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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简介

哈尔滨师范大学坐落于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是黑龙江省

教育、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是黑龙江

省属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学校是国家“中

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是“十三五”时期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百所中西部

本科院校之一。

学校成立于 1951 年，其前身是 1946 年我党在东北解放区建立的松江省立行知师范

学校，经历了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1951——1956）、哈尔滨师范学院（1956——1980）

时期，1980 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2000 年呼兰师范专科学校、黑龙江农垦师范专

科学校并入，2002 年黑龙江省物资学校（黑龙江省物资职工大学）并入，组建成新的哈

尔滨师范大学。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弘扬以“行知精神”为代表的大学文化，践行“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的从师准则，秉承“敦品励学，弘毅致远”的校训精神，坚持立德树

人、提高质量、创新发展。学校先后荣获“黑龙江省文明单位标兵”、“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校园”等称号。

学校有江南、江北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34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 余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近 30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4 亿余元。建有以文博馆为核心的四馆一

体的展览中心。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 890 万册，是“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学校设有 25 个学院（部），83 个本科专业，建有一批省级重点一级学科（群）和

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学校具有完备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体系，有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 10 个，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 6个，是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化学、材料科学学

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美术学和中国语言文学 4个一级

学科进入全国前 30%。

学校坚持教育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突出教师教育特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三

次入选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和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国家级重点人才培养支持计划，有国家级

特色专业 10 个，省级重点专业 18 个，国家级、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3 门。获批国

家级、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和教学改革成果奖百余项。

建校以来，学校先后为社会输送了 40 余万名各类优秀人才，涌现出一批世界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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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名的优秀人物：“全国优秀教师”宋立志、“全国道德模范”张丽莉、“全国劳动

模范”王惠生、“感动中国人物”秦艳友、“世界小姐总冠军”于文霞、“中国象棋世

界冠军”王琳娜、“世界速滑锦标赛冠军”王北星、“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速滑冠军”

付春艳，一大批校友成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优秀骨干教师和社会精英，为国家和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为学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专业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700 余人，有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 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者 3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6 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1个；“龙江学者”10 人，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8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9 人，省优秀中青年专家 13 人，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人才 24 人，省级教学名师

14 人，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 17 人。

学校学术研究实力雄厚。现有光电带隙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包括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发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智库）27 个。近五年来，学校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近 500 项。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220余项。

我校教师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万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被 SCI、SSCI、EI 等国际检索系统收录 2200 余篇。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 280 余

部。获得授权专利 11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140 余项。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

基地、黑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和研修基地、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以及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等 5个省级学会挂靠在我校。学校主办的《北方论丛》、《黑龙

江高教研究》等 14 种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具有重要影响。

学校充分利用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坚持走国际化办学道路。先后与俄罗斯、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韩国、巴西、埃及等 2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71 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的教育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关系。学校与俄

罗斯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联合成立了黑龙江省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哈尔

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在海外创办了 4所孔子学院，其中伦敦中医孔子学院连续

五年被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院”，并成为全球首批示范孔子学院。学校被国家汉办评

为“孔子学院先进中方合作机构”，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孔子学院奖学金生”

招生院校和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 基地，是“黑龙江省汉语国际推广教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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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所在地。学校是承担国家汉办海外巡演任务最多的高校之一。

学校大力支持地方教育事业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立了覆盖全省的 G-U-S 教师教

育联盟，推进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小学校联合培养教师教育人才。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长期保持全国领先优势地位，支持建设的哈尔滨音乐学院、青冈实验中学和顺迈学

校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连续 32 年承办“哈夏”音乐会专场演出，建成黑龙江现

代文化艺术产业园区和哈尔滨国际油画交易中心，积极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学校在高教

强省“五个服务计划”、“三支一扶”、“村村大学生计划”和扶贫等工作中做出了重

要贡献。建设高校高端智库，通过成果转化、政策咨询等形式，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和黑龙江省“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将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全国，深入贯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哈尔滨师范大学章程》

为基本遵循，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扎实推进依法治校进程，不断推动学校各项事业

健康发展，为建设国内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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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须 知

一、招生概况

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包含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两类。学术型研

究生是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

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为了培养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

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招生类别分为

非定向就业全日制、定向就业全日制和定向就业非全日制三种。详细的招生专业、研究

方向、招生人数、考试科目及考试大纲请参见《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招生目录》和《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含

专业学位）招生考试大纲》。我校 2021 年共有 9 个学科门类 20 个一级学科中的 62 个

学术型学科专业和教育硕士（部分领域同时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艺术硕士（部分领

域同时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体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电子信息、翻译硕士、

新闻与传播、会计、应用统计 9 个专业学位类别的 31 个领域招收硕士研究生，预计招

收 2025 人。报考非全日制的考生只能选择标有“（非全日制）”字样的研究方向。因

教育部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尚未下达，我校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各学科专业

的招生人数（其中包含已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公布的接收推免生人数，该人数只是预计接

收计划，最后招收推免生人数以实际情况为准。我校 2020 年实际招收推免生 66 人）只

是预计数字，我校将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二、报考条件

（一）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

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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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可以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①自考或成人本科进修通过本科 6门主干课程（与

报考专业相关，现场确认和复试资格审查时须提供相应成绩管理部门出具的成绩单）；

②必须在省级以上刊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一篇；③报考专

业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复试时须加试两门本专业本科

主干课程。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在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和复

试资格审查时需提供原培养单位研究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否则取消

其报考及复试资格。

（二）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专业除外）的报考

条件同（一）。

报考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专业的考生除符合（一）中 1、2、3 各项的要求外，应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

毕业同等学力（见报考条件（一）中相关说明）的人员；

3.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三）报考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报考条件除符合（一）中 1、2、3、4

各项的要求外，必须是在职定向就业人员，报考类别必须选择为定向就业，否则报名无

效。报考非全日制的考生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另需提供《定向培养合同书》（见

附件）。

我校 2021 年招收推免生。我校接收的推免生必须是经毕业学校（具有开展推免生

工作资格的学校）选拔并确认资格，在 10 月 25 日前经中国研招网推免服务系统，报考

我校经同意后，参加我校复试后择优录取的推免生。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含硕师计划

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全国统考。欢迎推免生到我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我校将

对推免生在奖助贷体系中予以优先考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管理领域，按教育部

相关规定不接收推免生。

（四）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 1、2、3各项的要求。



8

2.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４年以上，业务优秀，已经发表过研究

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 年

以上，业务优秀，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

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招生专业已在专业目录中标注。

三、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

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一）网上报名：报考 2021 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

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每天 9：00-22：00。

2．报名流程：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

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我校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

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

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3.注意事项：

（1）哈尔滨市报考我校的所有考生（有哈市户籍的但是在外地高校就读的应届生

除外）网报时必须直接选择哈尔滨师范大学报考点（代码：2314）。户口不在哈市且不

在哈市工作的考生，请按户籍所在地就近选择报考点，以免影响报名是否成功。我校将

在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严格审查考生是否符合报考点选择条件，对于弄虚作假者，

不予确认。

（2）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我校的生源缺额

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3）考生按规定缴纳报考费，按照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要求，所有选择哈师大报

考点的考生，提交报考信息后，须在网上报名截止日期 10月 31日之前，以“网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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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缴纳报考费 150元/人。考生网上支付时请按照页面相应提示进行操作，收到缴费成

功信息后，方可持报名号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否则报名

无效。请考生务必于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前在网上支付报考费，现场确认期间一律不接受

现场缴费。

（4）考生应按我校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5）考生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

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

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我校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6）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需及时上网查看学

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具体方

式可查询网址：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在网上确认（现场确认）

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为及时查看学历（学籍）信息的校验结果，请各位考生尽

量提前网上报名时间，若网上校验未通过，则可及时进行学历（学籍）认证，以免影响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

（7）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业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

职人员考生，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

身份，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并在国家公布分数线后 3天内及时与研招办联系

照顾政策实施等相关事宜，逾期未进行联系的考生，视为放弃该权利。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

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

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

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

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招生专业已在专业目录中标注。

（9）国防生和现役军人报考我校，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解放军及我校有关报考要

求，遵守保密规定，按照规定填报报考信息。不明之处应事先与我校联系。

（10）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

http://www.chsi.com.cn
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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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

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1）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

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移动电话要认真填写，并保证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前有效。

（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要求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

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

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当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

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6.考生报名时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遵守相关约定及要求。

7.选择我校报考点的考生请关注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网站公布《2021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哈师大考点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公告》。

（三）准考证发放：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实行考生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招生单位不再给考生发放《准考证》。《准

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

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四、考生资格审查

按相关规定，在审查考生资格时，发现伪造证件情况时，将扣留伪造证件；未通过

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将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

我校在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准许参加考试。我校

将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详细审查，对不符

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研究生新生入学时，将按相关规定对其资格进行全面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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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者不予注册学籍。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入

学资格或学籍。

五、考试

（一）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

参加初试和复试。

（二）初试日期和时间：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7 日(每

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一律不

予承认。

报考美术学院美术学（130400）专业、设计艺术学（1305L1）专业、美术（135107）

专业、艺术设计（135108）专业的考生，必须选择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 小时，考试科目

代码为 5XX 的报考点，否则报名无效。报考上述专业的考生，科目四考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 8:30。

（三）初试科目：

12 月 26 日上午 科目一：思想政治理论 12 月 26 日下午 科目二：外国语

12 月 27 日上午 科目三：业务课一 12 月 27 日下午 科目四：业务课二

12 月 28 日上午 科目四为术科考试的科目（科目代码为 5XX）。

部分专业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详见我校招生专业目录。

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全国统考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英语二、俄语、日语、

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四）考生须到报考点指定的考场考试。（具体考试地点见准考证。）

（五）复试时间、地点、方式另行通知。

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成绩。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我校认为必要时，可再次复试。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时加试两门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

程。

六、调剂

调剂工作将在国家制定并公布全国统考和联考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我

校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及具体生源情况制定并公布具体调剂办法。届时，考生可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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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网”调剂服务系统填写报考调剂志愿。

七、体检

考生体检须在我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我校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

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按

照《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提出

我校体检要求。具体要求见复试通知。

八、录取

按照教育部和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当年录取工作规定，根据下达的招生计

划，依据考生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

及身心健康状况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硕士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

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办理请假手续。

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以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份报考的考生（含以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

科生身份报考的考生），在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新生报到后，我校将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专业素质、健康状况等全

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准者按照本单位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对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违规或作弊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严肃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

对在职考生，有关部门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

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弄虚作假者（含推免生），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

录取资格或学籍。

相关单位应将考生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

诚信档案》，并将考生的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记入考生人事档案，作为其

今后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十、学费及奖助贷政策

按照国家及省教育厅相关要求，我校学术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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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元；专业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除音乐、美术、艺术设计、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

专业每生每年 9000 元外）为每生每年 8000 元；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研究生每生每年

8000 元（学制 3年，寒暑假授课），非全日制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每生每年 9000 元（学

制 3年，周末授课）。所有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

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研究生还可申请学业奖学金，其奖励标准为 8000 元到 12000 元。

十一、其他

（一）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

采取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去向。

（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

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我校不承担责任。

（三）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办理。

（四）考生报考时必须填写所报考的学院、专业、研究方向、应试科目的代码及名

称，并保持一致。如出现相关内容不一致，则由我校指定应试科目。

（五）报考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英语语种考生，除汉语国际教育、美术、艺术设

计等专业为“英语一”外，其它均指定为“英语二”。

（六）未尽事宜请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招生办公室联系。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生招生的相关信息全部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网站公布，请考生及时查看，

网址：http://yjsxy.hrbnu.edu.cn/。

http://yjsxy.hr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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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问 答
一、外地考生如何报考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答：在全国各地都可就近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每年 10 月份全国网上报名时，提

供报考点列表，考生可按相关要求从中选择报考点报考，并按规定时间到所选报考点进

行现场确认和考试。

二、考生如何报名？

答：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环节，缺一不可。

三、科目四为术科考试的如何进行？可否在外地进行术科考试？

答：我校如下专业：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美术(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艺术设计(艺

术硕士专业学位)科目四为术科考试，报考上述专业及方向的所有外地考生，必须选择

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小时，考试科目代码为 5XX 的报考点，否则报名无效。可以在外地

进行术科考试。

四、研究生报考类别、录取类别有哪些？各类别有何区别？

答：1．非定向就业全日制研究生：档案与组织关系迁至学校，全日制学习，毕业

后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2．定向就业全日制研究生：档案与组织关系留原单位，全日制学习，考生录取前

须与工作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工作。

3．定向就业非全日制研究生：档案与组织关系留原单位，非全日制学习，考生报

考时须与工作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工作。

五、研究生学制如何？

答：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二至四年，一般为三年，如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提前修

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考核合格，并在本专业有突出成果的，可申请提前毕业，具体按

我校相关规定执行。

六、是否允许跨学科报考？

答：我校接受考生跨学科报考（同等学力考生除外），录取时无需加试任何科目。

入学后须补修所学专业三门本科主干课程，以完善专业知识结构。

七、对同等学力考生有哪些考试和在校学习要求？

答：1．以同等学力身份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考试内容、复试分数线与本

科毕业生完全相同。达到国家和我校规定分数线者可参加复试。复试过程中，除参加我

校组织的各项考试外，还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考试，合格者方可被正式录取。



15

2．以同等学力身份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按我校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规定，

在完成正常课程学习的同时，辅修两门或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辅修课程不

及格者不准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八、各专业招生人数是否可调整？

答：在录取过程中，由于国家下达招生计划相对滞后，各专业报名和考试情况也不

尽相同，因此在招生简章中所列的各专业招生人数将根据国家下达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

进行科学调整。

九、2020 年报考人数和录取分数线？

答：2020 年报考人数为 7043 人，录取 2013 人。达到国家统一复试分数线的一志愿

考生，一般均可参加我校复试，择优录取。

十、关于人事档案和户口迁移的问题？

答：被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将全部档案材料调转至我校，录取为定向就业的

考生无需调档；户口迁移按户籍管理部门当年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对体格检查的要求？

答：考生体检须在我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我校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提

出体检要求。具体要求见复试通知。

十二、如何选择导师？

答：报名时只选择报考专业、研究方向，不选择导师。新生入学后根据考生报考研

究方向及《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管理办法》确定导师。

十三、是否提供参考书和历年自命题试题？

答：我校不办理参考书订购业务，请考生自行购买。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我校不

提供历年自命题科目试题，请考生按考试大纲复习。

十四、哈师大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部门、联系方式

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由研究生学院归口管理，具体职能部门为研究生学院招生办公

室，办公地点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松北校区研究生院楼 425 室，办公电话：

0451-88060176，通信地址：哈尔滨市利民经济开发区师大路 1号，邮政编码：150025，

收件人：研招办主任。工作网址为：http://yjsxy.hrbnu.edu.cn/。

http://yjsxy.hr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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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哈师大报考点设置

哈尔滨师范大学报考点代码为“2314”，受理范围为户口在哈尔滨市（户口在哈市，

但是在外地就读的应届生除外）所有报考我校的考生。

十六、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校代码为“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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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招生专业目录

备注：研究方向前标有“（非全日制）”字样的方向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其余只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202 文学院 76

050101 文艺学

01 文学理论

02 西方美学及文论

03 中国美学及文论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37 文学

理论④837 中外文学史（含外国文

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三部分，选答其中两部

分。）

于茀

赵德鸿

王士军

张宏

杨燕

连秀丽

复试：文学评论写作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02 对外汉语教学

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11 语言

学概论④811 汉语基础（自命题）

李广瑜

吕长凤

复试：语言理论与语言

分析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现代汉语

02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03 汉语史

8 同上 陈颖

粱晓玲

徐广才

李振东

复试：汉语共时与历时

分析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02 古籍整理与研究

03 出土文献研究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37 文学

理论④837 中外文学史（含外国文

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三部分，选答其中两部

分。）

王洪军

黄威

孙刚

复试：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宋元明清文学

17(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同上 傅道彬

李洲良

侯敏

李康

倪海权

李永泉

李淑岩

复试：中国古代文学名

作分析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02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03 当代小说与文化研究

04 中国新诗研究

14 同上 郭力

徐志伟

陈爱中

宋喜坤

宋宝伟

复试：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

01 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

2 同上 郭崇林 复试：民间文学概论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02 比较叙事学

03 比较诗学

7 同上 高建华

张冬梅

李树欣

孙志刚

复试：外国文学作品评

论写作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金耀民 复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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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3 语文教学论

于茀

吕长凤

侯敏

王庆珍

203 历史文化学院 52

060300 世界史

01 古典文明史

02 世界中世纪史

03 世界近现代史

04 日本史

05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05 世界

历史基础综合

张晓校

朱川豫

杨 超

南慧英

吴 玲

孙 瑜

张作成

复试：

01 方向：世界古代史

02 方向：世界中世纪史

03 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04 方向：日本史

05 方向：西方史学史

0602L4 中国古代史

01 先秦两汉史

02 宋辽金元史

03 明清史

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02 中国

历史基础综合

陈纪然

林永强

王久宇

王 耘

复试：中国古代史

0602L5 中国近现代史

01 中国近代史

02 中国现代史

10 同上 段永富

李淑娟

复试：中国近现代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9 历史教学论

赵玉英

王明伟

复试：教学实践

205 教育科学学院 190

040101 教育学原理

01 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改革

02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

03 教育人类学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03 教育

学专业基础综合

温恒福

崔英锦

复试：1.教育哲学

2.教育社会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课程与教学论原理

02 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15(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同上 杨丽

陈云奔

赵冬臣

复试：教学论与课程论

040103 教育史

01 外国教育史

2 同上 陈桂香 复试：中外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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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40104 比较教育学

01 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5 同上 姜君 复试：比较教育学

040105 学前教育学

01 学前课程与游戏

02 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4 同上 窦岚

杨飞龙

复试：1.学前教育学

2.学前心理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01 高等教育原理

02 高等教育管理

03 习近平高等教育论述研究

10 同上 辛宝忠

孙芳

佟婧

王丽丽

复试：1.高等教育学

2.高等教育管理学

040110教育技术学

01 教学设计与学习资源开发

02 远程教育研究

03 数字媒体教育应用

04 信息化教育研究

6 同上 刘俊强

郭俊杰

殷宝媛

刘丽丹

曲茜茜

复试：教育技术学

040200 心理学

01 心理发展与教育

02 心理测量与咨询

03 组织管理心理学

2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01 心理

学基础综合

刘爱书

陆桂芝

刘明慧

王佳宁

马林

刘丽红

复试：

心理学研究方法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01 教育管理学

02 教育领导与教育改革学

8（含单

独考试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19 教育

学④819管理学

王凤秋

范魁元

复试：

1.教育领导学

2.学校管理学

045101 教育管理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1教育管理学

辛宝忠

王凤秋

李玉

范魁元

李慧

由沙丘

吴建华

复试：教学实践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14 信息化教育理论

刘俊强

李岩

郭俊杰

殷宝媛

张惠丽

刘丽丹

曲茜茜

曹红霞

孙文方

复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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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45115 小学教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25小学课程与教学论

赵彦宏

陈云奔

刘璐

郭四栋

李娜

杨柳

王威

刘梅梅

高峻峡

李文玲

复试：教学实践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16心理教育

李英

施长君

蔡迎春

田志鹏

马林

陆桂芝

复试：教学实践

045118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18学前教育学

窦岚

毕圣男

赵君英

景晓梅

姜君

复试：教学实践

206 经济学院 59

020200应用经济学

01 财政学

02 金融学

03 产业经济学

04 国际贸易学

05 劳动经济学

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03 数学

三④836 经济学（含微观、宏观经

济学）

张雪梅

白云

马书琴

刘生

赵天娥

郭晓勋

李桃

复试：

1.财政学

2.金融学

125300 会计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0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

马书琴

张志宏

赵天娥

李桃

郭晓勋

张雪梅

刘生

孙鸿雁

李向红

高荣伟

高娟

李宝虹

复试：

1.财务会计

2.财务管理

3.思想政治理论

207 管理学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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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120201 会计学

01 会计与财务管理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03 数学

三④839管理学

李向红 复试：中级会计

120202 企业管理

01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6 同上 徐光

高阳

复试：组织行为学

120401 行政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含单

独考试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40 管理

学④840公共政策学

赵辰光

荆玲玲

冯丹娃

祁凯

宋丽丽

复试：公共财政学

120404 社会保障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6 同上 万立军

张宝生

刘岩芳

李宝虹

复试：公共财政学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同上 崔佳 复试：公共财政学

2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85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科

学体系整体性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

29（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14 马克

思主义哲学④81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徐晓风

段虹

刘爱军

白夜昕

王婷

王秀敏

复试：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

论研究

02 红色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

究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

验与现实问题研究

20（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同上 陈宪良

王福兴

张广才

徐海峰

张妍

复试：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0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理论研究

02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

问题研究

03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

理论研究

04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研究

20 同上 李庆霞

孙玉忠

胡志良

李晓晴

胡莹

齐文涛

复试：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廉政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16 同上 孙立军

郝文斌

胡菊华

复试：思想政治教育学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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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

实践

03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文

化创新研究

0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

思想政治教育

于冰

任佳伟

209 西语学院 105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跨文化交际

02 美国文学

03 英语语言学

04 英国文学

05 翻译学

06 英美女性文学

27（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1 二外俄

语 242二外日语 243二外法语选一

③621 基础英语（词法、语法、阅

读、修辞）④821 综合英语（英美

概况、翻译、写作）

毛海燕

程爽

王晓丹

张莹

刘莹

张旭红

林亚军

杨东

徐畔

李莉莉

王国光

李雅波

宋秀芝

肖 凌

复试：英语语言文学综

合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英语考生）

01 心理语言学（英）

02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英）

03 二语习得研究（英）

7 同上 田延明

顾世民

复试：心理、认知语言

学基础理论；语言与文

化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英语教学论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张春玲 复试：英语教学论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全日制

35 人；

非全日

制 12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④908综合英语（基

础英语、写作、阅读）

顾世民

田延明

张旭红

程爽

林亚军

张春玲

郭颖

汤岩

祁光颖

杨东

王国光

张晓恬

刘洋

张莹

苗学华

复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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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王晓丹

尚云鹤

王颖

055101 英语笔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1 翻译硕

士英语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毛海燕

李雅波

李春光

宋秀芝

甄桂英

孙 岚

孟繁婷

王晓慧

复试：翻译实践

210 东语学院 21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01 日本文化

02 日本文学

03 日语语言学及日语教育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5 二外英

语③624 实践日语（语法、阅读）

④824 综合日语（日本社会概况、

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语教育、

翻译、写作）

王琪

赵薇

郑杨

黄明侠

王洋

复试：日语语言文学文

化

055105 日语笔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3 翻译硕

士日语③359 日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王琪

赵薇

金锦善

郑杨

黄明侠

王洋

复试：翻译理论与翻译

实例

211 斯拉夫语学院 40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01 俄罗斯文学

02 俄语语言学

03 翻译学

1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4 二外英

语③623 实践俄语④823 俄语综合

知识（含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概况、

俄语实践语法）

赵晓彬

杨玉波

吴哲

徐英平

王丽欣

复试：俄语写作与翻译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俄语考生）

01 心理语言学（俄）

02 语言文化学（俄）

03 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俄）

04 双语辞典与教学研究（俄）

7 同上 赵秋野

张志军

张金忠

复试：俄语写作与翻译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俄语教学论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③

703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李雅君 复试：俄语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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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55103 俄语笔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2 翻译硕

士俄语③358 俄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李俊玉

张金忠

常丽

杨立明

张帆

复试：俄语口笔译

212 公共英语教研部 48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英语）

01 外语教育教学

02 应用语言学原理与实践

03 跨文化研究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1 二外俄

语 242二外日语 243二外法语选一

③641 基础英语（词法、语法、阅

读）④841 综合英语（英美概况、

翻译、写作）

陈杰

刘英昕

复试：应用语言学综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全日制

33 人；

非全日

制 10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④919综合英语（基

础英语、写作、阅读）

才亚楠

陆杨

于婷

陈杰

于虹

赵滨丽

丁玲玲

安然

马阿婷

于淼

张阔

赵骞

裴云红

王艳红

肖成笑

李洁

复试：教学理论与实践

213 国际教育学院 50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54 汉语

基础④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张晓涛

戴云

李国慧

曲凤荣

李唐

邵华

刘辰洁

范晓轩

孙浩

陈颖

单威

赵宏

复试：专业综合（汉语

基础知识、文化常识）；

试讲

214 数学科学学院 93

070100 数学

01 李代数与李超代数

6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俄语选一③650数学分析④850
谢文娟

唐黎明

复试：数学专业基础（实

变函数、近世代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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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2 非线性泛函分析

03 调和分析

04 顶点算子代数

05 奇点理论及其应用

06 矩阵与算子广义逆

07 偏微分方程与几何分析

08 Banach 空间几何理论及应

用

09 微分方程数值解

10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11图论

12 生物数学

13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14非线性系统控制

15 优化方法与智能信息处理

16 非参与半参估计

17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注：方向 01-08属于基础数学；

方向 09 属于计算数学；方向

10-12 属于应用数学；方向

13-15属于运筹学与控制论。

16-17 属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方向

高等代数 白薇

张晶

宋福陶

穆强

王志刚

马海凤

侍述军

贺鑫

么焕民

吕学琴

牛晶

高建芳

刘萍

崔仁浩

王金凤

皮晓明

李冰

宋文

阚超

周慧波

邓世文

王玉文

王涛

刘冠琦

王紫

微分方程、数值分析、

概率论(五选二)）

025200 应用统计

01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

02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

1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03 数学

三④432统计学

王涛

刘宏亮

王紫

刘冠琦

徐延新

张译元

陈彦军

邓世文

复试：概率论、数理统

计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4 数学教学论

么焕民

房维维

曾伟梁

吴丽华

复试：1.高中数学基础

(笔试)

2.教学实践

215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

院

50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03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01 计算机基础理

论

周国辉

姜春茂

杜军

朱海龙

季伟东

复试：操作系统、计算

机组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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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朱晓

伦立军

赵国生

李英梅

邵晶波

085400 电子信息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01 智能软件技术

02 嵌入式系统

03 计算机网络

40（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922 程序设计与数

据结构

季伟东

李英梅

黄玉妍

张伟

李红宇

朱海龙

刘月兰

边奕心

贺维

马宁

段喜萍

黄春梅

邵晶波

于延

张军

李世明

赵国生

周国辉

李志聪

杜军

付伟

姜春茂

姜伟

李晶

刘靖宇

廖祎玮

朱晓

复试：操作系统、计算

机组成原理

216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68

070200 物理学

01 超材料物理

02 半导体器件输运性质第一

性原理研究

03 超级电容器和锂硫电池

04 稀土掺杂纳米发光材料发

光性质研究

05 热电材料研究

06 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07 功能材料与传感器件

08 凝聚态物质的高温高压结

62 方向 01-11 考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1量子力学④831普通物理（力

学、光学、电磁学）

方向 12-13 考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④832 数

字电子技术基础

王选章

张喜田

吕树臣

高红

孙文军

徐玲玲

张明义

林双燕

武立立

孟庆裕

胡建民

方向 01-11 复试科目：

固体物理；

方向 12-13 复试科目：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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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构与新物性

09 非线性光学材料与器件

10 原子与分子结构特征与介

质性质

11 分子器件

12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

13 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

注：01-02 方向属于理论物理；

03-08 方向属于凝聚态物理；

09 方向属于光学；10-11 方向

属于原子分子物理；12-13 方

向属于无线电物理。

曲秀荣

李林

徐志堃

尹海涛

孙鉴波

尹永琦

白丽娜

陈婷婷

温静

付淑芳

姚成宝

荣宪伟

田野

张伟光

于晓艳

范继祥

张强

周胜

李璐

王晖

于鹏

王广宁

周雪娇

杨少延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5 物理教学论

冯立峰

孟庆国

梁红

牟洪臣

复试：教学实践

217 化学化工学院 64

070301 无机化学

01 生物无机及纳米材料

02 多酸化学

03 无机复合功能材料

2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33 无机

化学④833 有机化学

曲凤玉

柴芳

林惠明

张旭

周百斌

于凯

姜洪泉

朱春城

张凤

李刚

郭伟

复试：物理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01 色谱分析

02 药物分析

6 同上 耿放

梁娜

田苗苗

复试：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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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3 样品前处理与分离预富集

070303 有机化学

01 有机合成及光化学

02 高分子材料

03 有机光电化学

8 同上 金英学

刘佳雯

王志强

武晓丹

复试：物理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01 催化材料与环境友好催化

02 能源催化

03 电化学

04 低维纳米材料性质及应用

的理论研究

16 同上 蔡清海

王红霞

邓超

赵景祥

曲微丽

复试：物理化学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6 无机化学基础

李刚

廖志刚

复试：教学实践

21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83

071001 植物学

01 植物结构与生殖生物学

02 水生植物多样性及资源利

用

03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2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5 细胞生物学④835 普通遗传

学

张欣欣

范亚文

刘妍

毕永红

金晓霞

丁国华

苑泽宁

蒋炳军

岳中辉

复试：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01 原生动物学

02 脊椎动物学

03 动物生理学

15 同上 陈瑛

刘鹏

母伟杰

潘旭明

缪炜

马波

王炳谦

王丽

刘志涛

复试：动物学

071007 遗传学

01 细胞遗传学

02 分子遗传学

03 植物遗传学与基因工程

04 牧草遗传与育种

05 微生物遗传

06 生物信息学

31 同上 郭长虹

王晓萍

张延明

王全伟

郭东林

王继华

姚琳

杨青川

复试：现代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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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申忠宝

李新海

马有志

蔡洪生

束永俊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01 植物分子生物学

02 分子免疫学

03 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与开发

10 同上 付畅

谷勇哲

满朝来

井乐刚

复试：生物化学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7 生物教学论

王继华

吴姝菊

井乐刚

岳中辉

朱宏

高智晟

赵春涛

赵立兵

苏颖

张艳

张庆岭

王亚芬

复试：教学实践

219 地理科学学院 113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1 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变化

02 土壤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03 人类活动环境效应及管理

04 环境生态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

05 古环境变化与区域响应

59（含

单独考

试计划

1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34 地理

学基础④834 地理信息系统

臧淑英

张丽娟

张利敏

马大龙

苑亚茹

刘硕

孙丽

张栩嘉

周嘉

杨旭

赵光影

李艳芹

谢远云

迟云平

复试：生态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01城市与区域发展

02旅游发展与管理

26 同上

吴相利

姜丽丽

徐淑梅

复试：经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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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3城乡与国土规划 陈晓红

张鹏

王颖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01 大数据分析与遥感监测

02 地理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

03 遥感信息处理与应用

28 同上

万鲁河

冯仲科

张冬有

张玉红

那晓东

王翠珍

李苗

任建华

复试：:遥感概论

220 音乐学院 133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各方向

合计 20
01-04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18 音乐

分析④826中西音乐史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专业主科

01 声乐表演与教学研究 4

02 器乐表演与教学研究 7

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

04 音乐学理论 5

05 舞蹈表演与教学研究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55 中外

舞蹈史④855 舞蹈理论与作品分析

135101 音乐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各方向

合计

10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718 音乐

分析④928音乐基础综合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术科考试。

01 声乐表演 43

02 器乐表演 48（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03 电子音乐制作 5

04 视唱练耳 2

05 音乐创作 2

06 合唱指挥 2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全日制

6人，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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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全日制

5 人

综合④911 音乐教育学基础

221 美术学院 185

130400 美术学 各方向

合计 2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28 美术

史研究④555 专业基础（术科 4 小

时）

科目④考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上

午,考生自备画板，02、03、05 方

向自备 8 开素描纸、铅笔、橡皮、

格尺等绘画工具，可用定画液；01、

04 方向自备四尺对开斗方宣纸

（68cmx68cm）、毛笔、墨、砚、

国画颜料等绘画工具。

导师情况

见附件。

报考该专业的所有

外地考生，必须选择

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

小时，考试科目代码

为 5XX 的报考点，否

则报名无效。
复试：

01-04 方向：命题创作

05 方向：美术理论基础

01 中国画艺术研究 6（含单

独考试

计划 1

人）

02 水彩画艺术研究 10

03 造型艺术研究（包含油画、

民间美术、版画）

5

04 书法篆刻艺术研究 2

05 美术教育及理论研究 4

1305L1 设计艺术学 各方向

合计 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29 中外

设计艺术史④556 专业基础（术科

4小时）

科目④考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上

午,考生自备画板、8 开素描纸、铅

笔、橡皮、格尺、马克笔、颜料等

绘画设计工具。

导师情况

见附件。

报考该专业的所有

外地考生，必须选择

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

小时，考试科目代码

为 5XX 的报考点，否

则报名无效。
复试：

01-04 方向：命题创作

05 方向：设计理论基础

01空间艺术研究（含环境设计、

景观设计、城市环境与建筑设

计）

5

02 公共艺术研究 2

03视觉艺术研究（含平面设计、

书籍装帧设计）

6

04 服装与服饰艺术研究 6

05 设计理论研究 4

135107 美术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01 中国画艺术研究

02 水彩画艺术研究

03 造型艺术研究（包含油画、

漆画、版画、雕塑、壁画）

04 书法篆刻艺术研究

90（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28 美术

史研究④557 专业基础（术科 4 小

时）

科目④考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上

午,考生自备画板、02、03 方向自

备 8 开素描纸、铅笔、橡皮、格尺

等绘画工具，可用定画液；01、04

方 向 自 备 四 尺 对 开 斗 方 宣 纸

（68cmx68cm）、毛笔、墨、砚、

国画颜料等绘画工具。

导师情况

见附件。

报考该专业的所有

外地考生，必须选择

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

小时，考试科目代码

为 5XX 的报考点，否

则报名无效。
复试：专业命题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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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135108 艺术设计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01 环境艺术研究

02 公共艺术研究

03 视觉艺术研究（含平面设

计、书籍装帧设计）

04 服装艺术研究

4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29 中外

设计艺术史④558 专业基础（术科

4小时）

科目④考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上

午,考生自备画板、8 开素描纸、铅

笔、橡皮、格尺、马克笔、颜料等

绘画设计工具。

导师情况

见附件。

报考该专业的所有

外地考生，必须选择

能接待考试时间超 3

小时，考试科目代码

为 5XX 的报考点，否

则报名无效。
复试：专业命题创作

222 传媒学院 120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各方向

合计 2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57 艺术

概论④857 影视艺术学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

01-04 方向：

1. 笔试：影视作品评

析。

2.面试

05--08 方向：

1. 命题创作

2. 面试

备注：07 和 08 方向需

要考生自备画板、8 开

素描纸、铅笔、橡皮、

格尺、马克笔等绘画设

计工具，可用定画液。

01 电视艺术与技术 2

02 电视策划研究 2

03 视听文化研究 4

04 电视艺术理论与文艺研究 2

05 播音主持艺术 4

06 影视表演创作 3

07 动画理论与创作 7

08 摄影艺术研究 4

135105 广播电视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各方向

合计 7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

一③657 艺术概论④957 电视艺术

学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

1. 命题创作

2. 面试

备注：04-06 方向需要

考生自备画板、8 开素

描纸、铅笔、橡皮、格

尺、马克笔等绘画设计

工具，可用定画液。

01 广播电视策划创作与包装 13

02 播音主持艺术 13

03 电视表演创作 10

04 动画创作与设计 23（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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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计划 1

人）

05 数字电视媒体与影像创作 10

06 电视媒体广告与传播 5

135105 广播电视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各方向

合计 12

01(非全日制)广播电视策划创

作与包装

2

02 (非全日制)播音主持艺术 2

03 (非全日制)电视表演创作 2

04 (非全日制)动画创作与设

计

2

05 (非全日制)数字电视媒体

与影像创作

2

06 (非全日制)电视媒体广告

与传播

2

055200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01 全媒体采编制作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4 新闻

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④440 新闻与

传播专业基础

导师情况

见附件。

复试：新闻实务

223 体育科学学院 67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636 体育

学专业综合（学校体育学、运动训

练学）

董欣

冉令华

复试：体育概论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同上 华立君 复试：运动生理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 专项教学理论与实践

02 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

14 同上 孙长良

高俊

刘书勇

朱立新

肖宁宁

复试：体育教学论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01 武术

02 民族体育

3 同上 隋东旭 复试：民族传统体育概

论

045201 体育教学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46 体育

综合（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

邓雪峰

顾信文

纪沙

焦臣道

刘岩

复试：体育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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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孙长良

肖宁宁

常洪霞

045202 运动训练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同上 高俊

华立君

黄丽敏

李文胜

刘书勇

朱立新

复试：体育教学论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同上 董欣

冉令华

隋东旭

复试：体育概论

224 教师教育学院 245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2 思想政治教学论

丁雪梅

张荣

白瑞春

复试：教学实践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5（含大

学生退

役士兵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3 语文教学论

金耀民

张丽娟

于茀

元泽

刘颖异

侯敏

吕长凤

王庆珍

复试：教学实践（笔试

加口试）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4 数学教学论

郞淑雷

樊晓明

房维维

陈建强

许雪莲

曾伟梁

吴丽华

于妍秋

复试：1.高中数学基础

(笔试)（80 分）+高等

数学笔试（20 分）

2.教学实践（面试）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5 物理教学论

王永成

赵振宇

冯立峰

孟庆国

复试：教学实践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6 无机化学基础

季春阳

林红

杜华

宫丽红

朱春城

吴林

廖志刚

复试：1.化学教学论和

高中化学基础

2.教学实践（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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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指导教师 备 注

裴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5（含单

独考试

计划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7 生物教学论

楼柏丹

杨桂兰

朱宏

刘玉芬

井乐刚

高智晟

于东

丁国华

复试：1.高中生物基础

和生物化学

2.教学实践（面试）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 俄语 203 日语选一③333 教育

综合④909 历史教学论

苏继红

段永富

张作成

南慧英

刘丽丽

复试：教学实践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202俄语203日语选一③ 333 教育

综合④910 地理教学论

周海瑛

万敏

黄勤雁

王德全

复试：教学实践（笔试

加口试）

228 光电带隙材料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15

070205 凝聚态物理

01 光电带隙材料体系中物理

问题及结构设计

02 电化学能源存储材料及器

件研究

03 光转换材料及应用

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1量子力学④831普通物理（力

学、光学、电磁学）

王选章

付淑芳

周胜

张喜田

高红

徐玲玲

李林

张明义

孙鉴波

于鹏

复试：固体物理

070304 物理化学

01 半导体纳米材料的表面性

能研究

02 半导体纳米—微米材料的

设计与制备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6 无机化学④846 有机化学

蔡清海

王红霞

赵景祥

刘佳雯

邓超

复试：:物理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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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大纲

※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科目③ 教育综合（含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教育心

理学）：①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张斌贤、王晨《外国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张大

均《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202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初试：①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周宪《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钱

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中国当代文

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郑克鲁《外国文学史》（欧美文学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复试：不指定

参考书，对给定的文学作品做出评论。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初试：①徐通锵、叶蜚声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修

订版）》,北京大学出版 2010 年版 ②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 5 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1 年版,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版）中华书局 1999 年版。复试： ①徐通锵、叶蜚声

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学习指导书》，北京大学出版 2010 年版。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初试：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复试：马庆株主编《现代汉语》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版）中华书局 1999 年版，陆俭明《汉语语

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初试：同文艺学 复试：张三夕主编 《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初试：同文艺学 复试：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

出版社。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初试：同文艺学 复试：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高教出版社，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王晓

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初试：同文艺学 复试：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初试：同文艺学 复试：主要是根据外国文学作品中著名的诗歌

或小说的文本，写分析文章。每部分字数在 1000 字之内。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B9%FA%CF%D6%B4%FA%CE%C4%D1%A7%C8%FD%CA%AE%C4%EA&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B9%FA%CF%D6%B4%FA%CE%C4%D1%A7%C8%FD%CA%AE%C4%EA&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B9%FA%B5%B1%B4%FA%CE%C4%D1%A7%CA%B7%BD%CC%B3%CC&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6%FE%CA%AE%CA%C0%BC%CD%D6%D0%B9%FA%CE%C4%D1%A7%CA%B7%C2%DB&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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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历史文化学院

060300 世界史：初试：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复

试：01 方向：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卷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02 方向：吴于

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卷（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03 方向：吴于廑 齐世荣《世

界史·近代史》、《世界史·现代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04 方向：王新生《日

本简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5 方向：于沛主编：《西方史学思想史》，湖南

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602L4 中国古代史：初试：张岂之主编 《中国历史》（1-4 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中国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复试： 张

岂之主编 《中国历史》（1-4 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0602L5 中国近现代史：初试：同中国古代史 复试：《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中国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205 教育科学学院

703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考试科目包括：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参考书目：①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②温恒福、王

守纪编著：《教育学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③杨兆山主编：《教育学》，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④孙培青主编著：《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⑤王炳

照、郭齐家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⑥吴式颖、李明德主编

《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复试：

040101 教育学原理：①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②吴康宁：《教

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①李秉德：《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②王策三：《教

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③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

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④陈侠：《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040103 教育史：参考书目：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吴式颖 《外国教

育史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单中惠 《西方教育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陈锋 《外国教育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040104 比较教育学：①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②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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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陈时见、项贤明《当代比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040105 学前教育学：①虞永平、王春艳：《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陈帼眉：《学前心理学》（第二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40106 高等教育学：①徐小洲：《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③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人

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040110 教育技术学：参考书：李芒，金林，郭俊杰 编著：《教育技术学导论》（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040200 心理学：

初试参考书目：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邓铸：

《实验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张厚粲和徐建平：《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

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郑日昌：《心理与教育测量》（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5 年。

复试：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初试：科目③：①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②杨兆山：《教

育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科目④：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复试：科目①：温恒福：《教育领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科目②：王凤秋：

《学校管理新论》，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45101 教育管理：科目④：①王凤秋：《学校管理新论》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吴志宏：《教育行政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科目④信息化教育理论：南国农主编：《信息化教育概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45115 小学教育：科目④：《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参考书目：陈雪梅、高志红、刘月艳主编：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孙凤岐著：《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

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科目④：姚本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张守臣：《心理教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045118 学前教育：科目④：黄人颂：《学前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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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经济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初试：《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六版）《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复试：《财政学》（第四版），邓子基，

高教出版社，2014年；《货币金融学》（第四版），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5300 会计专硕：初试：外国语和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两个科目按照全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有关大纲内容，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全国统考；复试：财务会计，参考教材：《初级会

计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2019 年 10 月，（参考该教材中财务会

计部分）；财务管理，参考教材：《财务管理》（第二版），吴秋霜、王莺远主编，中国电力出版

社出版，2018 年。

207 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初试：①周三多《管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复试：刘永泽，

陈立军《中级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120202 企业管理：初试：①周三多《管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复试：罗宾斯《组

织行为学》（第十二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0401 行政管理、120404 社会保障、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初试：①周三多《管理学》第五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②陶学荣《公共政策学》第四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复试：

赵辰光《公共财政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0。

2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初试：①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②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018 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复试：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 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初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复试：本书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

原理》（2018 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209 西语学院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初试：①Advanced English Book Ⅰ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Advanced English Book Ⅱ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③章振邦《新编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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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不考理论） ④许鲁之《新编英美概况》青岛海洋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⑤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008 年版⑥丁往道《英语写作手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⑦刘春芬《法国语言与文化》黑龙江科技出版社 2003 年版；

马晓宏《法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⑧于长慧《俄语》（上、下册）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⑨《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复试：

①罗经国《新编英国文选读》（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大使馆文化处出版 ③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胡

壮麟《语言学教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四版。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考生）：初试：同英语语言文学 复试：①胡壮麟《语

言学教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四版②桂诗春《什么是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③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③乐眉云《应

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研究方向 01 英语教学论：初试同教育科学学院；复试：王蔷《英语教

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科目④： ①Advanced English Book Ⅰ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

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Advanced English Book Ⅱ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055101 英语笔译：初试：①Advanced English Book Ⅰ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Advanced English Book Ⅱ 张汉熙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许建平《英汉互

译实践与技巧》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魏志成《英汉比较翻译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魏志成《汉英比较翻译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⑥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⑦叶朗《中国文化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复

试：①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罗进德《非文学翻译理论

与实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年版 ③徐亚男《外事翻译——口译和笔译技巧》世界知识出

版社。

210 东语学院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①《日语综合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②《日本文

化史》家永三郎，岩波书店，1982 年版；③《新编日本概况》（日汉对照）刘丽芸 黄成洲，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④《日本语通论》崔崟，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版；

⑤《日本文学史》（日文原版，不限出版社）。

055105 日语笔译：①陶振孝主编《现代日汉翻译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②张建华、

http://www.sinobook.com.cn/b2c/scrp/book.cfm?sFieldName=writer&sKeyword=杨月蓉
http://search.anibook.cn/Book.aspx?keywords=%e5%8f%b6%e6%9c%97&search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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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学谦主编《高级汉译日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③孔繁明《日汉翻译要义》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2004 年 ④蔡振生主编《日汉翻译教程》（入门篇、实践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⑤陶振孝《日译中教室》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8 年 ⑥郭鸿雁《日汉汉日翻译实践》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06 年 ⑦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⑧叶朗《中

国文化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复试：①《日语综合教程 5》谭晶华，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17 年版；②《新编日译汉教程》（第三版）陈岩，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③《汉日（重排版）翻译教程》苏琦，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211 斯拉夫语学院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①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编著 《大学俄语》（东方新版五-六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版； ②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③金亚娜《俄罗斯国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④亚历山大、何其莘 《新概念英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 1-2 册，1997 年 （2007.1 重印）；⑤郑树棠总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第一册，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年。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俄语考生）：同俄语语言文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复试：俄语教学论①李国辰《俄语教学过程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②高凤兰《俄语学习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

055103 俄语笔译：初试：①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编著 《大学俄语》（东方新版） 五、六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黄忠廉等《俄汉双向全译实践教程》黑龙江大学出版

社 2010 年版； ③王育伦等《汉译俄实用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④杨月蓉《实用汉

语语法与修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叶朗《中国文化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复试：王立刚、彭甄《俄汉—汉俄高级口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版。

212 公共英语教研部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初试：①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②顾世民：《英

语语法新概念（2）——现代英语语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③余志远：《英语

国家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版（重点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部分）；④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⑤丁往道：《英语写作手册》，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09 年版；⑥刘春芬《法国语言与文化》黑龙江科技出版社 2003 年版；马晓宏《法

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⑦于长慧《俄语》（上、下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http://www.sinobook.com.cn/b2c/scrp/book.cfm?sFieldName=writer&sKeyword=杨月蓉
http://search.anibook.cn/Book.aspx?keywords=%e5%8f%b6%e6%9c%97&searchType=3
http://www.sinobook.com.cn/b2c/scrp/book.cfm?sFieldName=writer&sKeyword=杨月蓉
http://search.anibook.cn/Book.aspx?keywords=%e5%8f%b6%e6%9c%97&search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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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⑧《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复试：① 陈坚林《英语教学组织与管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②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Norbert Schmitt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版；③ 戴晓东《跨文化

交际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初试：科目④：张汉熙，《高级英语》（第一、二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版；

复试：① 陈坚林《英语教学组织与管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②王蔷《英语教学

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13 国际教育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初试：①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②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③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复试：以上之①、③。

214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初试：①华东师大数学系编《数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张禾瑞、郝丙新《高

等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复试：①周民强《实变函数》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张禾瑞《近世代数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③王玉文《常微分方程简明教程》科学出版社④徐萃薇《计算方法引论》高等教

育出版社⑤茆诗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025200 应用统计：初试：①贾俊平《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复试：①茆诗松《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15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初试：①谭浩强《C 语言程序设计》（第 4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

严蔚敏《数据结构》（C 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复试：①张尧学《计算机操作系统教

程》（第 4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唐朔飞《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

085400 电子信息：初试：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复试：①张尧学《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②唐朔飞《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16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01-11 方向）：初试：①周世勋《量子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程守洙《普

通物理》（1-3 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苟清权《固体物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070200 物理学（12-13 方向）：初试：①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编《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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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编《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 复试：于永权编著《ATMEL89 系列单片机应用技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17 化学与化工学院

070301 无机化学：初试：①北京师大等三校合编《无机化学》（第三版） ②华南师大等五校

合编《有机化学》（第三版），王积涛等编著《有机化学》第三版 上下册 复试：南京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编《物理化学》（第五版）。

070302 分析化学：初试：同无机化学 复试：华中师范大学等三校合编《分析化学》（第三版）。

070303 有机化学：同无机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同无机化学。

21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071001 植物学：初试：①刘祖洞等编著《遗传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翟中和等编

著《细胞生物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马炜梁等编著《植物学》（第二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十二五”规划教材）。

071002 动物学：初试：同植物学 复试：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071007 遗传学：初试：同植物学 复试：赵寿元、乔守怡《现代遗传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初试：同植物学 复试：张丽萍、杨建雄主编《生物化学简明

教程》（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19 地理科学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初试：①伍光和等《自然地理学》（不含第一、四、七章内容）（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二十一世纪教材） ③黄杏元等《地

理信息系统概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二十一世纪教材）；复试：李博 《生态学》高等教

育出版社（二十一世纪教材）。

070502 人文地理学：初试：同自然地理学 复试：李小建等《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二

十一世纪教材）。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初试：同自然地理学 复试：梅安新《遥感概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

22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1-04 方向：音乐分析参考书目：①《和声学教程》，［苏］伊·斯波索宾等合著，人民音乐

出版社；②《和声分析教程》杨通八著，上海音乐出版社；○3 《曲式精要》范乃信著，中央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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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版社；○4《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杨儒怀著，人民音乐出版社。“中西音乐史”参考书目：①《中

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楠、周柱铨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②《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主编，上海

音乐出版社。

05 方向：①《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欧建平，高等教出版社②《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冯

双白，茅慧，高等教育出版社○3《现代舞欣赏法》欧建平，上海音乐出版社○4《舞蹈艺术概论》（修

订版）隆荫培、徐尔充，上海音乐出版社。

135101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初试：“音乐分析”参考书目：①《和声学教程》，［苏］

伊·斯波索宾等合著，人民音乐出版社；②《和声分析教程》杨通八著，上海音乐出版社；○3 《曲

式精要》范乃信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4 《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杨儒怀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音乐基础综合”参考书目及考试范围：《大学音乐综合教程》，19—25 章，尹经民、杨吉慧、张

红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045111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音乐）：初试：①郁正民《中学音乐教学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②尹爱青《学校音乐课程导论与教材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

221 美术学院

初试：

1304 美术学参考书目:

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②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外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305L1 设计艺术学参考书目：

①王受之著《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②尚刚编著《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5107 美术参考书目：同美术学。

135108 艺术设计参考书目：同设计艺术学。

复试：所有专业不指定参考书。

222 传媒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初试：

①艺术概论参考书目：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9 月 第五版。

②影视艺术学参考书目：胡智锋《电视艺术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周星《影

视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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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无指定参考书目

135105 广播电视

初试：

①艺术概论参考书目：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9 月 第五版。

②电视艺术学参考书目：胡智锋《电视艺术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复试：无指定参考书目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初试：陆绍阳《视听语言》（21 世纪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不限），刘

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丁柏铨《新闻采访与写作》（修订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复试无指定参考书目。

223 体育科学学院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4 民族传

统体育学、045201 体育教学、045202 运动训练、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初试参考书：《学校体育学》

（第三版）潘绍伟，于可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人民体育出

版社，2000 年 8 月第 2版。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045201 体育教学、045202 运动训练 复试参考书：毛振明《体育教

学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7 月 1。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复试参考书：《民族

传统体育概论》（第二版）戴国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6 月。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复试参考书：《体育概论》（第二版）杨文轩、陈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 1 日。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复试参考书：《运动生理学》（第三版）邓树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4 月

224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科目④：丁雪梅主编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教程新编》，东北林

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科目④：王文彦、蔡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修订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7 年版。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科目④：曹一鸣 《数学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科目④：阎金铎《中学物理教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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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科目④：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合编《无机

化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科目④：刘恩山《中学生物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科目④：朱汉国、郑林主编《新编历史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科目④：陈澄主编《新编地理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28 光电带隙材料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070205 凝聚态物理：初试：①周世勋《量子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程守洙《普通物理》（1-3

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苟清权《固体物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070304 物理化学：初试：①北京师大等三校合编《无机化学》（第三版） ②华南师大等五校

合编《有机化学》（第三版） 复试：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编《物理化学》（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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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目

院系名称 招生专业 加试科目

文学院 文学院各专业

1.文学基础综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文艺学和外国文学） 2.语言

学基础综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

学概论）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1.中国通史 2.史学理论

世界史 1.世界通史 2.史学理论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

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

育学

1.中国教育改革 2.教育统计与测量

教育技术学 1.教学设计 2.教学媒体理论与实践

教育经济与管理 1.教育经济学 2.管理心理学

心理学 1.人格心理学 2.社会心理学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1.市场经济理论专题研究 2.金融学概论

会计专硕 1.基础会计学 2.财务报表分析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各专业 1.组织行为学 2.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西语学院 西语学院各专业 1.写作 2.翻译

东语学院 东语学院各专业 1.写作 2.翻译

斯拉夫语学院 斯拉夫语学院各专业 1.俄语实践 2.俄语综合知识

公共英语教研部 公共英语教研部各专业 1.写作 2.翻译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1.语言学基础综合 2.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 1.拓扑学 2.实变函数

应用统计学 1.回归分析 2.时间序列分析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

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各

专业
1.离散数学 2.数据库系统原理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各专业 1.光学 2.电磁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各专业 1.无机化学 2.有机化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各专业 1.植物学 2.动物学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各专业 1.自然地理学 2.人文地理学

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各专业 1.术科 1 2.术科 2

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各专业 1.术科 1 2.术科 2

传媒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01—06 方向

广播电视 01—03 方向

1.电视策划 2.电视史

戏剧与影视学 07—08 方向

广播电视 04-06 方向

1.绘画基础 2.设计基础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各专业 1.学校体育学 2.运动解剖学

教师教育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1.马克思主义哲学 2.毛泽东思想概论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学科教学（数学） 1.拓扑学 2.实变函数

学科教学（物理） 1.力学 2.电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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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化学） 1.无机化学 2.有机化学

学科教学（生物） 1.植物学 2.动物学

学科教学（历史） 1.中国通史 2.世界通史

学科教学（地理） 1.自然地理学 2.人文地理学

光电带隙材料省部共

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各专业 参考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或化学化工学

院相应专业加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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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研究生学院招生办公室 0451-88060176

文学院 0451-88060753

历史文化学院 0451-88060558

教育科学学院 0451-88060508

经济学院 0451-88060041

管理学院 0451-88060534、0451-880603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51-88060510

西语学院 0451-88060634

东语学院 0451-88060746

斯拉夫语学院 0451-88060351

公共英语教研部 0451-88060530

国际教育学院 045-188067560

数学科学学院 0451-88060010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451-88060537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451-88060761

化学化工学院 0451-8806035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0451-88060784

地理科学学院 0451-88060524

音乐学院 0451-88067648

美术学院 0451-88067614

传媒学院 0451-8806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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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学院 0451-88060584

教师教育学院 0451-88060235

光电带隙材料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0451-88060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