。中国瓷器还远销海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载体，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相比之

下，东亚的日本只是在 14 世纪后期才从中国学到烧造天目瓷的方法；朝鲜半岛则从高丽王朝时

期诏请越窑工匠在半岛传授青瓷烧造技术。欧洲的制瓷业开始得更晚，16-17世纪，英、法等国

在中国外销瓷的影响下开始试烧软胎瓷器。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古陶瓷烧造的环境、工艺流程、文化内涵、时期，

了解中国古陶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和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中国古陶瓷发展的脉络和时代特征； 

2）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中国古陶瓷的烧造工艺和艺术特色； 

3）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中国古陶瓷的文化内涵； 

4）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中国古陶瓷的鉴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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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概况和相关文献 

方法论构建 

第二周 陶器-1 

陶器的起源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

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新石器

时代制陶工艺总结 

 

陶瓷先声 

第三周 陶器-2    

夏、商、周时期的北方陶器 

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印纹硬陶 

仿铜陶礼器和陶制明器的兴起及演变 

陶器发展 

第四周 陶器-3 
汉代的铅釉陶和彩绘陶 

唐代的三彩陶器 
陶器转型 

第五-七周 原始瓷器 

瓷器的基本条件 

商周－秦汉的原始瓷器 

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 

瓷的出现 

第八周 成熟瓷器 

南方各地的瓷窑 

北朝的瓷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的主要成就

“南青北白”新格局的形成  

隋代瓷业的发展 

唐五代的青瓷 

唐五代的白瓷 

唐代黄釉、黑釉、花釉瓷器和绞胎器 

隋唐五代制瓷工艺的发展 

瓷的普及 

第九、十周 
宋、辽、金---名窑

的“百花争艳” 

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代的六大窑系 

黑釉瓷器：天目茶碗与“斗茶”习俗 

辽代陶瓷：主要瓷窑和特征 

金代陶瓷 

瓷的文化 

第十一、 

十二周 

制瓷中心的南移 

 

 

元代的主要窑场和产品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崛起与成就 

元代瓷器的造型与装饰 

瓷都的形成 

第十三、 

十四周 
瓷都景德镇的繁荣 

瓷业中心景德镇和御器厂 

景德镇明代瓷器的分期,品种与特征 

景德镇以外地区的重要陶瓷品种 

明代瓷器的造型,装饰和款识 

瓷都的繁荣 

第十五周 中国瓷业达到巅峰 

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与繁荣 

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的分期、品种与特征 

景德镇以外地区的重要陶瓷品种 

清代瓷器的造型、装饰和款识 

瓷业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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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周 

中国陶瓷的外销与

中外文化交流 

 

外销瓷的发端 

外销瓷与亚洲陶瓷文化 

外销瓷与欧洲陶瓷文化 

外销瓷与其他地方的陶瓷文化小结 

 

东西方文化碰撞 

 
四、课程特色 

1. 从文化入手，捕捉中国陶瓷的基本规律，构建全新的中国古陶瓷研习模式和路径。 

2. 打破传统单一的理论授课，课堂学习与实物观摩有机组合，更加清晰、生动的诠释中国古

陶瓷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内质。 

 

 
五、参考书目 

1. 中国陶瓷—冯先铭，上海古籍书店，2001年 12月 1日。 

2. 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6月 19日。 

3. 青花瓷器研究—张浦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 10月。 

4. 陶瓷与中国文化—朱顺龙，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 1月 1日。 

5. 中国古陶瓷鉴定标本参考图典—朱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2月 1日。 

 
 
 

 

  



78 
 

《中国古代建筑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8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6 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探访古建筑（1周）：古建调研 

3）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考试（开卷），占 70% 

2）课堂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认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占据的

重要地位，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建构方式、营造意匠、设计美学，厘清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发

展变迁的历史进程及其背后的原因。 
具体来说，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

古代建筑发展概况（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前中后三期）、古代城市建设概况

（都城建设、地方城市建设）、园林与风景建设（皇家苑囿、私家园林）、建筑意匠（营造活动中

的观念形态、选址与布局、审美与建筑设计） 
 
基本要求： 

1）对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发展有基本的兴趣， 
2）在课后能多涉猎与中国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 
3）愿意利用假期尽可能多地走访、调研课堂所学的古代建筑案例， 
4）能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价值体系与保护方法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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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中国古代建筑基本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对于亚洲

木构建筑体系的贡献 

第二周 
原始社会时期的建筑

遗迹       

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

的人居文化，考古遗址中

发掘的建筑文化 

复原的良渚文化中干栏式木

构建筑的功能与形态特征 

第三、四周 
夏、商、西周、春秋

时期的建筑（公元前

21 世纪—前 476 年） 

文献记载、考古遗址中该

时期的建筑风格特征 
《周礼･考工记》中为古代城

市规划所奠定的地位 

第五、六周 

战国、秦、两汉、三

国时期的建筑（公元

前 475 年—公元 280
年） 

文献资料，以及画像石、

画像砖、汉墓明器中的建

筑形态 

汉墓明器中的楼阁式建筑形

态 

第七、八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建筑（公元 265 年—

589 年） 

邺城、建康城市规划布局，

佛教建筑时代风格 
佛教建筑的平面格局与时代

特征 

第九、十周 
隋、唐、五代时期的

建筑（公元 581 年—

960 年） 

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城

市规划设计思想，唐代大

明宫遗址及含元殿、麟德

殿建筑风格特征，唐代离

宫建筑风格特征，唐代佛

光寺与南禅寺建筑结构与

风格特征 

与日本奈良平城宫遗址第一

次大极殿复原工程做对比 

第十一、十

二周 

宋、辽、金时期的建

筑（公元 960 年—

1279 年） 

宋画中的建筑风格特征，

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街

市，平江（苏州）城市规

划，晋祠圣母殿，辽金时

期建筑特征，蓟县独乐寺，

应县木塔 

晋祠圣母殿与蓟县独乐寺的

建筑美学 

第十三 - 十
五周 

元、明、清时期的建

筑（公元 1271 年—

1840 年）（ 

元大都城市规划、明清北

京城市规划、明清紫禁城

建筑风格、太极殿建筑结

构与风格，清代官式建筑，

民居建筑 

太极殿所反映的建筑美学，

民居建筑的地方风格特征 

第十六周 
课程总结与学习成果

讨论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的

风格变迁，建筑审美与时

代精神 

中国古代建筑的“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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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中国古代建筑史》作为建筑史研究的一门重要课程，此前基本上在国内工科院校开设，

重点讲授建筑风格的变迁与古代工程技术手法的特征。而作为文博系开设的古代建筑史课

程，更偏重于建筑文化学与建筑美学的讲授，目的是让学生从中国木构建筑的产生、发展、

高峰、衰弱的整个过程当中，树立对建筑审美的基本认识。 

2. 由于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案例有交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从建筑复原的角度，通过视频、

CG 等内容来再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却已经消失的古代建筑的风格特征。因此，对

于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 

3.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研究发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来调动学生对于

学习古代建筑史的兴趣。每学期安排的古建现场调研环节，可以通过现场教学让学生对江

南地区古建风格有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五、参考书目 

1.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六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2009年。  

2. 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第二版）》，天津大学出版，2005年。 

3.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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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币学》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29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a Numismat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文物研究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博物馆观摩（1周）：实物鉴赏 

考核方式 
1）期末开卷考试，占 70% 

2）出席率及课堂回答问题，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古钱学是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历代所发行的

金属货币和钞币的形制、大小、风格、铭文、成分、机能及艺术价值。 
中国是最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钱币在材质、形制、工艺等方面均与西方古

代钱币有明显的区别，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从多方面对日本、韩国、越南的古代

钱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传播至世界各地。 
本课程在介绍中国古代钱币实物形制、风格、文字等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物，探索钱

币发展规律、历史作用、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实物观摩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 掌握中国钱币的发展脉络和特点； 
2） 初步学会鉴定各类古钱币，为考古断代、文物研究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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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绪论 
钱币与货币，古钱学、钱币学和货币学，中国钱币的发展

轮，中国钱币的特点，研究钱币的意义，钱币学的研究方

法 
第二周 货币的起源 钱币的几种原始形态 
第三、四周 先秦钱币 先秦钱币的形制、文字等特点，布币、刀币、圆钱等介绍 

第五、六周 秦汉六朝钱币 
称量货币与铢两货币，钱币的范铸技术、钱币的减重与私

铸。半两、五铢钱的演变 
第七、八周 唐五代钱币 开元通宝钱的特点和铸行意义，十国钱币的特点 

第九、十周 宋辽金西夏钱币 
宋代钱币的特点，南北宋钱币的差异，辽钱的特点，辽金

西夏钱的比较 
第十一、十

二周 
元明钱币 元明钱币铸行的共同点。元末、明末起义军与南明钱币 

第十三周 清代钱币 
顺治五式钱，咸丰大钱的铸行，太平天国钱币的特点 
 
 

第十四周 
中国古代纸币与银

铜元 
古代纸币的发展概要，银铜元的铸行经过与清末民国的币

制改革 

第十五周 常见邻国古钱币 
日本、韩国、越南钱币发展概要，重点钱币（皇朝十二钱，

宽永钱与常平钱等） 
第十六周 博物馆藏钱币观摩 观摩复旦大学博物馆藏钱币 

四、参考书目 

 

 

 

 

 

 

 

 

 

  

（1）唐石父等编：《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孙仲汇等编：《简明钱币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1982重印  

（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再版  

以及中国钱币学会主办《中国钱币》双月刊 



83 
 

《中国书法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3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6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参观博物馆（1周）：实物鉴赏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 50% 

每次作业 3分，共 13次，期末

汇报 11分。 

2、期末闭卷考试 5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基于博物馆展品类型，书画艺术体系是我系文物学教学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书画艺术

体系分为中国绘画史与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史》课程以名碑名帖和卷轴式法书为主体，系统

讲述各种书体的历史变化过程，辅以中国美术史中的其他视觉材料，还原书体出现的环境，除了

常识性的知识点，例如知名书家、书论、著录。还包括纵向专题性介绍、书画鉴定方法的应用等

环节。作为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专业选修课，一方面使文博系本科生具备基本的书法欣赏常识，

另一方面打下书画鉴藏能力的基础。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基本掌握中国古代各时期历史阶段的书法史中书法家故事、名碑名帖、时代风格。 

2、要求学生掌握晋唐至明清时期的卷轴画鉴定方法与装裱方式、常见款识、印章。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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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汉字形体与书法美； 

各种书体演变：大篆、小篆、

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书体演变； 

甲骨文、铭文、大篆的特点。 

第二周 商周书法史 商代书法、西周的书法。 
社会变迁之后出现铭文、虫

书蚪文的特点 

第三周 
秦国与秦朝

书法史 

春秋战国东南各诸侯国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书法，秦代

书法 

简牍墨迹、隶变、八分 

第三周 汉代书法史 

两汉的简牍、西汉的铭刻、东

汉的碑刻、东汉书学中《说文

解字》等书学著作。 

两汉简牍书法、知名汉碑 

第四周 
魏晋南北朝

书法史 

三国、两晋书法与书家（专属、

隶属、草书、行书）东晋铭刻； 

南朝书体、书家、书论、禁碑

与立碑； 

十六国、北朝书法时期的楷书、

行书、草隶。 

“北碑南帖”、汉化与禁碑 

第五周 “二王专题” 
二王生平，《兰亭序》版本、风

格分析  

东晋南北朝法帖收藏、复制

与鉴定 

第六周 唐代书法史 

唐代著名书法家、隶书行书名

篇，唐代科举与书法教育、唐

代书法对域外影响、敦煌文书

的发现 

颜真卿作品风格、唐代文化

与书法、敦煌文书的发现 

第七周 北宋书法史 
宋代四家：苏轼、黄庭坚、米

芾、蔡襄；宋徽宗瘦金体，宋

人对《兰亭序》的复制 

苏轼“尚意”书法理论，米

芾书法作品与风格。 

第八周 南宋书法史 南宋中兴四大家，淳化阁帖 
复古和因循之风、唐宋书法

鉴藏史 

第九周 元代书法史 
复古思潮下的元代书法、赵孟

頫书法风格、奎章阁代表书家、

元代书法史籍 
赵孟頫书法作品与风格 

第十周 参观周 上海博物馆  

第十一周 明代书法史 
三宋、二沈与台阁体、吴门四

家、董其昌与云间书派明代书

法论著万名书法变革潮流                                                                                                                                                                                                                                                                                                                     

明代台阁体、地方风格突破，

晚明求变 

第十二周 清代书法史 
王铎、傅山，刘墉、翁方纲、

扬州八怪、邓石如伊秉绶，清

代篆刻，清代书法论著 

遗民书法家、清代馆阁体，

由碑入帖的转变 

第十三周 
元明清法帖

鉴藏史专题 
元明清时期的公私收藏与刻

帖、鉴藏史籍 
元明清常见鉴藏印章与常用

鉴藏史籍 

第十四周 近现代书法 
西泠印社，康有为、梁启超的

书法美学变革，近现代书法家 
沈尹默、李叔同、于右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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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复旦文博系自 1984 年既有的书画教育体系分为中国绘画史和中国书法史，本文也会

延续这种课程设置方式。1961 年，国家文物局派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在中央美术学院开

设书画鉴定课程，形成《怎样鉴定书画》一书。1984年，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中

的杨仁恺出版《中国书画》一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书画方面的指定教材。本课程在

延续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围绕两本基础课本，在复旦文博系展开对中国书画方

面的教学活动。 

2. 本课程拟在注重原有书画鉴定教学的基础上，宏观了解学科发展和夯实基础的训练。

针对文博系学生已经了解古文字和汉简现有课程基础上，按照各式代流行书体进行介

绍，对著名书法家进行进行专题串讲，使学生能识别不同碑帖风格的能力和了解整体

书法史变迁的审美常识。 

3. 在课上使用提问、讨论、课下绘制知识结构图等方式，一方面使学生牢记书法史发展

的知识点，一方面训练学生识别印鉴款识、查阅书画著录等基本功。 

 
五、参考书目 

1. 合著《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 

2. 杨仁恺，《中国书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4. 薛永年主编，邵彦编著，《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5.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 

6. 沃兴华《中国书法史》，湖南美术版社，2009年。 

 
 

  

第十五周 分组汇报 1 
铭刻、碑刻、金石中的名家名

作风格分析 
 

第十六周 分组汇报 2 
简牍、写经与帖学传模中的名

家名作风格分析 
 

第十七周 复习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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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考古元典导读》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3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Reading in Classic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文献阅读＋PPT 图文互证＋

相关影像观摩 

2、Elearning 网络课堂：讨论、

答疑、作业等。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30%）：读书报

告。 

2、期末成绩（70%）：论文。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选择文物学领域的部分经典文献，采取选读、点评与全文阅读相结合的方式，

佐以文物图片与影像资料，力图以丰富生动的形式，使学生对这些典籍及其背后的历史文

化产生较为全面的了解。 

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加深学生对王国维先生所倡“二重证据法”的了解，引发他们阅

读文献典籍的兴趣，从而增强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去复原历史的意识与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整体性介绍本课程教学

内容、要求与参考书目 
文物学，经典文献，导读 

第二—四

周 
《茶经》、《茶录》与

唐宋茶器 

结合考古出土物与传世

品中的唐宋茶器文物，来

阅读《茶经》与《茶录》 

陆羽《茶经》，蔡襄《茶录》，

茶器 

第五—八

周 
《林泉高致》与古代

山水画 

结合唐宋—明清山水画

资料，来阅读郭熙《林泉

高致》，了解其主旨思想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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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周 
Presentation（由同

学作读书报告） 
  

第十一—

十三周 

《燕闲清赏笺》、《长

物志》、《闲情偶寄》

与明末清初文人美学

思想 

结合晚明—清初的工艺

造物资料，来阅读《长物

志》等文献，了解其时文

人美学思想及其对造物

的实际影响 

明末清初文人美学思想，

家具，青花瓷，紫砂壶，

文房用具 

第十四—

十六周 
陈敬《香谱》与古代

香器 

结合唐宋香器资料，来阅

读《香谱》，以了解古代

香文化及其物质遗存 

陈敬《香谱》，香炉，香盒，

香瓶等 

 
四、课程特色 

以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丰富的历史文献、生动优美的语言阐释以及大量的器物图像，

使学生对文物典籍以及相关的物质遗存产生直观而全面的了解，从而增强以“多重证据法”

去复原历史的意识与能力。 

 
五、主要教学参考资料 
 

1. 元典： 
（1） [唐]陆羽《茶经》，沈冬梅注，中华书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 [宋]蔡襄《茶录》：见《〈茶经〉译注（外三种）》，[唐]陆羽等著，宋一明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3） [宋]郭熙《林泉高致》，周远斌点校纂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年 8 月出版。 
（4） [明]高濂《遵生八笺》，王大淳等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出版。 
（5） [明]文震亨《长物志》，汪有源、胡天寿译注，重庆出版社，2010 年 3 月出版。 
（6） [明末清初]李渔《闲情偶寄》，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7） [宋]陈敬《新纂香谱》，严小青编注，中华书局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 著述： 
（1） 长北《中国古代艺术论著集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4 月出版。 
（2） 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第 2 版。 
（3） 赵琳《从蔡襄〈茶录〉看宋代茶事》，《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 7 辑，复旦大学

出版社。 
（4） 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6 年。 
（5） 刘静敏《宋代〈香譜〉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6） 赵琳《从唐宋诗词看唐宋民居院落》，《博物馆研究》2010 年第 3 期。 
（7） 赵琳《融入自然与江南园林营造》，《博物馆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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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概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出席率及其他，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以至对近代工业革命产

生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和核心内容，能够说明中国古代社

会的进步与繁荣的历程。本课集中讲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要历程和杰出成就，分析重大科技

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一般规律，探讨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以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吸收最新的科技考古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成果，按历史

朝代为顺序，以专题的形式介绍重要学科或科技成就的兴起和发展。 

全部课程分为 16 讲。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科学技术特点。 

2）要求学生基本掌握科学技术不同领域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科学，技术，中西方科学技术的特点，李约瑟

与中国科技史 
李约瑟难题 

第二周 
史前科学技

术萌芽（上） 

农业知识的萌芽、数学知识的萌芽，天文学知

识的萌芽，医药保健知识的肇始 

旧石器至新石器

是以磨制石器、

农业和制陶术的

发明等重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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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为标志的。 

第三周 
史前科学技

术萌芽（下）  

动植物知识的萌芽，纺织品知识的萌芽，物理

知识的萌芽，化学知识的萌芽，建筑知识的萌

芽 

玉器、漆器和纺

织品——“史前

三大土特产” 

第四周 
三代的科学

技术（上） 

《诗经》中的科学技术知识，最早的物候天文

历《夏小正》，十进制计数法与算筹，中医药

学初成格局 

青铜冶铸业是整

个青铜时代文明

赖 以 建 议 的 物

质、技术基础。 

第五周 
三代的科学

技术（下） 

青铜冶金、战车与戈矛，水陆运载工具，釉陶

和白陶，帛与染色，夏代宫室与西周四合院 
三代仍处于科学

的萌芽时期 

第六周 

春秋战国的

科 学 技 术

（上） 

传统农业基本框架的奠定，大型水利工程的兴

建，四分历与古六历，二十四节气与二十八宿，

天象观测与天文理论，《九章算术》，地理概念

与环境保护 

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 的 第 一 个 高

潮，全面奠定了

中国传统科学技

术发展的基础。 

第七周 

春秋战国的

科 学 技 术

（下） 

采铜治铜与铜器制作，冶铁术的产生与发展，

强弩利剑与城池攻防，《考工记》与先秦工艺

规范，《管子》中的科学知识，墨家与其他诸

家的科学知识  

百家争鸣对于科

学技术发展的作

用。 

 

第八周 
秦汉的科学

技术（上） 

地图与舆地之学，运河工程与水利建设，《汜

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度量衡的制度化，

历法制定与天象观测，《黄帝内经》，《九章算

术》，西汉麻纸与蔡侯纸 

秦汉的农学、医

学、数学和天文

学等基础学科，

奠定了中国科学

技 术 的 基 本 框

架、形态和风格。 

第九周 
秦汉的科学

技术（下） 

冶铁术与刃具的铁器化，冶铜铸铜，瓷器，漆

器，陶俑，秦砖汉瓦，炼丹术的奠基，铜车马，

驰道栈道，篙浆橹舵、篷碇帆樯 

冶炼、土木建筑、

纺织等主要技术

的风格以至体系

大体确立。 

第十周 

三国魏晋南

北朝的科学

与技术（上） 

《齐民要术》，地方植物志和微生物知识，农

产品加工机械，天文发现与历法创新，刘徽与

《九章算术》，祖氏父子，葛洪、陶弘景及其

医药炼丹要籍 

“辩难之风”与

科技进步 

第十一周 

三国魏晋南

北朝的科学

技术（下） 

车辆技术的发展，连弩与战船，造纸术的改进，

对物理现象认识的深化，制图六体，矿冶技术

的创新，佛教建筑与曹魏邺城 

科学发展的水准

远远超过两汉。 

第十二周 

隋唐五代的

科 学 技 术

（上） 

农具的改进，大运河与水利事业，《茶经》与

《四时纂要》，动植物形态生态的认识，皇极

历和大衍历，敦煌星图、大地测量，《算经十

书》， 

中外科技交流 

第十三周 

隋唐五代的

科 学 技 术

（下） 

兴盛的矿冶业，炼丹术与火药的发明，抛车与

车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造纸术的精熟，方

志的繁荣与地图制作的发达，物理实验的雏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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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 

宋辽金元的

科 学 技 术

（上） 

《农书》与精耕细作、多熟种植，京杭运河、

黄河防洪，五大浑仪与天文图，郭守敬及其《授

时历》，贾宪与金元四大家，四大医家与医学

流派，《洗冤集录》，人体解剖学的重要发展，

中医外科与骨伤科，舆图绘制、河源考察 

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的黄金时代 

第十五周 

宋辽金元的

科 学 技 术

（下） 

造船与远洋航行，指南针与罗盘导航，《营造

法式》与建筑规范，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

黑火药，高炉炼铁、胆水浸铜，炼丹制砷——

炼丹术的转向和成就，景德镇瓷器，漆器，凿

井取盐——煮盐煎盐到晒盐，对共振的认识与

光学认识 

五大名窑瓷器的

科技内涵 

第十六周 
明初与晚清

的科学技术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珠算与传统数学的整

理研究，清后期数学家的贡献，李时珍与《本

草纲目》，宋应星与《天工开物》，徐霞客与《徐

霞客游记》，坩埚炼锌、铁模铸炮，火器的鼎

盛及衰落，烧瓷技艺与雕漆，造纸和印刷技术

的丰富多彩，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中国科学技术的

没落 

 

 
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强调以出土实物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的结合集中展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脉络。 

2. 本课程面向文博专业，从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展现中国古代科技。 

 

 
五、参考书目 

1. 周嘉华等：《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东方出版社，2000 年 7月。 

2.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2003年 1月。 

3. 华觉明等：《中国科技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1月。 

4. 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月。 

5. 张春辉等：《机械工程发明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月。 

6. 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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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形式设计》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Formal Design of Museum Displa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1）课堂讲授（12 周）：（多媒体

教学） 

2）陈列制图操作（4周） 

考核方式 
1）期中制图操作（占 30%）， 

2）期末撰写论文（占 7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掌握展览形式设计的概念和基本术语，了解陈列展览的发展历程；了解博物馆内部各个业务

部门的关系、陈列的工作步骤以及构成要素；掌握形式设计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制图操作以熟悉

设计工作语言和技能。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博物馆展览形式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先进理念，掌握从事陈列设计的一般流程步

骤和工作方法，初步具备正确评估陈列展览的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绪论 1 
广义的设计概念与分类 
设计人员的知识结构 
博物馆陈列设计人员的培养 
博物馆与陈列展览 
狭义的博物馆学 
陈列展览的概念 

陈列展览的概念 

第三、四周 绪论 2 陈列展览的形式分类 陈列展览的类型 

第五周 绪论 3  
陈列设计思想史回眸 陈列媒体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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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周 
工作篇 陈列工作对其他业务部门的期待和要求； 

陈列工作各阶段的主要问题 
陈列展览的构成要素 

各阶段的主要问题 

第八、九、十

周 
设计篇 1 内容设计 

艺术设计 
环境总体设计 

设计步骤与方法 

第十一、十二

周 
设计篇 2 陈列语言 

原理与规则 

第十三至十

六周 
制图篇 陈列设计制图 

CAD制图方法 

 
四、课程特色 

以课堂讲授为主，大量使用实例幻灯片放映手段以增强教学的直观效果和生动性，其中

结合相关内容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动手操作（如 CAD 制图、3D 制图），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要求实地参观博物馆至少一次。 

 
五、参考书目 

陈红京 著《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的原理与技法》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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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分析技术》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Technique of Cultural Relics Analysi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 

2、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1、期末开卷考试，占 70% 

2、实验，占 20% 

3、出席率，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在文物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中，现代分析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对文物的分析，可以

了解文物的材质与组成结构，文物的保存状态、文物的年代和制作工艺等。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

学习和实验操作与观摩，对文物保护中现代分析技术的应用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提高文物辨伪、

分析能力。 
 

基本要求： 
1.掌握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领域中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 
2.初步了解各类分析手段的原理,方法以及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总论 文物分析概要，文物分析的注意点 

第二周 碳 14 测年法 原理，成立条件，应用，树轮校正 

第三周 热释光测年法 原理，特点，误差，局限性 

第四周 年轮年代法及其他 分析原理、应用于文物分析的注意点 

第五周 光学及电子显微镜 原理，特点，二者的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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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 X 线扫描等其他形貌观察法 X 透视、X 线 CT、红外显像与高光谱等原理与特点 

第七周 校内实验室参观实习 光学显微镜的分析操作，电子显微镜分析观摩 

第八周 成分分析一，荧光分析法 
X 线荧光分析法的分类、原理、各自特点的比较与局

限性 

第九周 成分分析二，中子活化法等 中子活化分析的原理、特点，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第十周 其他成分分析法概述 原子发射光谱、原子吸收光谱等的原理、特点。 

第十一周 
结构分析一， 紫外可见红

外光谱 
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特点及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特点。 

第十二周 结构分析二，X 衍射等 X 衍射分析的原理、特点及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第十三周 其他结构分析法概述 
色谱与质谱联用法、穆斯堡尔谱法的原理、特点及在

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第十四周 校内实验室参观实习 质子激发 X 荧光分析等设备操作观摩 

第十五周 生物方法 古 DNA 分析等的原理、特点和应用。 

第十六周 上海博物馆实验室参观  
 

 

四、参考书目 

1. 马清林等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2. 赵丛苍：科技考古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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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考古》 

（*该课程由不同教师在不同学期分别开设）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9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学生讨论（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论文（不少于 3000 字），

占 60% 

2、课堂讨论，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围绕中国美术考古这一研究领域展开，系统讲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及其时

代特征，通过介绍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的问题与研究方法，使学生对该领域的材料和理论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另外，本课程还将尝试使美术考古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如文化史、宗教史以及社

会史——之间产生沟通和互动，力图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的境遇、问题与方法。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及时代特征 

2）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使用考古遗存进行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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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导论 
学术史讨论：美术考古的材料、范围、问题以

及方法 

第二周 史前美术考古 史前时期考古遗存与时代特征介绍 

第三周 先秦时期美术考古（上） 商代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四周 先秦时期美术考古（中） 
 
西周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五周 先秦时期美术考古（下） 东周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六周 秦汉时期美术考古（上） 秦代重要考古遗存介绍：以秦始皇陵为中心 

第七周 秦汉时期美术考古（中） 
西汉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西汉诸侯

王墓  

第八周 秦汉时期美术考古（下） 东汉墓葬遗存介绍：画像石、砖墓 

第九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考古（上） 魏晋南北朝重要考古遗存 

第十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考古（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寺艺术介绍 

第十一周 隋唐时期美术考古（上） 隋唐时期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十二周 隋唐时期美术考古（下） 关中唐代壁画墓专题 

第十三周 宋辽金元时期美术考古（上） 宋元时期重要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十四周 宋辽金元时期美术考古（下） 宋元墓葬装饰专题 

第十五、十六

周 
课堂讨论 学生课堂发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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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中国考古美术一课自 2010 年开设以来，深受本专业和其他学生的欢迎。近年来，随着考

古发掘的不断进行，遗址和墓葬中有大量考古新资料问世，不仅在历史、文化、艺术等研究领

域，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也开始逐渐形成分支领域，发展出独特的问题、视角与方法，备受

关注。本课程基于考古资料在人文学科多角度、跨学科研究方面的需求而创设，有一定的创新

性和重要性。 

 
五、参考书目 

1. 杨鸿、郑岩：《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2.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阮春荣：《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年。 

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年。 

5.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6.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9 年。 

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年。 

8.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9. 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 年。 

10.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 年。 

11.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2.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3.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 年。 

14.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年。 

15. 贺西林：《古墓丹青——汉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16.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三联书店，2006 年。 

17.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18.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9.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 年。 

2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 年。 

21.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 年。 

22. 姜伯勤：《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 年。 

23.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24.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25.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 年。 

26.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 

27. 巫鸿：《黄泉下的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三联书店，2010 年。 

28. 董新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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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考古》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49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文物研究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周），课堂讨论 2周。 

2、结合 ppt 演示进行讲授，分组讨论，

师生互动，如有条件可联系有关文博单

位去考古现场参观。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

少于 3000字），占 60% 

2、课堂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2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美术考古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目的、基本方法、

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并掌握新石器时代至唐代美术考古实物的主要内容，懂得它们的基本文化

特征和作用，为学生的专业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中国美术考古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了解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现史，懂得美术

考古学在中国文化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 1 周 
中国美术考古概说 
 

1.“美术考古”/“艺术考古”概

念与定义。 
2.欧洲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 
3.中国的金石学。 
4.20 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考古学

与美术史学。 

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学科

意义。与考古学和美术史

的关系。 

第 2 周 夏商文化与青铜器 
1.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夏

文化）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时代。 
2.夏商青铜器的总体文化特征。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与西

亚青铜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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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 
西周宗法制度与青

铜礼器 

商周的“天命”观念的变化。 
2.西周宗法制度与青铜礼器的演

变。 

政治理念的演变与青铜

利器的关系。 

第 4 周 
春秋战国墓葬美术 
 

1.春秋战国时期墓葬随葬器物空

间组合的意义。 
2.“明器”观念的形成。 
3.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方墓俑的文

化特征。 

墓葬明器发展的思想根

源，儒家丧礼与墓俑习俗

的关系。 

第 5 周 
秦汉墓俑 
 

1.秦始皇陵丛葬坑的组合与兵马

俑的文化特征。 
2.汉代墓俑与秦俑的承传关系及

及其新发展。 

秦汉墓俑的承传关系与

不同。与西亚中亚希腊化

地区雕塑艺术的比较。 

第 6 周 
两汉南北朝陵墓仪

卫石雕 

1.汉代墓园石刻配置的形成 
2..仪卫石雕的出现 
3.缙绅墓与帝陵的神道石仪 

外来文化因素在陵墓石

雕中的表现。 
 

第 7 周 
两晋南北朝陵墓仪

卫石雕 
 

1.南朝与北朝陵墓仪卫石雕的不

同特征。 
2.承汉启唐的作用。 

陵墓仪卫石雕的规整化

与佛教因素的渗入。 

第 8 周 
汉代壁画墓 
 

1.西汉墓葬结构的变化： a.竖穴墓

木椁墓的发展和变化，黄肠题凑

的出现。b.竖穴墓向横洞墓的转

变，崖墓、岩凿墓（rock-cut tomb）、
砖砌墓。 
2.汉代墓葬图像的内容与配置： 
a.帛画； b.壁画墓的发展。 

神仙思想和儒家思想对

墓葬图像的作用。 

第 9 周 
汉代画像砖墓 
 

1.汉代画像砖墓的分布与发现。 
2.宫殿画像砖与墓室画像砖关系。 

汉画像中的思想信仰。 

第 10 周 
汉代画像石 
 

1.石祠、石阙画像 
2.画像石墓的结构与图像的配置 

同前。 

第 11 周 
六朝画像砖墓 
 
 

1.汉代传统内容 
2.多砖拼嵌画像 
 

1.竹林七贤图像的流行。 
2.佛教因素与传统神仙图

像的混合。 

第 12 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

行研讨会 
  

第 13 周 
北朝壁画墓 
 

1.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的新变化 
2.北朝壁画墓的图像内容和配置 

墓葬壁画与文献记载中

画家的画风的关系。 

第 14 周 
隋代壁画墓 
 

1.隋代墓葬形制的新变化 
2.隋代壁画墓的图像内容和配置 

隋唐墓室壁画承前启后

的作用。 

第 15 周 
唐代壁画墓的图像

配置与文化意涵 
 

唐代壁画墓图像的配置方式 
唐代墓室壁画的文化意涵与风格

特征 

墓室壁画与缙绅贵族思

想世界。 

第 16 周 
学生口头发表课程

论文，师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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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中国美术考古”课程主要给学生讲授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美术考古学的发现简

史、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唐代各个不同时期美术考古的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遗存，使学生懂得怎

样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出土的古代美术实物，利用其来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生活，并

且结合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在物质文化遗存中探索古代的社会和精神文化。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

的研究来看，考古学对于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研究作用巨大，而宋代以后传世文献和传世文

物增多，考古学的作用相对减少，所以本课程内容的时段控制在新石器时代至唐代。 

 
五、参考书目 

1. 杨泓、郑岩：《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2.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3.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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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0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Archaeometr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实验课程（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考查，占 70% 

2）出席率及其他，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考古学脱胎于自然科学，致力于复原古代社会，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是一门典型的文理

交叉学科。随着社会发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断丰富，解决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因

此其方法体系需要不断完善中。 
现代科技如何更好地应用于考古学，是考古学、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深刻影响

该学科的未来前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科技考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初步学会如何

将现代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的勘查、发掘、提取、分析和保护等各个阶段。 
 

基本要求： 
1）了解科技考古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基本掌握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探查、发掘与遗迹遗

物的采集保存，遗迹、遗物的分析研究等方面的应用。 

2）基本掌握常规科技方法的原理和应用，并具备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课程简介，学习科技考古重要性，案

例分析（都灵耶稣裹尸布（测年技术

的应用），人骨复原（计算机技术的

应用），壁画复原（多光谱技术的应

用）红陶块（物理化学手段的应用） 

科技方法可以弥

补一般考古学方

法的薄弱环节，

提供更多的“潜”

信息 

第二周 科技考古的基本含义 
科技考古的形成、作用、理论和方法，

国外科技考古发展简史，中国科技考

科技考古和考古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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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发展简史 

第三周 遥感考古（上） 

考古勘察，遥感、遥感技术与遥感考

古，遥感考古简史，遥感考古的基本

原理和应用 

GIS 与考古学研

究 

第四周 遥感考古（下） 

地球物理勘察（磁法、电法、地质雷

达及其它方法），地球化学勘查（磷

酸盐法、汞含量法及其应用） 

考古物探方法的

局限性 

第五周 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特点，水下探测，水下打捞

及实例 

水下考古和陆上

考古的异同 

第六周 
考古发掘中文物的采

集与保存（上）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基本理论，

文物采集的一般方法，文物采集后的

运输 

文物保护的平衡

理论 

第七周 
考古发掘中文物的采

集与保存（下） 

出土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出土文物的

临时保存 
稳定性文物，脆

弱性文物 

第八周 考古年代学 
早更新世前测年法，中晚更新世测年

法，全新世测年法 

放射性同位素测

年法、生物规律

测年法、物理化

学测年法 

第九周 
文物形态结构与组成

研究（上） 

形态分析手段（数学方法、计算机方

法），形态分析的几种方法（简单数

理统计、多元数理统计）  

SPSS 社会统计分

析方法 

第十周 
文物形态结构与组成

研究（下） 

文物的形象观察（X 光照相技术、CT
照相技术、红外成像技术），文物的

显微分析（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三维扫描技术 

高光谱分析技术 

第十一周 
文物产地及其矿料来

源分析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文物成分分析，

岩相、金相分析，同位素比值分析，

多变量统计分析在文物产地中的应

用 

微量元素、稀土

元素 

第十二周 实验课程（上） 
拉曼光谱、红外光谱、XRD 等物相分

析方法的应用 
物相图谱解析 

第十三周 实验课程（下） 
X-荧光光谱、质子激发 X 荧光光谱等

成分分析方法的应用 
元素图谱定性分

析和半定量分析 

第十四周 生业考古 
自然科学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古代食

性分析，人骨研究及人类迁徙，动植

物考古简介 

稳定同位素，环

境考古 

第十五周 科技考古专论（上） 玉器考古、陶瓷考古 硅酸盐文物 

第十六周 科技考古专论（下） 冶金考古 金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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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以考古勘察、发掘和研究为主线，内容覆盖了科技考古的主要领域，涉及众多现代

技术和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知识。 
2. 本课程强调了自然科技手段和传统考古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各种方法的应用结果均要受到

考古学的验证。 
3. 本课程展现考古学作为一门典型的文理综合性学科，紧密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

引入新技术新方法解决考古学问题。 

 
五、参考书目 
1. 金国樵：《物理考古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 
2. 王昌燧：《科技考古论丛（一、二、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2000、2003

年。 
3. 李 士、秦广雍：《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科学出版社，1991 年。 
4. 赵丛苍：《科技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杨晶、吴加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 年。 
6.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文物出版社，2012 年。 
8. 王昌燧：《科技考古进展》，科学出版社，2013 年。 
9.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10. 李存信：《考古现场处置与文物保护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11. 期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中国文物科学研究》《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Archaeomet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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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内容策划》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Exhibition Content Planning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教授和策划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 考核方式 论文或展览策划方案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博物馆展览内容策划设计的一般原则、理念和方法，培养学生从事博物馆 

展览及其他展览策划的实际能力，以适应我国博物馆对展览策划人才的迫切需求。 

 

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博物馆展览内容策划的能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本课程主要讲授博物馆展览内容策划设计的一般原则、理念和方法，内容包括：展览策划的 

基本理念、展览策划设计的转化、展览内容策划的重要意义、展览内容策划的条件和基础、 
展览策划的作业流程、展览策划的方法与技巧、展览策划案例分析等。 
 

第一部分： 

博物馆陈列展览

策划的理念 

第一节：现代博物馆的

主要使命 

一、现代博物馆的功能学说 
二、现代博物馆的教育使命 
三、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手段 

第二节：什么是博物馆

陈列展览 

一、什么是博物馆陈列展览 

二、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类型 

三、博物馆陈列展览模式的选择 

第三节：现代博物馆的

展示理念 

一、作为非正规教育的博物馆展示教育理念 

二、博物馆展示阐释模式和方法 

第四节：博物馆陈列展

览的展示媒介 

一、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展示媒介 

二、常用的博物馆展示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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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功效 

四、数字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合理应用 

五、主要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及其功效 

第五节：博物馆展览策

划的依据和条件 

一、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学术依据 

二、地方博物馆的通病  

三、加强博物馆展览学术支撑体系建设 

第六节：博物馆展览策

划设计的三个环节 

一、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的三个转换 

二、科学的博物馆策展团队的组成 

三、案例分析 

第二部分： 

博物馆陈列展览

内容策划 

第一节：博物馆展览内

容策划的作业流程 

一、博物馆展览内容策划的重要性 

二、陈列大纲不等于展览文本  

三、博物馆展览文本策划的流程 

第二节：展览选题及其

学术支撑体系研究 

一、研究展览选题  

二、研究展品形象资料  

三、含化学术研究资料 

第三节：展览传播目的

研究 

一、“传播目的”是展览内容策划的第一要务 

二、展览总传播目的的设定  

三、展览各部分、单元的传播目的的设定 

第四节：展览主题提炼

及其主题结构演绎 

一、提炼展览的总主题  

二、凝练展览的分主题  

三、展览内容主题结构规划  

四、展览主题结构层次演绎  

第五节：博物馆展览主

题结构演绎案例 
具体案例分析 

第六节：展览传播主次

的研究和规划 

一、展览传播目的主次的规划  

二、展览传播信息主次的规划  

三、展览内容板块主次的规划  

四、展览重要知识点和信息点（重点和亮点）的

规划 

第七节：展示素材选择

及其组团 

一、选择好展示素材  

二、研究展示素材的组团  

三、展览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的处理 

第八节：展览文本文字

编写 

一、各级看版说明文字的编写  

二、辅助展品创作说明和依据文字编写 

三、数字媒体文字编写  

四、展览讲解或导览性文字 
第九节：展览文本的编

写要求与格式 
一、展览文本编写的基本要求  

二、展览文本的格式 
第十节：内容策划师与

形式设计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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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注重实践与操作，能让学生直接参与展览内容策划训练。 

 
五、参考书目 

1.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 曹兵武、崔波 《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学苑出版社，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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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信息化》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4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Museum Informatic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 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信息化练习（1周）：实物鉴赏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60% 

2）数据库建设操作，占 3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外博物馆的运营中信息化日渐普及，

本课程是国内文博专业中唯一开设的以系统论述博物馆信息化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博物馆信息化

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本课程将讲授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讲述博物馆信息化的相关理论，

包括绪论、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管理以及数字博物馆多种形式，通过对数字化导览、现场多媒体

展示内容与线上展览数字化方式等大量实例幻灯片增强教学的直观效果和生动性；下篇着重于博

物馆藏品信息管理系统的相关理论与技术，包括功能设置原理与操作方法、文本及多媒体信息采

集等内容，最后采用上机操作的方式消化吸收所学内容。特别是结合相关内容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进行动手操作（如使用系统软件建立文本数据库和多媒体数据库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能了解博物馆信息化相关理念和最新实践进展，掌握从事博物馆藏品

信息数字化管理的一般步骤和工作方法，初步具备数字化建设的能力。 
 

基本要求： 

1. 掌握博物馆信息化的基本工作内容 
2. 掌握从事藏品数字化管理的一般步骤和工作方法 
3. 具备数字化建设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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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绪论 
博物馆信息化概念、建设历程、

建设内容 
 智慧博物馆概

念 

第三周 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管理 
藏品数字化管理的概念、原理与

意义 
 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 

第四周 
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管理

工作步骤与方法   
数字化工作环境建设、信息采集、

日常应用、数据库运行维护 
  

第五周 信息采集的标准规范 
制定标准规范的目的和原则，现

有规范存在的问题 
试行标准的指

标体系 

第六-七周 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藏品编目审校、系统数据维护、

信息检索查询、统计报表输出、

单据打印输出、数据安全备份 
  

第八、九、

十周 
藏品管理数据库设置原理

与方法练习 

藏品编目审校、系统数据维护、

信息检索查询、统计报表输出、

单据打印输出、数据安全备份的

实践练习 

 
 

第十一周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在博物

馆的应用 
 RFID 技术原理、物息合一理念与

实践、局限 
  

第十二周 
手持终端功能的设计原理

与操作方法 
藏品管理手持终端标签录入、检

索、排架功能实践 
 

第十三周 数字博物馆概念与类型 基本概念、类型划分、实践进展   
第十四周 数字博物馆特点与功能 数字博物馆特点、功能 互动的发端 
第十五周 数字博物馆发展与建设 多媒体、新媒介与智慧化  

第十六周 多媒体信息采集操作示范 
音频、视频、3D 等信息采集与格

式规范 
 

 

 
四、课程特色 

1.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外博物馆的运营中信息化日渐普及，

本课程是国内文博专业中唯一开设的以系统论述博物馆信息化为核心内容的课程。 
2. 课程应用自主研发的专业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提供单独上机实践机会，将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同时通过大量最新博物馆数字化案例引导学生了解国内外实践前沿。 

 

 
五、参考书目 

1. 陈红京、吴勤旻 著：《数字博物馆资源建设规范与方法》（人文艺术类），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2. 徐士进、陈红京、董少春 著：《数字博物馆概论》，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3. 陈红京 著：《数字化博物馆的原理与方法（单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4. 郑霞 著：《数字博物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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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漆器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Lacquerware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文物研究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4 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 

2）行走博物馆（1周）：实物鉴赏 

3）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中国是生漆的原产国，漆器制作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由中国本土向周边传播形成的漆器

文化圈，成为东方文明的一大特色。 
本课程以系统学习中国漆器的起源、发展、盛兴以及现状等脉络为主线，了解自新石器时代

开始，各个时代漆器制作、漆器制造工艺发展和演变，以及漆器使用的不同情况，尤其是把握战

国秦汉、南北朝和唐代以及元明清三个漆器发展高峰，了解各个时代漆器制作工艺、装饰特征、

使用功能的不同特色，同时深入涉及漆器使用相关的生活风俗、思想意识、美学特征和古代工艺

等，并延伸至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漆器文化。 
将古代中国的漆器史置于古代青铜器、陶瓷器互动影响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回望古代中

国物质文明发展的轨迹。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漆器的特征 

2）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漆器制作的主要工艺 

3）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漆器中工艺美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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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中国漆器在中国物质文明历史、世界文

明史中的位置；漆器文化圈的问题意

识；漆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对于世界文

明史的一项贡献 

第二周 漆树、漆与漆器 
漆树以及采漆的介绍，漆器出现的文化

性推测；漆的成分漆液的功能性分析 
今日之漆树产业 

第三周 
漆器的发生期：新

石器时代    
中国境内新时期时代的漆器及其特征

介绍 

延伸探讨日本绳

文时期的出土漆

器。 

第四周 
漆器的缓进期：商

周春秋漆器 

商、周时期和春秋时期出土漆器的介

绍，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了解该历史

时期漆器存在的情况。 
 

第五-七周 
漆器第一高峰时

期：战国秦汉漆器 
战国秦汉漆器种类、制作工艺、漆器上

的绘画；漆器制作工坊与运营。 

先秦文献中的漆

器记载和传说、

楚文化与漆器 

第八周 
漆器缓慢发展期：

三国南北朝漆器 
三国吴漆器与南北朝漆器 

 
 

第九、十周 
漆器第二高峰时

期：唐代漆器 
唐代漆器的介绍，重点为铜镜、古琴与

饮食具；金银平脱与雕漆工艺的发展 

奢侈品的漆器，

漆器与金银器工

艺的融合与发展 

第十一、 
十二周 

漆器第三高峰时

期：宋元漆器 

宋代、元代漆器。 
 
 

漆器与书画的结

合，漆器与瓷器

的互动 
第十三、 
十四周 

漆器发展绝响期：

明清漆器 
明清时代的漆器发展，宫廷作坊的作为 

延伸介绍日本漆

器及其制作 
第十五周 课堂之外 学习及观赏漆器实物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

行研讨会 

以课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学界争讼

等议题，一一个中心或多元论题，展开

探讨 
 

 

 
四、课程特色 

1. 本中国漆器史课程是国内大学文博专业从未有过的、新开设的一门课程，自 2009 年开设

以来，持续八年讲授，深受本专业和其他学生的欢迎。随着考古成绩斐然，遗址和墓葬

中有大量古代漆器出土，漆器以其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逐渐由“杂器项”脱颖而出的

趋势，漆器不仅在文化遗产、器物学、工艺美术等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在

拍行中也成为一匹“黑马”，备受关注。本课程基于漆器在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

面的需求而创设，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性。 
2. 中国漆器以及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传播，形成了漆器文化圈，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

地位。通过中国漆器史的讲授，打开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更

深刻了解文明及其传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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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书目 
1. 郑师许：《漆器考》，中华书局 1936 年  
2.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  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3 月（1998 年修订

再版） 
3. 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2 月  
4. 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5. 沈福文：《中国漆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年 7 月  
6.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 8 月 
7. 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8. 长北：《漆艺》（中国手工艺丛书），大象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9. 以及相关考古报告和漆器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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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教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5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Museum Education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1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行走博物馆（1 周）：博物馆

教育活动与项目体验 

3、学生探讨（2 周）：学生自主

报告加师生研讨 

4、嘉宾讲学（1周）：嘉宾讲座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50% 

2、其中汇报，占 30% 

3、平时（出席率及课堂互动），占

2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一方面，本课程将针对文博专业的学生或其他对文博方向感兴趣的学生，给予他们了解博物

馆教育全貌的机会；另一方面，让每位学生都有体验博物馆教育活动和项目的实践机会。鼓励他

们在课程期间，参观一座博物馆，参与一次博物馆教育活动和项目。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课外阅读，包括中英文材料；要求学生在听了一定课程量之后，独立

或者以小组形式参观一座博物馆，参与一次博物馆教育活动和项目，从而拥有实践经历；安排

1-2 次课堂时间，鼓励学生交流其体验；考试形式为论文。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绪言 
课程介绍，了解学生对课程的预期，

推荐书目等 

第二周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一） 
综述博物馆教育，其当下意义及国

内外发展趋势等 
第三周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二） 包括现代博物馆的教育使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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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教育优势 

第四周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三） 
包括博物馆教育与学习理论、现代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特点   

第五周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四） 
包括重视博物馆教育是国际社会的

普遍做法 
 

第六周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包括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分众化、一

体化、衍生化组织与管理模式 
第七周 学生实践 阐释学生实践要求 学生实践 
第八-九周 学生实践交流（一）（二） 学生实践交流，师生研讨 

第十周 
观众参观前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

与实施 
包括理念与实践、经典案例分析等 

第十一周 
观众参观中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

与实施 
包括理念与实践、经典案例分析等 

第十二周 
观众参观后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

与实施 
包括理念与实践、经典案例分析等 

第十三周 嘉宾演讲 主题为博物馆教育 

第十四 - 十
六周 

博物馆教育活动规划与实施的经验框架 
包括国外博物馆教育巡礼、中国博

物馆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提升我国

博物馆教育水平的对策与建议等 
 

 
四、课程特色 

1. 内容方面纵览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具体包括现代博物馆的教育使命、经营理

念、教育优势、博物馆教育与学习理论、现代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特点、重视博物馆教育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等。除此理论部分之外，还会涉猎侧重实践的博物馆教育活动的

组织与管理、观众参观前中后三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博物馆教育活动规

划与实施的经验框架等内容。 
2. 形式方面以授课为主，同时鼓励学生直接参与；安排 1 次课博物馆实地体验，2 次课作

为学生的实践交流时间，1 次课邀请嘉宾演讲人。 

 
五、参考书目 
1. （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Timothy Ambrose），克里斯平佩恩（Crispin Paine）著，郭卉

译：《博物馆基础》（Museum Basics），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 
2. （英）博伊兰（Boylan,P.）主编，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翻译：

《经营博物馆》(Running A Museum)，译林出版社 2010 年版。 
3. [英]格拉汉姆·布莱克著，徐光，谢卉译：《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 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4.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版。 
5. 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6.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7. 郑奕： 《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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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文物修复》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0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Restoration of Paper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教师讲授、实践操作（14周） 

2．小组课堂讨论（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课程论文（50%） 

2．操作实践与平时作业（5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掌握纸质文物修复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古籍修复的基本操作技能。 

 

基本要求： 

学习各种古代纸质文物的发展历史及制作工艺，纸张的材料性能及老化机理；并掌握古籍的

浆糊制作、托裱、修补、穿线换面等传统修复工艺流程与技术要领。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造纸技术发展史 纸的定义；造纸技术缘起与演变；手工纸品类与分布 

第二周 
文物修复理论概

要 
文物保护修复基本概念、发展简史；文物保护修复原

则；中国传统装裱与修复技艺 

第三周 
传统古籍装帧简

史 
古籍主要装帧类型；古籍装帧发展演变；古籍制作与

印刷 

第四周 浆糊制作 
古籍修复用糨糊的制备，学习小麦淀粉提取、制浆的

方法 

第五周 裱板制作 
学习制作古籍修复用裱板，学习基础的托裱方法，熟

悉纸性。 

第六、七、八周 
传统古籍装帧—

线装书 

线装书的制作：配纸、裁封面、折书页、齐书口、齐

栏、加护页、压书、上纸钉、上封面、开书眼、订线、

上签条。 

javascript:enter('MUSE130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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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 课堂讨论  
第十、十一、十二

周 
传统古籍装帧—

蝴蝶装 
蝴蝶装的制作：配纸、裁封面、折书页、齐书口、齐

下脚、上护页、压书、裁边、粘口、上封面、上签条 

第十三周 
古籍纸张托裱技

术 
托书页；裱封面 

第十四、十五周 古籍修补技术 
学习古籍图书的修补技术，重点掌握虫蛀鼠咬造成的

破洞的修补方法 
第十六周 课堂讨论  

 

 
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采用小班教学，并安排大量实践操作教学内容，使学生能集中学习一系列古籍制作

与修复的操作，掌握纸质文物修复的基础理论知识。 
 

 
五、参考书目 

1.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0 
2.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3. 汪自强 施珩：《图说中国传统手工书画装裱》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0 
4. 王菊华：《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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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考古学》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Pre-Qin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作业、报告 考核方式 论文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先秦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现状，完善知识

结构，为将来从事文博行业的工作或研究打下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先秦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

方法，对各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以及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 一 -
二周 

绪论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

周考古各自的主要研究内容；基

本理论与方法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

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在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第 三 -
五周 

第一部分 旧石器时代考

古 
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 
东亚人类的起源 
石器技术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

分期、区系及文化特征 
 

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气候演变；气

候对早期人类的影响；人类进化

的基本过程；中国直立人的来

源；现代智人的起源假说；中国

境内发现的主要智人化石；石器

打制技术；中国旧石器的主要类

型；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和区系 

现代智人起源的“多

中心论”与“单中心

论”；华北地区两种石

器传统的假说；中国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
猎经济 

第 六 -
十一周 

第二部分 新石器时代考

古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

区系；农业革命；石器磨制技术；

制陶术；制铜技术的萌芽；新石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

空框架；农业起源的

几种假说；中国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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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时空框架 
农业革命 
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的聚落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

化 
中国文明起源 
 

器时代聚落特点； 考古学文化

的特点及相互关系；文明要素 
农业的起源；中国稻

作农业的起源；陶器

的定名与描述方法；

聚落考古研究方法；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

互作用；中国文明起

源的探索 

第十二

- 十 六

周 

第三部分 夏商周考古 
夏文化的探索和二里头

文化 
商代考古：二里冈文化和

殷墟文化 
西周考古：先周文化、都

邑和封国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新砦

期遗存；夏商分界的探索；下七

垣文化、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

化；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盘

龙城遗址；垣曲商城；殷墟文化；

妇好墓；洹北商城；先周文化；

周原；丰京；镐京；东都成周；

西周文化的分期、分布、年代、

特征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

的关系；二里头文化

的源流；关于晋西南

夏文化的讨论；“西亳

说”与“郑亳说”；殷

墟文化的源流及其与

周邻文化的关系；西

周文化的渊源； 

 

注：任课教师可能会根据教学进度调整大纲。 

 

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是面向大学博物馆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选修课。授课内容涵盖中国旧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由于时空跨度大、内容繁多，因此不纠缠于具体遗存的

细枝末节，重点关注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例如：东亚人类起源、中国粟作和

稻作农业的起源；文明起源；夏商分界；先周文化等。 

 
五、参考资料 

1. 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 年。 
3. 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三联书店，2013 年。 
5.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 年。 
6.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 
7.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0/2003/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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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墓葬艺术导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4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hinese Mortuary Art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学生讨论（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论文（不少于 3000 字），

占 60% 

2、课堂讨论，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利用考古发现与墓葬资料，探讨古代中国的文化、宗教、礼仪、政治等各个方面。

课程将通过个案分析的形式，介绍不同时期的墓葬资料与内容，讲授墓葬美术的研究方法，如何

整理分析出土资料，复原墓葬的空间与环境，进行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的研究。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与学习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中国各个时段墓葬资料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2、要求学生通过个案分析的形式，了解墓葬资料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方法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导论部分 墓葬美术研究：领域与方法 

第二周 墓葬释读 墓葬材料释读：宝山辽墓 

第三周 墓葬空间（上） 墓葬空间：墓葬中对家居环境的模仿 

第四周 墓葬空间 （下） 墓葬表达：墓葬中有关空间与时间的表达 

第五周 墓葬内容 （上） 墓葬内容：明器与俑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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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 墓葬内容 （下） 丧葬核心：遗体的保存和转化 

第七周 墓葬中的政治因素 案例分析：墓葬内容体现的等级与财富 

第八周 墓葬中的文化因素 案例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以神道仪卫石雕为例 

第九周 墓葬中的宗教因素（上） 案例分析：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第十周 墓葬中的宗教因素（下） 方法讨论：如何理解墓葬资料中的宗教因素 

第十一周 礼仪元素（上） 案例分析：墓内的礼仪空间 

第十二周 礼仪元素（下） 案例分析：墓葬资料所见礼仪制度 

第十三周 墓葬与死后世界的想象 案例分析：墓葬空间的多重设置与表达 

第十四、 
十五周 

课堂讨论 学生报告与讨论 

 
四、课程特色 

中国墓葬美术课程是国内大学文博专业从未有过的、新开设的一门课程。由于近年来墓

葬出土资料的不断涌现，墓葬领域及其相关问题、方法，逐渐由从考古学科中脱颖而出的趋

势，越来越受到重视。本课程的设置旨在讨论这一学术形势，一方面注重墓葬资料的独立性，

同时又试图将墓葬资料重新纳入历史、考古研究的学科脉络之中，探讨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及

研究方法。 

 
五、参考书目 

1.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2. 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 

3. 巫鸿、李清泉：《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 年。 

4. 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 年。 

5.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 年。  

6.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年。 

8. 杰西卡·罗森：《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11 年。 

9.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0. 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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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史前考古》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8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East Asian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依托 eLearning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从世界考古的视角出发，探讨中、日、韩三国的考古学实践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其如何影响

今天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族群认同，使学生在探讨中培养比较的视野和批判的能力，历

史地理解并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根源。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 
（1） 掌握东亚考古中的基本术语和时空框架； 
（2） 了解对东亚史前史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和他们的主要工作； 

（3） 理解并能够初步分析东亚考古中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 1-2周 
绪论：东亚史前考古的

研究范围及学术语境 

（1）东亚史前考古的时空范畴 

（2）基本概念 

（3）东亚考古的多元语境 

第 3-4周 
人类起源：对中国和日

本的考察 

（1）东亚在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2）周口店考古 

（3）泥河湾：东方的奥杜维峡谷 

（4）日本的早期石器造假事件 

第 5-6周 
东亚更新世到全新世

之际的人类适应    

（1）旧石器末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2）华北旧石器与东胡林遗址 

（3）日本绳文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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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周 
作为农业独立起源中

心的东亚 

（1）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农业起源 

（2）日本与朝鲜半岛史前农业生态 

第 9-10周 
村落与定居生活：中、

日、韩的比较  

（1）中国南方（上山、彭头山） 
（2）中国北方（新乐、兴隆洼、大地湾、磁山、裴李

岗、后李） 
（3）日本绳文早期与中期（鸟浜贝冢、三内丸山） 
（4）朝鲜半岛的栉文时代 

第 11-12周 
社会复杂化：青铜时代

与酋邦 

（1）社会复杂化标志在中、日、韩考古中的差异 
（2）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中国北方：石峁、龙山

与陶寺 
（3）通向国家的失败尝试：良渚与三星堆 
（4）日本弥生时代 
（5）朝鲜半岛的无文时代 

第 13-14周 
国家的出现：原生与次

生 

（1）从龙山到二里头 
（2）日本古坟时代 
（3）朝鲜半岛的三韩与三国时代 

第 15-16周 
东亚史前文化传播与

人群迁徙 

（1）日本人的祖先是谁 
（2）稻作农业在东亚的传播 
（3）东亚史前政治、经济、文化演进的比较与总结 

 

 
四、课程特色 

东亚作为古人类最早到达的栖息地、全球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之一、文明起源地，始终在世

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亚史前考古学在国外顶级高校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向，它所强

调的全球性视野、比较研究的思想方法、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后过程思考，都是当前东亚研究中

迫切需要的智识资源。 
本课程的开设是与国际考古学科教学培养接轨的一种努力。任课教师曾受教于当今考古学

界东亚考古的领军人物、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 Gary Crawford 教授，深受其学术思想和研究视

域的影响，遂吸收多伦多大学 East Asian Prehistory 课程的设置理念，效仿其基本内容结构，将

该课程引入本系的本科教学。本课程将考古学研究方法、理论与发现的范围从国内拓展到以日、

韩为主的国外，完善了本系在区域考古教学方面的授课内容和专业训练项目。它将启发学生拓

展全球性的视野，培养比较研究的思路。同时，这也可能是国内高校考古专业首次将东亚考古

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单独开设的尝试。 

 
五、参考书目 

1. Barnes, Gina (2015) Archaeology of East Asia: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Oxford &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 Matsumoto, N., H. Bessho and M. Tomii (2011) Coexistence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East 
Asia.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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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学》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依托 eLearning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为已修读完本专业必修课《考古学导论》或《考古学思想史》的本科生开设的一

门专业选修课。使学生在了解环境考古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掌握环境考古的方法与相关理论，

建立起辨证地看待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文化观，并在研究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其方法和思路。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 
（1）了解环境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理解各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查询和阅读环境考古的相关科学报告，理解并运用数据与结论； 
（3）部分有兴趣深入学习的学生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田野工作和实验室分析。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 1 周 
绪论：环境考古学

是什么 

（1）环境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目标、

内容、方法 

（2）环境考古学的理论视角 

（3）为什么学习环境考古学 

 

第 2-3 周 
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历史 

（1）环境考古思想的滥觞 

（2）文化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 

（3）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与“人类世”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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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考古学在中国 

第 4 周 基本概念    
（1）种群生态 

（2）物种间的关系 

（3）群落生态 

（4）景观与生态系统类型 

 

第 5 周 
古环境/古生态记录

的形成：埋藏与行

为考古学 

（1）Michael Schiffer与行为考古学 

（2）生态物沉积形成过程的研究意义 

（3）考古堆积形成过程的类型 

（4）沉积后的过程 

（5）辨识埋藏类型与机制 

 

第 6 周 
地质考古学 （1）3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2）探地雷达（GPR） 

（3）沉积学 

 

第 7-8 周 大植物遗存分析 
（1）浮选法 

（2）种子与果实分析 

（3）木材分析 

（4）个案分析：大植物遗存的阐释 

 

第 9 周 期中考试 
 

 

 

第 10-11 周 
微体植物遗存分析 （1）孢粉分析 

（2）植硅石分析 

（3）其他微化石 

 

第 12 周 
动物考古学基础 （1）动物骨骼样本采集 

（2）骨骼鉴定基本知识 

（3）动物骨骼数据的初步处理 

（4）动物遗存的解释 

 

第 13 周 同位素分析 
骨骼稳定同位素的类型与分析原理 

（1）案例 1：人骨同位素分析应用于

文化群体辨识 

（2）案例 2：人骨同位素分析用于个

体身份辨识 

 

第 14 周 
专题研究 1：考古 学

视野中的人类世研

究 

（1）人源引发的区域植被变化 

（2）人类活动与地貌景观的改变 

（3）失落的农业多样性 

 

第 15-16 周 
专题研究 2：农业 起

源 
（1）全球农业独立起源中心 

（2）农业起源的研究方法 

（3）对农业探源研究范式的反思 

（4）人类生态视角中的农业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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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环境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科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支，它探究漫长历史中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本课程将介绍该领域的发展史，详细讲解其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如动植物分析、孢粉分

析、植硅石分析、地质学方法等，以及与古环境研究密切相关的其它分支，如体质人类学等，

并结合研究案例剖析重要问题与实践案例。 

 
五、参考书目 

第一部分：环境考古学发展史 
1. 绪论：环境考古学是什么 
 Reitz, E., L.A. Newsom, S.J. Scudder, C.M. Scarry,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from “Case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Second Edition”, Springer, 
New York, pp. 3-12, 2008. 

2. 环境考古学的滥觞 
 马丁·琼斯：《生态考古学》，《考古学：关键概念》，第 81-86 页。 
 马丁·琼斯：《环境考古学》，《考古学：关键概念》，第 87-91 页。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与传播》，《考古学思想

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4-110 页。 
3. 二十世纪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易诗雯、张萌：《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南方文物》，2012 年第 2 期，

第 62-73 页。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格拉厄姆·克拉克》（第 267-274 页），《掇合方法》

（第 279-282 页），《生态与聚落考古学》（第 282-290 页），见《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P.J.Watson, S.A.LaBlanc, C.L.Redman（著），陈力子等（译）：《文化的生态观》，《南方文物》，

2015 年第 1 期。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与生态学》，《时间与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第 125-140 页。 
 K.Flannery（著），潘艳（译），陈淳（校）：《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食物生产的生态学》，《南

方文物》，2008 年第 4 期。 
 L.Binford（著），陈胜前（译）：《研究农业起源》，《追寻人类的过去》，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99-220 页。 
4．环境考古学的前沿与未来 
 Minnis, Paul E., “One possible future of paleoethnobotany”, from “Ethnobiology at the 

Millennium: Past Promise and Future Prospect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第二部分：环境考古方法与理论 
1.古环境/古生态记录的形成：地质、埋藏与行为考古学 
  M.Schiffer（著），陈淳（译）：《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南方文物》，2015 年第 2 期。 
  Audesirk, G., T. Audesirk, and B.E. Byers, “Chapter 29: Community Interactions”, from 

“Biology: Life on Earth” (9th Edition), Benjamin Cummings, Californi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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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植物遗存分析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内容》，《考古》，2001 年第 7 期。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考古》，2004 年第 3 期。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页 133-136，页 265-275。 
3. 微体植物遗存分析 
 Reitz, E. and M. Shackley, “Chapter 9: Spores, pollen, phytoliths, starch grains, and other 

microbotanical remains”, from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Springer, New York, 2012. 
 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 年第 4 期。 
 姜钦华、王宪曾：《考古学的一门新技术：植物硅石分析》，《文物与考古》，1994 年第 4

期。 
 赵志军：《运用植硅石分析方法复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古代环境》，《环境考古研究 3》，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8-250 页。 
4. 动物考古与稳定同位素分析 
 袁靖：《动物考古学揭密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西部考古（第二辑）》，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三秦出版社，2007 年，第 82-95 页。 
 袁靖：《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第 1 期。 
 Crabtree, P.J.（著），李凡（译）：《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

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南方文物》，2015 年第 2 期。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页 278-302。 
 胡耀武：《古代人类食谱研究方法》，《环境考古研究 3》，北京大学出版社，页 251-259。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页 302-306。 
第三部分：环境考古专题研究 
1. 古环境复原与考古学视野中的人类世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 6 章，页 223-264。 
 Minnis, Paul E., “One possible future of paleoethnobotany”, from “Ethnobiology at the 

Millennium: Past Promise and Future Prospect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2. 农业起源研究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页 276-277。 
 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 年第 2 期。 
 潘艳、卢宝荣、陈淳：《生态位构建视野下的农业探源》，《江汉考古》，2016 年第 6 期。 
 Vigne, J.-D.（著），邓惠（译）：《动物驯化及其饲养管理的起源：人类和生物圈发展史上

的重大变革》，《南方文物》，2012 年第 3 期。 
3. 人类食谱研究 
 马丁·琼斯（著），陈雪香（译）：《宴飨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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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文明》（全日语课程）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69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英文：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日文：古代中国文明こだいちゅうごくぶんめい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日语中级以上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周）：课堂讲

授（多媒体教学） 

2、行走博物馆与遗址（2周） 

3、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60% 

2、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考古事业的发展，如日中天，出土资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出

土材料是展示该地区历史以及文明演进过程最珍贵和最可信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是了解和研究

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方法。 
本课程以中国古代文明进展为线索，以百年来中国大陆考古成果为重点，并结合传世文献

的记载，通过各种出土实物，讲述古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文明表象及其特征，展示中华文

明璀璨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课程用全日语授课，介绍考古背景下的古代中国文明，通过考古活动并结合传世文献的

记录，梳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古代文明中国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吸收和利用中国和日本学界

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研究的最前沿的成果。 
 
基本要求： 

通过考古发掘与器物的讲解，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代的古代社会 

1）通过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新石器时代的历史社会与文明 

2）通过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商周时代的历史社会与文明 

3）通过文物的展示，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社会与文明 

4）通过文物的展示，要求学生基本掌握秦汉时代的历史社会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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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本课程讲授的宗

旨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 

五大世界古代文

明的比较 

第二周、

第三周 
第一章 中国近代考古

学的诞生 

1、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碰撞下的中

华文明 
2、书籍与文物 
3、与西方的遭遇 

 

第四周、

第五周 
第二章 多彩的新石器

文化  

彩陶文化与玉器文化 
1、仰韶文化 
2、马家窑文化 
3、龙山文化 
4、红山文化 
5、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 

5000 年至 4000
年前的中华大地

文明之花 

第六周、

第七周 

第三章 荣盛的青铜器

时代——殷商及其周

边的文明 

1、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二里头时期 
2、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殷周时期 
3、周边的文明 
 

包 括 三 星 堆 文

明、江西商城、

湖北商城、湖南

青铜器 

第八周 
第四章 激荡的社会变

迁——春秋时代 

1、春秋的历史与变动 
2、春秋诸侯国遗址及墓葬：虢国墓、

郑国遗址、晋国都城与墓地、曾国遗

址与墓地 
3、盟誓与社会 

 

第九周、

第十周 
第五章 古代中国统一

的前夜——战国时代 

1、战国 时代的典型代表——南方楚国 
①楚之建国与壮大 
②全盛的楚文化 
2、战国 时代的典型代表——西方秦国 
①秦的壮大 
②战国社会新秩序的建立 
③的统一战争 

 
 

第十一周 第六章 秦帝国的荣光 
1、秦国的强大 
2、战争与社会 
3、郡县制的秦社会 

兵马俑、驿站的

网络、行政文书 

第十二周 
十三周 

第七章 汉帝国的荣光 

1、汉代，璀璨的光芒 
2、考古学所见汉代贵族生活的实态 
3、明器——诉说人们生活的随葬品 
 

 

第 十 四

周、第十

五周 

行走博物馆与遗址现

场 
 

上海博物馆， 
震旦博物馆等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行

研讨会 

以课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学界争

讼等议题，以一个中心或多元论题，

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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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以全日语讲授古代中国文明，以历史学的研究立场、以考古学的成果，采用多媒体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探索古代中国文明的世界中，介绍最新的考古活动和日本的东亚

史研究现状。为母语是日语的学生介绍中国历史社会，为中国及其他各国学生通过日文资

料学习和研究古代中国，或将要留学日本的学生，提供一个专业性日语的使用现场。 
2. 中国漆器以及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传播，形成了漆器文化圈，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通过中国漆器史的讲授，打开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更深刻

了解文明及其传播的机制。 

 
五、参考书目 

1. 工藤元男：《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光文社，1988 年  
2. 尾形勇、平勢隆郎：《中華文明の誕生》，中央公论社，1998 年 
3. 宮本一夫：《神話から歴史へ 神話時代夏王朝》，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4. 平勢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 殷周春秋戦国》，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5. 鶴間和幸：《ファストエンペラーの遺産 秦漢帝国》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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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0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The International Work of Museum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无 

预修课程 建议预修《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多媒体教学 

学生报告、讨论 

实践教学（博物馆参观等） 

考核方式 
期末论文（70%）+课堂报告/期中

考核（20%）+课堂表现（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几乎伴随着整个博物馆的发展历史。随着时代发

展和全球化进程，其特殊意义更加凸显。但由于国情不同，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各国博物馆的对

外交流合作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特点，其影响也各有侧重，这也成为了解各国文化发展体制

的重要窗口。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欧美日韩等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史、现状和发展

趋势。从对博物馆自身，对博物馆所在地区或国家，对交流合作所涉及的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分

析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工作。 

 

基本要求： 

1. 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的历史、发展模式和特点 

2. 了解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领域内的热门议题，形成自己的思考 

3. 了解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的优势和问题所在，思考提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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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从国际视角解读世界主要国家博物馆的发展历史和交流合作，涉及博物馆学、跨文

化传播、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一门跨学科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

学科思维，拓宽学生视野，跳脱单一学科框架的束缚，更好地审视各国文化发展模式和我国的

博物馆事业。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 1-3 周 概论 
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的内容、形式和影响；相关理论、

概念介绍；经典案例概览 

第 4-6 周 
欧洲博物馆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 

殖民历史与“世界藏品”体系的建立，法国大革命与

卢浮宫开放，水晶宫与万国博览会，两次世界大战的

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当代欧洲博物馆经营管理

模式的输出 

第 7-8 周 
美国博物馆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 

美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早期的欧美博物馆合作，史密森

博物馆学会的成立与“个人/专业机构——官方”的合

作模式，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冷战时期的博物馆与

文化外交 

第 9 周 
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

中的跨境文物追索 

文物追索的意义；二战后的非法文物贸易、纳粹掠夺

文物与“战利艺术品”等；中国的文物追索问题；国

际相关法律法规 

第 10-11 周 
日韩博物馆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 
博物馆与商业主义、文化传播（日本）；博物馆与民族

认同（韩国）；殖民地博物馆 

第 12-14 周 
中国博物馆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 

博览会时代的官民合作；七十年代以来的文物外交；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博物馆

与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

制度；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合作的问题所在和提升对

策 

第 15 周 实践教学 
博物馆考察（参观一次博物馆跨国合作项目）； 
或相关专家、学者讲座 

第 16 周 总结 课程回顾总结，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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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参考文献 
1. Christine Sylvester, Art/Museu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 We Least Expect It，Paradigm 

Publishers，2009 
2. Andrew James Wulf, U.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Cultural Diplomac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3. Gail Dexter Lord & Ngaire Blankenberg, Cities, Museums and Soft Power, American 

Associations of Museums,2015  
4. 陆建松:《走向世界：论新时期博物馆对外展览的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2》）,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5. 王立梅：《挚爱与奉献：我所参与的中国文物对外交流》，文物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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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史》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6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探访古典园林（1 周）：江南

古典园林调研 

3、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考试（开卷），占 70% 

2、课堂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让学生认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和丰硕成就。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对东方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对西方也激起过一片涟漪。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中国风

景式园林体系的发展有一个完整与深入的了解，理解园林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以及曾经达

到的文化高度。 
具体来说，要让学生掌握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要略（上古、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

宋、明清园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特点与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历史成因、“天人之际”的宇宙

观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境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中和”原则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景艺术、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的高度自我完善及其对园林文化的影响。 
 
基本要求： 

1） 要求学生对学习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拥有基本的兴趣 

2） 在课后能多涉猎与中国古典园林相关的文献 

3） 愿意利用假期尽可能多地走访、调研课堂所学的古典园林案例 

4） 能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价值体系与保护方法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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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绪论 园林发展的阶段、类型、分期、特点 
中国风景式园林

体系对于世界的

贡献 

第三、四周 

园林的生成期——

殷、周、秦、汉（公

元前 11 世纪——公

元 220 年） 

原始崇拜、山岳崇拜、神话体系、宇宙

观对早期园囿形成的影响 

“台”、“池”与

中国古典园林的

滥觞 

第五、六周 
园林的转折期——

魏、晋、南北朝（公

元 220——589 年） 

魏晋风流、隐士文化、士人文化对园林

风格的影响 
门阀士族与园林

文化 

第七、八周 
园林的全盛期——

隋、唐（公元 589
——960 年） 

皇家园林、城市宅园、郊野园林的风格

特征与造园手法 

大明宫太液池、

履道坊宅园、辋

川别业 

第九、十周 
园林的成熟期（一）

——宋代（公元 960
——1271 年） 

“壶中天地”园林审美原则的确立与造

园技法的成熟，中国古典园林美学、古

典园林发展高峰 

艮岳的造园手法

与兴废历史，，南

宋西湖十景与山

水审美文化 

第十一、十

二周 

园林的成熟期（二）

——元、明、清初

（公元 1271 ——

1736 年） 

“壶中天地”原则在皇家园林、私家园

林中的统摄地位，《园冶》对于造园技

法的总结，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技巧 

北京皇家“三山

五园”与江南私

园的对比分析 

第十三、十

四周 

园林的成熟后期—

—清中叶、清末（公

元 1736 —— 1911
年） 

“芥子纳须弥”园林审美原则的确立与

造园技巧的极致化，中国古典园林体系

的衰亡 

晚清江南园林立

意与造园手法 

第十五周 总结与讨论 
“天人之际”的宇宙观与中国古典园林

的境界（专题一） 
“天人之际”与

“体象天地” 

第十六周 总结与讨论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自我完善及

其对园林文化的影响（专题二） 
中国古代士大夫

文化体系 

四、课程特色 
1. 《中国古典园林史》是景观学重要课程，基本上在国内工科院校开设，讲授方式更加偏重

于设计手法与工程技术。而作为文博系开设的古典园林史课程，是基于具体造园手法的基

础之上，引入园林文化史、园林美学赏析等内容，可以让学生从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产生、

发展、高峰、衰亡的整个过程当中，树立对园林审美的基本认识。 

2. 由于留存至今的古典园林实物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从古典园林复原的角度，通过视

频、CG等内容来再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却已经消失的古代建筑的风格特征。因此，

对于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 

3.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研究发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来调动学生对于

学习古典园林史的兴趣。每学期安排的古典园林现场调研环节，可以通过现场教学让学生

对江南古典园林具有深刻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134 
 

五、参考书目 

1.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 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年。 
3. 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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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类型》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Category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6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探访文化景观（1 周）：江南

古镇村落调研 

3、学生探讨（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考试（开卷），占 70% 

2、课堂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近年来，由于受到世界遗产理念与实践的影响，村落文化景观、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遗产类

型不断进入文化遗产研究的视野，使得文化遗产保护涵盖的种类与形式不断增加，包涵内容空前

复杂。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文化遗产各类型与国际国内保护共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当今世界范围

内文化遗产研究所面临的课题：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索、文化遗产的类别与特征、文化遗产面

临的挑战、保护文化遗产的若干途径等。另外，本课程将着重与学生共同探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等学术前沿问题。 

 
基本要求： 

1） 要求学生对学习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拥有基本的兴趣 

2） 在课后能多涉猎与国内外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献， 

3） 愿意利用假期尽可能多地走访、调研课堂所介绍的文化遗产地 

4） 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与保护方法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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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绪论 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遗产保护发

展历史 

第二周 文化遗产概念 形成、分类、国际共识 
从《威尼斯宪章》

到《奈良真实性

宣言》 

第三周 
维护持续发展演变

的城市类文化遗产 
UNESCO 城市历史景观（HUL）概念 

HUL 方法在上海、

苏州的实践 

第四周 
反映土地合理利用

的乡村类文化遗产 
西南地区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理

论与实践 
堂安、地扪生态

博物馆 

第五周 
形成丰富审美意境

的山水类文化遗产 
风景名胜区、山水审美、山水文化 

西湖风景名胜区

与世界遗产文化

景观 

第六周 
揭示人类文明成就

的遗址类文化遗产 
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 遗址博物馆 

第七周 
营造独特精神体验

的宗教类文化遗产 
宗教名山 峨眉山、武当山 

第八周 
延续社区传统生活

的民俗类文化遗产 
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寨、苗寨节日

民俗 

第九周 
记录社会变革发展

的产业类文化遗产 
工业遗产 

上海世博会工业

遗产展览馆 

第十周 
体现人类和平诉求

的军事类文化遗产 
古代军事设施遗址 重庆钓鱼城遗址 

第十一 - 十
三周 

课堂讨论 
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文化遗产

保护的理论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

途径 

文化旅游的发展

与困境 

第十四周 观察与讨论 《欧洲风景公约》中的文化遗产 风景的价值 

第十五周 观察与讨论 
《英格兰和苏格兰景观特色评价导则》

中的文化遗产 
景观性格评估方

法 

第十六周 观察与讨论 
日本《景观法》与《文化财保护法》中

的文化遗产 
文化景观保护方

法论 
 

 
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作为面向本科生的导论性课程，主要对以下类型的文化遗产历史与现状进行解读：

维护持续发展演变的城市类文化遗产；反映土地合理利用的乡村类文化遗产；形成丰富审

美意境的山水类文化遗产；揭示人类文明成就的遗址类文化遗产；营造独特精神体验的宗

教类文化遗产；延续社区传统生活的民俗类文化遗产；记录社会变革发展的产业类文化遗

产等。 

2. 本课程将采用课堂讲授、研究发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的方式，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中，

对文化景观这一遗产类型有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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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书目 

1.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2015).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文物局. 
2. 单霁翔. (2010). 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3. 西村幸夫. (2007).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 (王惠君, Trans.). 北京: 清华大

学出版社. 
4. Sauer, C. O.(1925)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5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reprinted in Human geography: an essential anthology, eds. Agnew, 
J., Livingstone, D. N. & Rogers, A., 1996: 296-315. Blackwell Publishers. 

5. 金田章裕.(2012).文化的景観:生活となりわいの物語.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6. 文化庁文化財部記念物課. (2005). 日本の文化的景観：農林水産業に関連する文化的景観

の保護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東京: 同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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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概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文化遗产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以讲授为主，辅以讨论、案例分

析、点评与报告。 
考核方式 论文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文化遗产导论》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国际文化遗产的

相关理论，了解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与不同学派的观点。 

该门课程能够使学生置身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及保护相关议题，掌握国际

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与主要动态，思考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遗产实践的影响，批判地应用国

际保护理论评估我国文化遗产实践案例。 

 
基本要求： 

根据教学进度阅读相应的文献资料；根据教学内容，对指定的遗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参与课

堂讨论；完成一篇读书报告；完成结课论文。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该课程由三个板块构成。第一部分包括国际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的价值、基本保护原

则等，以理论梳理为主，为学生夯实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为不同专题，针对具有代表性的特殊

遗产类型，关注特定遗产价值，结合经典案例，探讨不同语境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议题；第三部分

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向外扩展至遗产管理问题，从真实性、遗产社区、遗产地旅游与价值阐释

等议题出发，讨论并反思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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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安排 (按 32学时共计 16 周，具体到每节课内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板块 I：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

范畴 
第 1 讲 绪论：为什么关注文

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的概念与重要性 
文化遗产与不同人

群的关系 

第二周 第 2 讲 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及类型 
保护对象认识的发

展历程 

第三周 第 3 讲 文化遗产的价值 文化遗产价值类型与层级 
遗产价值认知的差

异性 

第四周 
第 4 讲 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

原则 
文化遗产保护原 

国内外保护原则的

差异 

第五周 

板块 II：针对不同遗产类型的

保护议题 
第 5 讲 基于美学原则的艺术

品保护 

艺术遗产概念、价值与保

护途径 
艺术品的稀有性与

美学认识 

第六周 
第 6 讲 基于纪念意义的文物

建筑保护 
建筑遗产概念、价值与保

护途径 
文物建筑保护的两

难 

第七周 
第 7 讲 基于历史价值的历史

建筑保护 
历史建筑概念、价值与保

护途径 
历史建筑与文物价

值的差别 

第八周 第 8 讲 城市遗产的整体保护 
城市遗产概念、价值与保

护途径 
历史城镇景观方法

论 

第九周 第 9 讲 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 
村落与活态遗产的概念、

价值与保护途径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

论 

第十周 
第 10 讲 人文与自然相结合

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的概念、价值与

保护途径 
文化景观与双遗产

的差别 

第十一周 
第 11 讲 文化线路展现的文

化交流 
文化线路的概念、价值与

保护途径 
复合型遗产 

第十二周 
板块 III：文化遗产的管理 
第 12 讲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问题 
真实性的概念与保护途径 奈良文件 

第十三周 
第 13 讲 遗产社区与利益相

关者 

遗产社区与利益相关者的

概念、社区参与的遗产保

护 
遗产政治 

第十四周 第 14 讲 遗产地旅游的管理 
遗产旅游的概念与管理方

式 
文化旅游 

第十五周 第 15 讲 文化遗产的展陈 遗产展示方式与途径 展陈与价值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行研讨会 

以课程过程中产生的问

题、或学界争讼等议题，

一一个中心或多元论题，

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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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参考书目 

1. Nicholas Stanley Price, M. Kirby Talley, Alessandra Melucco Vaccaro (ed.).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1996.  

2. 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 当代保护理论.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 
3.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测案例阐释.北京: 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2005. 

 

 

  



141 
 

《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5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Adaption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以任课教师课堂讲授为主 考核方式 作业 20%，闭卷考试 8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尤其是计划从事文博专业的学生了解： 

（1）重要地球环境变化事件与人类生存的密切关系 

（2）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变化背后的驱动机制和在不同地区的表现 

（3）人类生存环境背景和相关环境变化事件的重建方法和过程 

（4）快速和极端环境事件对于考古学文化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 

基本要求： 

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需要对环境变化的基本概念有明确的认识，了解人类发展史上

的重要气候变化过程和重要气候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影响范围，对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范围

的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过程和机制有深刻的理解。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主题 章节名称 知识点 

第一周 中新世降温、东非

大裂谷环境重组与

人类起源 

地球温度历史与中新世降温 地质时间、 

人类起源理论 第二周 东非大裂谷形成与人类起源 

第三周 
第四纪冰期间冰期

旋回与人类扩散 

太阳辐射与冰期间冰期旋回 赤道、黄道、近

日点、远日点、

米兰科维奇理第四周 
冰盖扩张、伸缩、大洋热量传送带与

冰期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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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北非稀树草原环境扩张与人类首次

走出非洲 
论、冰期、间冰

期、非洲起源理

论、现代人、尼

安德特人 第六周 
末次冰期旋回与尼安德特人兴盛和

消亡 

第七周 末次冰期与现代人出现和全球扩散 

第八周 
末次冰消期现代人对高纬度、高海拔

环境的占据与适应 

第九周 

气候快速变化事件

与文化兴衰 

万年尺度气候变冷事件（Henrich事

件）与旧石器文化发展 

Henrich事件、

D-O旋回、 

末次冰期、YD事

件、农业起源、

4.2事件、中世

纪暖期、小冰期 

第十周 更新世-全新世过渡与动植物驯化 

第十一周 
全新世大暖期与新石器早中期文化

兴盛 

第十二周 中全新世变冷与国家起源 

第十三周 气候干旱化与玛雅文明衰落 

第十四周 
千年尺度气候波动事件（D-O旋回）

与中国朝代更迭 

第十五周 
中世纪暖期（公元 12-14世纪）与欧

洲中世纪文艺复兴 

第十六周 
极端环境事件与人

类灾难 
东南亚 Toba火山爆发与现代人在欧

亚大陆的扩散 
极端气候事件 

 

四、课程特色 

环境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近年来受到全球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专注，成为街谈巷

议的热点话题，然而多数人对全球变化的了解仅限于舆论大幅宣传的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

冰川消融、臭氧空洞等，这种片面的极具蛊惑性的引导甚至可能使民众听到全球变化即认为

是不好的，却不曾知道气候变化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遵循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

环境和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现代日常生活无疑是有巨大影响的，而对于能动性改变

环境的能力远低于我们的古代人群，环境的作用力必然会更大。 

本课程系首次开设，旨在帮助文博系及其他有兴趣的本科学生掌握环境变化的基本理论，

地球历史上环境变化的事实，人类出现以后的环境变化情况和人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五、参考书目 

1. Gornitz V. Encyclopedia of, Paleoclimatology and Ancient Environments[M].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9. 

2. Diamond J.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Penguin, 2005 
3.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A short history of everybody for the last 13,000 years. 

Random House, 1998 
4. Houghton J T, Callander B A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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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博物馆概论》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Museum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外出考察（1 周）：上海及周

边的儿童展览或教育活动 

3、学生探讨（2周） 

考核方式 

1、闭卷考试，占 60% 

2、课堂研讨，占 25%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5%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课程将以儿童博物馆为重点，但不局限于儿童博物馆，而是围绕儿童利用博物馆资源的三种

主要类型，即儿童博物馆展览、传统博物馆儿童专区展览和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分别梳理这三

种类型的历史、主要成绩及缺失，介绍国内外如何服务儿童观众的主要模式，并于此基础上引入

国外大量先进案例，结合我国儿童利用博物馆资源的现状，探讨博物馆服务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

主要方法、手段和途径。 
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博物馆服务儿童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趋势，提高博物

馆服务儿童的意识和理论水平，并在实践中提升藉由博物馆服务儿童的能力和水平。 
 
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程的课堂学习和自主延伸学习。 
1、掌握博物馆服务儿童的基础理论：儿童博物馆等相关概念定义、儿童观众及其认知特点和儿

童利用博物馆资源的主要类型及其历史。 
2、进而获悉博物馆服务儿童的应用理论：如何策划儿童展览、组织儿童教育活动，以及如何评

估儿童展览和教育活动，并对儿童展教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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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几

个基本概念 
 

什么是儿童；儿童观众及其阶

段性认知特点；什么是儿童博

物馆；什么是儿童展览；什么

是儿童教育活动；博物馆服务

儿童的学术回顾 

掌握儿童显著的阶段性特

征（本讲结束进行学生问

题讨论与解答） 

第三、四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

原因、意义和使命 

博物馆为什么应重视儿童群

体原因溯源；博物馆服务儿童

的意义和使命 

从因果溯源中深刻理解博

物馆服务儿童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本讲结束就学生

问题进行讨论与解答） 

第五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

主要类型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分类依据；

儿童博物馆展览概况；儿童专

区展览概况；儿童教育项目概

况 

允许学生对分类的质疑和

补充（本将结束就学生问

题进行讨论与解答） 

第六、七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

历史和现状 
 

儿童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历

史；儿童专区存在和发展的历

史；博物馆儿童教育存在和发

展的历史；这三种类型的成绩

和缺失；作为“土壤”的教育

理念和环境 

服务儿童不能离开中国国

情，需要探讨本质问题（本

讲结束就学生问题进行讨

论与解答） 

第八、十一

周 

国内外博物馆服务

儿童的优秀案例 
 

儿童博物馆展览的优秀案例；

儿童展区展览的优秀案例；博

物馆儿童教育项目的优秀案

例 

重点要放在对案例经验反

思基础上获得具有普遍意

义的总结（本讲结束就学

生问题进行讨论与解答） 

第十二周 邀请授课 
博物馆实务专家就博物馆服

务儿童的实践主题授课 
（结束后进行互动问答） 

第十三、十

四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

实施对策 
 

儿童博物馆展览实施和评估

对策；博物馆儿童专区展览实

施和评估对策；博物馆儿童教

育项目实施和评估对策 

对策应当从根源问题出

发，动力不足和研究缺失

是核心问题（本讲结束就

学生问题进行讨论与解

答） 

第十五周 博物馆实践 
参与儿童类博物馆的展览策

划和教育活动实施 

（以座谈会等形式总结实

践经验并发现问题，师生

与此基础上作出点评） 

第十六周 
博物馆服务儿童的

未来趋势 
未来趋势的展望；未来趋势的

应对；博物馆儿童学的设想 

内容包含国际趋势但是重

点仍探讨中国问题（本讲

结束就学生问题进行讨论

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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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课内外讨论或练习、实践、体验等环节设计 

1、 每一讲结束后预留 10 分钟，鼓励每位同学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并探求解答。 

2、 选择 1家博物馆，提供学生参与儿童实践的机会。 

3、邀请博物馆儿童专家来给学生传授博物馆服务儿童的实务经验。 

 
 

四、参考资料 
[1] Sharon E. Shaffer. Engaging Young Children in Museums. Left Coast Press, 2015. 
[2] 闫宏斌、杨丹丹. 博物馆与儿童教育，文物出版社，2013. 
[3] Eilean Hooper-Greenhill． Museum and Gallery Education．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5] Eilean Hooper-Greenhill．Writing a Museum Education Policy．Great Britain：Museum & 
Galleries Commission，1996． 
[6] Eilean Hooper-Greenhill．The Education Role of the Museum．Routledge，1999． 
[7] Eilean Hooper-Greenhill．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London：
Routledge，2007． 
[4] 张誉腾．科学博物馆教育活动之理论与实际，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6] Joann Norris. Children’s Museum. Shutterstock, 2009. 
[8]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 Guy R. Lefrancois，王全志等译．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 伍新春．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2] LynnD. Dierking，Wendy Pollock，徐纯译．持续的假设：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前置评量．屏东：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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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职业伦理与法规》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30078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Museum Ethics and Legislation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建议预修《博物馆学概论》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 课堂多媒体教学 

2. 博物馆实践教学或相关专家讲座 

3. 课堂讨论、辩论 

考核方式 
期末论文（70%）+课堂

表现（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1. 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国内外博物馆界的主要伦理道德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 

2. 通过国内外对比，帮助学生更好地反思我国博物馆运行的法制和道德环境； 

3. 从道德和法制角度，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与经营管理。  

 

基本要求：  

1. 了解国内外博物馆界主要伦理道德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 

2. 积极完成课后文献阅读，参与课堂讨论和辩论，培养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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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四、课程特色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 1 周 概论 
博物馆职业伦理与法规的定义内涵、异同、意义，

中外发展历史背景等 

第 2-3 周 
国际组织博物馆职

业伦理与法规 
相关国际法律法规及道德准则介绍  

第 4-5 周 
博物馆建设与认证

登记和评估制度 
 

博物馆的宗旨、使命和章程；博物馆与其他社会机

构的关系；博物馆“机构文化”；中、英、美三国相

关制度介绍和对比。 

第 6-7 周 
博物馆从业人员职

业培训、资格认证 

博物馆人力资源管理及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国

内外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制度介绍

和对比。 

第 8-9 周 博物馆收藏与研究 

博物馆在藏品征集、保管、保护和修复以及研究过

程中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包括藏品来源调查与

文物追索问题、人类遗存和宗教物品等敏感物品的

征集与使用等。  

第 10-11 周 
博物馆藏品陈列展

示与利用 

博物馆在藏品陈列展览与藏品利用过程中涉及的伦

理和法律问题。包括藏品的永续保护和博物馆营利

性活动等。 

第 12-14 周 
博物馆教育与公共

服务 

博物馆在开展教育活动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涉及的伦

理和法律问题。包括现当代博物馆的社会相关性和

社会责任、博物馆参与社会争议话题、博物馆服务

社会弱势群体等。 
第 15-16 周 实践教学 博物馆现场教学、相关专家讲座 
第 17 周 课堂辩论 选择适当博物馆伦理主题，组织学生辩论 

第 18 周 总结 课程回顾总结、讨论与答疑 

    以 “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为框架，以国内外博物馆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对比欧、

美、法、日等主要国家的情况，从博物馆经营与管理、收藏与研究、藏品展示与利用、博

物馆教育与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介绍并探讨当代博物馆所面临的伦理环境和法律体制。

同时，邀请相关博物馆工作人员或专家学者，进行实践教学；针对相关博物馆职业伦理议

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反思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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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法规文件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条例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 

3. Gary Edson：Museum Ethic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6 

4. Janet Marstine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5. Bernice L. Murphy ed. Museums, Ethics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6. 相关国际法律法规和英美等国的博物馆职业道德规范 

 
 

 

  



149 
 

 
3、通识教育课程 

《文物赏析与体验》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9001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PPT+文物图片展

示，辅以影像观摩。 
2、Elearning 网络课堂：讨论、

答疑、作业等。 

3、博物馆参观：2 次。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30%）。 

2、期末成绩（70%）：闭卷考。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从中国古代器物、绘画和园林三个角度切入，对文物及古代艺术作一概貌性的、立体化的浏

览与复原，生动形象地展示蕴含于中国文物中的美与智慧。 

基本要求： 

    认真参与课堂学习，按期完成作业。希望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能培养起同学对古代文物、

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并拥有持续探索的愿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整体性介绍本课程教学内容、要求

与参考书目 
器物，绘画，古典园林 

第二—四周 
中国古代酒

器 

介绍中国古代饮酒器、盛酒器、贮

酒器的发展与演变，以唐宋时期为

重点 

多曲长杯，把杯，花式盏；

壶，樽，梅瓶 

第五—九周 
古典园林赏

析 
以计成《园冶》为导引，以苏州园

林为例证，系统介绍古典园林艺术 
[明]计成《园冶》，拙政园，

沧浪亭，留园，网师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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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十一周 
古代人物画

与《清明上河

图》 
介绍自汉代至宋代人物绘画的成就 

汉代画像石，洛神赋图，

簪花仕女图，清明上河图 

第十二—十

四周 
山水花鸟画

赏析 
以《林泉高致》为导引，进行古代

山水画赏析；并介绍花鸟画成就 
[宋]郭熙《林泉高致》，山

水画，花鸟画 
 
四、课程特色 
 
    以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生动优美的语言、大量的文物图像以及丰富的文献引证，使古

代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人文历史信息得以直观、生动地展现于学生面前。 
 

 
五、主要教学参考资料 

 
1. 李泽厚《美的历程》。 
2. 蒋勋《美的沉思——中国艺术思想刍论》。 
3. [宋]郭熙《林泉高致》；[明]计成《园冶》。 

4. 董淑燕著《百情重觞——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国书店。 
5. 张薇《<园冶>文化论》，人民出版社。 

6. 陈诏《解读〈清明上河图〉》，上海古籍出版社。 

7. 蒋勋《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三联书店。 
8. 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赵琳《元明工艺美术风格流变——以青花瓷为主线》，复旦大学出版社。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202.120.227.6:80/F/HVTFUH1KDXU6KM9AJ61EBB1CIBM34EYD4F2DFYSKVDQ2R7C2XS-42642?func=service&doc_number=000785435&line_number=0003&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202.120.227.6:80/F/NF4XDBKNCXAUC4RECDMCEGNUHKLQUS91XAXKJ78MKD6CUPFUFC-41126?func=service&doc_number=000527848&line_number=0003&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202.120.227.6:80/F/NF4XDBKNCXAUC4RECDMCEGNUHKLQUS91XAXKJ78MKD6CUPFUFC-41127?func=service&doc_number=000527848&line_number=0004&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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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文化解读》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900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Interpretation of Museum Culture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后续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程讨论、博物馆现场教学 考核方式 平时+讨论作业+期末考查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以博物馆及其展示内容为观察对象，加深对博物馆及相关社会文化的认识；在历史与文化的

整体背景中，探寻博物馆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培养学生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理

解能力，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意识。 
博物馆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多样化的表现。课程不仅希望学生能了解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相关专

业知识，更希望学生能将博物馆视为一个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注与思考。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一、绪论 
1、课程情况介绍 
2、什么是博物馆? 
3、博物馆：从“学习过去”到“从

过去学习” 

1、课程内容与学习要求 
2、对于博物馆定义变化

的理解。 
3、了解博物馆的基本功

能。 

了解博物馆在现

代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周 

二、博物馆文化的现象与思考 
1、什么是“博物馆文化”？ 
2、从“天安门广场现象”谈起 
3、博物馆文化的思考 
4、博物馆文化与民族性、时代性 

了解本课程所讨论之

“博物馆文化”所指，

理解其主要特征。 

了解中国传统的

文物观，理解博物

馆（文化）的象征

意义与时代特点。 

第三周 
三、博物馆现象的产生与公共博物

馆的萌芽 
1、博物馆现象的产生 

1、探讨公共博物馆的产

生（艺术博物馆、自然

历史博物馆）。 

思考收藏的历史、

产生的影响与博

物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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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博物馆的萌芽 2、探讨大学等研究机构

与博物馆的关联。 

第 四 —

第六周 

四、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意义 
（一） 
1、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收藏 
2、博物馆走向公众的历程 
3、卢浮宫的开放及其意义 
4、美国博物馆的初步发展 
5、19 世纪的博物馆与博览业 
6、大型博物馆的兴建与新的博物馆

理念 

1、了解西方博物馆的变

迁历程。 
2、熟悉重要的博物馆，

思考其背后的历史与社

会因素。 

从中看到博物馆

发展与社会文化

的交织，对今日博

物馆理念的影响。 

五、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意义 
（二） 
1、收藏现象与博物馆渊源的讨论 
2、中国早期博物馆的藏品与活动 
3、中国博物馆初创与发展的历程 

1、了解中国博物馆事业

的发展。 
2、熟悉重要的博物馆 
3、中国博物馆建立之初

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讨论。 

中国早期博物馆

的形成与发展因

素探讨。 

第 七 —
第八周 

六、博物馆的建筑 
1、（西方）博物馆建筑简史回顾 
2、博物馆建筑的功能与特点 
3、可持续的理念：博物馆的绿色设

计（Green Design） 
4、与历史的联系：博物馆建筑的改

扩建 
5、博物馆与历史建筑（露天博物馆，

作为博物馆的历史建筑） 

1、了解博物馆建筑的要

求与特点，理解其与展

陈环境的关系。 
2、知晓重要博物馆建筑

实例及其产生的影响。 
3、思考博物馆建筑的作

用（“艺术品”与“容器”）。 

了解历史建筑保

护的理念，探讨通

过博物馆进行保

护的形式；理解从

中反映出对于历

史“记忆”保存与呈

现的思考。 

第 九 —
第 十 一

周 

七、博物馆的展览（一） 
1、博物馆的分类与收藏，不同类型

博物馆的展览内容与特点 
2、博物馆的展示方式  
3、展览、传播与教育活动 
4、博物馆的新技术（技术改变博物

馆） 

1、了解博物馆陈列的一

些基本要素；能够从自

己的角度去观察与评量

一个博物馆展览。 
2、探讨如何实现博物馆

的（社会）教育功能。 

因技术而改变的

博物馆工作方式，

体现出的社会观

念变化。 

八、博物馆的展览（二） 
1、展览的时代性 
2、引发社会讨论的博物馆展览 
3、博物馆展览的社会力量，博物馆

展览对于社会思想与环境的回应 

侧重实例之讨论 

1、博物馆与社会

的紧密联系 
2、博物馆的社会

责任与广泛意义

上的教育性 

第 十 二

周 

九、博物馆的功能与公共形象 
1、现代博物馆的功能 
2、博物馆的公共形象（时代的变化，

细节的影响） 

结合博物馆领域之新案

例、新话题，侧重实例

之讨论。 

1、关注随着社会

发展，博物馆及相

关文化机构所呈

现的变化。 
2、分析相关因素；

探讨对于现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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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影响。 

第 十 三

周 

十、博物馆与社会文化 
1、区域文化与博物馆 
2、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案例分析） 
3、博物馆的社会记忆 

1、理解博物馆与社区之

间的关系。 
2、了解博物馆学领域新

的探索。 

探讨博物馆如何

“为社会和社会

发展服务”。 

第 十 四

周 

十一、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修复 
1、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的原则

与理念 
2、博物馆藏品（古代艺术品）的保

护与修复实例 

1、了解博物馆的藏品保

护功能。 
2、理解文物修复“真实

性”、“可逆性”、“可识

别性”等基本原则。 

关注博物馆在这

两方面所能起到

的重要作用：物质

文化传承；修复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延续。 
注：1、以上为基本框架和内容要点，具体内容根据教学进度、结合实际进行调整。 

2、博物馆实地教学、讨论等课程会在学期中随教学进度和内容安排具体时间。 

 

四、课程特色 

1. 分享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更以“博物馆”作为探讨历史与文化、汇集不同学科背景思考

社会文化现象的“联结点”。 

2. 博物馆现场教学、博物馆专家交流与讨论。 

（1）了解博物馆实务，实地体会博物馆环境、建筑、展览、教育活动、公共服务等各内容要

素。（2）学习到一定的藏品文化知识。 

3. 课程研讨 

4. 结合讲课内容给予主题，展开讨论。 

 
五、阅读材料 

本课程不指定专门教材。根据不同章节主题和内容，提供参考书目或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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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人类》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900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Archaeology  and  Human Being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只需中学历史基础知识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15周）（多媒体教学）， 

学生探讨（1周） 

网络讨论为辅 

考核方式 

1） 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 研究发表，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主要介绍考古学一般知识和主要成果，传播考古不是挖宝的理念，侧重从文化角度做

考古阐释，适合刚入大学的非考古文博专业的本科同学选修。 

课程将专业、知识和趣味相结合，讲授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心的诸如人类起源和迁徙、中国

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我们祖先的技术发明和文化创造的物质成果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贡献

等。同时，还介绍考古学者们有趣的考古经历，讨论与考古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科学论题。 

通过了解考古学探寻人类历史的实证过程，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扩大各专业同学的知识面

和学术视野，从学习考古学中触类旁通，思考和领会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讲授、讨论和自主延伸学习 

1）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中国考古学主要的对象、方法、目标 

2） 要求学生初步了解中国重要考古工作成果 

3） 要求学生大致领会考古学中的务实求索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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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二周 
第一章 
考古学是什么 

考古、文物、发掘、整理、解释、

资源、管理、传播、遗产、保护、

利用、传承 

文物保护法 
考古博物馆 

第三周 考古学科结构 
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田野考古、

水下考古、科技考古、专门考古 
考古一级学科  

考古二级学科 

第四周 考古基本术语和知识 
三期说、地层学、类型学、遗物、

遗迹、遗存、共存、器物组合 
考古学史上的著名

学者 

第五周 
第二章 
人类起源演变 

化石、南方古猿、直立人、智人、

现代人、第四纪、达尔文、人种 
远古人类社会关系 
恩格斯、莫尔根等 

第六周 
人类化石的发现  
 

尼人、克罗马农人、巫山人、元

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 
史前岩画、原始雕塑、装饰品等 

原始艺术 
智力发展 
史前信仰 

第七周 
第三章 
人类迁徙  

体质人类学、古 DNA、夏娃理论、

进化、走出非洲说、中国人祖先、

同化说、利基家族 

多地区起源 
与单一地区起源 
分子生物学 

第八周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革命 

旧石器、新石器、打制石器、磨

制石器、陶器烧造 
生产工具、生活用

具、丧葬情况 

第九周 农业起源 
采集、种植、驯养、人口说、绿

洲说、宴享说、食谱、浮选法 
动植物考古 

第十周 课堂讨论 
就人类起源的相关问题，展开分

组探讨 
教师提供两篇有代

表性的考古学文章 

第十一周 城市革命 
建筑形态、环境考古、景观考古

聚落、村落、城市、都城 
考古学文化 
聚落考古 

第十二周 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 
文字、金属、城市、玉器、仰韶

时代、龙山时代、古城、古国、

方国、帝国 

文明要素和标准 
文明化过程 
统一多民族国家 

第十三、十

四周 
第五章：大遗址考古 

红山、良渚、二里头、二里冈、

殷墟、周原、曹魏邺城、汉唐长

安、宋代都城、明清北京城 

中国的世界历史文

遗产 

第十五、十

六周 
第六章：墓葬考古 

黄帝陵、商王墓、秦始皇陵、汉

帝陵、曹魏墓、唐宋帝陵、明清

帝陵 
考古不是挖宝 

 
四、课程特色 

1. 考古与人类这门课程是面向非考古专业的新入学同学开设的最初级的考古人文通识课程，

开课近十年来，一直深受全校各院系学生的喜欢。 

2. 课程由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教授主讲，课程内容既有经典的考古发现，又有最新的考

古成果。 

 
五、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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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师经常随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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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品保护与修复》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5001 学分 1 周学时 1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Arts 

课程类别 “创新创意与行业发展”课程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教师讲授、实践操作（8周） 

2．博物馆现场教学（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课程论文（50%） 

2．操作实践与课堂作业（5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掌握文物保护与修复知识、技能。通过课堂讲授、实践操作、现

场教学，让学生对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文物科技保护产生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加强文物保护观念，

提升学生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创新创业”意识。 

 

基本要求： 

一定程度上掌握文物修复与保护的基础知识，学习纸质文物、古陶瓷文物修复的基本操作技

能，对文物修复的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保护有所认识。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文物保护修复基础理

论 

文物保护修复基本概念、发展简史；

中外文物修复实践案例；文物保护

修复的基本原则。 

我国文物修复行

业的现状 

第二周 文物的展陈环境控制 

影响文物寿命的主要环境因素（温

湿度、采光、空气污染、有害生物）；

实践操作：电子温湿度记录仪、紫

外辐照度仪、照度计等设备的使用

方法。 

现代分析测试技

术在文物保护中

的应用 

第三周 文物的清洁与养护 
有机质文物、硅酸盐文物、金属类

文物的清洁方法；实践操作：出土
文物预防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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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碎片的清洗 

第四周 碑刻拓片制作 
实践操作：自制拓包、碑刻拓片制

作  

传统碑刻传拓技

艺；宣纸品类与

特点 

第五周 书画作品的托裱 
书画作品的托裱方式与流程。实践

操作：制作浆糊、单页纸笺的托裱。 
中国传统装裱技

艺及传承情况 

第六周 硅胶翻模复制 
硅胶材料在文物复制上的应用；实

践操作：制作青铜镜的石膏模型 
齿科红蜡片、打

样膏的翻模使用 

第七周 古陶瓷器修复 
古陶瓷器修复材料与操作步骤；实

践操作：古陶瓷器的粘结与配补 
粘结剂、配补材

料的正确选用 

第八周 线装书装帧制作 
线装书的制作方法；实践操作：线

装书的清理与穿线换面 
中国古籍的主要

装帧形式 

第九周 博物馆参观、现场教学 
博物院展厅内部环境控制，以及保

障文物安全的具体措施 
 

 

 
四、课程特色 

本课程为“创新创业”课程，包含大量实践操作的教学内容，涉及陶瓷、书画、古籍等多

类文物或艺术品，各项实践操作经过精心安排，使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一系列基础的文

物修复操作，并且学习掌握文物保护修复最为核心的理论知识。课程采用小班教学（15人以内），

授课方式多样，包括教师讲授、实践操作、专家讲座、实地观摩与调研、现场教学与交流。 

 
五、参考书目 
1. 杨植震等：《文物保护基础》，文博系自编讲义，2002 年。 
2. 康忠镕：《文物保护学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王蕙贞：《文物保护学》，文物出版社，2009 年。 
4.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年。 
5.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 
6. 汪自强、施珩：《图说中国传统手工书画装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0 年。 
7. 王菊华：《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 俞蕙、杨植震：《古陶瓷修复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9. 杨植震、陈刚、俞蕙：《古陶瓷修复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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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美术巡礼》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0002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Fine Arts of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人文科学与艺术类） 

课程主页 http://elearning.fudan.edu.cn/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PPT+图片展示，

辅以影像观摩。 
2、Elearning 网络课堂：讨论、

答疑、作业等。 

考核方式 
1、平时作业（30%）。 

2、期末成绩（70%）：闭卷考。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讲述从原始社会直至近现代东西方美术的发展概况，其中涉及的美术种类以绘画为

主，兼及雕塑；在进行审美欣赏的同时，分析美术作品受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的情况，归纳各民族、

各时代美术发展的大致特点及相互差异，并进行个体艺术家风格特点的比较。教学时以讲解与图

片观摩相结合，使学生从理论上和感性上对东西方美术发展有一个整体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受到

美的陶冶。 

 

基本要求： 

认真参与课堂学习，按期完成作业。希望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能培养起同学对东西方美术

的兴趣与热情，并拥有持续探索的愿望。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整体性介绍本课程教学内容、

要求与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西方美术，绘画，雕

塑 

第二周 
中国春秋战国

美术 

以漆木雕刻、玉雕为例介绍春

秋战国雕塑，以漆绘为例介绍

该时期绘画 
春秋战国，木雕，玉雕，漆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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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古希腊美术 介绍古希腊雕塑与绘画成就 雕塑，陶瓶画 

第四周 中国汉代美术 
以玉雕、石雕为例介绍汉代雕

塑，以壁画、帛画、画像砖石

为例介绍汉代绘画 
玉雕，石雕，漆绘，汉代画像石 

第五周 古罗马美术 介绍古罗马雕塑与绘画成就 壁画，雕塑 

第六—九周 
中国魏晋—唐

宋美术 

介绍中国魏晋—唐宋时期的

绘画与雕塑成就 
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宗教

造像 

第十周 
西方中世纪美

术 

以教堂、圣经插图为例介绍西

方中世纪美术成就 
建筑，绘画，雕塑 

第十一周 
中国元明清美

术 

重点介绍元明清时期山水画、

花鸟画成就 
山水画，花鸟画 

第十二—十

五周 
西方文艺复兴

及以后 

重点介绍自文艺复兴—现代

西方各流派的绘画成就 

文艺复兴绘画，巴洛克艺术，浪

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现

代艺术 
 
四、课程特色 
 
    以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大量的艺术图像，使东西方美术及其背后的历

史人文信息得以直观、生动地呈现于学生面前。 
 

 
五、主要教学参考资料 

1. 艺术的故事   [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 

2. 西方美术史话   迟轲 
3. 东方美术史话   范梦 
4. 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   邵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蒋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 艺术概论   蒋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美的历程   李泽厚 
8. 艺术哲学   丹纳著，傅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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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与探索》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0003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of Archaeology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人文科学与艺术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中学历史基础知识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16周） 

多媒体教学  

网络讨论为辅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一次作业，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讲授考古学基本框架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主要成果，适合中高年级本科同学选修。

具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授这门学科的基础基本知识。包括一般概念、研究对象、知识体系、技术手段、

理论方法、工作流程、学科范畴、内涵外延、时代发展、科学精神。  

第二部分：介绍考古学发展史的重大成果。包括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

研究、保护、利用成果。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讲授、讨论、作业和自主延伸学习 

1）要求同学们了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学科进展及其成果  

2）要求同学们知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3）要求同学们懂得考古学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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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第一章 
考古学的对象 

考古学、文物学、发掘品、传世

品、遗存、遗物、遗迹、遗产 
考古学概念和范畴

基本术语和知识 

第二周 考古学学科体系 

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田野考古、

水下考古、科技考古、民族考古、 
聚落考古、美术考古、冶金考古、

建筑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

古、公众考古 

考古学与金石学、

文物学、历史学、

博物馆学等学科的

关系 

第三周 
第二章 
考古学发展简史 

古物学、汤姆森、三期说、石器

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金

石学、安特生、仰韶、裴文中、

周口店、李济、殷墟、梁思永、

龙山、夏鼐、苏秉琦、宿白、张

光直、新考古学等 

考古学史上的典型

事件和著名学者 

第四周 
第三章 
考古资源、发现和探索 
 

遗址、遗迹、遗物、遗痕 
地貌、土壤、沉积物、碳、花粉、

植硅石、动植物考古、制作过程、

使用过程、废弃过程、物质性、

真实性、形象性、残存性、自然

力破坏、人力破坏 

人工遗存和自然遗

存特性及其兴废过

程 

第五周 考古发现和研究 
神秘性、轰动性、时效性、纪实

性、好奇性 
考古发现的特点  

第六周 遗存收集过程 
考古调查、考古发掘、洛阳铲、

探方、手铲、地层学、三叠层 
田野考古操作规程 

第七周 考古资料整理 
绘图、照相、摄像、全站仪、拼

陶片、浮选、鉴定、小件 
文物考古互联网技

术 

第八周 考古资料研究 

年代学、分期、类型学、文化命

名、功能分析、区系类型、文化

因素分析、生存方式、经济形态、

社会结构、人地关系 

考古学的局限性 

第九周 
第四章 
考古遗存保护和利用 

考古资源、文化遗产、文物保护、

文物利用、文物传承 
中国考古观的变迁 

第十周 文物保护 
文物法、遗址保护、文物保护、

实验室考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国各级文保单位 

中国文物保护法 
国际遗产相关宪章 

第十一周 考古成果利用 
公众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博物

馆、考古传媒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第十二、三

周 
第五章 
石器时代考古 

石器、陶器、玉器、直立人、智

人、现代人、迁徙；考古学文化、

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文明起源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第十四周 
第六章  
铜器时代考古 

考古学文化、城市考古、墓葬考

古、甲骨文、青铜器 
夏商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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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周 
第七章 
铁器时代考古 

铁器、简帛学、敦煌学、陶瓷考

古、海洋考古、帝陵考古、都城

考古 

汉唐、宋元、明清

考古 

第十六周 
第八章 
上海考古发现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

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吴

越文化、汉唐以来文化、广富林

考古、青龙镇考古、志丹苑考古 

上海考古六千年 
上海近现代文物保

护与利用得失 

 
四、课程特色 

1. 考古发现与探索这门课程是面向非考古专业的中高年级同学开设的中高级的考古人文通

识课程，开课十多年来，一直深受全校各院系学生欢迎，是校级精品课程和上海市教委重

点建设课程。 

2. 课程由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教授主讲，课程内容既有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有经

典的考古发现，还有最新的考古成果，另外还纳入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实践和探索理念、

案例。 

 
五、参考书目 

由教师经常随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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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明》 (全日语课程)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0007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英文：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日文：古代中国文明こだいちゅうごくぶんめい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人文科学与艺术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日语中级以上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2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行走博物馆与遗址（2周） 

3）学生探讨（2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60% 

2）研究发表，占 20% 

2）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考古事业的发展，如日中天，出土资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本课

程以中国古代文明进展为线索，以百年来中国大陆考古成果为重点，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通

过各种出土实物，讲述古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文明表象及其特征。用全日语授课，介绍考古

背景下的古代中国文明，通过考古活动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录，梳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古代文

明中国发展的脉络。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通过文物的讲解，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东西地区的古代文明 

2）通过文物的展示，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商周时代的历史和社会 

3）通过文物的展示，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和社会 

4） 通过文物的展示，要求学生基本掌握秦汉时代的历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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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 本课程讲授的宗旨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 
五大世界古代

文明的比较 
第二周、

第三周 
第一章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

诞生 
1、书籍与文物 
2、与西方的遭遇 

 

第四周、

第五周 
第二章 多彩的新石器文化  

彩陶文化与玉器文化 
1、仰韶文化 
2、马家窑文化 
3、龙山文化 
4、红山文化 
5、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 

 

第六周、

第七周 
第三章 荣盛的青铜器时代

——殷商及其周边的文明 

1、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二里头时期 
2、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殷周时期 
3、周边的文明 

 

第八周 
第四章  激荡的社会变迁

——春秋时代 

1、春秋的历史与变动 
2、春秋诸侯国遗址及墓葬：虢国墓、

郑国遗址、晋国都城与墓地、曾国

遗址与墓地 

 

第九周、

第十周 
第五章 古代中国统一的前

夜——战国时代 

1、战国时代的典型代表——南方楚

国 
①楚之建国与壮大 
②全盛的楚文化 
2、战国时代的典型代表——西方秦

国 
①秦的壮大 
②战国社会新秩序的建立 
③的统一战争 

 
 

第十一周 第六章 秦帝国的荣光 兵马俑、长城和行政文书  

第十二周 第七章 汉帝国的荣光 
1、汉代，璀璨的光芒 
2、考古学所见汉代贵族生活的实态 
3、明器 ——诉说人们生活的随葬品 

 

第十三、

四周 
行走博物馆与遗址现场   

第十五、

六周 
师生共同讨论或举行研讨

会 

以课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学界

争讼等议题，以一个中心或多元论

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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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以全日语讲授古代中国文明，以历史学的研究立场、以考古学的成果，采用多媒体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探索古代中国文明的世界中，介绍最新的考古活动和日本的东亚

史研究现状。为母语是日语的学生介绍中国历史社会，为中国及其他各国学生通过日文资

料学习和研究古代中国，或将要留学日本的学生，提供一个专业性日语的使用现场。 

2. 中国漆器以及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传播，形成了漆器文化圈，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通过中国漆器史的讲授，打开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更深刻

了解文明及其传播的机制。 

 
五、参考资料 

1. 工藤元男：《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光文社，1988 年  
2. 尾形勇、平勢隆郎：《中華文明の誕生》，中央公论社，1998 年 
3. 宮本一夫：《神話から歴史へ 神話時代夏王朝》，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4. 平勢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 殷周春秋戦国》，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5. 鶴間和幸：《ファストエンペラーの遺産 秦漢帝国》讲谈社 中国の歴史，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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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史》(全英语课程)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0008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The Arts of China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人文科学与艺术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3 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博物馆参观（1周）：实物赏析 

3、学生讨论（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论文（不少于 3000 字），

占 60% 

2、课堂讨论，占 20% 

3、出席率及其他，占 1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围绕中国艺术与文化这一研究领域展开，系统讲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及艺

术的时代特征，通过介绍考古文物、艺术品等内容以及相关的问题与方法，使学生对该领域的材

料和理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1）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及艺术特征 

2）要求学生基本掌握使用文物、图像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第一周 导论 
学术史讨论：中国艺术史的材料、范围、问

题以及方法 
第二周 先秦时期艺术文化（上） 商周艺术文化遗存与文物介绍 
第三周 先秦时期艺术文化（下） 东周文化遗存与文物介绍 
第四周 秦汉时期艺术文化（上） 秦代艺术与文化遗存 
第五周 秦汉时期艺术文化（下） 汉代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六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文化（上） 魏晋南北朝文化艺术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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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 隋唐时期艺术文化（上） 隋唐考古遗存与出土器物介绍 
第八周 博物馆参观 上海博物馆参观：文物赏析 
第九周 隋唐时期艺术与文化（下） 隋唐书画艺术介绍 
第十周 宋代时期艺术（上） 宋元文物介绍 
第十一周 宋代时期艺术（下） 宋元书画介绍 
第十二周 元代艺术 元代书画艺术介绍 
第十三周 明代艺术 明代书画艺术介绍 
第十四周 清代艺术 清代绘画艺术介绍 
第十五周 课堂讨论 学生课堂发表与讨论 

 
四、课程特色 

中国艺术史为全英课程，旨在通过教学、参观、讨论等多种模式，开展中国艺术史的讲授，

从个案分析、比较研究等方面入手，拓宽学生的视野，更深刻了解中国各个时期艺术与文化的

发展。 

 
五、主要参考书目 

1. Michael Sullivan: The Arts of China, 5th eds, Berkeley, 2008. 
2. Craig Clunas: Art in China, Oxford, 2009. 
3. R.L.Thorp and R.E. Vinograd: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New York, 2001. 
4. Jessica Rawson, Ancient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London, 1980. 
5. K.C. Chang,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s, New Heaven, 1987. 
6. R. Whitfield and A. Farrer,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London, 1990. 
 

  



169 
 

 

《文物与科技》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MUSE110009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ultural Relics and Science &Technoology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人文科学与艺术类）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课堂教学（15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 

2）课堂讨论（1周） 

考核方式 

1）期末研究性课程论文（不少于

3000字），占 70% 

2）出席率及其他，占 3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文物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体现了丰富的科技、历史和艺术价值。通过现代科技原理

和方法解析文物，可以提取文物背后丰富的科技“潜信息”，有助于更好地复原古代社会，同时

引发诸多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有利于明晰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展现古代文明的现代价值。 

 
基本要求： 

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讲和自主延伸的学习 

1. 要求学生基本了解古代中国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及其科技内涵。 

2. 要求学生基本了解出土文物呈现的古代科技的发展脉络。 

 

 
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序言和石

器 
石器时代，石器材料，打制技术，磨制技术 

打制和磨制的技术差

异，新旧石器时代转

变的动因 

第二周 玉器 
玉器与玉文化，玉器材料，解玉砂，光泽与

磨抛技术 
“以柔克刚”技术 

第三周 弓弩 石球与轮轴观念，弓弩与弹性定律，复合材 弹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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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弓箭与弩机 

第四周 漆器 
现代漆与古代漆，漆文化，髹漆工艺，其他

防护技术举要 
早期防护技术 

第五周 陶器 
火的使用，粘土 + 水 火  陶器，原料，烧

成温度，烧成氛围 
高温技术 

第六周 
瓷器和玻

璃器 
陶和瓷的区别，瓷釉科技，玻璃器，分相，

析晶 
瓷器、玻璃器的“仿

玉”技术 

第七周 青铜器 
青铜时代，从红铜到青铜的冶铸、先进的采

矿技术、范铸法与失蜡法、“六齐”与早期

材料设计思想 
合金技术 

第八周 钢铁器 
铁器时代，从陨铁到铁器的冶炼，低温固态

铁，高温液态铁，柔化处理与退火技术，炼

钢与淬火、回火技术 
热处理工艺 

第九周 
中国蓝、

中国紫 
埃及蓝，中国蓝，中国紫，中西方人工合成

晶体的异同 
人工合成晶体 

第十周 车马器 车的产生与发展，牵引系统的演变 陆上交通技术 
第十一周 舟船 船的产生与发展，推进系统，安全设计 水上交通技术 

第十二周 
漏刻和浑

天仪 

考古出土漏刻器，室外计时——圭表和日

晷，室内计时——漏刻和机械计时器，浑仪

和浑象，历法的变迁——数据、表格、方法

和理论，天象观测 

古代计时、历法天象 

第十三周 贾湖古酒 

考古发现的古酒，从天然酒到人工酿酒，中

国古酒——黄酒、红酒、白酒、葡萄酒、药

酒、马奶酒，曲——菌类培养物，与曲有关

的改性食品 

古代酿造技术 

第十四周 蒸馏器 
考古发现的蒸馏器，炼丹术发展简史，炼丹

术的理论、方法与规则 
炼丹术 

第十五周 
水运仪象

仪 
简单机械，水力机械，风力机械，武器和热

力机械 
自然力机械 

第十六周 
师生共同

讨论或举

行研讨会 

以课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学界争讼等议题，围

绕一个中心或多元论题，展开探讨 
 

 

四、课程特色 

1. 本课程专门从出土器物角度展现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 

2. 本课程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科技考古和科技史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器物背后科技

“潜”信息的提取和解读来展现古代的科技文明和文化。  

3. 本课程面向非文博专业的文、理、工、医学生，通过器物来展现物理学、化学、天文学、

生物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脉络。 

 
 
 
五、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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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嘉华等：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东方出版社，2000 年 7 月。 
2. 华觉明等：中国科技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 
3. 查尔斯•辛格：技术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4. 张春辉等：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 月。 
5. 路甬祥等：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6. 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7. 江晓原等：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8.  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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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与我们》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RZSY118006 学分 2 周学时   2 

开课时间 

（或仅注

明春秋学

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课程英文

名称 
Cultural Heritage in Our Hands 

课程类别 书院新生研讨课 

课程主页  

预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教学方式 

1）教授、讨论、点评（16 周） 
2）实地考察（1 周） 
3）学生探讨与发表（1 周） 

考核方式 
1）平时成绩，占 30% 

2）期末论文，占 70% 

 
二、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理解文化遗产的概念、意义、价值，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具体内容包括文化遗产的内涵、外延与分类体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脉络；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关系等。此外，本课程将结合相关

理论设置案例分析与讨论环节，以便学生加深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以下是本课程需要探讨的两个

基本方面： 

1） 让同学们理解文化遗产是什么？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为谁保护？谁来保护？保护什

么？怎么保护？ 

2） 通过教学、讨论，感受和理解文化遗产与我们的关系，认识传统与未来的关系。 

 

基本要求： 

1） 要求学生尽可能了解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 

2） 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与实践结合起来。 

3） 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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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基本内容（含章节名称和知识点） 

时间 内容 知识点 延伸与重点 

第一周 绪  论 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生活中的文化遗产

发现 

第二周 
文化遗产的概念与

范围 
文化遗产的内涵、外延、范畴的拓展 

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历史 

第三周 文化遗产的特性 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文化遗产 

第四周 文化遗产的价值 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价值的扩展：社会价

值、文化价值 

第五周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与可持续

发展 
从《威尼斯宪章》到

《奈良真实性文件》 

第六周 文化遗产的物权论 物权论的概念、原则与方法； 
《物权法》视野下的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第七周 案例分析 工业遗产中的物权论  
第八周 案例讨论 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物权论  

第九周 
活态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 
活态文化遗产的内涵、外延、保护方

法论 
活态文化遗产的非

物质性 

第十周 案例分析 京杭大运河与南北文化沟通 
文化线路与线性文

化遗产 

第十一周 案例讨论 
历史城镇、历史街区、城市历史景观

（HUL） 
中国的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制度 

第十二周 
生态博物馆、传统

村落、村落文化景

观 

西南地区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

理论与实践 
文化景观系统论 

第十三周 案例分析 地扪生态博物馆 记录与传承 
第十四周 案例讨论 堂安生态博物馆 延续与创新 

第十五周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管理 

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文化遗

产保护的理论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

若干途径 

《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操作指

南》导读 

第十六周 同学发表、讨论 
青年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与

未来展望 
 

 

四、课程特色 

1. 注重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的介绍与解读。 

2. 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课程内容包括国内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案例，并对此进行分

析探讨。 

3. 通过课程研讨，促进学生对于遗产保护实际问题、重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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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书目 

1.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汇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 
2. 单霁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2 
3.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文物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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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相关内容介绍 

1、学生导师 

    由院系选派热心教书育人、有相关经验的教师担任书院导师及各年级专业导师。 

 
2、专业分流 

复旦大学设置有五个跨院系的试验班实施按大类招生，开展大类培养。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对应试验班名称为“历史学类”，专业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大类 分流工作在第二学期结

束后的暑期中进行。各专业的接收人数原则上参照该年度的专业配额。具体接收计划数由学

校在选专业工作开始前拟订发布。学生按照个人志趣与课程修读情况依次填报专业志愿。分

流参照学生所填志愿顺序进行。近年均要求申报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修习学

分数达到 40 学分以上，并完成相应专业第一学年的大类基础课程；其中，须修习“考古学

导论”并获得学分。具体情况请参见当年的《试验班学生培养与选专业工作的实施方案》。 
 
3、学生科研 

详见“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FDUROP，Fudan'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http://www.fdurop.fudan.edu.cn/） 

 

4、学术交流 

（1） 复旦大学海外学生交流按项目来源分为校际交流项目（由学校签署，面向全校各专业）、

系际交流项目（由学院或系签署，仅面向本院系）、个人访学（仅针对本科生，学生自己联

系的本科生访学项目）（详情请见学校外事处要求）。 

（2）文博系项目：复旦大学文博系—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学术交流，每年秋季学期一次，

赴日时间约一周。 

 

5、奖学金 

（1）学校设立的奖学金（详见学校学生工作部（处）介绍） 

（2）文博系项目： 

中国嘉德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为支持文博、考古及艺术教育事业，促进学科领域人才

培养和学科发展，弘扬徐邦达先生的治学精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特别出资设立“中

国嘉德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本奖学金用于奖励中国十所高等院校的文博、考古及艺术

类学科的大学本科优秀学生。文博系每年推荐 1名奖学金候选人，由本科三、四年级同学向

院系提出申请。 

文博系“和氏奖学金”：以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二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为评选对象，主要依

据为一学年平均绩点，每个年级分别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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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 录 

1、课程代码使用说明 

2、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 

3、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 

4、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留学生适用） 

5、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6、文博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7、复旦大学博物馆简介 

8、文博系文物保护实验室简介 

9、学生社团“博雅学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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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使用说明 

（1）每门课程有一个由字母、数字组成的代码（共十位）。 

（2）左起第一至四位大写英文字母是课程的学科专业编码（或院系、公共教学部门的

英文名简写或缩写），表明该课程的开课院系。 

目前开课院系及部门英文字母如下： 

PTSS 马克思主义学院 PEDU 体育教学部 

ENGL 大学英语教学部 FINE 艺术教育中心 

NDEC 军事理论教研室 SOSC 社会科学大类 

CHIN 中国语言文学系 ICES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JOUR 新闻学院 FORE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TOUR 旅游管理专业（历史学系） HIST   历史学系 

PHIL 哲学学院 MUSE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POLI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LAWS   法学院 

SOCI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CON   经济学院 

MANA 管理学院 MATH   数学科学学院 

PHYS 物理学系 CHEM   化学系 

TCPH 核科学与技术系 MECH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MATE 材料科学系 MACR   高分子科学系 

ENVI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SOFT  软件学院 

BIOL    生命科学学院 INFO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COMP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DATA 大数据学院 

MED 
基础医学院     

临床医学院（待建） PHPM   公共卫生学院 

PHAR   药学院 NURS   护理学院 

（3）左起第五位数字是课程面向学生的代号，“1”代表本科教育课程。 

（4）左起第六位数字是课程性质的代号，数字“1~3”分别代表本科三大类课程：“1”

为通识教育课程、“2”为大类基础课程、“3”为专业课程。“7”为暑期国际课程。 

（5）左起第七至十位数字表示该课程在这一个序列的顺序号。第七位数字“5”代表创

新创意创业课程，“6”代表可任选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即学生可以修读的自己所属院系开设

的课程 ），“8”代表书院新生研讨课程，“9”代表通识教育课程核心课程七大模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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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赏析   课程代码是：CHIN110001 

CHIN    1   1       0001 

 

代表课程的学科专业编码（或院系英文名缩写），

表明该课程的开课院系； 

“1”代表本科教育课程； 

代表课程性质，“1”表示通识教育课程； 

表示课程在这一个系列的顺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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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

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

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要求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学习文物学、博物馆学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历史、艺术、文化和科技等综合知识的基本训练。学生必须掌握文

物学和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我国主要文物种类和重要文物实例；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对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进行管理的能力，熟知博物馆的基本职

能和全面的操作管理要求；了解文物修缮、保管的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知识；掌握文献检

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二、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144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50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 15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65学分（含社会实践 6学分、学年论文 1学分和毕

业论文 4学分），任意选修 14学分，并通过复旦大学英语水平测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

测试，方能毕业。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修读要求，以及留学生的水平测试要求，参见

相应修读说明。 

三、课程设置：(144 学分) 
     (一) 通识教育课程(50 学分) 
         修读要求：I 类核心课程，修满 28 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块修读 16学分，七大

模块修读 12 学分。七大模块 12学分中每模块最多选读 2学分）；II 类专项教育课程，修满

16 学分；III 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修满 6 学分。 

(二) 大类基础课程（15 学分） 
         修读要求：学生应在大类基础课程中的人文类课程中：必修课程修满 9 学分（课程为

“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明”、“哲学导论”、“逻辑学”，其中“哲学导论”、

“逻辑学”二选一）；选修课程修满 6学分（其中必须修读“考古学导论”）。 

(三) 专业教育课程(65 学分) 
     

 
1. 专业必修课程(25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博物馆学概论 MUSE130003 2 2 3   

  文化遗产导论 MUSE130043 2 2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MUSE130065 2 2 3   

  专业论文写作 MUSE130037 2 2 4   

  文物保护基础 MUSE130053 2 2 4   

  文物研究导论 MUSE130066 2 2 4   

  专业英语 MUSE130077 2 2 5   

  学年论文 MUSE130008 1   6   

  社会实践 MUSE130058 6   6   

  毕业论文 MUSE130009 4   8   

 
2. 专业选修课程(4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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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文物保护技术 MUSE130004 2 2 春   

  文物绘图 MUSE130011 2 2 春   

  古籍与版本 MUSE130012 2 2 秋   

  文物摄影 MUSE130015 2 2 春   

  世界博物馆概论 MUSE130016 2 2 秋   

  考古学思想史 MUSE130017 2 2 秋   

  田野考古学 MUSE130018 2 2 春   

  历史考古学 MUSE130019 2 2 秋   

  博物馆经营管理 MUSE130020 2 2 春   

  文物修复 MUSE130021 2 2 春   

  博物馆藏品管理 MUSE130022 2 2 春   

  中国玉器 MUSE130023 2 2 秋   

  中国绘画史 MUSE130025 2 2 春   

  中国青铜器 MUSE130026 2 2 秋   

  中国陶瓷史 MUSE130027 2 2 春秋   

  中国古代建筑史 MUSE130028 2 2 秋   

  中国钱币学 MUSE130029 2 2 秋   

  中国书法史 MUSE130031 2 2 秋   

  人类进化与体质人类学 MUSE130032 2 2 春   

  中国文物考古元典导读 MUSE130033 2 2 春   

  中国科技史概论 MUSE130041 2 2 春   

  展览形式设计 MUSE130045 2 2 秋   

  文物分析技术 MUSE130047 2 2 秋   

  中国美术考古 MUSE130049 2 2 秋   

  科技考古导论 MUSE130050 2 2 秋   

  古代青花瓷器 MUSE130051 2 2 春   

  展览内容策划 MUSE130052 2 2 春   

  博物馆信息化 MUSE130054 2 2 春   

  中国漆器史 MUSE130055 2 2 春   

  博物馆教育 MUSE130056 2 2 春   

  纸质文物修复 MUSE130060 2 2 春秋   

  古陶瓷修复 MUSE130061 2 2 春秋   

  先秦考古学 MUSE130062 2 2 春秋   

  中国古建筑考古 MUSE130063 2 2 春秋   

  中国墓葬艺术导论 MUSE130064 2 2 春秋   

  东亚史前考古 MUSE130068 2 2 春秋   

  环境考古学 MUSE130067 2 2 春秋   

  古代中国文明 MUSE130069 2 2 春秋 全日语课程 

  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 MUSE130070 2 2 春秋   

  中国古典园林史 MUSE130071 2 2 春秋   

  文化遗产类型 MUSE130072 2 2 春秋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概论 MUSE130073 2 2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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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 MUSE130075 2 2 春秋   

  儿童博物馆概论 MUSE130076 2 2 春秋   

  博物馆职业伦理与法规 MUSE130078 2 2 春秋   

(四) 任意选修(1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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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 
 

分 

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核心 

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块 16 2.5 4.5 5.5 3.5         
28 学分 

核心课程七大模块 12 2 2 2 2 2 2     

体育 4 2 2 2 2         

16 学分 

军事理论 1 2               

大学外语 8 2 2 2 2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2+2               

创新创意创业 1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2 2 2           6 学分 

基
础
教
育 

CHIN120012 中国文学经典 3 3               
  9

学
分 

HIST120012 中国古代文明 3 3               

PHIL120012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3 逻辑学 3   3             

MUSE120001 考古学导论 2   2             
6 学分 

  其他人文大类选修课程 4 2 2             

专
业
教
育 

MUSE130003 博物馆学概论 2     2           

65 学分 

MUSE130043 文化遗产导论 2     2           

MUSE130065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2     2           

MUSE130037 专业论文写作 2       2         

MUSE130042 文物研究导论 2       2         

MUSE130053 文物保护基础 2       2         

MUSE130077 专业英语 2         2       

MUSE130008 学年论文 1           *     

MUSE130058 社会实践 6           *     

MUSE130009 毕业论文 4               * 

  专业选修课程 40     8 8 10 4 10     

任意选修 14   2 2 4 2   4   14 学分 

应修学分小计 144 20.5 20.5 28.5 26.5 17 13 14 4 
  

周学时小计 24.5 21.5 29.5 27.5 17 6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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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留学生适用） 
 

分 

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方案

1 

方案

2 

通
识
教
育 

  核心课程七大模块 12 2 2 2 2 2 2     
12 学
分 

8 学
分 

  大学外语 8 2 2 2 2         

15 学
分 

/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2+
2 

              

19 学
分 

  创新创意创业 1     1 

ICES11001
2 

中国概况(上) 2 2               

ICES11001
3 

中国概况(下) 2   2             

ICES11000
1 

留学生高级汉语 I 4 4               

/ 
ICES11000

2 
留学生高级汉语 II 4   4             

ICES11000
3 

留学生专业汉语 I 4     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2 2 2           6 学分 

基
础
教
育 

 CHIN1200
12 

中国文学经典 3 3               

  

9 学
分 

 HIST1200
12 

中国古代文明 3 3               

 PHIL1200
12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

13 
逻辑学 3   3             

MUSE12000
1 

考古学导论 2   2             
6 学分 

  其他人文大类选修课程 4 2 2             

专
业
教
育 

MUSE13000
3 

博物馆学概论 2     2           

65 学分 

MUSE13004
3 

文化遗产导论 2     2           

MUSE13006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2     2           

MUSE13003
7 

专业论文写作 2       2         

MUSE13004 文物研究导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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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USE13005
3 

文物保护基础 2       2         

MUSE13007
7 

专业英语 2         2       

MUSE13000
8 

学年论文 1           *     

MUSE13005
8 

社会实践 6           *     

MUSE13000
9 

毕业论文 4               * 

  专业选修课程 40     8 8 
1
0 

4 
1
0 

    

任意选修 14   2 2 4 2   4   14 学分 

应修学分小计 
12
7 

18 
1
7 

2
2 

2
2 

1
7 

1
3 

1
4 

4 
  

周学时小计 20 
1
7 

2
2 

2
2 

1
7 

6 
1
4 

0 

注：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应选择通识教育课程方案 1：修读核心课程 12 学分、“大学外语”8 学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2 学分、“创新创意创业”1 学分、“中国概况”4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 6 学分。 

   母语为英语国家的留学生应选择通识教育课程方案 2：修读核心课程 8 学分、“留学生高级汉语”和“留

学生专业汉语”共 12 学分、“计算机应用基础”2 学分、“创新创意创业”1 学分、“中国概况”4 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课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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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2017 年 6 月） 

 

为保证本科生毕业论文（含毕业设计，下同）完成质量，根据《复旦大学关于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若干规定》，文物与博物馆学进一步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一、毕业论文的选题及指导： 

（一）毕业论文的选题 

1、文博系主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提出选题，同时任课教师也提供一定数量

的、适合本科毕业论文的课题供学生选择。 

2、在确定课题时，以选择小型课题为主，以保证学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经过努力

能基本完成所选课题的任务。 

（二）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由讲师以上（含）职称、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

得随意更换。 

2、指导教师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根据课题性质和要求，参与学生毕

业论文的开题，提供给学生相关的参考书目或文献资料目录，定期答疑、检查学生毕业论文

的进度，审阅毕业论文和写出评价性意见。每次指导过程须记录到“毕业论文检查情况记录”

表中。 

3、一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不宜超过五篇。 

 

二、 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 

论文字数：一篇完整的学术性毕业文论字数为 10000 字左右（含注释）。 

论文封面由教务处统一印刷，学生须如实填写。 

论文须提交 A4 纸打印稿，中文字体一律用宋体（另有要求的除外），英文字体用 Times 

New Roman。页面设置：保留 Word 默认设置（A4，页边距上 2.54，下 2.54，左 3.17，右

3.17，装订线 0，页眉 1.5，页脚 1.75）。 

论文具体格式如下： 

1. 论文题目。字号：小二，加粗，居中；若有副标题，字号：小三，居中。 

2. 中文摘要、关键词。字号：五号；“摘要”和“关键词”加粗。 

3. 英文摘要、关键词。字号：五号。 

4. 正文。字号：小四。段落首行缩进两个中文字符。文中一级标题字号：四号；二、

三级标题字号：小四。各级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字体均加粗。字符间距：标准。

行距：20 磅。 

5. 文中的附图和附表。图、表标题为小四号，加粗；表格的标题应放在表格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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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标题应放在图片的下面。 

6. 脚注。正文里引用的文献，一律采用脚注的形式，即注释置于每页正文下面。注释

的格式参见附件 1。 

7.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列在论文篇末。除不须标注“起止页码”外，格式如同脚注。 

8. 后记（致谢）。 

《注释的格式》及“参考样张”另附。 

 

三、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 

（一）时间安排 

1、各院系在第 7 学期末对学生进行一次毕业论文工作的动员，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并

要求学生上报选题，汇总至班导师处。 

2、第 8学期开学第 1周完成学生毕业论文开题工作，每位学生都应该填写开题报告，

指导教师审核后，填写意见并签名。 

3、第 8学期第 8至第 9周，进行论文中期检查。 

4、第 8学期第 14 至 15 周前，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并交指导教师评阅。要求学生

在写作过程中与指导老师密切联系；告诫学生逾期未交论文或不经由指导老师擅自定稿者，

可能会影响成绩甚至延迟毕业。 

5、论文提交答辩前，院系进行论文相重性检测（详见《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毕业论

文检测工作实施细则》）。 

6、第 8学期第 15 至 16 周，教务处论文抽检。由院系组织学生论文答辩工作，给出论

文的评定成绩，交教务员录入成绩管理系统。 

7、学期结束前，进行毕业论文工作总结，归档保存毕业论文；推荐优秀毕业论文，交

教务处汇编《复旦大学本科生优秀学术论文集》。 

（二）答辩工作 

1、按照学生的选题方向和教师的研究方向，分成若干答辩委员小组，实施学生论文的

答辩工作。按目前学生和教师数，一般按博物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文物学、文物保护）

等方向分小组，每组 3-4 位教师组织答辩。 

2、院系根据专业和学科特点以及学生论文的实际情况，统一答辩要求和评分标准。答

辩委员小组在答辩时向学生质询与论文有关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并考察学生其他综合能

力。 

3、每个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学生答辩应报告课题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方

法与手段、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及对论文的自我评价。 

（三）成绩评定 

1、成绩评定应坚持标准，从严要求。学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论文答辩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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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记为 F。 

（1）参加毕业论文的实际时间少于规定时间三分之二者。 

（2）未完成毕业论文者。 

（3）毕业论文不及格的学生，对论文作修改后可以参加一次补答辩，修改时间一般不

少于二个月。补答辩合格者，成绩记作 D-。补答辩仍未通过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2、依据《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以 A、B、C、D、F方式来记载学生毕业论文

的成绩。其中成绩中 A的比例不得超过 30%。 

3、评分参考标准：（1）规范性；（2）选题；（3）论点；（4）论证；（5）行文；（6）答

辩情况。 

（四）教学管理 

1、学生必须按教学计划要求，参加并完成毕业论文，时间不得少于 12周。 

2、毕业论文工作由文博系主管教学的系主任全面负责，各环节流程由教学系主任和班

主任导师共同管理和监控，其他各指导教师协作。 

（五）毕业论文资料的保存 

1、毕业论文资料主要包括：毕业论文主体、“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封套、毕业论

文“开题报告”和“检查情况记录”、毕业论文电子版（包括毕业论文本体以及导师意见、

答辩委员会意见）。 

2、上述材料在答辩结束后一起归档至教务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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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毕业论文检测工作实施细则 

(2017年 6月修改) 

为保证本科生毕业论文（含毕业设计，下同）完成质量，防止和杜绝本科生毕业论文写

作中的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要求、

《复旦大学关于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若干规定》、复旦大学《关于开展本科生毕业论

文（设计）检测工作的通知》，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制定本科毕业论文检测工作实施细则。具

体如下： 

一、检测实施的基本原则 

1、统一采 用“PMLC大学生论文管理系统”（也称“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

对文博系所有当届本科毕业生（留学生除外）撰写完成的毕业论文开展相重性检测。 

2、检测工作由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负责，本科教学秘书作为论文检测的操作员。 

3、所有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必须通过检测。论文检测每个学生可进行两次。第一次检

测不合格者经导师指导修改确定后，进行第二次检测。第一次检测不合格的论文不能参加 A

等成绩的评分。 

4、检测过程及检测结果均有完整的记录。 

5、对于涉嫌论文作假或者其他学术违规行为的，按照《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试行》《复旦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试行)》等规章、校内

规定予以认定、处理。 

6、对于涉及保密的毕业论文，由学生提交免测申请，指导教师书写意见，再由主管教

学系主任审核，可免去该生的论文检测。该申请须附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之后，提交给答辩委

员会。 

二、检测实施程序 

1、所有学位论文由学生提交电子版至文博系教学秘书统一进行检测。 

2、参照学校要求，检测相重率应≦13%。检测报告返回论文指导教师，由导师给出意见。 

3、论文检测报告将打印附在学生论文后，提交给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供答辩评分参

考及存档保存。 

4、该规定即日起试行，文博系教授委员会（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拥有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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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论文字数：毕业论文字数为 10000 字左右（含注释）。 

论文封面由教务处统一印刷，学生须如实填写。 

论文须提交 A4 纸打印稿，中文字体一律用宋体（另有要求的除外），英文字体用 Times 

New Roman。页面设置：保留 Word 默认设置（A4，页边距上 2.54，下 2.54，左 3.17，右

3.17，装订线 0，页眉 1.5，页脚 1.75）。 

论文具体格式如下： 

1. 论文题目。字号：小二，加粗，居中；若有副标题，字号：小三，居中。 

2. 中文摘要、关键词。字号：五号；“摘要”和“关键词”加粗。 

3. 英文摘要、关键词。字号：五号。 

4. 正文。字号：小四。段落首行缩进两个中文字符。文中一级标题字号：四号；二、

三级标题字号：小四。各级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字体均加粗。字符间距：标准。

行距：20 磅。 

5. 文中的附图和附表。图、表标题为小四号，加粗；表格的标题应放在表格的上面；

图片的标题应放在图片的下面。 

6. 脚注。正文里引用的文献，一律采用脚注的形式，即注释置于每页正文下面。注释

的格式参见附件 1。 

7.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列在论文篇末。除不须标注“起止页码”外，格式如同脚注。 

8. 后记（致谢）。 

 

附件 1：注释的格式 

附件 2：参考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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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释的格式 

 

一  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注释以脚注的形式，放置于当页之下。 
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

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二  注释的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责任方式为著时，“著”

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

后。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北新书局 1948 年版，第 43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5 页。 
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页。 
2.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者/出版时间/

页码。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示例： 

邢铁：《唐宋时代妇女的分家权益》，张国刚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03-133 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5 页。 

3.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 

（1）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示例：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页。 
（2）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示例：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页。 

（3）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可以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出版信息可括注起来。

示例：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年版）所作的序，第 2页。 

4.古籍 

（1）刻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

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

字，下同。示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 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 9页。 
（2）点校本、整理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

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示例：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标点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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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印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 5，辽沈书社 1991 年影印本，上册，第 461 页。 
《太平御览》卷 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3 册，

第 3080 页。 
（4）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

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7
年影印本，子部第 88 册，第 73页。 

（5）地方志。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

不标注作者，书名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以“民国”

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 12《风俗》，第 7页。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1《疆域》，第 10页。 
万历《广西通志》卷 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

店 1992 年影印本，第 42册，第 367 页。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

《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陶渊明集》等。示例： 

《旧唐书》卷 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233 页。 
《方苞集》卷 6《答程夔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标点本，上册，第 166 页。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 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6 册，
第 727 页。 

（二）连续出版物 

1.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刊名与其他

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名，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

引用时须注明版别。示例：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期。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 4卷第 6期，1936 年 6 月 15 日。 
魏丽英：《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 年第 6期。 
柳若梅：《嘉庆年间俄船首次海上来华贸易事件钩沉》，《社会科学》（上海）2007 年第 8

期。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 年第 2期。 
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

第 4期。 
2.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

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示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 年 8月 22 日，第 2版。 
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 69 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1页。 
《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 8年第 19期，1910 年 9 月 3 日，“新章”，第

1-2 页。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 
《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民国日报》（广州）1933 年 8 月 11 日，第 1张第 4

版。 
（三）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标题/论文性质/地点或学校/文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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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间/页码。示例：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 年，第 67页。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天津，2000 年 6 月，第 9页。 

2.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藏所。示

例：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 年 9 月 15 日，北洋档案 1011-59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 

《党外人士座谈会纪录》，1950 年 7 月，李劼人档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藏。 
（四）转引文献 

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标注顺序：责任者/原文献题名/

原文献版本信息/原页码（或卷期）/转引文献责任者/转引文献题名/版本信息/页码。示例：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 年 10 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
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23 页。 

（五）电子文献 

电子文献包括以数码方式记录的所有文献（含以胶片、磁带等介质记录的电影、录影、

录音等音像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更新或修改日期/获取和访问路

径/引用日期。示例：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1998 年 8 月 16 日，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 年 10 月 4日。 

扬之水：《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通讯》（网络版试刊）2006 年第 1 期，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99,2007 年 9 月 13 日。 

（六）外文文献 

1.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使用该语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2.列举英文文献的标注方式如下： 

（1）专著。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文献题名用斜线，出版地点后用英文冒号，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下同。

示例： 

Peter Brooks, Froubling Confessions :Speaking Guilt in Law and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48. 

（2）译著。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译者/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示

例： 

M.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By William Marsden, Hertfordshire:Cumberland 
House,1997,pp.55-88. 

（3）期刊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期刊名/卷册及出版时间/页码。

析出文献题名用英文引号标识，期刊名用斜体，下同。示例： 

Heath B. Chamberlain,"On the Seart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April 1993),pp.199-215. 

（4）文集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题名/编者/出版地点/出版

者/出版时间/页码。示例： 

R.S.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I. 
Rotbeg and T. K. 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y , Cambridge,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9. 

（5）档案文献。标注顺序：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藏所。示例：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NPMP),National Archives Ⅱ,Collego Park,MD. 

3.日文著作、论文请用原文，用书名号《》，出版单位后直接为出版日期及页码。示例：

原书房 1969年版，第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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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 

（一）再次引证时的项目简化。同一文献再次引证时只需标注责任者、题名、页码，出

版信息可以省略。 

（二）间接引文的标注。间接引文通常以“参见”或“详见”等引领词引导，反映出与

正文行文的呼应，标注时应注出具体参考引证的起止页码或章节。标注项目、顺序与格式同

直接引文。示例： 

参见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29 页。 
（三）引用先秦诸子等常用经典古籍，可使用夹注，夹注应使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示

例： 

庄子说惠子非常博学，“惠施多方，其学五车。”（《庄子·天下》） 

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

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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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参考样张） 

元青花艺术的外来影响新探 

——以大英博物馆五件藏品为例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英博物馆藏 14 世纪以前西亚器物的资料收集，运用双重比较的方法—

—元青花与西亚器物、元青花与宋代瓷器之比较，分别从图案布局、表现手法、装饰题材和

造型四个方面，条分缕析，系统地探讨了元青花艺术中所存在的外来影响。 
关键词：元青花  外来影响 
Abstract：…… 
Key words：…… 

 
美国沃尔特·丹尼在《中国青花瓷题材的伊斯兰青花陶器》一文中说……（省略）。既

然元青花诞生之初，是以西亚作为主体市场，在装饰上自然会受到来自西亚文化与艺术的影

响。关于这一点，早就有学者指出过，如陈克伦先生的《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

因素》
1
，英国巴兹尔·格雷的《8至 15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波斯影响》

2
，以及王镛先生在《中

外美术交流史》中
3

笔者通过在大英博物馆的考察学习，深入了解了 14 世纪元青花诞生以前西亚物质文化

的面貌，希望在本文中将元青花与早于它的西亚器物进行对比，并参考宋代瓷器特点，从图

案布局、表现手法、装饰题材和造型四个方面，来进一

步探析元青花艺术中的外来元素。 

，都指出元青花虽是中国生产，但为了外销的需要，器物上呈现出强烈

的外来风格影响。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论述基本上比较概略，还有进一步细化、深入的

空间。 

一.图案布局 

在分析元青花的图案布局前，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宋

代瓷器图案布局的特点。 

宋瓷不论是盘、碗还是瓶，在其每一个装饰面上，

例如盘心、碗心和瓶身等，要么只有一个主体图案，要

么在主体图案之外还有附加纹饰（如图 1）。但不论是哪

一种情况，主体图案都最为突出，附加纹饰往往很小，

而且安排在边沿部位，只起烘托效果，绝不喧宾夺主；

在题材或表现手法上，宋瓷的附加纹饰往往与主体纹饰

相互呼应、相辅相成。体现在瓷器画花、刻花、印花、

贴花等各种装饰手法上，都是如此。 

 

 

 

 

                                                             
1 陈克伦：《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2 页。 
2 巴兹尔·格雷：《8 至 15 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波斯影响》，安文英译，《新美术》1990 年第 4 期。 
3 
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图 1: 宋磁州窑白地剔黑龙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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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博物馆 

复旦大学博物馆座落于环境幽雅的校园西区大草坪附近，馆舍坐西朝东，为两栋上下两

层的仿古建筑，总面积约两千六百平方米。复旦大学博物馆于一九九二年元旦正式开馆，现

有藏品约两千多件，分别为复旦大学旧藏、国家文物局调拨（河南省博物馆、洛阳文物工作

队移交）以及上海博物馆、盛大网络集团等单位的捐赠品。从种类来看涉及陶瓷器、青铜器

等各类古代艺术珍品，其中历代古钱币收藏较为系统，三百余件殷商甲骨文片也弥足珍贵，

还藏有一批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和美国抽象艺术画作；应特别提及的是我校的台湾原住民

民俗文物藏量居大陆之最，这已引起校内外人士和相关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复旦大学博物馆近年来举办了“烂然星陈——复旦大学博物馆藏精粹”、“溯源——浙江

原始瓷考古成果特展”等多项展览，并通过专题讲座、主题活动等宣传博物馆文化和文化遗

产保护理念，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设施。 

 

开放时间： 

时间：每周二-周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1：30-4：30 

地点：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校内 300 号楼（相辉堂西侧） 

电话：021-55664493 

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fudan.edu.cn 

最新资讯请关注“复旦文博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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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系文物保护实验室 

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始文物保护教学的高校之一。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复旦大学部

分理科院系就开始了文物保护的科研与教学工作。1989年，复旦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创

建文博学院，下设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系。1996年撤销学院建制，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文物

保护科学系合并，成为今日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简称文博系）。文物保护实验室隶属于文

博系，常年承担系内本科生、研究生的文物保护教学任务。同时，围绕纸质文物和硅酸盐类

文物的保护修复开展科研活动。此外，文物保护实验室也为校博物馆、校考古队以及社会收

藏界提供保护与修复服务。 

构成

（1）文物保护室：按普通化学实验室要求设计，用于满足《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修复》

等课程实验以及其它化学操作的需求。 

： 

（2）文物分析室：用于存放与使用精密仪器设备，设备包括：CCD显微摄像设备、色差计、

显微镜、分析天平、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纸张撕裂仪、测厚仪、拉力计、折度计等。 

（3）文物修复室(一)：用于纸质文物的修复与保护,按书画装裱室的要求进行装修和配置。

修复室配备裱画台、大墙（木板墙）、清洗池、除湿机等设备，基本达到书画装裱、修复的

需求。 

（4）文物修复室(二)：按照修复需求，安装专用实验桌、工具架等设备，可开展古陶瓷检

查、清洗、粘结、配补、上色等系列操作，是开展陶瓷文物保护与修复教学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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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学社 

博雅学社成立于 2002 年，是复旦大学最为优秀的人文历史类社团之一。博雅学社以文

物与博物馆学系为依托，以“继承民族传统，传播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弘扬民族精神”

为办社宗旨，发扬博物馆的教育影响力与服务社会的志愿者精神。 

博雅学社通过民俗节日活动传承中华民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响应“5·18 国际博物馆日”，

鼓励同学们走进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倡导领略博物馆之美；举办形式多样的博物馆志愿者服

务活动，培养同学们关怀社会之心，锻炼能力。博雅学社在未来将通过更广泛的途径扩展同

学们的文化之旅，致力于打造主题鲜明、内涵深厚的学术活动，以及充满朝气、丰富多彩的

实践体验。 

【常规活动】 

线装书制作、陶艺制作 

“博物馆进校园”系列活动 

怀古出游、博雅讲堂 

【大型活动】 

“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民俗节日文化主题活动 

【社团公众号】 

复旦博雅学社  微信号：fudanb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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