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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大国政治 Great Powers Politics

课程代码
0303042013

43

课程属性 学科基础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必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郭培清 课外学时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中英文）：

当今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关系塑造中发挥了独特作

用，掌握大国之间的重大事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内涵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课程通过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剖析大国兴替的内在规律，介绍自三十年战争以

来以世界格局至今国际格局发生的变化。通过对大国兴衰规律的学习，理解国际政治的

内涵，把握大国政治的本质，为系统掌握国际关系理论打下基础。

The main actors in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still countries, and in particular the

great powers play a unique rol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arning major events

between great pow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is course analyzes the

internal law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through a combination study of history and

theory, and introduces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since

the Thirty Years’ War. Through studying the law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rasp the essence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systematic maste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2 -

2.设计思路：

政治学学科包括研究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了解大国相互之间政治关

系的变化是必修科目。本课程将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历程和大国之间关系变化作为主要讲

授对象，分析大国兴衰的普遍性规律和因国而异的特殊现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借鉴和参考。本课程适合拥有世界史基本知识和对国际时政有浓厚兴趣的同学选修，内

容上分为两部分：国别兴衰史和大国相互之间关系的演变。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该课程属于政治学基础知识，建议安排二年级开始选修，

二、课程目标

大国政治本门课采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剖析大国兴替的内在规律。掌握大国

外交与内政的重大事实，了解并一定程度的运用国际政治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时政。通

过对大国兴衰规律的学习，理解国际政治的内涵，把握大国政治的本质，为系统掌握国

际关系理论打下基础。

三、学习要求

要完成所有的课程任务，学生必须：

（1）按时上课,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2）上课之前完成指定的阅读资料。

（3）完成教师布置的一定量的阅读文献和背景资料等作业，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促进同学间的相互学习、并能引导对某些问题和理论的更深入探讨。

四、教学进度

序号
专题

或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

内容

或课外练习等

1 总论 4

近代大国兴替史纲，介绍自三十

年战争以来以世界格局以及中国

在近代初期世界坐标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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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的兴起和

东方的衰落
4

西方兴起的背景；明代中国、穆

斯林世界的衰落

3
工业化与力量

对比
4 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和影响

4

西方工业文明

和资本主义的

内在危机

4 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缺陷

5
冷战时代的大

国政治
4

对比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与“战

争道路”产生的背景和方针。

6
两极世界的稳

定与发展
4

总结梅特涅、俾斯麦和基辛格关

于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思想观

7
世界三大体系

的蜕变
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

8
新冠疫情之后

的大国关系
4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国

政治的剧变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或其他版本。

2、主要参考书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顾关福著：《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 年版。

刘同舜 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辫，195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江流 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C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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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20

2.平时测验成绩 20

3.期末考试成绩 6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等，均属造假

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

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