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一、招生计划
2019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50名（最终人数以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录取时我校将根

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和学校发展需要作对应调整。

招生专业详见《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二、学制、学习年限、学习方式
学    制：4年

学习年限：4至6年，最长不超过7年

学习方式：全日制脱产学习

三、报考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二）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三）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报考，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报名时须提交认证

报告原件及复印件，否则取消报考资格。（详见中国留学网网址：http://www.cscse.edu.cn/）

（四）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体检要求。   

（五）提供2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信。

（六）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七）“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代码：030505）中研究方向为“0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

究(思政骨干专项)”的报考基本条件：

①报考人员须为在编在岗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骨干。报考人员需经所在学校思政（或

党务）工作部门、人事部门推荐，所在地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审核通过，并填报《高校思政工作

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于资格审查时提交。报考类别必须为定向就业。

②截至报名之日应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满3年，且具有硕士学位，本科、硕士所学专

业不受限制。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四、报考注意事项
（一）考生报考前应认真阅读我校招生简章以及报考条件，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考试和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考生填报的所有信息与按规定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且书面报考材料中的相关内容

必须与网上填报的信息相一致。如有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证属实，将根据国家、教育部

门有关法律、规定等视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取消报考、录取、学习资格或取消学籍等处理，直至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在职考生报考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因报考博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

及由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调档、录取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我校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网上报名
【所有考生必须网上报名，否则报名无效。报名信息一经审核通过，不得再作修改。网上报名

截止之日后，未通过审核者，视为放弃报名。请考生及时准确填写（更新）报名信息，因填报信息

有误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信息填报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1.时间: 2019年2月1日9:00 — 4月18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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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址：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c.gznu.edu.cn/进入“博士招生”专栏，登录“博士

报名系统”。（注：请务必谨慎上传近期本人免冠白底电子照片，报名、初试、复试、体检、录取

各阶段均以此照片为准）

六、现场确认
【所有考生均必须参加现场确认，否则网上报名信息无效】

1.时间：2019年4月下旬或5月中旬

地点：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具体时间和地点见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告）

3.流程：现场确认具体安排请届时关注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4.资格初审：考生于现场确认期间将以下“报考材料”及部分材料原件，按下述对应的考生类

别材料序号整理提交至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初审。

报考材料清单
【相关表格可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博士报名中下载】

序号 名称 类型 数量

① 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 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② 硕士学位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硕士学位论文 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③
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注:博士报名系统打印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原件 1份

④ 专家推荐书(注:至网站博士招生栏目附件2下载填写) 原件 2份(两位专家各1份)

⑤ 硕士学位课程学习成绩单 复印件 1份(加盖出具单位公章)

⑥ 思想政治情况表(注:至网站博士招生栏目附件3下载填写) 原件 1份(加盖出具单位公章)

⑦ 发表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等科研成果清单目录 原件 1份

⑧ 本科毕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⑨ 学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⑩ 硕士研究生学生证 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11 研究生院(部、处)出具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证明 原件
1份(加盖研究生院

(部、处)公章)

12
高校思政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注: 至网站博士招生栏目附件4下载填写)
原件 1份

（1）往届生(已取得硕士学位人员) ：提交“报考材料”清单中①至⑨项，报考 “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思政骨干专项) ”还须提交材料12 。



（2）应届硕士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提交“报考材料”清单中①、③、④、

⑤、⑥、⑦、⑧、⑨、⑩、11 。

5.资格复审：资格初审合格者，由我校相关培养单位根据本专业（方向）具体情况对考生进行

资格复审。

6.考试费用：180元/人，资格复审合格者，在现场确认期间缴纳考试费用。考试费用一经缴

纳，均不办理退费。未缴纳考试费用或逾期缴费者，其报名信息无效，不予报考。

7.发放准考证：在初试前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制作并发放准考证（具体发放时间、方式另

行通知）。

七、初试
（一）初试时间：2019年5月中旬（具体时间见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告）

（二）初试地点：贵州师范大学（具体地点见准考证）

（三）初试科目：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具体考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具体

科目考试时间详见准考证）。

八、复试 
初试结束后进行复试。

（一）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二）复试要求、办法及地点将由各培养单位另行通知。

（具体见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及各培养单位网站）

（三）复试内容：1.测试考生外语口语及听力水平；2. 考察考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

技能、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考生需提交包括本人科研经历、科研成果、对拟从事研

究的学科领域及研究方向的认识、研究思路和展望的科研报告；3.跨一级学科报考的考生(判断依据

为考生所学专业代码的前4位与报考专业代码的前4位是否相同，不同则为跨一级学科)，复试时须加

试硕士阶段主干课程（笔试），具体加试科目将在初试前另行通知。

九、体检
体检统一安排在复试阶段进行，具体地点、时间另行通知。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十、录取
（一）符合我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及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心健康状

况达到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及培养单位的要求，在招生计划内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二）录取类别：分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

1.非定向就业：为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录取时须将个人人事档案及工资关系转入我校，毕业

后在规定时间内落实工作单位后，学校按国家有关就业政策予以派遣。

2.定向就业：为在职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我校、用人单位

分别签订定向协议合同，其人事档案、户口及工资关系无需迁入我校，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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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网上报名填写的报考类别即为录取类别，请考生在报考时慎重选择。在职考生的录取类

别将依照纸质版《报名登记表》上工作单位填写的报考意见进行录取。】

（三）我校拟录取并经教育部审查合格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于2019年秋季入学。

十一、学费标准及奖助
（一）学费：9000元/学年。

（二）录取的所有考生均可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具体评定按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 

（三）录取为非定向的博士生，在学制内，除享受1.3万元/年的国家助学金外，同时享受我校

经费资助2万元/年的生活补助（非定向考生人事档案未在我校调档函规定时间内转入我校研究生院

的考生均不享受）。

十二、其他
（一）本简章中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相冲突，我校将按照教育部最新政策执行。若2019

年国家研究生招生政策有变化，我校将做相应调整并及时在研究生院网站予以公布，请考生关注相

关公告。

（二）考生若被我校和外校同时录取，务必在得知录取信息后第一时间告知我校，否则在上报

教育部时发现被重复录取，后果由考生负责。

（三）任何环节发现弄虚作假者，学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已入学的取消学籍，后果由考生

自负。

（四）考生须携带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一致的1寸免冠照片5张。

十三、信息查询、联系方式
报名、考试、成绩、录取等各阶段信息将及时在我校研究生院网主页上公布。

联系部门：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    址：贵州省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  邮政编码：550025 

研究生院网址：http://yjsc.gznu.edu.cn/

电    话：0851—83227112       传    真：0851—83227112

信    箱：gznu_yzb@126.com

十四、本招生简章由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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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历史与政
治学院

030201 政治学理论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陈华森 ①1001英语 
②2009政治学原理 
③3021西方政治思想史

黎 珍

冉光芬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徐晓光

①1001英语 
②2009政治学原理 
③3022比较政治制度

杨 斌

罗竖元

彭国胜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伍志燕
①1001英语 
②2009政治学原理 
③302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030206 国际政治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郭秋梅 ①1001英语 
②2009政治学原理 
③3024国际政治学理论

韦丹芳

贾付强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 01文艺美学
唐善林 ①1001英语 

②2001汉语言文学综合 
③3001文学理论封孝伦 唐善林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史光辉 ①1001英语 

②2001汉语言文学综合 
③3002语言基础曾传禄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中国诗赋

易闻晓
①1001英语 
②2001汉语言文学综合 
③3003中国古代文学

踪训国 易闻晓
02唐宋文学与文化 吴夏平
03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 郝 永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
化

谢廷秋 罗长青 ①1001英语 
②2001汉语言文学综合 
③3004中国现当代文学

颜同林
杜国景 颜同林

教育科学
学院

040201 基础心理学 01认知心理学
潘 运 ①1001英语 

②2010基础心理学 
③3025心理学研究方法罗 禹

040202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01教育心理学

王洪礼 罗 禹 ①1001英语 
②2010基础心理学 
③3025心理学研究方法七十三 潘 运

040203 应用心理学 01心理测量学 赵守盈
①1001英语 
②2010基础心理学 
③3025心理学研究方法

数学科学
学院

070101 基础数学

01函数论

伍鹏程 龙见仁 ①1001英语 
②2004泛函分析 
③3012复分析与值分布理论、
3016偏微分方程 选一

龙见仁

周军

02代数学及应用

游泰杰 黎先华 ①1001英语 
②2005基础代数 
③3013半群理论、3018群论、
3019密码学 选一

李样明 游泰杰

邓伦治

03数学教育
曹一鸣 夏小刚 ①1001英语 

②2006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③3014数学教育心理学夏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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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
学院

070102 计算数学 01计算科学及应用

谢晓尧

①1001英语 
②2007数值分析 
③3015程序设计与计算机网
络、3016偏微分方程、3017数
值代数 选一

曹永锋
卢琳璋
陈 震

杨一都 安 静
支启军
安 静
郑 强

阮方鸣 曹永锋

070104 应用数学
01随机过程及应用

胡圣波
①1001英语 
②2008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③3020统计理论与方法（含统
计学和多元统计内容）、3026
数值计算、3027数据结构与程
序设计 选一

周永辉

02应用统计分析 向书坚 游泰杰

地理与环
境科学学

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1喀斯特环境演变与生
态建设

周明忠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5岩溶学

焦树林
02喀斯特环境保护与污
染控制

李晓燕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01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
应用

杨广斌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6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安裕伦

喀斯特
研究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1喀斯特环境演变与生
态建设

熊康宁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5岩溶学

卢耀如 熊康宁
梁 虹

刘国华 熊康宁

02喀斯特植物资源与保
护利用

克里斯汀佛耶
熊康宁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5岩溶学

容 丽
杨庆雄

周欣

070502 人文地理学
01喀斯特资源管理与区
域发展

杜芳娟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5岩溶学

杨斌
刘肇军 杨 斌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01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
应用

周忠发 ①1001英语 
②2002地理学 
③3006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

杨胜天
周成虎 周忠发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0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
统文化研究

唐昆雄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08中国哲学史龚振黔 张春香

02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
理论研究

唐昆雄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07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李建军 唐昆雄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进程、经验与规律及成
果研究

代金平 汪 勇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0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樊建新  欧阳恩良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
实践研究

汪勇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10思想政治教育学

0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
实践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
士学位专项计划)

韩 卉 唐昆雄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10思想政治教育学汪 勇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01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欧阳恩良 ①1001英语 
②200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③3011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周石峰



联系部门：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    址：贵州省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

邮政编码：550025

网    址：http://yjsc.gznu.edu.cn/

电    话：0851-83227112

传    真：0851-83227112

信    箱：gznu_yz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