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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简介

牡丹江师范学院始建于 1958 年，历经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北安师范专科学校、宁安

师范专科学校、牡丹江师范学院四个发展阶段。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学校已成为黑龙江省

东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属本科院校，是黑龙江省区域基础教育研究、应用

创新人才培养、对俄商贸人才培育、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的核心基地。2001 年，学校顺利通过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09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估优秀单位”。学校现具有硕士、学士两级学位授权体系。

学校是省级花园式单位，占地面积 67.96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32.6 万平方米；学校

固定资产总值 9.5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69 亿元；图书馆建筑面积 2.03 万平方米，

建有先进的数字图书馆和国际联机文献查新检索系统，藏书 160 余万册，中外文期刊 3000

余种；学校建有文科实训中心、理工实训中心、经管实训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 5 个实验中

心，建成了历史博物馆、动植物标本馆、语言文字馆、基础教育教材馆等多个教学场馆，其

中历史博物馆和动植物标本馆是黑龙江省级科普基地，语言文字馆是黑龙江省语言文字馆和

有声语言资源研究中心，基础教育教材馆是全国首家教材研究场馆。

学校坐落在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风景秀丽的牡丹江市。现有 19 个二级学院，拥有

54 个本科专业，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方向），3 个专

业硕士学位类别，学科点覆盖了工学、理学、农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

管理学和艺术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本科生、

留学生、成人教育等各类在校学生 20000 余人。学校现有教职工 1268 人，其中专任教师 775 人，

专任教师中正、副教授 364 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649 人。学校教师中现有 6 人享受国务

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拥有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教师 10 人。

学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出发点，确定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开放活校、

文化润校”的发展路径，致力于培养服务基础教育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现有 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 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3 个省级重点学科，6 个省级

重点专业，3 个省级教学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精品课程 14 门，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地 1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

实践地 1 个，1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 个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近年来承担或

参与国家“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科研课题及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 880 余项，共有 50 余项教学成果和 860 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级各类奖励，有 220

余篇论文被三大检索（SCI、EI、ISTP）收录。

学校是黑龙江省政府与牡丹江市政府共建大学。学校围绕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全

力实施服务牡丹江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与绥芬河市政府战略合作进程，与亚布力旅游度假区

开展景校合作项目，建立协同培养人才新机制；学校积极发挥超硬材料重点实验室、药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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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食用菌研究中心等功能，重点在对外商贸人才培养、生物和化工制药、食用菌开发

等方面，推进校企、校地、校校协同创新，积极构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学校在牡丹江地区建

立了“高校联盟”，实现了学生课程互选、教师互聘、学分互认 , 实验室资源共享；学校成

立了新道创新创业学院，举办了创新创业实验班，实现了校企合作协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成为“牡丹江市创新创业实践服务基地”。

学校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研究优势，充当地方发展“智库”。全面彰显教师教育特色，积

极探索卓越教师教育发展之路，服务地方基础教育；依托渤海文化研究中心、东北亚经济研

究中心、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充分发挥北大荒文学、渤海国文化研究、少数民族

语言与地方方言保护等方面研究优势，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学校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成立中国抗联研究中心，把抗联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优质教学资源，用生

动的乡土教材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4 次，挖掘、整理、

翻译抗联史料 200 余篇，创编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全面彰显了文化辐射与社会服

务功能；学校开展的国培计划、顶岗支教、爱心课堂、心理辅导等项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渤海文化艺术团”、“四进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极大地活跃了牡丹江地区

的文化艺术氛围。学校获批中国政府奖学金院校、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俄语中心、HSK 考

试中心等国家级国际交流平台；国际友好合作院校达到 70 余所；与韩国清州大学、俄罗斯

乌苏里斯克国立师范学院合作办学项目已通过教育部评估；学校围绕龙江“陆海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不断打造高端教育对俄合作平台，与俄罗斯多所高校实现了学分互认，建立省

级对俄经贸人才培养基地；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其中校长论坛、国际艺术大师

绘画、国际友好篮球赛、民族乐器与民族舞蹈、留学咨询等成为学校国际文化交流品牌项目。

学校多次被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学联、黑龙江省授予“全国教育纪检监

察先进集体”“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黑龙江省文明单位标兵”“黑龙江省廉政文化建设示

范单位”“黑龙江省高校师德先进集体”“黑龙江省高校学生工作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十

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等荣誉称号。

学校的校训是：崇德尚学、厚积薄发。意为：立德于学、修德积学，求博达深、蓄势而

发。学校在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励志图新”的

大荒地精神。2016 年学校胜利召开了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了“坚持一根主线，探索两条路径，

推进三大战略，实施十项工程”的主要任务，明确了教师教育和非教师教育并重、基础学科

和应用学科并举、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并进的发展思路，学校将不断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内

涵建设，推进管理创新，提升办学质量，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

的地方高水平师范大学。



4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始建于 1973 年，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 4 个二级

学科，有学科教学（思政）的教育硕士点，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承担全校本科生、硕

士生两个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本学院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等教学科研任务。学院一

直以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校、市的重点学科。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龙头带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 2008 年评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连续成为黑龙江省“十五”、“十一五”、“十二五”

重点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 2009 年建成黑龙江省教学团队，有省级精品课 2 门，

省级教学名师 1 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我校最早硕士授权单位，现有全日制研究生 130

余人。该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学科梯队，共有成员 36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25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7 人；博士 16 人（含在读博士 3 人）。五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承担的科研项目共 60 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10 余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260 余篇，

其中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1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0 部左右，参编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材 2 部，获各级科研奖项共 60 余项。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重点学科，具有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团结奋进的创业精神和扎实

厚重的学术积淀。目前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广播电视学、秘书学五个

本科专业。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1 年汉语言文学成为省级重点专业。2011 年中

国语言文学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2012 年成为一级学科，现下设六个二级学科：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此外还有教育硕士领域的学科教学（语文）。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现有知青文学、文艺学、

国学、语言文字应用 4 个研究所；拥有省级教学团队、省级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基地、黑龙江

省语言文字馆、黑龙江省语言资源研究中心；拥有 5 门省级精品课、7 门校级精品课、2 门

校级优秀课。2011 年文艺学拥有了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研究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队

伍由 56 人构成：教授 17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22 人，其中博士 32 人、在读博士 5 人，博

士后进站人员 7 人，出站 2 人，现有省级教学名师 2 人。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

学缘结构均较合理。近五年来，主持或承担各级科研课题 100 余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 项，参与完成 6 项，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 3 项，国家语委一般项目 5 项，参与国家语

委重大项目 1 项，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 10 余项，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在研项目 40

余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30 余部；获各级各类奖项 100 余项。近几年来，

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省级科研奖励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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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学科简介

物理学科为一级学科，为“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物理学专业为 “十二五”省级重点专业；

并拥有超硬材料与新型碳基功能省重点实验室 1 个，省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2006 年，

凝聚态物理成为我校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2012 年，物理学一级学科获得硕士学位

授予权。下设凝聚态物理（070205）（含超硬材料合成与制备、纳米材料、功能材料等研究方向）、

光学（070207）、无线电物理（070208）等三个二级学科。目前该学科师资结构合理，现有

硕士研究生导师 16 人，其中教授 12 人，博士 13 人，导师们非常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已有 8 届 76 名研究生顺利毕业。现有实验室面积 1980 m2，实

验室仪器设备总值一千余万元，设有材料加工、制备、测试等各类实验室。学科的研究方向

明确稳定，研究经费充沛，成果丰硕，是牡丹江师范学院发展态势较为良好的学科之一。物

理学科在近 5 年来，主持国家自然基金一项，参与完成国家级项目 5 项，自主完成及在研省

级科研项目 21 项，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EI 等三大检索收录 110 余篇，获得省级奖

励 9 项。

生物学学科简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8 年，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师资队伍规模不断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条件不断完善，设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园林和制药工程四个

本科专业，7 个专业方向，具有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微

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5 个学科方向招收研究生。现有专任教师 53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16 人，博士 14 人，硕士 33 人。实验室房舍面积 4699m2, 设备总价值 1500 余万元，

设有生物显微技术、分析测试、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四部分组成的综合实验研究平台。拥

有 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农林鼠害防治实验室、非木质林下产品实验室）、2 个省级技术工

程中心（北方药食生物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食用菌工程技术研发中心）、1 个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及 1 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技攻关项目、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40 余项，获得过国家发明奖、林业部科技进步奖、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和

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多项。学院以育人为中心，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研究

生提供良好的科研和实践环境。

体育教育训练学学科简介

体育科学学院目前设有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 2 个本科专业。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17 年获批体育学一级学科，目前设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

民族传统体育学 4 个研究方向。拥有国家级和省级教学、科研团队以及牡丹江市体育学领军

团队等 4 个团队；拥有三门校级精品课、两门优秀课；有运动解剖、人体生理、运动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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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心理、运动医学、运动力学、体质分析 7 个实验室和 2 个研究所。

师资队伍由 59 人组成，教授 16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22 人、助教 4 人；硕士生导师 26 人，

博士 7 人、在读博士 2 人、博士后进站人员 1 人。已经形成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

学缘结构比较合理的师资队伍。近五年来，承担的科研课题共 100 项，其中国家级社科基金

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厅级项目 44 项、校级项目 44 项、横向课题 1 项。发表文章 233 篇；

出版专著、教材 41 部；获各级各类奖励 300 余项、科研奖励 90 项；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

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获全国高师田径运动会金牌 6 枚、银牌 4 枚、铜牌 9 枚，并打破运

动会纪录；获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团体总分第一名，田径、健美操、武术、羽毛球等在省大

学生比赛中获金牌 60 余枚，我校龙舟队在 2014-2016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中分别获得第五名和

第六名的佳绩。

教育硕士简介（专业学位）

教师教育学院成立于 2012 年末，前身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系。目前，教师教育学院

下设教育系、心理系、科学与教育技术系、课程与教学论教研部、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中心（黑

龙江省教育学实验中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等教学部门；拥有黑龙江省博士后创新

创业实践基地、省级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团队等研究部门；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科学教育、

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五个专业。教育硕士在教师教育学院设有 3 个专业方向：教育管理、

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硕士还涵盖现代教育技术、学科教学（物理）、学科教学（化学）、

学科教学（生物）、学科教学（思政）、学科教学（历史）、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语

文）、学科教学（英语）等 9 个领域。教育硕士学科团队由 15 个领域 140 人的专兼职教师组成，

其中正高职 52 人，副高职 78 人（含中学高级），讲师 10 人（含中学一级），具有博士学

位的 22 人。近 5 年来，该团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3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 1 项，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 2 项，文化部重点课题 1 项，教育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 6 项，出版教材、著作 55 部，发表核心以上论文 155 篇，拥有雄厚的教育科研底蕴和实力，

拥有完善的培养高级应用型教育人才所需的实验室、实训室、实践基地等一系列教学条件，

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优秀后备人才和高级教育专家的培养培训基地。

翻译硕士简介（专业学位）

外语语言文学学科下设三个外语学院 : 西方语言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应用英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设有英语、英语教育、小学英语、翻译、商务英语等 5 个本科专业。俄

语语言文学学科下设有俄语、俄语教育、翻译 3 个本科专业。日语语言文学学科下设有日语、

翻译 2 个专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招收英语笔译、英语口译、俄语笔译、俄语口译、日语笔

译五个领域的研究生。外语语言文学学科现有 1 个外语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 个省

级对俄经贸人才培养建设基地，1 个省级重点专业（英语）,1 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英

语）,1 个省级教学团队、3 门省级精品课程 ,1 名省级名师和 1 名省级优秀教师 , 省级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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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 ;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2 项 ,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参与教育部重大项目 1 项 ; 主持全国各司委项目 2 项，省级课题 4 项。三个外语学院含

英语、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应用英语、俄语、日语和韩语等 7 个系及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俄语中心、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俄语文化中心、韩语中心等 7 个研究所。导师队伍由专兼职

教师 55 人组成 , 其中包括教授 18 人，副教授 27 人，学术带头人梁中贤教授为黑龙江省名师

省政府津贴获得者、东北师大兼职博士生导师。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校外语学科成

为牡丹江市外事翻译的人才基地。教师经常在牡丹江市大型的国际会议和重要的外智引进活

动中承担口笔译工作。翻译硕士人才培养体现“厚语言基础，精专业知识，注重翻译实践”

的培养定位 ;  体现黑龙江东南部外贸和旅游经济发达的特点 ; 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翻

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双语互译基本功，掌握扎实

的翻译技能，具有一定的翻译理论基础，了解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知识，能够适应国

家、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

培养过程体现“课堂研讨、现场速译、基地实践”的主旨。翻译硕士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成

立导师指导组，突出团队协作。教学中本着“实践第一”的原则选择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

翻译技术和翻译管理等职业能力。

旅游管理硕士简介（专业学位）

旅游管理硕士（Master of Tourism Administration，简称 MTA）是国家教育部 2010 年正

式设立的专业硕士教育项目，旨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旅游专门人才，是与工商管理硕士 (MBA)

和公共管理硕士（MPA）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项目。MTA 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以培

养旅游行业管理精英为目标，课程安排强调前沿性、实战性、创新性，是业界人士提升管理

运作能力、丰富人脉网络、助推事业成功的重要平台。牡丹江师范学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外高校唯一开展 MTA 教学的单位，设有东北亚旅游经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旅游文化与旅游教育、酒店与景区管理四个研究方向，现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 MTA 研究生。

该专业拥有一支专业化的导师团队，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5 人；具有博士学

位 7 人、硕士学位 12 人；具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双师型”教师占 70.1%。除校内导师外，

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名校外实践型兼职导师，皆是来自旅游管理政府部门、酒店、景区等旅游

行业的专家。该专业设有校级科研机构“旅游规划研究院”，与牡丹江市旅游局、文广新局、

镜泊湖旅游集团等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开展现代旅游产业相关的战略性、前瞻

性和应用性研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信息咨询、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以及各类项目规

划、景区开发、人才培养和信息咨询等科研服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锻炼空间。此

外，该专业还拥有丰富的实践实训资源，建有包括如旅游规划实验室、3D 导游模拟实训室、

ERP 实训室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实训中心。同时，在北京、上海、深圳、牡丹江等地建

有多个教学实习基地，能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充分的实践实习基地保障。2011 年，

该专业经教育部批准获得开展中外联合办学资质，与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数十所高校常年互

派留学生，为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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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须知

一、招生概况

我校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包含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两类。学术型研究生

是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

型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为了培养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

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我校研究生招生类别分为非定向

就业全日制、定向就业全日制两种。详细的招生专业、研究方向、考试科目及考试大纲请参

见《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和《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参考用书》。我校 2018 年共有 4 个一级学科，其中包括体育教育训练学等 19

个学术型二级学科专业和教育硕士、翻译硕士、旅游管理等 3 个专业学位类别的 18 个领域

招收硕士研究生。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将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和各学科专业生

源情况进行分配。
二、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

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

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 月 1 日，下同）

或 2 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

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人员，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 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在现场确认和复试资格审查时需提

供原培养单位研究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否则取消其报考及复试资格。

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旅游管理及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领域除外）的报考条件同

上。

报考旅游管理及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人员除符合以上 1、2、3

各项的要求外，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

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

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三、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考生必须先进行网上报名，成功获得网报

编号，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

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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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上报名：报考 2018 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

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报名流程：

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

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

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

网报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

3. 注意事项：

（1）考生考前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入复

试基本分数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生源缺额信息并根据自

己的成绩再填报调剂志愿。

（2）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我校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3）考生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

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

程中因违规、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我校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

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

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

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具体部门可

查询该网址：http://www.chsi.com.cn/xlrz/201202/20120228/284945923.html），在现场确认时将

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为及时查看学历（学籍）信息的校验结果，请各位考生尽量提前网

上报名时间，若网上校验未通过，则可及时进行学历（学籍）认证，以免影响现场确认。

（5）考生请牢记网上报名编号，并打印出网上报名信息表，在现场确认时提交。联系

电话和移动电话要认真填写，并保证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前有效。

（6）现役军人报考我校，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解放军及我校有关报考要求，遵守保密

规定，按照规定填报报考信息。不明之处应事先与我校研招办联系。

（二）现场确认：所有考生均须到报考点现场接受报考资格审查，确认网报信息，并缴

费和照相，否则报名无效。

1．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2017 年 11 月上旬（考生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

2．现场确认地点：

考生必须到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公告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确认报名。黑

龙江省考生请查看黑龙江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网报公告，按公告指定区域受理范围

选择报名点。

3．现场确认程序：



10

（1）往届考生提交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网报

系统中打印出的网上报名信息表，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

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学校学籍

管理或就业管理部门（所在学院证明无效）出具的应届生证明、网报系统中打印出的网上报

名信息表，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2）考生按规定缴纳报考费（考生办理报考手续后，所缴纳报考费不再退还）。

（3）考生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4）考生对图像采集后打印出的报名信息表进行核对、签字确认本人网报信息。

所有考生均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

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5）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4．准考证发放：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实行考生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5 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
四、考生资格审查

按相关规定，在审查考生资格时，发现伪造证件情况时，将扣留伪造证件；未通过网上

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将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

招生单位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准许参加考试。招生单

位将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学生证、应届生证明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详细审

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将按相关规定对其资格进行全

面复查，不合格者不予注册学籍。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

格或学籍。
五、考试

（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参加初试。

（二）初试日期和时间：2017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4 日。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

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三）初试科目：

科目一：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外国语

科目三：业务课一               科目四：业务课二

（部分专业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详见我校招生专业目录）

（四）考生须到报考点指定的考场考试。考生入场时须接受考试安全检查。考生在每科

考试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初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具体出

场时间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规定，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

逗留或交谈。

（五）复试时间、地点等详见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有关招生

各专业的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及相关信息请到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页查询。牡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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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址：http://yjs.mdjnu.cn。
六、调剂

调剂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由招生单位按教育部录取政策确定并公布。届时，考生可通

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填写报考调剂志愿。
七、录取

按照教育部和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当年录取工作规定，根据下达的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心健康

状况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招生单位请假。无

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应届本科毕业生、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生入学

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新生报到后，招生单位应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专业素质、健康状况等全

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准者按照本单位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对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违规或作弊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严肃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

生，有关部门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相关单位应将考生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

档案》，并将考生的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记入考生人事档案，作为其今后升学

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九、学费及奖助贷政策

按照国家要求，我校将对 2018 级研究生实施收费制度，学费标准按国家有关文件执行。

我校将大幅度提高助学金额度、奖学金额度和奖学金奖励范围。具体学费标准及奖助贷政策

将在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站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
十、其他

（一）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采取

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去向。

（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

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我校不承担责任。

（三）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办理。

（四）考生报考时必须填写所报考的学院、专业、研究方向、应试科目的代码及名称，

并保持一致。如出现相关内容不一致，则由我校指定参加应试科目。    

（五）报考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英语语种考生，除翻译硕士外，其外语考试科目均为

“英语二”。

（六）未尽事宜请与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招

生的相关信息都将在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站公布，请考生及时查看，网址：http://

yjs.mdjn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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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问答

一、外地考生如何报考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

答：在全国各地都可就近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每年 10 月份全国网上报名时，提供报

考点列表，考生可按相关要求从中选择报考点报考，并按规定时间到所选报考点进行现场确

认和考试。

二、研究生报考类别、录取类别有哪些？

答：硕士研究生按其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两种。我校

均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按其就业方式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类型。

1．非定向就业研究生：档案与组织关系迁至学校，毕业后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2．定向就业研究生：档案与组织关系留原单位，考生录取前须与工作单位签订定向就

业协议，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工作。

三、研究生实行何种收费制度？

答：按照国家规定，我校将对 2018 级研究生实施收费制度，具体学费标准将在牡丹江

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站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

四、学校有何研究生奖励制度？

答：学校设立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三助一辅”等各类奖励。奖助

贷等具体政策将在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学院网站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

五、研究生学制如何？

答：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原则上为三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原则上为二年。

六、对同等学力考生有哪些考试和在校学习要求？

答：1．以同等学力身份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考试内容、复试分数线与本科毕业

生完全相同。达到国家和我校规定分数线者可参加复试。复试过程中，除参加我校组织的各

项考试外，还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考试，合格者方可被正式录取。

2．以同等学力身份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按我校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规定，在完

成正常课程学习的同时，辅修两门或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辅修课程不及格者不

准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七、各专业招生人数是否可调整？

答：在录取过程中，由于各专业报名和考试情况不尽相同，各专业招生人数将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科学调整，各专业招生计划情况将在网址 http://yjs.mdjnu.cn 另行公布。

八、2017 年第一志愿录取情况？

答：达到国家统一复试分数线的一志愿考生，一般均可参加我校复试，复试合格即可录

取。

九、关于人事档案和户口迁移的问题？

答：被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将全部档案材料调转至我校，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

无需调档；户口迁移按户籍管理部门当年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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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体格检查的要求？

答：体检标准与本专科生一致，具体见《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招生体格检查的指导意见》，

体检须在我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

十一、如何选择导师？

答：报名时只报考专业、方向，不报导师。录取后根据考生报考研究方向及《牡丹江师

范学院关于实行硕士生导师与硕士生互选的暂行办法》确定导师。

十二、是否提供参考书和历年自命题试题？

 答：我校不办理参考书订购业务，请考生自行购买。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我校不提

供历年自命题科目试题，请考生按考试大纲复习。

十三、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部门、联系方式

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由研究生学院归口管理，具体职能部门为研究生学院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办公电话：0453-6515587，通信地址：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街 191 号，邮政编码：

157011，工作网址为：http://yjs.mdjnu.cn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校代码为“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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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学术型）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码
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初  试 科  目 复 试 科 目 加试科目 备 注

00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1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④ 8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①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
选读

①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②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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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文学院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2 评论写作
④ 802 语言基础

①语言学概
论

①文本分析
②文学基础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50101 文艺学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2 评论写作
④ 803 文学基础

①文艺理论
①文本分析
②语言基础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03 物理与电
子工程学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3 量子力学或 615
无机化学
④ 804 普通物理

①固体物理
或物理化学

①电动力学或有
机化学
②热力学与统计
物理或仪器分析

　
　

070208 无线电物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4 模拟电路
④ 804 普通物理

①信号与系
统

①数字电路
②微机原理

070207 光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3 量子力学
④ 804 普通物理

①固体物理
①电动力学
②热力学与统计
物理

　

004 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

071001 植物学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7 普通生物学 1
④ 805 普通生物学 2

①植物学

①生物化学
②细胞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①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①微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①遗传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8 无机化学
④ 806 生物化学 1

①有机化学
①有机化学实验
②无机化学实验

　

005 体育科学
学院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① 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③ 616 体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运动生理学、学
校体育学）           

①专项实践
②运动训练
学

①体育心理学
②体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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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码
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初  试 科  目 复 试 科 目 加试科目 备注

00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①思想政治课
程与教学论

①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②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002 文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03 文学基础

①语文教学论
①语文教学设计与
案例分析
②语言基础

003 物理与电
子工程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04 普通物理 

①物理课程与
教学论

①量子力学
②电动力学

　

004 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9 普通生物学

①生物课程与
教学论

①生物化学
②细胞生物学

006 教师教育
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3 教育管理学        

①学校管理学
①课程与教学论    
②德育原理

045115 小学教育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4 课程与教学论        

①教学实践
①学校管理学    
② 德育原理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5 心理健康教育    

①发展心理学
①普通心理学     
②学校心理咨询

　

007 化学化工
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6 无机化学   

①化学课程与
教学论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有机化学实验

　

008 西方语言
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7 实践英语       

①英语课程与
教学论

①英语写作
②英汉互译

　

009 历史与文
化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8 历史综合       

①历史课程与
教学论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世界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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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计算机与
信息技术学
院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件设计、动态
网页制作、动画
制作、C 语言程
序设计

①教学设计 
②教育技术学

　

011 数学科学
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01 高等数学    

①数学课程与
教学论

①数学分析
②高等代数

012 应用英语
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11 翻译硕士英语

③ 357 英语翻译基础

④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

识

①翻译理论与
实践

①英译汉
②汉译英

　
　

055102 英语口译

013 东方语言
学院

055103 俄语笔译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12 翻译硕士俄语

③ 358 俄语翻译基础

④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

识

①翻译理论与
实践

①俄译汉
②汉译俄

　
　

055104 俄语口译

055105 日语笔译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13 翻译硕士日语

③ 359 日语翻译基础

④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

识

①翻译理论与
实践

①日译汉
②汉译日

014 经济与管
理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力② 204 英语二或 202 俄

语或 203 日语

①思想政治理
论

①旅游学概论
②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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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学术型）入学考试参考用书

( 具体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见网站：yjs.mdjn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思想政治教
育

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
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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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5 年版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

《共产党宣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
考书版本自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李秀林等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文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评论写作 无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纲要》 徐通锵、叶蜚声合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任
选一门复习）

汉语言文字
学

评论写作 无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纲要》 徐通锵、叶蜚声合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任
选一门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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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

评论写作 无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任
选一门复习）

文艺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中国古代文
学

评论写作 无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文艺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中国现当代
文学

评论写作 无

文学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文艺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评论写作 无

文学基础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文艺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文本分析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赵炎秋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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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凝聚态物理

光学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学》马文蔚等改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第六版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周世勋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第二版 

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学》黄昆原著 韩汝琦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郭硕鸿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
三版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汪志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第三版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三院校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第四版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傅献彩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五
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尹冬冬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3 月第二
版

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张寒琦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2 月

无线电物理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学》马文蔚等改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第六版

模拟电路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三版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郑君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第二
版

数字电路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2 月
第四版

微机原理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冯博琴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第一版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动物学

普通生物学 1、2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三版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三版

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刘凌云 郑光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8 月 第四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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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

普通生物学 1、2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三版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三版

植物学
《植物学》上册 陆时万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4
月 第二版    《植物学》下册 吴国芳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91 年 4 月 第二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第三版

微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 1、2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三版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三版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第二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第三版

遗传学

普通生物学 1、2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三版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三版

遗传学
《遗传学》刘祖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二
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第三版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 1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宋天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第二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曾昭琼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无机化学实验
《无机化学实验》北京师范大学无机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
2001 年第三版

有机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曾照琼华南师范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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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体育教育训
练学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邓树勋 王健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第二版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 于可红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6 月 第二版 

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7 月 
第一版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季浏 殷恒婵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第二版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杨文轩 杨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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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参考用书

( 具体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见网站：yjs.mdjn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思政）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教师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思想政治（品德）课程与教学论》
孟庆男、马宝娟、谭咏梅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一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李秀林等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文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语文）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任
选一门复习）

语文教学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文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
析

《语文教学研究与案例》巢宗褀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版。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一、二册）王力 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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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物理）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学》马文蔚等改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第六版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沈建民编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周世勋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第二版  

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郭硕鸿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
三版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生物）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第三版

生物课程与教学论
《生物课程与教学论》崔鸿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1 日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 罗纪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第三版

教师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教育管理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吴志宏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校管理学 《学校管理学》萧宗六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钟启泉主编 张华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德育原理 《德育原理》 檀传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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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
育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姚本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修订版 )》彭聃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校心理咨询 《学校心理咨询》郑日昌、陈永胜 人民教育出版社

小学教育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钟启泉主编 张华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江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杨庆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小学教学论》刘树仁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校管理学 《学校管理学》萧宗六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德育原理 《德育原理》 檀传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化学）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宋天佑 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第三
版

化学课程与教学论
《化学课程与教学论》郑长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无机化学实验
《无机化学实验》北京师范大学无机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第四版

有机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曾昭琼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4 月第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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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英语）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践英语

《高级英语》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 第三
版
《英语教学法教程》王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第二版
《美国文学简史》  常耀信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三版
《语言学教程》  胡壮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四
版
《英国文学简史》（新增订本）刘炳善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 王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英语写作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英
文版第三版

英汉互译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孙致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第二版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陈宏薇 李亚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第一版

历史与文化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历史）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历史综合

《中国近代史》李侃 李时岳等，中华书局1994年4月第4版。
《中国现代史》王桧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第4版。
《世界近代史》金卫星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世界现代史》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中学历史教学法》（第三版）于友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9 年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朱绍侯等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版。

世界古代史
《世界古代史》童自觉，路振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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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现代教育技
术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新编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 贾宗福等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上机操作）课件设计、
动态网页制作、动画制
作、C 语言程序设计等，
任选一项

《C 程序设计 ( 第四版 )》 谭浩强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课件设计、动态网页制作、动画制作等选用 2010 及以上相
应版本的软件和书籍

教学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理论与实践 ( 第二版 )》杨九民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出版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导论 ( 第二版 )》李芒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数学科学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学科教学
（数学）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赵宝江刘红玉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13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数学教学论》曹一鸣 张生春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四版）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四版）北京大学代数与几何教研室前代数
小组（王萼方 石生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应用英语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英语笔译
英语口译

翻译硕士英语

Advanced English Book Ⅰ张汉熙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Advanced English Book Ⅱ张汉熙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英语翻译基础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第四版）》许建平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版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 冯庆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版。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二版）孙致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李国正，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

翻译理论与实践（复试）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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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语言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俄语笔译
俄语口译

翻译硕士俄语
《大学俄语》（新版）（4—6 册）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
院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版

俄语翻译基础
《俄汉双向全译实践教程》黄忠廉 白文昌 黑龙江大学出版
社 2010 年版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李国正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

翻译理论与实践（复试）
《实用俄汉汉俄翻译教程》上下册丛亚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10 年版

日语笔译

翻译硕士日语
《日语综合教程》（5-6 册）陆静华、陈小芬编著，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日语翻译基础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梁传宝、高宁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00 年版
《新编汉日翻译教程》高宁、杜勤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3 年版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李国正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

翻译理论与实践

《日汉笔译教程》贾黎黎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新编日译汉教程》（第三版）陈岩编著，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 1990 年版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陶振孝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旅游管理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MBA、MPA、MPAcc 入学考试综合能力辅导教材》

思想政治理论
《思想政治理论》统考参考教材；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李天元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管理学 《《管理学》，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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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各招生学院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凤老师 0453-651558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老师 0453-6515636

文学院 吴老师 0453-6516662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郑老师 0453-651259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老师 0453-6516275

体育科学学院 刘老师 0453-6516176

教师教育学院 尹老师 0453-6512566

化学化工学院 左老师 0453-6511522

西方语言学院 赵老师 0453-6516208

历史与文化学院 卢老师 0453-651559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肖老师 0453-6511050

数学科学学院 王老师 0453-6516169

应用英语学院 娄老师 0453-6511362

东方语言学院 孟老师 0453-6516167

经济与管理学院
薛老师 0453-6516262 

路老师 0453-6516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