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师范大学 2015 年 

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5】20 号）文件精神，我校 2015 年继

续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

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在职普通中学、小学、幼儿园和

其它中等学校的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或管理人员，以及省、市、区、

县教育研究部门或政府机关教育系统中有相当于中学、小学、幼儿园

教师职务的教研员或管理人员。 

二、招生领域 

我校 2015 年在以下 17 个领域招收教育硕士： 

序

号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序

号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1 045101 教育管理 11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2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12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3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13 045115 小学教育 

4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14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5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15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6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16 045118 学前教育 

7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17 045119 特殊教育 

8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9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10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时间及地点 



全国联考考试时间安排在 2015 年 10 月 25 日进行，考试地点由

报名点指定，具体安排请见准考证。 

（二）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有：政治理论、英语、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专业考试

（包括面试），共计 4 门。 

1.英语、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为全国联考，其中报考学科教学（英

语）领域的英语考试科目为英语二，报考其他各领域的英语考试科目

为英语一。考试大纲请见《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全国联考考试大纲》（附件 1）。 

2.政治理论和专业考试由我校自行命题，考试安排在复试时进

行，复试具体时间、地点将于 2015 年 12 月初网上另行通知，网址：

http://graduate.cqnu.edu.cn/。我校 2015 年教育硕士各招生领域专业考

试内容请参考《重庆师范大学 2015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招生专业目录》（附件 2）。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一）网上报名 

考生于 6 月 23 日—7 月 11 日访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网址: http://www.chinadegrees.cn），登录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管理信息平台 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以下简称信息平

台），按信息平台说明和要求注册、上传电子照片、完成网上报名，

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生成并打印《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

学位报名登记表》（样表见附件 3）。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

合的方式。 

（二）现场确认 

1．考生于 7 月 12 日—15 日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港澳台

身份证件、华侨身份证或外籍护照）、满足报考条件的最高学历、学

位证书以及《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到



各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报名

信息。报名信息经考生签字确认后，一律不得更改。 

2.重庆市现场确认、考试地点：重庆大学（A 区）；其它省市现

场确认地点请访问“学位网”查看。 

（三）下载准考证 

考生可于 10 月 15 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五、资格审查 

（一）报考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生的资格审查，由我校

自行组织，在复试时进行。 

（二）考试成绩发布后，通过我校公布的复试分数线的考生登录

“学位网”（http://www.chinadegrees.cn），下载本人《2015 年在职人

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表》，本人签名后将该表交所在单位人

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并在电

子照片上加盖公章（一式三份），以备资格审查时用。 

（三）资格审查时，考生须携带以下材料：①《2015 年在职人

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表》一式三份；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③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如考生

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

须提交认证报告。 

六、录取原则 

我校将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自行划定录取分数线，对上线考

生进行复试，根据成绩的综合排名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七、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采取集中学习指导和分散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2．学习年限三年，培养费 24000 元（其中“学科教学（美术）”

专业领域为 36000 元）。 

八、学位授予 



学员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并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由我校授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

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段老师 

联系电话：023—65910997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中路 37 号重庆师范大学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401331 

网    址：http://graduate.cqnu.edu.cn 

 

 

附件 1：《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考试

大纲》 

附件 2： 《重庆师范大学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招生专业目录》 

附件 3：《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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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考试大纲 

 

代码 类别 联考科目 考试大纲 

045100 教育硕士 

外国语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日语、俄语）

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其中，学科教学（英语）专业方向使用《在职攻读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统一（联合）考试大纲（英

语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和   

心理学综合 

《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统一（联合）考

试大纲及指南》（教育学、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可在网上购买，网址：http://www.bsdky.com/



附件 2：重庆师范大学 2015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学院 
招生 

领域 

专业基础课 

名称 
专业基础课参考书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教育科学学

院 

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学 
陈孝彬、高洪源《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 年 

郭老师 
023-65910350 

13896117566 

小学教育 教育学原理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

础》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1 版） 

心理健康

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陈家麟《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原理、操作与实

务》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原理 牟映雪《学前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 
张文京《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理论与实践》重庆

出版集团 2010 年 

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

（思政）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3年版）,高等教

育出版，(2013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 
廖老师 

023-65362714 

15086932306 

文学院 
学科教学

（语文） 
语文学科教学论 

薛晓嫘《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赵老师 13206148196 

数学学院 
学科教学

（数学） 
数学教育学 

《数学教育学概论(第二版)》（张奠宙、宋乃

庆） 
游老师 15823352628 

物理与电子

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

（物理） 

中学物理教学概

论 

《中学物理教学概论》，严金铎、郭玉英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老师 023-65363235 

化学学院 
学科教学

（化学） 

化学教学论 《化学教学论(第 4 版)》，刘知新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平老师 023-65910302 

初等教育学

院 

科学与技

术教育 

科学课程与教学

论 

《科学课程与教学论》，彭蜀晋，林长春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张老师 023-68356850 

生命科学学

院 

学科教学

（生物） 
生物教学论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二版），刘恩山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7 月  
邓老师 

023-65362773 

1590236001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

（英语） 
综合英语 

《高级英语》（第一、二册）张汉熙编，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三版） 
陈老师 

023-65362742 

15023796934 

历史与社会

学院 

学科教学

（历史） 
中外历史基础 

任何一种高校历史专业的《中国通史》、《世

界通史》教材 
李老师 

023-65910252；

15215156210 

音乐学院 
学科教学

（音乐） 
音乐理论（综合） 

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田可文《中国音

乐史与名作赏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 年；齐

江《西方音乐史》，2013 年，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崔老师 
023-65916019；

13667695469 

体育学院 
学科教学

（体育）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

编：潘绍伟、于可红 
叶老师 023-65910378 

计算机与信

息科学学院 

现代教育

技术 
教育技术学基础 

《教育技术学》，何克抗，李文光，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李老师 
023-65910270 

15334554881 

 
 
 



附件 5： 
 

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 
 

考试所在省市：                                                 现场确认时间： 

姓名  姓名拼音  
第二代 

居民身 

份证电 

子照片 

考生上传 

电子照片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籍贯  民族  

国籍  政治面貌  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单位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岗位  考生身份  移动电话  

 工作电话  家庭电话  亲友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最高学历 年 月毕业于        学校           专业 证书编号  

最高学位 年 月获             学校            专业   学  士学位 证书编号  

报考学校  报考学位类别  应试语种  

报考专业领域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备  注  

（签字前，请认真核对上述内容） 

诚信承诺书 
一、我已阅读《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学位办[2002]34 号）和《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愿意在考试中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如有违反，自愿接受相

应处理。 

二、我保证所提供的以上信息真实、准确，并愿意承担由于以上信息虚假或错漏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和后果。 

三、如不符合报考条件而未被招生单位录取，所造成一切后果由考生个人负责。 

考生本人亲笔签名：                 

2015 年   月    日  

请现场确认点工作人员核对考生本人、照片及身份证件信息后打勾并签字： 

       □ 身份证件信息、考生照片与本人一致，进行现场确认。 

       □ 身份证件信息、考生照片与本人不一致，不得现场确认。 

两名现场工作人员签名：                                

2015 年   月    日    时    分             

现场确认点名称及地址： 

注：最高学历、最高学位栏目请填写满足相应专业学位类别报考条件要求的最高学历、最高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