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招生单位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赵强、段建军 

组员：李彬、谷鹏飞、杨遇青、张阿利、张文利、张亚蓉 

二、各二级学科复试分数线 

各专业复试人数＝本专业拟招生总人数（不含推免生）× 130% 

学术学位硕士 

二级学科名称
 

招生总人数
 

（含推免）
 

推免人数
 

参加复试人

数
 

复试
 

分数线
 

备注
 

美学
 4 0 5 324  

宗教学
 1 0 2 380  

文艺学
 10 0 3 357 

上线
3
人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9 2 8 355 

上线
8
人

 

汉语言文字学
 2 0 0 355 

无上线考生
 

中国古典文献学
 3 1 1 356 

上线
1
人

 

中国古代文学
 17 4 6 360 

上线
6
人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 4 9 35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6 2 5 356  

戏剧与影视学
 12 3 7 340 

上线
7
人

 

合计
 75 16 46   

专业学位硕士 

二级学科
 

招生总人数
 

（含推免）
 

推免生人数
 

参加复试人

数
 

复试分数线
 

备注
 

汉语国际教育
 55 0 77 326  

电影
 29 1 27 340 

上线
27
人

 

合计
 84 1 104   

 



 

四、各专业参加复试人员名单 

1．美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美学 348 赵姝涵  

2 学术学位 美学 345 朱美伊  

3 学术学位 美学 344 张静宜  

4 学术学位 美学 343 程欣宇  

5 学术学位 美学 324 韩振东  

 

2．宗教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宗教学 391 马佳雨  

2 学术学位 宗教学 380 赵振焕  

 

3．文艺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文艺学 382 白钰  

2 学术学位 文艺学 367 魏亚妮  

3 学术学位 文艺学 357 胡佳宇  

 

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06 原野方舟 A 

2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84 李彦霞  

3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83 张华  

4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81 王茜  

5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62 徐鑫  

6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61 贺玮  

7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58 周慧敏  

8 学术学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55 王健  

 

5．汉语言文字学（0 人上线） 

  

6．中国古典文献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中国古典文献学 356 苏朋朋  

 

 



 

7．中国古代文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75 皇桂臣  

2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74 赵亚婕  

3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72 刘青云  

4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66 韩俊雅  

5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65 安日辉  

6 学术学位 中国古代文学 360 张婉钰  

 

8．中国现当代文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8 杨银环 A 

2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7 姜迎香  

3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6 黄小丽  

4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4 任栩  

5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3 崔聪  

6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63 王洁  

7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58 程兰惠  

8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57 李莹  

9 学术学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 356 杨艺  

 

9．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0．戏剧与影视学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83 赵榕  

2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65 刘文  

3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60 上官艳艳  

4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53 赵晨昕  

5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47 任嘉豪  

6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40 宋亚丽  

7 学术学位 戏剧与影视学 340 林百成 B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学术学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85 王波 B 

2 学术学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69 徐前  

3 学术学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69 陈方晓 B 

4 学术学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68 张文博  

5 学术学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56 陈东歌  



 

11．汉语国际教育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72 王梦瑶  

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71 贺荣荣  

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71 闫浩  

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71 张芙蓉  

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70 于海英  

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9 周雅琴  

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6 陈超  

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5 黑如意  

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3 郭靖雯  

1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3 翟佳花  

1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1 李书琴  

1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60 汪芬  

1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9 边桂  

1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9 芮雪  

1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9 赵润莉  

1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8 王丽华  

1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7 曹凡  

1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7 王欣雨  

1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4 杨静  

2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2 顾颖  

2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2 刘婧颖  

2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2 赵青青  

2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51 何青华  

2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9 李可心  

2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9 武晓云  

2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9 郑璧昀  

2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7 李笑  

2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6 杜喜萍  

2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5 马瑶  

3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4 连明月  

3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4 武帆  

3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4 王子婷 B 

3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3 王素素  

3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3 薛雨婷  

3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2 王康  

3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2 王晓慧  

3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2 武军敏  

3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1 曹文静  



 

3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0 段玉超  

4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40 周于铃  

4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9 董婧  

4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9 梁慧圆  

4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9 鲁静洁  

4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9 马瑞泽  

4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7 宋嫄  

4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7 修琳斐  

4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5 何甜  

4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5 贾志旭  

4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5 邵鹏  

5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4 郏翠玲  

5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4 李敏  

5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4 宋欣钰  

5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4 杨芝锦  

5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4 周慧  

5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3 颜倩倩  

5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2 李梅  

5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2 李朋浩  

5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2 章洪梅  

5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2 赵鑫  

6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1 户沛  

6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1 向彩凤  

6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1 张金慧  

6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0 刘荣勇  

6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0 孙玉坤  

6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9 王蕊  

6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9 张晶  

6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8 程珂欣  

68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8 李紫漪  

69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8 孙琳华  

7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37 

（加分后总分） 

李佳 

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 

享受加分政策 

71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7 李想  

72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7 孙怡朔  

73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7 许金花  

74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7 张华昀  

75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6 冯静  

76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6 李曌  

77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326 杨馨雨  

 

 



 

 

12．电影专硕 

序号 类别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姓名 储才计划 

1 专业学位 电影 400 张银  

2 专业学位 电影 396 王鹏辉  

3 专业学位 电影 387 贾文昭 B 

4 专业学位 电影 386 马静  

5 专业学位 电影 385 张瑞亭 B 

6 专业学位 电影 380 李杨  

7 专业学位 电影 379 胡凯  

8 专业学位 电影 379 郑妍 A 

9 专业学位 电影 378 杨欣洁  

10 专业学位 电影 373 付梦杰  

11 专业学位 电影 369 顾杏如  

12 专业学位 电影 365 田旭宇  

13 专业学位 电影 364 张雨欣  

14 专业学位 电影 363 左宁  

15 专业学位 电影 361 张嫣然 A 

16 专业学位 电影 360 冯寞晗  

17 专业学位 电影 357 潘雨龙 B 

18 专业学位 电影 355 李凯  

19 专业学位 电影 354 乔源 B 

20 专业学位 电影 354 张瑞玥 B 

21 专业学位 电影 352 郭芝淳  

22 专业学位 电影 351 闫珍珍  

23 专业学位 电影 350 王一凡  

24 专业学位 电影 346 孙羽婵  

25 专业学位 电影 343 贾旭辉  

26 专业学位 电影 341 郄羽彤  

27 专业学位 电影 340 武俐  

 

五、复试工作流程及原则 

1. 复试原则： 

复试录取工作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监督健全，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2. 复试工作流程： 

① 通知每位参加复试的考生，遇到放弃复试资格的依次递补； 



 

② 考生报到、资格审查、政审； 

③ 专业课笔试； 

④ 外语面试、专业综合面试； 

⑤ 将复试结果及总成绩张榜公布； 

⑥ 资格复查、体检，确定拟录取名单和类别。 

3. 复试内容和成绩构成： 

根据教育部和西北大学有关规定，本次复试总分为 300 分，包括专业课笔试（150

分）、专业综合面试（100 分）、外语听力与口语测试（50 分）三个部分，其中专业课

笔试时间为 3 小时。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 分（满分 30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两门业务课，每门课满分为 100 分，单科成绩低于 60 分者视为加试不及格，

不予录取。 

总成绩＝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90％＋复试成绩（满分 300 分） 

3．推免生（含支教团）、储才计划学生不需参加复试，确定储才计划考生时的考核

成绩作为该生复试成绩。 

 

六、复试工作时间表（包括复试时间、地点） 

1．3 月 22 日—3 月 23 日电话通知考生参加复试。 

2．考生报到： 

报到时间：3 月 26 日（周二）上午 8:30-12:00 

报到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东学楼七层 703 室），考生报

到时须向报考单位提交下述材料： 

① 考生所在单位填写的政治审查表。 

②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限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 1 份。 

③ 往届毕业生提交最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原件验后即返）及复印件各 1

份。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④ 未通过教育部学历验证的考生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

印件 1 份。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交《学籍在线电子注册备案表》1 份。 



 

⑤ “退役大学生士兵”与“少民民族高层次骨干”专项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

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

任职”等其他专项计划/项目考生的证明材料由研招办审核。 

经资格审查，不符合条件者，不得参加复试。复试结束后，若发现审查不合格的考

生，一律不予录取。 

3．体检：参加复试的考生须于 3 月 25 日—4 月 4 日到西北大学校医院空腹体检，

体检表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或长安校区校医院收费领取。考生务必于 4 月 4 日 17:00前

将体检表交至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未按时提交体检表的考生不予录取。体检不合格的

考生不予录取。 

4．拟录取类别为定向的考生须与学校签订协议。调档函和协议书请拟录取考生自

行从研究生院网站（http://yzb.nwu.edu.cn）下载、填写后，前往文学院团委（东学楼 5

层）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29-88308218 

 

七、各专业复试时间、地点（请考生提前 10 分钟到场） 

1．专业课笔试 

    时间：3 月 27 日（周三）上午 8:30-11:3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具体地点资格审查时通知。 

 

2．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时间：3 月 27 日（周三）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具体地点资格审查时通知。 

 

3. 专业综合面试 

（1）美学、文艺学 

时间：3 月 29 日（周五）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文艺理论教研室 

（2）宗教学 

时间：3 月 29 日（周五）上午 10: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六层唐代文学研究室 

（3）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汉语教研室 

（4）中国古典文献学 

时间：3 月 29 日（周五）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小会议室 

（5）中国古代文学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上午 8:3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六层唐代文学研究室 

（6）中国现当代文学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外国文学教研室 

（8）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学位）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下午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影视教研室 

（9）汉语国际教育（考生现场抽签决定分组） 

时间：3 月 29 日（周五）下午 13:30 

地点：A 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汉语教研室 

      B 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对外汉语教研室 

      C 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大学语文教研室 

（10）电影（专业学位）（考生现场抽签决定分组） 

时间：3 月 28 日（周四）上午 8:00 

地点：A 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影视教研室 

      B 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学楼七层大学语文教研室 

 

 

复试时间、地点如有改动，另行通知。 

请各位考生保持电话畅通，因电话不通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己承担。 

 

联系人：柯尊斌 

联系电话：029-88308215 

               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9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