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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 2019 级新生网上选课指南

2019 级新生进校后，首先在阳明学院接受一年的通识教育，以增进对

人类知识及其价值的综合理解与有效表达，从而在认知、思维、表达和应

用方面达到融会贯通、厚积薄发的新高度。根据学校要求，学生每个长学

期（一学年含两个长学期一个短学期）原则上需修读 20—25 个学分的课

程，包含学科大类必修、通识类必修和通识拓展类选修课程。

新生进校后如何选课？

一、了解贵州大学教务管理系统

贵州大学教务管理系统包含“通知公告、网上选课、活动报名、教学

质量评价、信息维护、信息查询、毕业论文、公用信息”等 8 个功能模块。

如图所示:

1、“网上选课”模块：包括“学生必修课选课、学生体育课选课、重

修课选课、院系选修课选课、全校性选修课选课、学生补修选课” 等内容。

学生必修课选课菜单项介绍，点击此菜单显示如下界面：

通知公告栏，每次选课通知都可以在此查

教务管理系统菜单栏

显示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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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修课选课界面涉及主要菜单有:本专业选课、跨专业选课、特殊

课程选课、已选课程、查看课表。如下图所示：

本专业选课：指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学年不涉及）

点击“本专业选课”按钮，系统仅显示本专业的选修课程上课信息，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课程，是否要预订教材后按“选定”即可。

跨专业选课：可以选本学院其他专业选修课程。（本学年不涉及）

点击“跨专业选课”按钮，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修本学院其他专

业其他年级的课程。

学生信息栏：包括学号、姓名、专业、年级、学期

学生本学期课程列表

这个提示很重要，没有弹出窗口，

学生无法完成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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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课程：主要包括《大学计算机基础》、《高级程序语言设计 VB》、

《大学英语二》、《大学日语一》。（重要，涉及本学年）

已选课程：显示本学期已选的所有课程。也可通过菜单“信息查询”

→“学生选课情况查询”方式来查询。

学生每学期选课结束后，必须认真核查自己所选的课程。如果发现所

选课程与课表不符，应及时向学院教务办（或学院教学科研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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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课表：可查阅本学期个人课表。也可通过菜单“信息查询”→“学

生个人课表”方式来查询学生本学期个人课表。从课表上确定课程的上课

时间、地点等信息。对于一些没有安排时间或地点的课程，则在课表下方

显示。

2、信息维护模块：主要功能是登录密码的修改。

3、信息查询模块：包括“专业推荐课表查询、学生个人课表查询、学

生考试查询、成绩查询、学生补考考试查询、课程介绍查询、学生选课情

况查询” 等内容。

4、教学质量评价模块：每学期期中后，学生需上网对任课教师进行教

学评价，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每个学期期中，按学校通知要求，学生都必

须完成，未完成此项工作，将影响本学期期末考试和下学期的教学安排。

二、了解本学期本专业的预置课程和学分

2019 级学生进校后，学校事先将本学期需开出的学科大类课程、通识

类必修课程预置到学生课表里，这类课程学生不需选，学生进入教务系统

后先查看已预置了多少学分的课程。

如何具体操作：

登陆教务管理系统后，点击菜单“信息查询”→点击菜单“学生选课

情况查询”，显示如下界面（此时所显示的课程就是已经预置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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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门课程学分之和，就知已预置的学分。学校每个长学期对学生原则上

要求修读 20-25 学分，与预置课程的学分进行比较，就知道还应补选多少

学分的课程。

由于专业不同，预置课程的学分也不相同。如果预置课程学分在 20

学分以上的，建议同学们可选修 1-2 门通识拓展类课程修读，本学期不选

修《大学计算机基础》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VB》，第二学期再选修；如

果预置课程学分低于 20 学分的，先选修《大学计算机基础》或《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 VB》（任选一门。大学期间，这两门课程必须选修一门），再

选修几门通识拓展类课程修读。

三、如何选课

下面就 2019 级新生如何在网上选课作具体说明：

1、登录贵州大学教务管理系统

打开 IE 浏览器 （教务管理系统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在 IE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210.40.2.253:8888/，然后单击键盘上的

回车键，出现如下图所示画面：

http://210.40.2.253: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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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用户名为学号）、密码（第一次登陆密码为学生身份证号

码，登陆完毕，系统提示修改密码，密码只能是数字和字母，请同学们务

必记住修改后的密码）及验证码，选择角色类别“学生”，最后点击登录。

2、2019 级学生选课内容包括：《大学英语（二）》、《大学计算机基础》

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VB》、《大学日语》等特殊课程以及通识拓展类选修

课程。

课程说明：《大学英语（二）》的选课对象是英语分级考试合格学生（新

生进校后，贵州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将组织新生进行大学英语分级考试，

成绩合格的学生可免修《大学英语（一）》，直接选修《大学英语（二）》，

其他学生从《大学英语（一）》开始修读）。《大学日语（一）》教学从“零

起点”开始，选课对象是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新生在选课之前必须仔细

阅读“大学外语选课及分级教学说明”。《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学生必修课

程，选课对象是计算机基础较差的学生，计算机基础较好的学生可选《高

级程序设计语言 VB》替代《大学计算机基础》。

3、如何选修《大学计算机基础》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VB》

登陆教务管理系统后，点击菜单“网上选课”→点击菜单“学生必修

课选课”→点击“特殊课程”按钮，弹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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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大学计算机基础》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VB》，即弹出所点击

课程的教学安排（时间、地点），学生根据自己的课表选择与其他课程不冲

突的课堂学习。选择完成后一定要点击“选定”按钮。

《大学英语（二）》、《大学日语（一）》选课方式与《大学计算机基础》

选课方式相同。

4、如何选修通识拓展类课程（2019 级学生本学期都要选修）

通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包含：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

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等六大板块的课程。学生在校期间需在这些模块中选

修不少于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学分的课程，即每一模块需选修不少于 1 门

课程学习（不超过 2 门）。本学期学生可根据已预置的学分进行选择，预置

学分在 18 学分以内的（含 18 学分），可选择 3 门学习。预置学分在 18

学分以上的，可选择 1-2 门学习，本学期总学分原则上控制在 20—25 学分。

操作：登陆教务管理系统后，点击菜单“网上选课”→点击菜单“全

校性选修课选课”弹出下面界面。

可按“课程归属”选修课程,直接在前面方框类打“√”，选择完毕后点

击“提交”按钮，确认“提交”方可结束。下方会显示已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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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完成所有课程的选课，学生可查看“学生选课情况查询”，看是否

所选的课程都在，在说明选上，不在说明未选上。未安排时间、地点的课

程在“学生个人课表”里不体现。如选课有不清楚的可到阳明学院教务办

咨询。

四、2019 级新生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正式上课，所上课程为已提前

预置在课表里的课程，同学们根据自己的课表到指定课堂学习。

五、选课时间及机房安排

2019 年 9 月 23—26 日 9:00—17:00 为新生网上选课时间，主要选

修“通识拓展类课程”和“特殊课程”，新生在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可

到崇文楼机房（103、105、112、118、122、128）选课。

六、其他补充说明

1、2019 级学生于 2019 年 9 月 16、17 日报到，18 日晚进行《大学

英语》分级考试，考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不是所有 2019 级学生都要参加《大学英语》分级考试，具体名单

将通过其他方式公布，请同学们留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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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课选课说明：因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体育课所学项目一样，故

同学们在第一学期选取项目时，一定要清楚授课教师的姓名，以便第二学

期选课（第二学期选修体育课时，一定要和第一学期一致，即上课时间、

教师、项目与第一学期一致）。

4、通过《大学英语》分级考试且决定从《大学英语》（二）开始修读

以及选择《大学日语一》的同学，请勿在领取的《大学英语》教材上书写

任何字迹，待正常上课后将大学外语教材退回教材科以换取新的教材。

5、必修课从教学第三周（9 月 23 日）开始上课，学生所选课程（包

括特殊课程、通识拓展选修课程）从第四周开始上课。

6、新生如何选课也可咨询高年级师哥师姐。

7、选修了网络课程的同学，如何上网学习请注意通知。

由于选课时间冲突，导致一些课程（选修课程）无法选上，同学们可

在以后的学期再选。

贵州大学阳明学院教务办

2019-8-3

大学外语选课及分级教学说明

2019 级新生须仔细阅读本说明

2019 级新生可选择学习的大学外语有《大学英语》、《大学日语》，其

中的《大学英语》采取分级教学模式。具体要求及说明如下：

1、《大学外语》作为通识必修课，学生在校期间无论选读哪个语种，

必须修满同一语种的 12 个学分，未修满者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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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英语》采用分级教学形式进行。新生于 9 月 16、17 日报到，

18 日晚由教务处、大学外语教学部组织进行一次相当于大学英语一级的水

平考试，考试成绩达到我校大学英语实验班成绩要求者，可以进入大学英

语实验班并直接从《大学英语（二）》开始学习，《大学英语（一）》记相应

的成绩和学分，但须交纳《大学英语（一）》的学分学费，其《大学英语（一）》

成绩记入方式：测试成绩在 90 分（含 90 分）以上者，以实际测试成绩记

入，测试成绩在 60-89 分之间，以实际考试成绩加 15 分记入，但最高成

绩不超过 90 分。如果学生不满意该成绩，也可选择从《大学英语（一）》

开始学习。未进入实验班的学生，一律从《大学英语（一）》开始学习。《大

学英语（一）》由教务处统一预置到学生课表中，修读《大学英语（一）》

的学生本学期无需选课。

3、从《大学英语二》开始修读的学生需到阳明学院教务办办理选课手

续。《大学英语一》保留在课表里，无需退课。

4、除《大学英语》外，对于高中阶段非英语语种及英语基础较差的同

学建议选择小语种《大学日语》学习。《大学日语》为“零起点”教学模式。

学生在修读《大学日语》的同时也可以修读《大学英语》，但《大学英语》

只能作为选修课程记入（一旦选择《大学日语一》学习，需到阳明学院教

务办办理《大学英语（一）》的退课手续，不办理则视为选修了该门课程。

《大学日语一》作为必修课程，必须修满 12 学分，未修满者不能毕业。）

《大学日语一》的修读由学生自己完成选课，方法见前述“特殊课程的选

课方式”。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将优先考虑机械类、计算机类、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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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的学生修读《大学日语一》。

5、对于选择《大学日语》的学生，学习一个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退

出者，必须从《大学英语（一）》开始学习，需填写“贵州大学《大学外语》

学习申请表”，经学院领导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学生所取得的其它语种

的学分，作为选修课程学分记入。

6、学生在《大学英语（四）》学习完成之前，如果通过 CET4 级考试，

可以提出申请免考《大学英语（四）》，成绩以 75 分记入，须交纳《大学

英语（四）》的学分学费，不提出申请者成绩不记入。如学生《大学英语（四）》

的考试成绩低于 75 分，以后又通过 CET4 级考试，成绩仍以原成绩计。

如有疑问，请到贵州大学外语教学部或贵州大学阳明学院教务办咨询。

贵州大学具体上课时间：

早上 1,2 节（8:00—9:50）； 3,4 节（10:10—12:00）

下午 5,6 节（14:30—16:20）； 7,8 节（16:30—18:20）

晚上 9,10 节（19:0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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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