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届博士研究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序号 校区 学院 专业名称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辅导员 备注
计划实习

时间

1 雁山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10 黄老师/0773-3696203 定向8人 无实习
2

雁山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柳老师/0773-3696013

定向2人 无实习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 定向4人 无实习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8 定向4人 无实习
5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9 定向8人 无实习
7

育才
化学与药学

学院

分析化学

化学

分析化学 5

杨老师/0773-5850057/19174519301

定向3人 无实习
9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 8 定向2人 无实习
10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4 定向3人 无实习
11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 5 定向4人 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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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才

电子工程学
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3
覃老师/0773-5808283

已完成实习
2 电子与通信工程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48 已完成实习
3

计算机科学
与信息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35

廖老师/0773-3560693

已完成实习
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16 已完成实习

5 软件工程 工程硕士 软件工程 39 已完成实习

6

雁山
数学与统计

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43

廖老师/0773-3556078

2020年9月-12月
7 统计学 统计学 9 2020年9月-12月
8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4 2020年9月-12月
9 数学 数学 24 2020年9月-12月
10 学科教学(数学)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26 定向2人 2020年9月-12月
11

育才
化学与药学

学院

合成与天然药物化学 化学 合成与天然药物化学 11

杨老师/773-

5850057/19174519301

12 化学 化学 80

13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

14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2

15 学科教学(化学)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化学） 18 定向2人

16 制药工程 工程硕士 制药工程 13

17

雁山

生命科学学
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2

秦老师/0773-3560197

定向1人

1人已签实习合同，后续直接
就业），1人2020年9月-2021

年1月实习

18 生态学 生态学 16
1人2020年8月7日-2021年7月1
日实习，其余人无实习计划

19 生物学 生物学 46
1人2020年9月-2021年6月实
习，其余人无实习计划

20 学科教学(生物)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生物） 22 定向1人

18人2020年9月-2021年2月实
习，4人2020年9月-2021年6月

实习

21
环境与资源

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24

覃老师/0773-3690219

2019年9月-2020年1月
22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1

23 学科教学(地理)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地理) 16 定向1人 2020年9月-2021年1月

24

育才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2

张老师/0773-5820611

2020年9月-12月
25 物理学 物理学 37 定向2人 无实习
26 系统分析与集成 系统科学 系统分析与集成 3 无实习
27 系统理论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2 无实习
28 学科教学(物理)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物理) 16 定向2人 2020年9月-2021年1月
29 科学教育研

究所

科学教育 教育学 科学教育 4 2020年3月-7月
30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科学与技术教育 19 定向5人 2020年9月-2021年1月
31

雁山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40

黄老师/0773-3696203

定向1人 2020年9月-12月
32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7 2020年9月-12月
33 美学 哲学 美学 5 2020年9月-12月
34 学科教学(语文)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语文） 44 定向8人 2020年9月-12月
35 出版 出版硕士 11 定向2人 2020年9月-12月
36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92 定向6人 2020年9月-12月
37

王城
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1

李老师/0773-5821659

38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

字学)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

字学)
2

39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旅游管理 4

40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管理 95 定向75人

41 世界史 世界史 9

42 学科教学(历史)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历史） 14 定向4人
全日制2020年9月1日-2020年

12月1日外出实习

43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8

44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7

45 专门史 中国史 专门史 5

46

雁山
经济管理学

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 200
MBA:李老师/0773-

5826100
定向110人

47 经济史 理论经济学 经济史 1

于老师/0773-3698036

2020年9月-2021年1月
48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旅游管理 1

49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20

5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

51 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13

52 金融 金融硕士 金融 23 定向2人 2020年9月-12月

53 政治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2 2020年9月-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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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雁山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3

柳老师/0773-3696013

55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3

56 伦理学 哲学 伦理学 3

57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6

58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67 定向7人

59 外国哲学 哲学 外国哲学 6

60 学科教学(思政)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思政) 24 定向2人

61 政治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2

62 政治学 政治学 8 定向2人

63

法学院

法律(法学) 法律硕士 法律（法学） 58

田老师/0773-3699665

定向9人 2020年8月-10月
64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38 定向11人 2020年4月—6月
65 法学 法学 40 定向2人 2020年7月-9月
66 知识产权法 法学 知识产权法 3 2020年7月-9月
67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 90 MPA：俸老师/0773-
3696536

定向60人

68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18

非MPA：张老师/0773-

3696536

69 社会保障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16

70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硕士 社会工作 30 2020年7月—2021年1月
71 政治学 政治学 9

72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笔译 翻译硕士 朝鲜语笔译 13

邓老师/0773-
3695039/15078305168

定向1人 2020年11月-2021年3月
73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15 2020年10月-2021年3月
74 日语笔译 翻译硕士 日语笔译 5 2020年11月-2021年3月
75 学科教学(英语)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英语） 100 定向28人 2020年9月-12月
76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29 定向1人 2020年10月-2021年3月
77 英语笔译 翻译硕士 英语笔译 63 定向5人 2020年11月-2021年3月
78 英语口译 翻译硕士 英语口译 15 定向1人 2020年11月-2021年3月
79

教育学部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5

唐老师/0773-3871983

定向1人 自主实习
80 教师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 9 定向1人 自主实习
81 教育管理 教育硕士 教育管理 32 定向16人 自主实习
82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19 定向1人 自主实习
83 教育学 教育学 66 定向1人 自主实习
84 民族教育 教育学 民族教育 14 自主实习

85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 自主实习

86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硕士 现代教育技术 24 定向5人 自主实习
87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心理健康教育 20 定向6人 自主实习
88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学前教育 33 定向3人 自主实习
89 应用心理 应用心理硕士 应用心理 20 自主实习

90 育才
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职业技术教育 40 周老师/0773-5832262 2020年9月-11月

91

雁山

体育与健康
学院

体育教学 体育硕士 体育教学 27

韩老师/0773-3697335

自主实习
92 体育学 体育学 33 定向1人 自主实习
93 运动训练 体育硕士 运动训练 17 自主实习
94

美术学院

美术 艺术硕士 美术 26
马老师/0773-3690298/ 

13132976707

定向1人 2020年9月1日-10月31日
95 美术学 美术学 34 定向2人 2020年9月1日-10月31日
96 学科教学(美术)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美术） 3 2020年9月1日-10月31日
97

设计学院
设计学 设计学 设计学 22

黄老师/0773-8996576
已完成实习

98 艺术设计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62 定向1人 已完成实习
99

音乐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1

周老师/0773-3678488

定向1人 已完成实习
100 舞蹈 艺术硕士 舞蹈 5 已完成实习
101 学科教学(音乐)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音乐） 5 定向1人 已完成实习
102 音乐 艺术硕士 音乐 25 定向2人 已完成实习
103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与舞蹈学 15 已完成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