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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简介 

 

阜阳师范学院坐落在国家中部地区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皖豫省际中心

城市——阜阳。这里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国著名

的文化精英管子、老子、庄子，曹操、曹丕、曹植，欧阳修、苏轼、曾巩

等赋予了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底蕴。学校毗邻古颍州西湖、京九铁路交通

枢纽、皖北地区 4C级机场，环境怡人，交通便捷，区位优越。 

学校创办于 1956年，1977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

建立阜阳师范学院，获首批学士学位授予权；2001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2008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等

级； 2005年、2014年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建校六十多

年来，学校先后向社会输送 10.2 万余名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

各界广泛认可，被誉为“皖北地区基础教育的摇篮、人才培养的基地、科

技创新的平台、文化建设的窗口”。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9399人，其中本科生 19191人，研究生 208

人，占地 137.1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77.25 万平方米。学校设置 16

个教学学院、1 个继续教育学院，拥有 64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历史

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理学、管理学、工学、农学、艺术学等十大

学科门类;现有 2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现

有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等 4个省级重点学科，“生物学”1个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物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汉语言文学等 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国家级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1个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基

地；建有抗衰老中草药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胚胎发育与生殖调节安

徽省重点实验室、环境激素与生殖发育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环境污染物降

解与监测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区域物流规划与现代物流工程安徽省实验

室、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农民工研究中心及

安徽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等 8 个省级科研平台。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3755.76 万元，纸质图书 194.96 万册，拥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 电子期刊库等 40 个中外网络资源数据库，并拥有皖北文

化研究专题数据库、农民工研究专题数据库等自建特色数据库。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109人，其中研究生学位人员近 1000人，博士人



—2— 
 

员 300多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413人，其中正教授 123人；拥有“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皖江学者、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

选、安徽省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或省政府津贴、全国优秀教师、宝钢优

秀教师、安徽省优秀教师和教学名师等共计 86 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

229人；聘请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中国科学院陈国良院士、

方维海院士等兼职教师 109人。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科研工作，不断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教学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五年来，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895项，其中国

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 项，省部级各类课题 268 项，横向合

作项目 146 项，荣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2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530

篇，其中二类以上期刊论文 1291 篇，获国家授权专利 269 项；出版著作

135部。主办出版《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

《阜阳师院报》、《安徽基础教育》。 

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彰显实践育人特色，人才培养质量不断

提高。五年来，我校学生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 459项，省级学科竞赛

奖励 1941项，进入《2013至 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本科）

TOP300》排行榜第 243位。学生主持各类科研项目 857项，其中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 178项。毕业生角色转换快、实践能力强、发展后劲

足，社会满意度高。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

围，长期坚持开展“未来教师”职业技能大赛、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等

一系列品牌第二课堂活动，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单

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

“安徽省高校综合改革首批试点单位”、“安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安

徽省优秀教学管理单位”、“安徽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标兵单位’”、“安徽省第一批省级创业学院”等荣誉称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阜阳师范学院将继续秉承“厚德、博学、自胜、

勤行”的校训，弘扬“自强至善”的学校精神，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深入

推进内涵式发展，彰显特色，加快转型，继续巩固教师教育优势，积极发

展应用学科，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高水平师范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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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 2019 年各专业招生学院一览表 

学位 

类型 
招生学院 

一级学科名

称及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 

学术型 

硕士 

文学院 
0501 中国

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曹老师 0558-2596502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 马克

思主义理

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老师 0558-2596209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生物与食品

工程学院 

0710 生物

学 

071001 植物学 

唐老师 13866285526 
071002 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 
0703 化学 

070301 无机化学 

王老师 

白老师 

13085580115 

17775006623 

070302 分析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商学院 
1202 工商

管理 

120201 会计学 

李老师 
18306790205 

0558-2596897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专业 

学位 

商学院 1253 会计 125300  会计 李老师 
18306790205 

0558-2596897 

教育学院 

0451 教育 

045101 教育管理 王老师 13905581512 

文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曹老师 0558-2596502 

生物与食品

工程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唐老师 13866285526 

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卢老师  0558-2591166  

物理与电子

工程学院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老师 
18756952371 

0558-2591496 

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王老师 18905587725 

体育学院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朱老师 18056978300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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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 2019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 

阜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招生学校网站：http://210.45.32.7/xiweb/yjsc/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558-2595335（李老师）；2595316（徐老师）；2595186（李老师） 

001 文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曹祝兵   联系电话：0558－2596502     网址：http://210.45.32.7/xiweb/wxy/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5语言文学基础 

④807阅读与写作 

复试科目： 

小论文写作 

同等学力及跨专业加试科目： 

①文学理论 

②语言学理论 

初试科目说明： 

①语言文学基础：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 3 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及

其运用能力,参考书目：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朱栋

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②阅读与写作：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包括阅读、鉴赏与写作能力。 

复试科目说明： 

小论文写作：考查学术性论文写作能力。 

同等学力、跨专业加试科目说明： 

①文学理论：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②语言学理论：徐通锵、叶蜚声著《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451 教育 [专业学位]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902语文教学论 

复试科目： 

教研论文写作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文学基础②阅读与写作 

初试科目说明： 

①教育综合：自命题考试科目，参照教育部“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②语文教学论：王文彦，蔡明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全日制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复试科目说明：考查教研论文写作能力。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文学基础：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http://210.45.32.7/xiweb/y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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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②阅读与写作：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包括阅读、鉴赏与写作能力。 

002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唐俊   联系电话：13866285526     网址：http://210.45.32.7/xiweb/swx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2生物化学 

④815 普通生物学 

复试科目： 
生物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细胞生物学 

②基础生态学 

初试科目说明： 

①生物化学:王镜岩 朱圣庚 徐长法著《生物化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②普通生物学：吴相钰, 陈守良, 葛明德等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复试科目说明：生物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细胞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②基础生态学：牛翠娟等主编《基础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451 教育 [专业学位]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903生物教学论 

复试科目： 
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细胞生物学②生物化学 

初试科目说明： 

①教育综合：自命题考试科目，参照教育部“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②生物教学论：刘恩山主编《中学生物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复试科目说明： 

普通生物学：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等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细胞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②生物化学:王镜岩 朱圣庚 徐长法著《生物化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003 商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李秋博   联系电话：18306790205 0558-2596897   

网址：http://210.45.32.7/xiweb/sxy/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1202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01 财务会计 

02 财务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 

01 现代企业管理 

02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 

④823管理学 

复试科目： 

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微观经济学 

②企业管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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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物流管理 

02 供应链管理 

初试科目说明：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现代企业管理等相关重点内容。周三多主编《管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 年 12 月版。 

复试科目说明： 

西方经济学：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身边的经济现象进行相关分析。高鸿业主编《西

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书目： 

①微观经济学：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

版；②企业管理概论：②杨善林主编《企业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125300 会计 [专业学位] 60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科目： 
①思想政治理论（时事政治） 

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与管

理会计、审计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级财务会计 

②中级财务管理 

复试科目说明： 

①思想政治理论（时事政治） 

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与管理会计、审计综合科目说明： 

（1）财务会计：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财务会计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版。金融资产、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

财务报告、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2）财务管理：荆新、

王化成、刘俊彦主编《财务管理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版。财务估值的基础、

财务分析、长期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营运资金管理、股利分配。（3）成本与管理会计：孙茂竹、文光伟、

杨万贵主编《管理会计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版；于富生、黎来芳、张敏编

写《成本会计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版。产品成本核算方法、成本分析与成

本管理、经营决策分析、全面预算管理、责任会计。（4）审 计：秦荣生，卢春泉编著《审计学》（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 月版.财务报表审计的核心概念、财务报表审计的思路和步骤、主要业务循

环的审计、审计报告。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中级财务会计：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财务会计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版。货币资金、存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与利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会计变更与差错更正。 

②中级财务管理：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财务管理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版。财务管理的价值观念、财务分析、财务战略与预算、长期筹资方式、资本结构决策、投资决策原理、

投资决策实务、短期资产管理、短期筹资管理、股利理论与政策、公司并购管理、公司重组、破产和清算。 

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王继云    联系电话：0558-2596209     网址：http://210.45.32.7/xiweb/szllk/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复试笔试科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EF%C3%AF%D6%F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C4%B9%E2%CE%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D%F2%B9%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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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            

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                

03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基

本经验研究 

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

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02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03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01 近现代中国国情与改革开放             

02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中国革命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 

②201英语一 

③616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④808 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同等学力加试：  
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初试科目说明： 

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 年修订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要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及运用情况。    

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编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主要考查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与掌握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

历程的认识。参考书目  

复试科目说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 年修订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要考查学生是否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运用。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修订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要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进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掌握与运用情况。 

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主要考查学生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认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和规律。  

00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王洪涛、白翠冰   联系电话：13085580115、17775006623 

网址：http://210.45.32.7/xiweb/hxx/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703 化学 20  
复试科目： 

综合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仪器分析 
070301 无机化学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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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04 物理化学 5 
③623物理化学 

④816无机化学 

②普通化学实验 

070302 分析化学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3物理化学 

④817分析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3物理化学 

④818有机化学 

初试科目说明： 

①物理化学：傅献彩等著《物理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②无机化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主编《无机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③有机化学：李景宁等编著《有机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④分析化学：武汉大学《分析化学（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 

复试科目说明：综合化学：张祖德、徐鑫、江万权等编著《综合化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仪器分析：董慧茹主编《仪器分析》（第三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②普通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普通化学实验教学组主编《普通化学实验》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006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张朋 联系电话:0558-2591496 18756952371 网址：

http://210.45.32.7/xiweb/wdxy/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备    注 

0852 工程  [专业学位]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1 现代通信系统设计及应用 

02 信号检测与处理技术及应用 

03 光电子器件设计与应用 

04 嵌入式系统与片上系统设计 

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905信号与系统 

或 906 电路原理 

或 907 大学物理（光、

电磁学部分） 

复试科目： 

01方向笔试：通信原理 

02 方向笔试：数字信号处理或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 

03 方向笔试：光电子或单片机原理

与应用 

04方向笔试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同等学力加试： 

①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②数字电子技术。 

初试科目说明： 

①信号与系统：吴大正、杨林耀、张永瑞等编著《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电路原理：李翰荪主编《电路原理》（第四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大学物理：张三慧编《大学物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程守洙，江之永主编《普通物理学》，高等教

育出版社。 

复试笔试科目说明：  

①通信原理：樊昌信、曹丽娜编《通信原理》（第七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年 10 月。②数字信号处

https://book.jd.com/writer/%e6%9d%a8%e6%9e%97%e8%80%80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6%b0%b8%e7%91%9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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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西全、丁玉美编《数字信号处理》（第四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年 4 月。③光电子：

《光电子学与光子学-原理与实践》，卡萨普，电子工业出版社。④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技术：张齐、朱宁

西主编《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技术》(第三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主编《C 语言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数字电子技术：阎石主编《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00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王亚    联系电话：18905587725  网址：http://210.45.32.7/xiweb/jsjx/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852 工程  [专业学位] 

 

085211 计算机技术 

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 908数据结构 

复试科目： 

C程序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数据库概论 
②软件工程 

初试科目说明： 

数据结构：严蔚敏、李冬梅、吴伟民编著《数据结构》（C 语言版，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版。 

复试科目说明： 

C 程序设计：苏小红、王宇颖、孙志岗等编著《C 语言程序设计》（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数据库概论：王珊,萨师煊编著《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版。 

②软件工程：齐治昌、谭庆平、宁洪编著《软件工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版。 

008 教育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王胜 联系电话：13905581512网址：

http://210.45.32.7/xiweb/education/list/?59_1.html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451 教育  [专业学位] 

 

045101 教育管理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901 学校管理学 

复试科目： 
教育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教育心理学 
②中外教育史 

初试科目说明： 

①教育综合：自命题考试科目，参照教育部“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②学校管理学：萧宗六等编著《学校管理学》（第四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 版。 

复试科目说明： 

教育研究方法：袁振国主编《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编著《教育心理学（第二版 ，教育学考研指定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②中外教育史：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教育类专业考研考博必备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http://e.dangdang.com/newsearchresult_page.html?keyword=%E4%BA%BA%E6%B0%91%E9%82%AE%E7%94%B5%E5%87%BA%E7%89%88%E7%A4%BE
https://book.jd.com/publish/%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8%8e%e7%9f%b3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10— 
 

吴式颖、李明德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009 体育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朱毅然 联系电话：18056978300  网址：http://210.45.32.7/xiweb/tyx1/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452 体育  [专业学位] 

045201体育教学 

045204社会体育指导 

4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6体育综合 

④--无 

复试科目： 
体育科学科研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体育概论 
②运动解剖学 

初试科目说明： 

体育综合：（1）王瑞元、苏全生主编《运动生理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2 月版；（2）周登嵩主

编《学校体育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版。 

复试科目说明： 

体育科学科研方法:重点考察考生合理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以小论文的形
式进行考核。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体育概论：杨文轩、陈琦主编《体育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版。 

②运动解剖学：徐国栋、袁琼嘉主编《运动解剖学》（第五版），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9 月版。 

010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招生咨询联系人：卢舒程 联系电话：0558-2591166   网址：http://210.45.32.7/xiweb/lsx/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备注 

0451 教育  [专业学位]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 904 中国近现代史 

复试科目：  
历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古代史 
②史学概论 

初试科目说明： 

①教育综合：自命题考试科目，参照教育部“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②中国近现代史：张海鹏、杨胜群、郑师渠编著《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第 1 版； 程中原、吴敏先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复试科目说明： 

历史教学论：朱煜主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说明： 

①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等编《中国古代史》（上下册，第五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②史学概论：张岂之、陈祖武等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019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拟招生 3 人，报考专业为目录所示专业。 

注：以上招生计划数仅供参考，本校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
划为准。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吴式颖&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李明德&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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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及奖助政策 

 
1.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为 6000元/生·年；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学费为 9000元/生·年。 

2.研究生助学金按照国家、安徽省统一规定的标准执行，资助标准

为 6000元/生·年。 

3.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奖励比例和标准执行，奖

励标准为 20000元/生。 

4.学校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00%覆盖：一等

奖比例为学生数的 20%，奖励标准为 10000元/人·年；二等奖比例为学

生数的 30%，奖励标准为 8000元/人·年；三等奖比例为学生数的 50%，

奖励标准为 6000元/人·年。新生学业奖学金主要根据报考志愿情况及

招生考试的相关成绩来评定。 

5.学校设立“助研、助教、助管”岗位，“三助”岗位,学术型硕士

100%覆盖;专业学位硕士个人申报，学校择优遴选。“三助”岗位津贴为

600元/人·月，一年按 10个月发放。 

6.学校设立新生奖学金，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并被

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者除外)，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6000元/人，其他被录取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一次性奖励 3000元/人。 

7.研究生住宿费标准为 1000元/生·年。住宿条件为两人一间，配

备有实木家具、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网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