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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 1938 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国家“211 工程”

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与湖南省重点共建“双一流”

建设高校，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湖南省“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现有 7 个校区，占地 2744 余亩，建筑面积 125 余万平

方米。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全国绿化“400 佳”单位之一。 

学校设有 24个学院，现招生本科专业 83个，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覆盖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1大学科门类。学校拥有伦理学、英语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发育生物学、

理论物理、基础数学等 6个国家重点学科，“语言与文化”学科群主建学科外国

语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教育学、数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

生物学 5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育学、新闻传播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政治学、

心理学、中国史、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统计学等 15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国内一

流培育学科”;化学、临床医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拥有 21个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 21 种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以及 1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

文化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

养基地、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中心、国家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计划实施院校、国家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花鼓戏）等 15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

心）；拥有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石化新材料与资源精

细利用、动物多肽药物创制 2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2个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4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拥有多倍体鱼繁殖与育种

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鲤鲫遗传育种中心；拥有 3个湖南省“2011 协

同创新中心”；13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1个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湖

南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基地，2 个湖南省工程实验室，5个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和 5个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是湖南首批省级重点智库，拥有道德文

化研究院、“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中心、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研究中心

等 3个省级专业特色智库；拥有 8 个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5个湖南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湖南省社科普及基地；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 9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4个，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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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精品课程 10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9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6门，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3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9 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4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 个，是首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

划”项目实施单位，是国家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部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专项计划招生单位，教育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湖南）。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85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3人（含双聘院士 2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含双聘院士 1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5人，“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8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4个，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2个，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个；拥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0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 8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6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0人（含学科特区 3人），国

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5 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 5人，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 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国家教学名

师 5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等 33人、财政部“会

计名家培养工程”人选 1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人，湖南省科技

领军人才 2 人，湖南省“芙蓉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14 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

聘专家 26 人、湖南省“新世纪 121人才工程”人选 76 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学科带头人”37人、湖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1人、湖南省“优

秀社会科学专家”12人，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人选 18 人。 

学校先后同 42个国家和地区的 177所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与交流关系，开展

人员交流、教学和科研合作，并分别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韩国圆光大学、美

国南犹他大学共建孔子学院；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格林卡音乐学院、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校拥有教育部来华

留学示范基地、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美

国研究中心等三个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进入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

单。学校图书馆藏书 400 余万册，其中古籍 22万余册，订购各类文献数据库 103

个。学校主办 14 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7种；学校出版

社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出版社。 

建校以来，学校已为国家输送毕业生 50 余万人，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学生和港

澳台学生，校友遍布海内外。在校学生 4 万余人，其中研究生 1 万余人，长短期

国际学生近 1200人，已形成多规格、多层次的办学格局。 

面向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将始终秉承“仁、爱、精、勤”的校训精神，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湖南，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坚定推进学校内涵发展、

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努力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国

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综合型大学。 

（相关数据统计截止至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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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请考生报名前仔细阅读 
 

一、招生类型及招生人数 

我校 2020 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两种，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两大类，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仅在部分专业学位中招生。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为 2900人左右，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为 400

人左右。各二级招生单位拟招生人数及拟招收推免生人数详见附表，实际招生

人数需学校根据国家正式下达计划数并结合各专业生源状况等最终确定。 

“单独考试”招生计划为 5 人，“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为 15 人。 

“湖南师范大学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举办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

生教育项目”项目，2020 年招生计划为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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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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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录取资格

无效。 

(2)自学考试的考生要求注册学籍在2018年12月以前，录取当年入学前须取

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凡报考我校未毕业的自考生，必须在网报时在网

报信息的备用信息1中填写考生本人的考籍号。未毕业自考生在现场确认时，需

持本人身份证和本人考籍证确认。请未毕业的自考生网报时认真查看报考招生

单位的报考条件，凡不符合要求的考生，一律不得报考，否则，责任自负。 

(3)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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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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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或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

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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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参加全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

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

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

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

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

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

的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3.报名参加工商管理[1251]、公共管理[1252]、旅游管理[1254]、教育硕

士中的教育管理[04510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

件： 

（1）符合（一）中第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

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

业同等学力并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2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号）有关规

定执行。 

4. 报名参加临床医学[105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

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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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

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2015]9号）文件要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

对于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临床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 

5．报名参加除上述专业学位之外的我校其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的人员，须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三） 报名参加我校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第1.2.3各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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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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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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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原则上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七)报考“湖南师范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学科教学（英语）”的条件与教

育硕士学科教学（英语）的条件相同；学费：国内学费每学年约7.6万人民币(如

有变动，按省物价局最新文件执行)，国外学费以特拉华大学公布为准。 

申请特拉华大学学位须符合下列语言条件中的任一条： 

1.托福成绩达到 100 分（各部分不低于 25分）。 

2.托福成绩为 90-99 分（口语和听力部分的成绩均为 20 分左右）者将接受

特拉华大学语言评估访谈。 

3.无托福成绩者需通过特拉华大学批准的可替代的评估语言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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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免试生 

我校推免生接收政策详见《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招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 

四、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我校 2020年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业见招生专业目录，原则上招收在

职定向就业人员。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

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

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

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

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

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

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

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五、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

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办理现场确认相关手续。 

（一）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 

2019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9年9

月24日至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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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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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点以及我校的网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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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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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考场容量有限，湖南师范大学报考点只接受湖南师范大学（含湖

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应届毕业生及必须选择湖南师范大学为报考点的考生（单

考考生及招生专业目录备注栏中明确写明“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大学作为报

名点”的考生）报考。 

（2）我省报考点实行网上缴纳报考费，选择我省报考点的考生若在规定时

间内未按要求完成网上缴费将不能参加现场确认。考生网上缴费成功，但现场

确认未成功的考生，一律退还报考费。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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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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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单考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先选择统考考生的初试科目，现场确认后由我

校统一调整为单考考试的初试科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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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

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7）考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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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以下专业报考考生必须选择湖南师范大学作为报考点：004文学院 

130400美术学；016音乐学院135101音乐（除方向02外）、135106舞蹈；017美

术学院135107美术、135108艺术设计；018工程与设计学院130400美术学、130500

设计学、135108艺术设计。 

（二）现场确认： 

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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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确认时间: 

2019年11月初，具体请看各考点报考公告。 

2.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到报考点指定的地方进行现场确认。 

（2）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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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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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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必须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

其复印件）、学历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学位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大学阶段成绩单、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

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介绍信、专家推荐信（两份）到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考务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后，再办理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由工作人员将网上

报名时单考考生填写的统考考试科目统一调整为单考考试科目。 

（4）考生选择的报考点若未实行网上缴费，现场确认时考生需按规定缴纳

报考费。 

（5）考生应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6）所有考生均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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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考试 

1.准考证： 2019年12月14日至12月23日期间，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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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

参加考试。 

3.初试时间： 

12 月 21 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 月 21 日下午   外国语 

12 月 22 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 月 22 日下午   业务课二 

12 月 23 日        考试时间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 

4. 初试科目设置、考试大纲及命题： 

教育学、历史学、医学门类以及体育硕士、应用心理硕士、临床医学硕士、

护理硕士、公共卫生硕士、文物与博物馆硕士初试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工

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初试设置两个单元考试

科目。其他学科门类（含专业学位）初试设置四个单元考试科目。 

全国统考科目或联考科目，命题工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考试大

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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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试科目由我校自行命题，考试大纲可在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http://yjsy.hunnu.edu.cn/）下载。 

5．初试地点：考生在报名点指定的地点参加考试。 

6．考生初试成绩单不邮寄。考生可通过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http://yjsy.hunnu.edu.cn/）查询。 

7．我校将在复试阶段对考生再次进行全面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未通过者不

得参加复试。复试时间、地点、方式等由我校自定，并在复试前通知考生。成

人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生和网络教育考

生复试时，需参加同等学力加试。 

8．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考生、单独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由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

策自主确定。 

七、体检 

1．体检时间：考生体检工作在拟录取后进行。具体时间、要求另行通知。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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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进行。 

八、录取 

我校根据考生招生考试（包括初试、复试）的成绩并结合其思想政治表现、

业务素质、身心健康状况及档案审查意见确定录取名单。考生的录取类别按就

业方式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类型。定向就业按定向合同就业；非定

向就业按所在招生单位推荐、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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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

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九、学费和奖助体系 

学费：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我省研

究生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99 号文件精神，现行学费标准如下。

（如有变动，按省物价局最新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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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类别 专业 学费（元/人/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所有专业 8000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金融 14000 
应用统计 12000 

法律 10000 
社会工作 10000 

教育 10000 
体育 10000 

汉语国际教育 10000 
应用心理 10000 

翻译 13000 
新闻与传播 13000 

出版 13000 
文物与博物馆 8000 
电子信息 12000 

机械 12000 
材料与化工 12000 
生物与医药 12000 
临床医学 10000 
公共卫生 10000 

护理 10000 
工商管理 20000 
公共管理 14000 

会计 14000 
旅游管理 14000 

艺术 9000 
湖南师范大学与美国特拉

华大学合作举办学科教学

(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教

育项目 

学科教学（英语） 76000 

奖助体系：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在国家全面实

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相关文

件精神，我校设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学校设立“三助”岗位，并提供岗位津贴。 

十、学制： 

我校招收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中应用统计、社会工作、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应

用心理、新闻与传播、出版、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制为 2 年；金融、法

律、体育、翻译、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临床医学、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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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艺术、会计、公共卫生学制为 3 年。硕士研究生最

长学习年限为 5 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休学创业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可

延长 1-2 年。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1．招生专业目录中学科、专业名称前有“●”者，为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 

2．招生专业目录中学科、专业名称前有“★”者，为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和目

录外二级学科。 

联系部门：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872350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考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873095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邮    编：410081 

传    真：0731-88872383 

网    址：http://yjsy.hunnu.edu.cn/ 

http://yjsy.hu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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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各二级招生单位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型研究生）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1 法学院          法学硕士联系电话：0731-88872467           联系人：阎老师 

030101 法学理论 

01 现代法理学 

02 法律社会学 

03 部门法中的法理学问题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01 法学综合课 2(含民事诉讼法学、行

政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西方法律思想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2 法律史 

01 中国法律史研究 

02 外国法律史研究 

03 法律文化与比较法律文化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910 法学综合课 8（含中国法制史、外

国法制史） 

复试笔试科目： 

西方法律思想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 宪法与行政法治 

0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基础理论 

03 政府采购法制问题研究 

04 行政许可法制理论与实践 

05 行政处罚法制理论与实践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01 法学综合课 2(含民事诉讼法学、行

政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立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4 刑法学 

01 中国刑法 

02 国际刑法 

03 刑事司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02 法学综合课 3(含刑法学、民事诉讼

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国际公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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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含民法总论、物权法、合

同法、侵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 

02 商法学［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

海商法、破产法、证券法］  

03 知识产权法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36 法学综合课 4(含国际公法学、民事

诉讼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商法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6 诉讼法学 

01 程序法基本理论 

02 民事诉讼法学 

03 刑事诉讼法学 

04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02 法学综合课 3(含刑法学、民事诉讼

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经济法基础理论 

02 市场规制法 

03 宏观调控法 

04 国家投资经营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98 法学综合课 6(含经济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竞争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1 中国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 

02 国际环境法 

03 外国环境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59 法学综合课 5(含中国环境法、民事

诉讼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国际环境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私法 

02 国际经济法 

03 国际公法 

04 世界贸易组织法 

05 国际民商法 

06 国际民商事程序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1 法学综合课 1(含法理学、民法学) 

④899 法学综合课 7(含国际公法学、国际

私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国际经济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宪法学 

②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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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2 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039、88872493    联系人：马老师 

●010100 哲学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2 中国哲学 

03 外国哲学 

04 伦理学 

05 美学 

06 宗教学 

07 科学技术哲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③702 哲学原理 

④803 中西哲学史 

复试笔试科目： 

哲学经典原著选读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逻辑学 

②哲学写作  

●030200 政治学 
01 政治学理论 

02 中外政治制度 

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 

04 中共党史 

05 国际政治 

06 政府管理与政策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5 法语 

③704 政治学基础 

④804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复试笔试科目：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1840-1919） 

②西方政治思想史  

030300 社会学 

01 社会学 

02 人口学 

03 人类学 

04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07 社会学原理 

④814 社会学研究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社会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西方社会学理论 

②社会心理学 

003 商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669847        联系人：龙老师 

●020100 理论经济学 

01 政治经济学 

02 西方经济学 

03 世界经济 

04 经济史 

05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1 经济学原理（一） 

复试笔试科目： 

政治经济学（01 方向选） 

西方经济学（02 方向选） 

世界经济学（03 方向选） 

中国经济史（04 方向选） 

人口经济学（05 方向选）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管理学原理 

②会计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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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1 产业经济学 

02 区域经济学 

03 金融学 

04 保险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2 经济学原理（二） 

复试笔试科目： 

产业经济学（01 方向选） 

区域经济学（02 方向选） 

金融学（03 方向选） 

保险学（04 方向选）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管理学原理 

②会计学原理 

120200 工商管理 

01 会计学 

02 企业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3 管理学综合(含管理学原理、基础

会计) 

复试笔试科目： 

会计学综合（01 方向选） 

企业管理综合（02 方向选）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宏观经济学 

②微观经济学 

004 文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3046     联系人：王老师、陈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42 语文教学与教育心理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语文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语文课程论 ②写作 

●050101 文艺学 

01 文学原理 

02 古代文论 

03 文艺美学 

04 外国文论 

05 文化批评与文化产业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2 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④825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 

复试笔试科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美学 

②中国古代文学史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含评论语言学和历史

语言学） 

02 社会语言学（含规划语言学和地理

语言学） 

03 语用语言学（含媒体语言学和播音

语言学） 

04 教学语言学（含对外对内汉语教

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3 语言综合 

④826 语言理论及其应用 

复试笔试科目： 

中国语言政策法律规范标

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现代汉语语法 

②专业论文写作 

欢迎计算机、外语、新闻

等专业考生跨学科报考，

欢迎有普通话、音乐、少

数民族语言能力等特长的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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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上古汉语、近代汉语、

佛经语言） 

02 现代汉语（方言、语法、修辞）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3 语言综合 

④827 古今汉语（古代汉语方向考生考古

代汉语，现代汉语方向考生考现代汉语） 

复试笔试科目： 

①古代汉语方向：中国古

代文学史 

②现代汉语方向：汉语研

究与专业论文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古代汉语方向：①古代文

学作品选 

②写作 

现代汉语方向：①写作  

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文学文献学研究 

02 语言文献学研究 

03 宗教文献学研究 

04 古籍整理与地方文献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5 中国古典文献学 

④986 古文献释读 

复试笔试科目： 

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古代汉语 

②中国古代文学史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古代叙事文学 

05 古代韵文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6 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分析 

④828 中国古代文学史 

复试笔试科目： 

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国文学批评史 

②古代汉语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02 当代文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2 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④829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复试笔试科目： 

中外文学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文学评论 

②比较文学原理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比较文学 

02 外国文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2 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④830 外国文学史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文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国现代文学 

②中国古代文学 

★0501Z1 写作学 
01 写作原理 

02 秘书写作 

03 文学写作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4 写作原理与作文 

④878 文学原理与中国现代文学 

复试笔试科目：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方向 01、03：①中国古代

文学②中国文化概论 

方向 02：①秘书学概论②

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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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501Z2 对外汉语 
01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02 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 

03 国学对外传播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3 语言综合 

④861 现代汉语及中国文化 

复试笔试科目：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话基础知识 

②中国古代文学基础知识 

●130400 美术学 
01 现代汉字书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60 专业理论 

④869 专业实践 

复试笔试科目： 

写作和素描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书法历史 

②现代汉语规范和应用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

大学作为报名点） 

005 历史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506     联系人：欧阳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7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46 历史教育学 

复试笔试科目： 

中学历史教材研究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学历史教学设计 

②史学论文写作 

●060200 中国史 

01 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02 历史文献学 

03 专门史 

04 中国古代史 

05 中国近现代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47 中国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世界通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历史文选 

②史学论文写作 

060300 世界史 

01 世界上古史 

02 世界中古史 

03 世界近代史 

04 世界现代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③726 世界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中国通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专业外语 

②史学论文写作 

★1202J1 文化产业管理 

01 文化政策与管理 

02 文化经济学原理 

03 文化产业理论 

04 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与评估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901 文化产业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文化产业与管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文化经济学 

②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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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6 新闻与传播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64     联系人：胡老师、夏老师 

●050300 新闻传播学 

01 新闻学 

02 传播学 

03 编辑出版学 

04 广告学 

05 新媒体传播 

06 影视传播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新闻传播理论 

④831 新闻传播实务 

复试笔试科目： 

媒介通论与议论文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广播电视新闻学 (01、

06)，新闻学基础知识(02、

05)，出版经营管理(03)，

广告学基础知识与技能

(04) 

②时事论文  

007 旅游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077     联系人：梁老师、雷老师 

★0705J2 旅游地理学 

01 区域旅游经济 

02 区域旅游规划 

03 旅游信息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62 人文地理学原理 

④902 旅游学概论（一） 

复试笔试科目： 

区域经济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管理学原理 

②专业英语  

120203 旅游管理 

01 旅游企业管理 

02 旅游规划与景区管理 

03 旅游文化与教育管理 

04 旅游营销 

05 旅游信息化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835 管理学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旅游管理学 (含旅行社管

理、旅游规划、酒店管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旅游学 

②专业英语  

★1202Z1 饭店管理 
01 饭店运营与管理 

02 饭店人力资源管理 

03 饭店营销与管理 

04 会展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911 饭店管理概论 

复试笔试科目： 

管理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旅游学 

②专业英语  

008 外国语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43     联系人：易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2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48 英语教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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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01 英语语言文学 

02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翻译学 

04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05 国别与区域研究 

06 俄语语言文学 

07 日语语言文学 

08 亚非语言文学 

09 法语语言文学 

10 德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01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19 英语综合 

④880 专业综合 

 

02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19 英语综合 

④880 专业综合 

 

03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19 英语综合 

④880 专业综合 

 

04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19 英语综合 

或 703 综合日语 

01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美

国文学研究、英-爱文学研

究、英语语言学研究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2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理

论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

与测评研究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3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笔

译研究、口译研究、文学

翻译研究、翻译传播学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4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中

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

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学、

文化海外影响与传播研究 

初试说明事项： 

1、本科专业为日语、俄语、

亚非语言文学的考生可根

据所学专业选择以下考试

科目作为科目③：703 综

合日语、720 综合俄语、

721 综合韩国语 773 综合

法语、774 综合德语 

2、考试科目④   880 专

业综合（可用中文做答） 

复试笔试科目：比较文学

与跨文化研究（可用中文

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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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或 720 综合俄语 

或 721 综合韩国语 

或 773 综合法语 

或 774 综合德语 

④880 专业综合 

 

05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19 英语综合 

或 703 综合日语 

或 720 综合俄语 

或 721 综合韩国语 

或 768 综合印地语 

或 769 综合乌尔都语 

或 770 综合孟加拉语 

或 771 综合僧伽罗语 

或 772 综合波斯语 

④806 世界近现代史 

 

06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20 综合俄语 

④837 俄语专业课 

 

07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英语、日语、俄语、法语、

德语专业考生分别考 

①英语、日语、俄语、法

语、德语听力 

②英语、日语写作、俄语

专业课、法语、德语听力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考生 

① 韩国语实用语法 

②  翻译 

 

05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东

北亚区域研究、美国研究、

俄罗斯研究、南亚区域研

究 

初试说明事项： 

1、本科专业为日语、俄

语、亚非语言文学的考生

可根据所学专业选择以下

考试科目作为科目③：703 

综合日语、720 综合俄语、

721 综合韩国语、768 综

合印地语、769 综合乌尔

都语、770 综合孟加拉语、

771 综合僧伽罗语、772 

综合波斯语 

2、考试科目④ 806 世界近

现代史（可用中文做答） 

复试笔试科目：国际关系

史（可用中文做答）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英语、日语、俄语专业考

生分别考 

①英语、日语、俄语听力 

②英语、日语写作、俄语

专业课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考生 

①韩国语实用语法 

②翻译 

 

06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俄

语语言与文化、俄罗斯文

学 

复试笔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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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03 综合日语 

④883 日语专业课 

 

08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21 综合韩国语 

④838 韩语专业课 

 

09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4 德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73 综合法语 

④807 法语专业课 

 

10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 俄语(自命题) 

或 243 日语(自命题) 

或 245 法语 

或 246 英语 

或 247 韩语 

或 248 西班牙语 

③774 综合德语 

④808 德语专业课 

俄汉互译和阅读综述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俄语听力 

②俄语写作 

 

07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日

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

本文化、日语教育 

复试笔试科目：  

日本学专题（日语作答）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日语听力 

②日语写作 

 

08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韩

国语语言学研究、韩国文

学研究、乌尔都语文学研

究 

复试笔试科目：  

韩国语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韩国语实用语法 

②翻译 

 

09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法

语语言学与教学法、法语

文学与比较文学（含法国

汉学）、中法比较文化与

跨文化研究、法汉翻译理

论与实践、法语国家与地

区研究 

复试笔试科目： 

法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法语阅读 

②法语写作 

10 方向下设研究方向：德

语文学方向、德语文学理

论与文化学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日耳曼语言文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德语听力 

②德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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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9 教育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221     联系人：宋老师 

●040100 教育学 

01 教育领导与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管理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育评价 

②中外教育史  

●040101 教育学原理 

01 教育基本理论 

02 教育哲学 

03 德育原理 

04 科学教育原理 

05 教育社会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学论 

②普通心理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课程理论与实践 

02 教学理论与实践 

03 课程与教学的传统与变革 

04 课程与教学微观研究 

05 学科教学理论与实践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学论 

②普通心理学 

040103 教育史 

01 中国教育发展史 

02 外国教育发展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学论 

②普通心理学 

040104 比较教育学 

01 国别教育研究 

02 国外教育政策研究 

03 当代教育思潮与流派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学论 

②普通心理学 

●040105 学前教育学 

01 学前课程与教学研究 

02 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03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②学前教育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01 高等教育原理 

02 比较高等教育 

03 高等教育管理 

04 研究生教育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高等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管理学原理 

②普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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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01 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02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03 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与教学论 

04 职业培训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职业技术教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心理学 

②比较教育 

★0401Z1 少年儿童组织和思想

意识教育 

01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基

本理论 

02 少年儿童组织与管理 

03 儿童哲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比较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德育原理 

②儿童发展心理学 

●077100 心理学 

01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 

02 认知心理学 

03 社会心理学 

04 健康心理学 

05 教育心理学 

06 发展心理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心理学基础综合 1 

④884 心理学研究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心理学基础综合 2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人格心理学 

②认知心理学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1 人工智能教育 

02 教育资源与环境建设 

03 教育信息化工程 

04 远程与虚拟教学设计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8 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设计 

④877 C 程序设计与网络技术 

复试笔试科目： 

教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信息技术教育学 

②教育传播学 

0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867     联系人：孔老师、李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8 数学学科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0 数学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中学数学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实变函数 ②泛函分析  

本专业只招收数学类或统

计学类专业考生  

●070100 数学 
01 基础数学 

02 计算数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 应用数学 

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6 数学教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3 数学分析 

④841 高等代数 

复试笔试科目： 

数学基础综合（含空间解

析几何、复变函数、常微

分方程、概率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实变函数 ②泛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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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1400 统计学 
01 数理统计学 

02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03 应用统计学 

04 随机过程及其应用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4 高等数学 

④840 概率论 

复试笔试科目： 

统计学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国民经济统计学 ②西

方经济学 

01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834     联系人：唐老师、周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0 物理学科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1 物理教学论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物理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电动力学  ②普通物理

(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  

●070200 物理学 
01 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 

02 凝聚态物理 

03 引力与宇宙学 

04 量子场与粒子物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5 量子力学 

④843 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原子物

理) 

 

复试笔试科目： 

高等数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三选二）： 

①电动力学 

②热力学统计物理 

③固体物理  

070400 天文学 
01 宇宙学 

02 天体物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5 量子力学 

④843 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原子物

理) 

复试笔试科目： 

高等数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电动力学 

②热力学统计物理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 

02 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03 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43 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原子物

理) 

或 875 数字电子技术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或量子力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②通信原

理 

或①热力学统计物理②固

体物理  

 

012 化学化工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18     联系人：李老师、韩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1 化学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2 化学教育基本理论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

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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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02 ●分析化学 

03 ●有机化学 

04 ●物理化学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01、02、03、04 方向：728 物理化学 

05 方向：728 物理化学 

或 729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④01 方向：846 无机化学 

02 方向：847 分析化学 

03 方向：848 有机化学 

04 方向：847 分析化学 

或 848 有机化学 

05 方向：848 有机化学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

化学实验 

分析化学方向也欢迎生物

学、医学、药学专业考生

报考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1 精细化工 

02 应用化学 

03 工业催化 

04 材料化学工程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46 无机化学 

或 847 分析化学 

或 848 有机化学 

或 970 化工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

化学实验  

100704 药物分析学 
01 中药新药质量标准及稳定性研究 

02 药物光分析、电分析、色谱分析方

法的研究 

03 体内药物及其代谢物分离测定方

法研究 

04 仪器改造与部件创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30 药物化学及分析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分析

化学实验 

本专业也欢迎药学、医学、

生物学专业考生报考  

01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753     联系人：喻老师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4 国土资源利用与管理 

全日制 01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2 高等数学 

④850 自然地理学 

02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32 人文地理学 

④851 区域经济学 

03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笔试科目： 

方向 01 遥感学概论； 

方向 02 经济地理学； 

方向 03 遥感学概论； 

方向 04 土地科学导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方向 01①中国地理②地貌

学； 

方向 02①中国地理②自然

资源学； 

方向 03①中国地理②地图

学； 



 

26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②201 英语一 

③605 高等数学基础 

④903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04 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33 土地资源学 

④854 土地经济学 

方向 04①土地利用规划②

土地管理学； 

014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3081     联系人：王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8 生物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4 生物教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生物教学

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生物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本专业只招收生物科学相

关专业考生  

 

 
●071001 植物学 
01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02 植物发育生物学 

03 真菌学 

04 植物多样性与植物资源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植物生物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

分子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01 动物系统进化与生物地理 

02 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 

03 昆虫行为与化学生态学 

04 动物生态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普通动物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

分子生物学  

●071003 生理学 
01 动物营养生理学 

02 细胞信号转导调控与人类疾病 

03 生理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04 动物的生殖发育及调控机制 

05 宿主与微生物互作机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数学与计算机专业考生考试科目同数学

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考试科目 

03 方向欢迎数学、计算机

和医学专业考生报考。 

复试笔试科目：生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1 应用微生物学 

02 微生物基因工程 

03 现代微生物技术 

04 分子病毒学 

05 微生物新药物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微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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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1007 遗传学 
01 心脏发育基因调控与基因修复技

术 

02 心脏发育与心血管疾病动物模型

的建立 

03 细胞信号转导研究 

04 斑马鱼基因组学与基因修饰 

05 干细胞技术与转化医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基因工程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1 水生经济动物繁殖与育种 

02 鱼类发育与遗传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发育生物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1 细胞凋亡与人类疾病 

02 细胞信号转导与癌症分子生物学 

03 G-蛋白受体信号通道与人类疾病 

04 鱼类分子细胞与免疫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普通生物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01 蛋白质化学与蛋白质组学 

02 基因功能与调控 

03 医学生物化学 

04 新型药用活性多肽的结构与功能 

05 非编码 RNA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化学专业考生考试科目同化学专业考试

科目 

01 方向招收化学专业考

生，且人数不超过 1 人，

欢迎医学专业考生报考。 

复试笔试科目：分子生物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

分子生物学  

015 体育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631866     联系人：张老师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01 体育管理与经济 

02 体育心理学 

03 体育社会学 

04 体育文史 

05 体育法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5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一） 

复试笔试科目： 

体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校体育学 

②运动训练学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01 体育锻炼与健康体适能研究 

02 运动与生理功能评价研究 

03 人体结构与运动研究 

04 体疗康复研究 

05 运动能力与营养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6 运动解剖学及运动生理学（二） 

复试笔试科目： 

运动生物化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校体育学 

②运动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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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 田径教学理论与训练 

02 排球教学理论与训练 

03 篮球教学理论与训练 

04 体操类教学理论与训练 

05 足球教学理论与训练 

06 小球教学理论与训练 

07 游泳教学理论与实践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5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一） 

复试笔试科目： 

体能训练原理与方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校体育学 

②运动训练学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01 武术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方向 

02 民族民间体育理论与实践方向 

03 中国式摔跤、柔道、跆拳道、空手

道教学与训练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5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一） 

复试笔试科目： 

武术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校体育学 

②运动训练学 

016 音乐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631796     联系人：牟老师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1 音乐教育 

02 中国音乐史论 

03 西方音乐史论 

04 作曲技术理论 

05 民族音乐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4 音乐基础理论 

④01 方向：904 音乐教育专业理论综合 

02 方向：905 中国音乐史专业理论综合 

03 方向：906 西方音乐史专业理论综合 

04 方向：907 作曲专业理论综合 

05 方向：913 民族音乐学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方向课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视唱练耳理论与实践 

②演唱（或演奏）理论与

实践 

 

 

 

017 美术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38501     联系人：李老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5 美术学科教学论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56 美术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专业论文

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素描 ②色彩 

●130400 美术学 
01 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02 美术史论研究 

03 绘画创作与研究 

04 书法创作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8 专业综合理论(包括中外美术史和

艺术概论) 

④914 美术专业理论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方向 01、02：素描基础 1 

方向 03、04：专业创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方向 01、02、03:①专业写

作 ②创意表现 

方向 04：①隶楷临摹 ②行

书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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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30500 设计学 
01 设计理论研究 

02 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研究 

03 区域规划与环境艺术设计及方法

研究 

04 数字媒体艺术应用设计与理论研

究 

05 广告摄影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39 综合理论(包括中外设计史和设计

概论) 

④915 设计专业理论基础 

01 方向复试笔试科目：素

描基础 2 

02、03、04 方向复试笔试

科目：命题设计 

05 方向复试笔试科目：命

题（广告摄影）拍摄与制

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专业写作②创意表现 

018 工程与设计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544     联系人：叶老师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01 职业教育原理 

02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03 职业教育管理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7 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教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教育学 ②心理学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 

02 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75 数字电子技术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  ②通信

原理  

●130400 美术学 
01 民族民间美术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40 中外美术史论 

④873 命题创作（手绘） 

复试笔试科目： 

结构素描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图形创意 ②色彩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

大学作为报名点）  

130500 设计学 
01 传统工艺研究 

02 设计理论研究 

03 视觉传达设计及理论研究 

04 区域规划与环境艺术设计及方法

研究 

05 数字媒体艺术应用设计与理论研

究 

06 服装服饰应用设计与理论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41 设计史及设计概论 

④874 专业设计（手绘） 

复试笔试科目： 

设计素描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图形创意 ②色彩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

大学作为报名点） 

019 医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912466     联系人：阳老师、王老师 

●071003 生理学 
01 细胞生理 

02 呼吸生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43 生理学 

④876 病理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人体解剖学 

②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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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1 临床应用解剖学 

02 组织发生与肿瘤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3 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组织胚胎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细胞生物学 

②分子生物学 

100102 免疫学 
01 抗感染免疫 

02 临床免疫学及检验 

03 分子与细胞免疫学 

04 免疫检测技术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3 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医学免疫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分子生物学 

②细胞生物学  

100103 病原生物学 
01 感染与免疫 

02 病原分子生物学 

03 分子病毒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3 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病原生物学(含医学微生物

学与人体寄生虫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细胞生物学 

②免疫学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1 肿瘤病理生理 

02 呼吸道疾病病理生理 

03 心血管疾病病理生理 

04 生殖健康与病理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3 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病理生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生物化学 

②生理学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03 卫生毒理学 

04 社会医学与卫生服务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3 卫生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01:流行病

学与卫生统计学 02:劳动卫

生与环境卫生学 03:毒理学

基础04:社会医学与医学心

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01:①卫生学②社会

医学02:①毒理学基础②卫

生统计学 03:①流行病学与

卫生统计学②卫生学04:①

卫生学②卫生统计学  

100701 药物化学 

01 天然药物活性成分发现及生物活

性研究 

02 药物设计、合成与活性筛选 

03 活性天然产物的合成、结构修饰及

生物活性研究 

04 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6 药学综合（一） 

复试笔试科目： 

天然药物化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②药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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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702 药剂学 

01 临床药学 

02 临床药理 

03 纳米药物制剂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7 药学综合（二） 

复试笔试科目： 

药剂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药物分析 

②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

学  

100704 药物分析学 

01 体内药物分析和药代动力学 

02 中药质量标准研究 

03 药物分析新材料与新技术 

04 生物分析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7 药学综合（二） 

复试笔试科目： 

药物分析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生药学 

②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

学  

100706 药理学 
01 肿瘤药理 

02 神经药理 

03 心血管药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7 药学综合（二） 

复试笔试科目： 

生物化学（药学用）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②药物分析  

022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3017     联系人：高老师 

★0501Z2 对外汉语 

01 华文教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13 语言综合 

④893 华文教育理论与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写作 

②中国文化基础知识 

0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71     联系人：周老师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 思想政治教育 

0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7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1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复试笔试科目：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政治 

②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

际关系  

0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192     联系人：何老师、邓老师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 

02 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75 数字电子技术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②通信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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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3 智能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65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科目： 

离散数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C 语言程序设计 ②数

据库系统概论  

083500 软件工程 

01 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02 软件工程技术与应用 

03 智能软件工程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967 C 语言程序设计 

复试笔试科目： 

软件工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数据结构 ②it 项目管

理 

030 附属光琇医院(湖南光琇医院)      联系电话：0731-88395660      联系人：王老师 

●071007 遗传学 
01 临床遗传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遗传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生物学 

②分子生物学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1 干细胞工程学 

02 生殖医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普通生物化学 

④864 细胞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干细胞工

程学或生殖医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生物学 

②分子生物学  

 

 

 

 

 

 

 

 

 

 

 

 

 

 

 

 

 

 

 

 

 



 

33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各二级招生单位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1 法学院           法律硕士联系电话：0731-88873062          联系人：郭老师 

0351 法律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招生对象为非法学专业本专

科学生； 

复试笔试科目：行政法学  

0351 法律 
035102 法律（法学）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招生对象为法学专业本专科

学生； 

复试笔试科目：商法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民事诉讼法 

②法理学  

002 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039、88872493     联系人：马老师 
MPA 中心联系电话；0731-88873056       联系人：陈老师 

035200 社会工作 

01 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 

02 社区服务与管理 

03 医务社会工作 

04 老年社会工作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复试笔试科目： 

社会工作综合知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社会保障 

②社会工作概论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0 思想政治教育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政治 

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25200 公共管理 

01 政府管理与地方公共治理 

02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03 国土资源管理与城乡规划管理 

 

非全日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与公共管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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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3 商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303               联系人：钟老师 

025100 金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经济学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管理学原理  

②会计学原理  

125100 工商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政治理论与管理学  

125300 会计 

01 审计方向 

02 财务管理 

03 管理会计 

04 财务会计 

全日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会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宏观经济学 

②微观经济学  

004 文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3046     联系人：王老师、陈老师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1 语文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语文课程论  

②写作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汉语语言分析及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语言文化综合  

②写作 

1351艺术 
135104 电影 

01 电影创作 

02 电影制作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③758 中外电影史 

④879 电影创作 

复试笔试科目：电影作品分

析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电影基础知识 
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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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5 历史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506     联系人：欧阳老师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2 历史教学论 

复试考试科目： 

中学历史教材研究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外通史  

②史学论文写作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 
01 考古学 

02 博物馆学 

03 文化遗产 

04 考古学 

05 博物馆学 

06 文化遗产 

方向 01、02、

03：全日制 

方向 04、05、

06：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8 文博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中国古代文化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田野考古学 

②中国古代史  

006 新闻与传播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64     联系人：胡老师、夏老师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1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传播与文化专题(含媒介竞

争与媒介文化、传播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新闻学基础知识 ②时事

论文  

055300 出版 

01 出版理论与实务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5 出版综合素质与能力 

④441 出版专业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编辑出版专题（含编辑学、

出版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图书选题策划 

②时事论文  

 

135105 广播电视 

01 广播电视创意与策划 

02 广播电视制作与运营 

03 广播电视编导 

04 播音与主持艺术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727 广播影视基础知识 

④887 广播电视专业综合素质与能力 

复试笔试科目： 

广播电视理论与批评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广播电视实务 

②时事论文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加试科

目： 

命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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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7 旅游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077     联系人：梁老师、雷老师 

●0451 教育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01 旅游服务 

02 旅游服务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80 旅游学概论（二） 

复试笔试科目： 

管理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人文地理学原理 

②专业英语 

125400 旅游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及旅游学概论  

008 外国语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43     联系人：易老师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01 (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3（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双学

位联合办学）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方向 03：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71 英语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55101 英语笔译 
00 (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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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互译和阅读评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55102 英语口译 
00 (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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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英汉口译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 

②英语写作 

009 教育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221     联系人：宋老师 

●0451 教育 
045101 教育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3 教育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管理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育学 ②中外教育史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4 教育技术学 

复试笔试科目： 

教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普通心理学 ②教育传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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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5 课程与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 

教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育评价 ②中外教育史 

●0451 教育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6 心理测量 

复试笔试科目： 

临床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心理咨询 ②人格心理学 

●0451 教育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87 科学教育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科学课程与教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科学教育史 ②科学教学

活动设计  

●0451 教育 
045118 学前教育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7 幼儿园课程 

复试笔试科目：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学前教育学 ②学前教育

研究方法 

●0451 教育 
045119 特殊教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92 特殊教育学 

复试笔试科目： 

特殊教育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育学 ②中外教育史  

045400 应用心理 

01 学校心理学 

02 心理测量与咨询 

0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4 健康与临床心理学 

05 社会心理学应用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心理统计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心理测量 ②教育心理学 

0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867     联系人：孔老师、李老师 

025200 应用统计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2 统计学 

复试笔试科目：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西方经济学 

②时间序列分析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8 数学基础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中学数学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实变函数 ②泛函分析 

本专业只招收数学类或统计

学类专业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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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1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834     联系人：唐老师、周老师 

●0451 教育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92 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 

复试笔试科目： 

物理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电动力学 ②普通物理(电

磁学、光学、原子物理)  

085400 电子信息 

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02 光学工程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01 方向：875 数字电子技术 

02 方向：968 光学 

 

01 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②通信原理 

02 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电动力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量子力学②电磁学 

012 化学化工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618     联系人：李老师、韩老师 

●0451 教育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59 化学教学法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化

学实验 

报考学生本科专业需为化学

或化学相关专业  

085600 材料与化工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46 无机化学 

或 847 分析化学 

或 848 有机化学 

或 970 化工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化

学实验 

01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753     联系人：喻老师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60 地理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 

自然地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中国地理 

②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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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14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3081     联系人：王老师 

●0451 教育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61 生物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生物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本专业只招收生物科学相关

专业考生  

086000 生物与医药 

01 生物工程 

02 生物工程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或 338 生物化学 

④912 普通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命科学导论  

②现代分子生物学  

015 体育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631866     联系人：张老师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体能训练原理与方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运动心理学 

②体育保健学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体能训练原理与方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运动心理学 

②体育保健学  

016 音乐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631796     联系人：牟老师 

●0451 教育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62 音乐教育学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方向课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视唱练耳理论与实践 

②演唱（或演奏）理论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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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01 声乐演唱 

02 作曲 

03 器乐演奏 

04 合唱指挥 

05 视唱练耳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724 音乐基础理论 

④01 方向：963 声乐演唱 

02 方向：964 作曲 

03 方向：973 器乐演奏 

04 方向：974 合唱指挥 

05 方向：981 视唱练耳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方向课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视唱练耳理论与实践 

②演唱（或演奏）理论与实

践 

艺术硕士单名导师最多只能

招收 3 名专业方向内新生 

（除方向 02 外考生只能选

择湖南师范大学作为报名

点） 

1351 艺术 
135106 舞蹈 

01 舞蹈编导 

02 舞蹈表演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764 舞蹈基础理论 

④01 方向：976 舞蹈编导 

02 方向：991 舞蹈表演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方向课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视唱练耳理论与实践 

②演唱（或演奏）理论与实

践 

艺术硕士单名导师最多只能

招收 3 名专业方向内新生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大

学作为报名点）  

017 美术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38501     联系人：李老师 

●0451 教育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89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专业论文写

作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素描 ②色彩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01 国画 

02 油画 

03 水彩画 

04 雕塑 

05 书法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738 专业综合理论(包括中外美术史

和艺术概论) 

④965 专业创作 

01、02、03、04 方向复试笔

试科目：素描 

05 方向复试笔试科目：中国

书法史（含书法理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01、02、03、04 方向：①专

业写作 ②创意表现 

05 方向：①隶楷临摹 ②行

书临摹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大

学作为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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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351 艺术 
135108 艺术设计 

01 视觉传达设计 

02 数字媒体艺术 

03 环境设计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③739 综合理论(包括中外设计史和设

计概论) 

④982 专题设计 

复试笔试科目：创意表现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专业写作②设计素描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大

学作为报名点） 

018 工程与设计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544     联系人：叶老师 

●0451 教育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01 文化艺术方向 
02 加工制造方向 
03 信息技术方向 
04 文化艺术方向  
05 加工制造方向  
06 信息技术方向 

方向 01、02、

03：全日制 

方向 04、05、

06：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83 职业技术教育学 

复试笔试科目： 

职业教育史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教育学 ②心理学  

085400 电子信息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75 数字电子技术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② 通信原

理 

085500 机械 

01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02 机电一体化控制 

03 特种工艺装备研发 

04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05 机电一体化控制 

06 特种工艺装备研发 

方向 01、02、

03：全日制 

方向 04、05、

06：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977 机械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机械制图② 数字电子技

术  

135108 艺术设计 

01 传统工艺设计 

02 视觉传达设计 

03 数字媒体设计 

04 环境艺术设计 

05 服装服饰设计 

06 传统工艺设计 

07 视觉传达设计 

08 数字媒体设计  

09 环境艺术设计  

10 服装服饰设计 

方向 01、02、

03、04、05：

全日制 

方向 06、07、

08、09、10：

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741 设计史及设计概论 

④979 艺术设计创作 

复试笔试科目: 

设计素描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图形创意 ②色彩 

（考生只能选择湖南师范大

学作为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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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19 医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912466     联系人：阳老师、王老师 

105300 公共卫生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3 卫生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卫生学与卫生统计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流行病学 

②儿少卫生学  

 

 
105400 护理 

01 内科护理 

02 外科护理 

03 社区护理 

04 急危重症护理 

05 老年护理 

06 内科护理  

07 外科护理  

08 社区护理  

09 急危重症护理  

10 老年护理 

方向 01、02、

03、04、05：

全日制 

方向 06、07、

08、09、10：

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护理研究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社区护理学 

②护理管理学 

020 附属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0731-83929088     联系人：谭老师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

管疾病）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

泌与代谢疾病）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肾脏

风湿免疫疾病）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

系统疾病）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

系统疾病） 

0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

系统疾病） 

全日制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内科学 

参加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02 儿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儿科学 

参加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或儿科学本科生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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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51 临床医学 
105103 老年医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老年

相关疾病）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老年医学 

参加内科学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04 神经病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神经病学 

参加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皮肤病与性

病学 

参加皮肤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X 线、

CT、MRI）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超声

医学）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介入

放射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X 线、CT、MRI 与介入放

射学方向参加放射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超声医学科

方向参加超声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或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临床检验诊

断学 

参加检验医学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欢迎全日制五年制临床医学

或检验医学本科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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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51 临床医学 
105109 外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肝胆

胰）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乳甲、

胃肠、结直肠肛门外科）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科）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泌尿

外科） 

0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整形

外科）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胸

外科） 

0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儿外

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外科学 

肝胆胰、乳甲、胃肠、结直

肠肛门外科方向参加外科专

业住培；骨科方向参加骨科

专业住培；泌尿外科参加泌

尿外科专业住培；整形外科

方向参加整形外科专业住

培；心胸外科方向参加心胸

外科专业住培；儿外科方向

参加儿外科专业住培。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0 妇产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妇产科学 

参加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1 眼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眼科学 

参加眼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或眼耳鼻咽喉专业

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耳鼻咽喉科

学 

参加耳鼻咽喉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或眼耳鼻咽喉专业

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3 肿瘤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肿瘤学 

放疗方向参加放射肿瘤科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其他方

向根据研究方向就近选择相

关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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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51 临床医学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

康复、骨病康复等）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 

参加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6 麻醉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麻醉学 

参加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或麻醉学专业本科

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17 急诊医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急诊医学 

参加急诊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27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全科医学 

参加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1 临床医学 
105128 临床病理学（不授博士学位）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病理学 

参加临床病理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105400 护理 

01 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02 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方向 01：全日

制 

方向 02：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护理学 

欢迎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生

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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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23 附属三医院（湘东医院）     联系电话：0731-23227046     联系人：郭老师、张老师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

泌与代谢疾病）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

系统疾病）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

管疾病）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参加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024 附属长沙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 联系电话：0731-88862710  联系人：崔老师、蒋老师 

1051 临床医学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01 耳鼻咽喉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外科学 

参加耳鼻咽喉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026 附属张家界医院（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联系电话：0744-8360397 联系人：宋老师、谷老师 

1051 临床医学 
105127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全科医学 

参加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欢迎西医院校全日制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生报考  

028 附属岳阳医院（岳阳市二人民医院）联系电话：0730-8713609 联系人：刘老师、李老师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

系统疾病）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

系统疾病）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

泌疾病）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及专

业英语 参加内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1051 临床医学 
105109 外科学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科目: 外科学及专

业英语 参加骨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47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0731-88872192     联系人：何老师、邓老师 

085400 电子信息 

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02 计算机技术 

03 软件工程 

04 电子与通信工程  

05 计算机技术  

06 软件工程 

方向 01、02、

03：全日制 

方向 04、05、

06：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01 方向：875 数字电子技术 

02 方向：967 C 语言程序设计 

03 方向：967 C 语言程序设计 

04 方向：875 数字电子技术 

05 方向：967 C 语言程序设计 

06 方向：967 C 语言程序设计 

 

 

电子与通信工程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高频电子线路 ②通信原

理 

计算机技术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数据结构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离散数学 ②数据库系统

概论 

软件工程方向 

复试笔试科目： 

软件工程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数据结构 ②it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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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湖南师范大学各二级招生单位联系方式及 2020年硕士生拟招生人数 

注：各类拟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需根据国家正式下达计划数并结合各专业生源状况

等情况最终确定。 

二级招生

单位代码 
二级招生单位名称 

拟招收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总

人数（含拟招收

推免生人数） 

拟招

收非

全日

制人

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01 法学院 151(21) 28 阎老师 
郭老师（法硕办） 

0731-88872467 
0731-88873062 

002 公共管理学院 226(21) 41 马老师 
陈老师（MPA 中心） 

0731-88872039 
0731-88873056 

003 商学院 172(40) 25 龙老师 
滕老师（MBA 办） 

0731-88669847 
0731-88872303 

004 文学院 278(61) 37 王老师、陈老师 0731-88873046 

005 历史文化学院 105(36) 5 欧阳老师 0731-88872506 

006 新闻与传播学院 102(32)   胡老师、夏老师 0731-88872664 

007 旅游学院 96(23) 18 梁老师、雷老师 0731-88872077 

008 外国语学院 229(45) 28 易老师 0731-88872643 

009 教育科学学院 333(52) 84 宋老师 0731-88872221 

0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121(37) 6 孔老师、李老师 0731-88872867 

01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16(20) 6 唐老师、周老师 0731-88872834 

012 化学化工学院 166(35) 6 李老师、韩老师 0731-88872618 

01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100(23)   喻老师 0731-88872753 

014 生命科学学院 174(28) 5 王老师 0731-88873081 

015 体育学院 143(48) 24 张老师 0731-88631866 

016 音乐学院 111(33)   牟老师 0731-88631796 

017 美术学院 152(56) 6 李老师 0731-88838501 

018 工程与设计学院 94(12) 27 叶老师 0731-88872544 

019 医学院 88(13) 15 阳老师、王老师 0731-88912466 

020 附属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 148(15) 15 谭老师 0731-83929088 

022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12(6)   高老师 0731-88873017 

023 附属三医院（湘东医院） 5   郭老师、张老师 0731-23227046 

024 附属长沙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 4   崔老师、蒋老师 0731-88862710 

026 附属张家界医院（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3(2)   宋老师、谷老师 0744-8360397 

0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13)   周老师 0731-88872671 

028 附属岳阳医院（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7   刘老师、李老师 0730-8713609 

0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99(13) 20 何老师、邓老师 0731-88872192 

030 附属光琇医院（湖南光琇医院） 10(5)   王老师 0731-8839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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