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临床1-3班 118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生理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2 09.14-09.18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3 09.21-09.25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4 09.28-10.02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生化 生理 英语

6 10.12-10.16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7 10.19-10.23 英语 生化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运动会

8 10.26-10.30 英语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9 11.02-11.06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化 生理△ 生理 英语

10 11.09-11.13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生理 卫生经济 生化△ 生化 生理△ 生理 英语

11 11.16-11.20 英语 生化 体育 生理△ 生理 生化△ 生化 生理 英语

12 11.23-11.27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生理 社会医学 生化△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 英语

13 11.30-12.04 英语 生化 体育 生理△ 生理 社会医学 生化△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 英语

14 12.07-12.11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生理 社会医学 生化△ 生化 生理 英语

15 12.14-12.18 英语 生化 体育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生化△ 生化 生理 英语

16 12.21-12.25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生化△ 生化 生理 英语

17 12.28-01.01 英语 生化 体育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生理 生化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概论 体育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医政楼报告厅 11-107 11-107 11-107 11-107 11-107 11-107 11-107 11-107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社会医学》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5、《生物化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生理学》3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6、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临床4-6班 95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2 09.14-09.18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3 09.21-09.25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4 09.28-10.02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医学基础△

6 10.12-10.16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医学基础△

7 10.19-10.23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运动会

8 10.26-10.30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医学基础 体育

9 11.02-11.06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医学基础 体育 生理△

10 11.09-11.13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概论 生化 近代史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医学基础 体育 生理△

11 11.16-11.20 英语 生化 医学基础 生理 生化 ,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体育 生理△

12 11.23-11.27 英语 生化 生理 概论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社会医学 体育 生理△

13 11.30-12.04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社会医学 体育 生理△

14 12.07-12.11 英语 生化 生理 概论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体育 生理△

15 12.14-12.18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生化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体育

16 12.21-12.25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概论 生化 生理学 英语 生化△ 体育

17 12.28-01.01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 生理 生化 生理学 英语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概论 英语 体育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301 11-301 11-301 11-301 11-301 11-301 11-301 11-301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社会医学》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5、《生物化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生理学》3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6、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1-4班 150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2 09.14-09.18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3 09.21-09.25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4 09.28-10.02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6 10.12-10.16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7 10.19-10.23 生化 生理 英语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运动会

8 10.26-10.30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9 11.02-11.06 概论 生化 生理△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10 11.09-11.13 概论 生化 生理△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卫生经济 生理 近代史

11 11.16-11.20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理△

12 11.23-11.27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 生理△ 社会医学

13 11.30-12.04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 生理△ 社会医学

14 12.07-12.11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社会医学 生理 生理△

15 12.14-12.18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12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34

16 12.21-12.25 概论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12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34

17 12.28-01.01 生化 生理 英语 体育 英语 生化 初级临床实践12 生理 元旦(01.01)

18 01.04-01.08 概论 英语 概论体育 英语 初级临床实践34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11-105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8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社会医学》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5、《生物化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生理学》3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6、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5-8班 153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2 09.14-09.18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3 09.21-09.25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4 09.28-10.02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6 10.12-10.16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7 10.19-10.23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英语 生化 运动会

8 10.26-10.30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体育 英语 生化

9 11.02-11.06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生化△

10 11.09-11.13 英语 生理 近代史 卫生经济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生化△

11 11.16-11.20 英语 生理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化△

12 11.23-11.27 英语 社会医学 生理 社会医学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生化△

13 11.30-12.04 英语 社会医学 生理 社会医学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化△

14 12.07-12.11 英语 社会医学 生理 生化 生理 生理△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生化△

15 12.14-12.18 英语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78 生化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56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化△

16 12.21-12.25 英语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78 生化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56 体育 英语 概论 生化 生化△

17 12.28-01.01 英语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78 生化 生理 初级临床实践56 体育 英语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概论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103 11-103 11-103 11-103 11-103 11-103 11-103 11-103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社会医学》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5、《生物化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生理学》3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6、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预防1-3班 92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英语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2 09.14-09.18 英语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3 09.21-09.25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4 09.28-10.02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英语 生化 生理

6 10.12-10.16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7 10.19-10.23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生化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运动会

8 10.26-10.30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生化 体育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9 11.02-11.06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0 11.09-11.13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近代史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1 11.16-11.20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生化 体育 生理△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2 11.23-11.27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3 11.30-12.04 英语 生理 社会心理 生化 体育 生理△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4 12.07-12.11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生理△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5 12.14-12.18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理 生化△

16 12.21-12.25 英语 概论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生化△

17 12.28-01.01 英语 生化 体育 英语 生化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概论 体育 英语 概论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201 11-305 11-305 11-201 11-305 11-305 11-201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8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生物化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4、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药学1-4班 120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2 09.14-09.18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3 09.21-09.25 体育 病原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病原病理1△

4 09.28-10.02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6 10.12-10.16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34△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病原病理2△

7 10.19-10.23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运动会

8 10.26-10.30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12△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9 11.02-11.06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有机化学12△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病原34△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有机化学34△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10 11.09-11.13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病原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11 11.16-11.20 体育 病原病理 有机化学 英语 病原 病原病理 英语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34△

12 11.23-11.27 体育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34△

13 11.30-12.04 体育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 病原病理 英语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12△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34△

14 12.07-12.11 体育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病原病理34△

15 12.14-12.18 体育 英语 病原病理12△ 英语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16 12.21-12.25 体育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病理 英语 概论 病原病理

17 12.28-01.01 体育 病原12△ 英语 病原34△ 病原病理 英语 病原病理 元旦(01.01)

18 01.04-01.08 体育 英语 英语 概论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207 11-207 11-207 11-207 11-207 11-207 11-207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检验1-2班 65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病理学 分析化学 英语 生理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概论 伦理 生理 病理学 英语

2 09.14-09.18 病理学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

1△
生理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生理 病理学 英语

3 09.21-09.25 病理学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2△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生理 英语

4 09.28-10.02 病理学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1△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生理 病理学 英语

6 10.12-10.16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2△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生理 病理学 英语

7 10.19-10.23 病理学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 伦理 生理 病理学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1△ 体育 分析化学 伦理 生理 英语

9 11.02-11.06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2△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生理△ 伦理 生理 英语

10 11.09-11.13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1△ 体育 概论 分析化学 生理△ 伦理 生理 英语

11 11.16-11.20 生理 分析化学 英语 分析化学2△ 体育 分析化学
病理
生理 生理△ 伦理 生理 病理生理 英语

12 11.23-11.27 生理 英语 病理生理 分析化学12△ 体育 概论 生理△ 生理 病理生理 英语

13 11.30-12.04 生理 英语 病理生理 分析化学12△ 体育 生理 病理生理 英语

14 12.07-12.11 英语 病理生理 体育 概论 生理 病理生理 英语

15 12.14-12.18 英语 病理生理 体育 生理 病理生理 英语

16 12.21-12.25 英语 病理生理 体育 概论 病理生理 英语

17 12.28-01.01 英语 体育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体育 概论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303 11-201 11-303 11-303 11-201 11-303 11-303 11-303 11-201 11-303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3、《生命伦理学》8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病理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8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5、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影像1-2班 68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电路分析 物理学 医学统计学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11-307 医学统计学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11-307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2 09.14-09.18 电路分析 物理学 医学统计学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11-307 医学统计学 体育 电路分析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3 09.21-09.25 电路分析 物理学 医学统计学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医学统计学 体育 电路分析 病原病理学基础△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4 09.28-10.02 电路分析 物理学 医学统计学 病原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医学统计学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体育 电路分析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6 10.12-10.16 物理学 临床医学基础△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体育 电路分析 英语

7 10.19-10.23 物理学 临床医学基础△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物理学 临床医学基础△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病原△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9 11.02-11.06 物理学 电路分析 临床医学基础△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0 11.09-11.13 物理学 电路分析 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1 11.16-11.20 物理学 电路分析1△ 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2△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2 11.23-11.27 物理学 电路分析1△ 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2△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3 11.30-12.04 物理学 电路分析1△ 病原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电路分析2△ 体育 电路分析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4 12.07-12.11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体育 物理学△ 病原病理 英语 物理学

15 12.14-12.18 病原病理学基础△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体育 物理学△ 英语

16 12.21-12.25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体育 病原病理 11-201 病原病理 英语

17 12.28-01.01 病原病理学基础△ 病原病理 11-201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病原病理 体育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临床医学基础 体育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207 11-108 11-105 11-309 11-201 11-307 11-307 11-201 11-307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19影像和19康复并班上课。
      3、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康复治疗学专业1-2班 68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2 09.14-09.18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3 09.21-09.25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4 09.28-10.02 康复机能评定 11-105 病原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6 10.12-10.16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学基础△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英语 运动学

7 10.19-10.23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9 11.02-11.06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病原12△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0 11.09-11.13 康复机能评定 11-105 病原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1 11.16-11.20 康复机能评定 11-105 病原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2 11.23-11.27 康复机能评定 11-105 病原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3 11.30-12.04 康复机能评定 11-105 病原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4 12.07-12.11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5 12.14-12.18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评定机能1△

运动学2△ 体育 运动学 病原病理学基础△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评定机能2△

运动学1△ 英语 运动学

16 12.21-12.25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病原病理 体育 运动学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 11-201 病原病理 英语 运动学

17 12.28-01.01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 11-201 英语 康复机能评定 病原病理 体育 康复机能评定病原病理学基础△ 康复机能评定 元旦(01.01)

18 01.04-01.08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康复机能评定 体育 康复机能评定 康复机能评定 英语 运动学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107 11-105 11-107 11-201 11-305 11-303 11-201 11-303

备注： 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19影像和19康复并班上课。
       3、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护理专业1-3班 116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英语 病理学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免疫学 病理学 药理学 英语

2 09.14-09.18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英语 病理学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免疫3△

护基12△（3学时） 免疫学 病理学 药理学 英语
免疫12△

护基3△（3学时）

3 09.21-09.25 基本原理 体育 英语 病理学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免疫3△

护基12△（4学时） 免疫学 英语
免疫12△

护基3△（4学时）

4 09.28-10.02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英语 病理学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护基12△（3学时）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免疫学 病理学 药理学 英语
免疫12△

护基3△（3学时）

6 10.12-10.16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英语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护基3△ 免疫学 病理学 药理学 英语
免疫3△

护基12△（3学时）

7 10.19-10.23 基本原理 药理学 英语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护基12△ 护基3△ 病理学 药理学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病原

生物 英语 护基3△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护基12△ 病原生物 药理学 英语 中医学

9 11.02-11.06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病原

生物 英语 护基3△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护基12△ 病原生物 药理学 英语 中医学

10 11.09-11.13 基本原理 体育 药理学 英语 护理学基础 护基12△ 护基3△ 药理学 英语 中医学

11 11.16-11.20 基本原理 体育 病理生理
病原

生物 英语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病原 护基12△ 病原生物 病理生理 护基3△ 英语 中医学

12 11.23-11.27 基本原理 体育 病理生理
病原

生物 英语 病原生物 病原
护基12△

病原3△（5）
病原生物12△(5)

护基3△（4学时） 病理生理 病原生物 英语 中医学

13 11.30-12.04 基本原理 体育 病理生理 英语 针灸学
护基12△

病原3△（3）

病原生物12△(3)

护基3△（4学时） 病理生理 英语 中医学

14 12.07-12.11 体育 病理生理 英语 针灸学 护基12△ 护基3△ 病理生理 英语 中医学

15 12.14-12.18 体育 病理生理 英语 针灸学 护基12△（6学时） 护基3△（6学时） 病理生理 英语 中医学

16 12.21-12.25 体育 病理生理 英语 针灸学 病理生理 英语

17 12.28-01.01 体育 英语 元旦(01.01)

18 01.04-01.08 体育 英语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307 11-101 11-101 11-101 11-101 10-201 11-101 11-101 11-307 11-207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病理学》《药理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护理4-6班+助产班 144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免疫学 英语 病理学 药理学 护理学基础 病理学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免疫学 英语

2 09.14-09.18 免疫学 英语 病理学 药理学
免疫45△

护基6+助△（3学时）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免疫6+助△

护基45△（3学时） 免疫学 英语

3 09.21-09.25 免疫学 英语 病理学
免疫45△

护基6+助△（4学时）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体育

免疫6+助△

护基45△（4学时） 免疫学 英语

4 09.28-10.02 免疫学 英语 病理学 药理学 护基6+助△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药理学 体育
免疫6+助△

护基45△（3学时） 免疫学 英语

6 10.12-10.16 免疫学 英语 药理学
护基6+助△（3学时）

免疫45△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护基45△ 免疫学 英语

7 10.19-10.23 英语 病理学 药理学 护基6+助△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护基45△ 运动会

8 10.26-10.30 英语 病原生物 药理学 护基6+助△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英语

9 11.02-11.06 英语 病原生物 药理学 护基6+助△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英语

10 11.09-11.13 英语 药理学 护基6+助△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药理学 体育
护基45△（4学时）

医学遗传（3学时） 中医学 英语

11 11.16-11.20 英语 病原生物
病理

生理
医学遗传△ 护基6+助△ 病原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基本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英语

12 11.23-11.27 英语 病原生物 医学遗传△
护基6+助△（4学时）

病原生物45△（5学

时）

病原 病原生物 病理生理 基本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英语病原生物6+助△(5)

13 11.30-12.04 针灸学 英语 医学遗传△
护基6+助△

病原生物45△（3学

时）

病理生理 基本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中医学 英语病原生物6+助△(3)

14 12.07-12.11 针灸学 英语 医学遗传△ 护基6+助△ 病理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护基45△

医学遗传 中医学 英语

15 12.14-12.18 针灸学 英语 护基6+助△（6学时） 病理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护基45△（6学时）

医学遗传 中医学 英语

16 12.21-12.25 针灸学 英语 病理生理 病理生理 体育 英语

17 12.28-01.01 英语 体育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体育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205 11-205 11-205 10-201 11-205 11-205 11-205 11-205 11-205 11-205

备注：1、《中医学》、《针灸学》上课班级为19护理4-6班。4、《病理学》、《药理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2、《医学遗传学》上课班级为助产班。            5、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3、《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护理7-10班 141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药理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免疫学 病理学 基本原理 病理学 体育 免疫学 英语 药理学

2 09.14-09.18 药理学
免疫78△

护基910△（3学时） 英语 免疫学 病理学
免疫910△

护基78△（3学时）
基本原理 病理学 体育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3 09.21-09.25
免疫78△

护基910△（4学时） 英语 免疫学 病理学
免疫910△

护基78△（4学时）
基本原理 体育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4 09.28-10.02 药理学 护基910△ 英语 免疫学 病理学 护基78△ 基本原理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病理学 体育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6 10.12-10.16 药理学
护基910△（3学时）

免疫78△ 英语 免疫学
护基78△（3学时）

免疫910△
基本原理 病理学 体育 免疫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7 10.19-10.23 药理学 护基910△ 英语 药理学 病理学 护基78△ 基本原理 病理学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药理学 护基910△ 英语 病原生物 护基78△ 基本原理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体育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9 11.02-11.06 药理学
护基910△

英语 病原生物 护基78△ 基本原理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体育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10 11.09-11.13 药理学 护基910△ 英语 护基78△ 基本原理 中医学 体育 护理学基础 英语 药理学

11 11.16-11.20 病原 病理生理 护基910△ 英语 病原生物 病理生理 护基78△ 基本原理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体育 病原生物 护理学基础 英语

12 11.23-11.27 病原 病理生理
护基910△（4学时）
病原78△（5学时） 英语 病原生物 病理生理

护基78△（4学时）
病原910△(5)

基本原理
病原
生物

中医学 体育 病原生物 英语

13 11.30-12.04 病理生理
护基910△
病原78△(3) 英语 病理生理

护基78△
病原910△（3学时）

基本原理 中医学 体育 针灸学 英语

14 12.07-12.11 病理生理 护基910△ 英语 病理生理 护基78△ 中医学 体育 针灸学 英语

15 12.14-12.18 病理生理 护基910△（6学时） 英语 病理生理 护基78△（6学时） 中医学 体育 针灸学 英语

16 12.21-12.25 病理生理 英语 病理生理 体育 针灸学 英语

17 12.28-01.01 英语 体育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体育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203 10-301 11-203 11-203 11-203 11-203 11-203 11-203 11-203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病理学》、《药理学》6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3、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管理）+（医药贸易）+（医疗保险） 99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医学统计 11-103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2 09.14-09.18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原病理（管+贸）△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3 09.21-09.25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 病原病理（医保）△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4 09.28-10.02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6 10.12-10.16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7 10.19-10.23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运动会

8 10.26-10.30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病原

（保

）△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病原病理（管+贸）
△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9 11.02-11.06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10 11.09-11.13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管理学原理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管理学原理 基本原理 英语 病原病理学基础

11 11.16-11.20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基本原理 英语 病原病理学基础

12 11.23-11.27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基本原理 英语 病原病理学基础

13 11.30-12.04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基本原理 英语 病原病理学基础

14 12.07-12.11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15 12.14-12.18 英语 病原病理（管+贸）△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医保）△ 英语

16 12.21-12.25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病原病理基础 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17 12.28-01.01 病原病理基础英语 病原病理（管+贸）△体育 医学统计 病原病理基础
病原病理

（医保）△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体育 医学统计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101 11-201 11-105 11-101 11-201 11-101 11-101

备注：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19卫管、药贸、医保、医信并班上课。
      2、《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3、《医学统计学△》18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4、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医学信息工程 32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2 09.14-09.18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3 09.21-09.25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 病原病理学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4 09.28-10.02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6 10.12-10.16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7 10.19-10.23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病原病理基础 C/C++△ 病原△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数字电子技术

9 11.02-11.06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10 11.09-11.13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11-101病原病理基础

11 11.16-11.20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11-101病原病理基础

12 11.23-11.27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11-101病原病理基础

13 11.30-12.04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基本原理 英语 11-101病原病理基础

14 12.07-12.11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15 12.14-12.18 英语 体育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病原病理学基础△ C/C++ 英语

16 12.21-12.25 病原病理基础 病原病理基础 11-201 英语 体育 病原病理基础 C/C++ 英语

17 12.28-01.01 病原病理基础 英语 体育 病原病理基础 病原病理学基础△ C/C++ 元旦(01.01)

18 01.04-01.08 英语 体育 英语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101 6-113 12-109 11-105 11-101 12-308 11-101 12-109

备注：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19卫管、药贸、医保、医信并班上课。
      2、《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3、《数字电子技术》19医信和18影像并班上课。 4、本学期英语为选课制，上课具体地点请至教务系统查看。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2021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

2019级英语专业 31人

周

次
日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9.07-09.11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2 09.14-09.18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3 09.21-09.25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4 09.28-10.02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国庆节（10.01-10.09）

5 10.05-10.09 国庆节（10.01-10.09）

10.10-10.11
10.10（周六）课程安排 10.11（周日）课程安排

概论 视听说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6 10.12-10.16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7 10.19-10.23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运动会

8 10.26-10.30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9 11.02-11.06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0 11.09-11.13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1 11.16-11.20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2 11.23-11.27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3 11.30-12.04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英语语法 基础写作 英语泛读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4 12.07-12.11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概论 英语口语 基础英语 体育 人体结构

15 12.14-12.18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基础英语 体育

16 12.21-12.25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基础英语 概论 基础英语 体育

17 12.28-01.01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基础英语 元旦(01.01)

18 01.04-01.08 基础英语 视听说 英语测试 基础英语 概论 基础英语 体育

19 01.11-01.15

上课教室 11-308 语5 语6 11-308 11-308 11-308 11-308 11-308 11-308 9-204

备注：1、《形势政策》9学时，由马克思学部自行组织。

      2、语5—行政楼209、语6—行政楼211.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9学时慕课，教学详见进度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