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宁师范大学 2022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

专业目录

（学校代码：10603）

（注：本目录所涉及内容如有更新，以教育部下达最新文件为准；

因正式招生计划尚未下达，各专业计划招生人数后期可能存在变动情况;

因我校实施导师评聘分离制度，2022年获聘招生资格的导师以最终文件为准。）

一、学术型研究生

二级学

院名称
学科名称及研究方向

计划

招生

人数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科目及代

码

复试考试科目及

同等学力复试加试科目

001

文学院

030304民俗学 8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0民俗学概

论;④801民间文艺学

笔试科目：民族学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社会学概论;②中国

文化概论

_01南方习俗与现代化研究 于瑮*

_02民族文化与产业化经营 林安宁、杨军

_03民俗旅游文化 黄毅

_04信仰民俗 莫幼政

_05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戚剑玲、黄毅

050101文艺学 7 笔试科目：01、02、03方

向：文学评论与写作；04

方向：写作理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01、02、03方向：①

中西文论基础;②美学概

论；04方向：①写作基础

知识;②实用文体写作

_01文艺美学
刘玲、黄世权、陈莉

*

_02西方文论
黄世权、刘玲、梁晗

昱、杨海明

_03中国古代文论 罗瑞宁*

_04写作学
胡国威、曹正文、黄

斌、农莉芳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 笔试科目：现代汉语；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汉语语音;②汉语词

汇语法

_01语言信息处理 廖扬敏、卞成林*

_02社会语言学
杨艳、石勇、杨绪明、

李朝虹、杨奔*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2 笔试科目：古代汉语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汉语音韵;②文字学
_01汉语史

杨艳、廖扬敏、石勇、

李朝虹

_02现代汉语 刘振平、卞成林*



①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201 英 语

( 一 );③611 文 学 概

论;④802语言学概论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2 笔试科目：古汉语与古文

化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古文体知识;②古代

文学常识

_01古籍整理与地方文献 刘兴超

_02中国古典文学文献 莫山洪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11
笔试科目：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阅读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古代汉语知识;②古

文化知识

_01先唐文学 莫山洪

_02唐宋文学
刘兴超、莫山洪、张

再林

_03元明清文学 石艺、黄斌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笔试科目：现当代文学评

论与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现代文学流派;②新

时期文学

_01中国现代文学
宾恩海、陈祖君、卢

有泉

_02中国当代文学
李仰智、陈祖君、李

志元、卢有泉

_03中国新诗 李志元、陈祖君

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2 笔试科目：少数民族语言

文学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现代汉语;②民间文

学概论

_01南方民族语言研究 罗聿言、谭群瑛*

_02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林安宁、黄毅、戚剑

玲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 笔试科目：比较文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外国文学名著解

读;②文学批评

_01比较诗学 梁晗昱

_02欧美文学及文论研究 颜小芳、黄世权

021

国际教育

学院

0501J1汉语言文化国际教育 8 杨绪明、刘振平、黄

斗、杨玉国、孙瑞*、

侯艳*、吕军伟*、李

治平*、梁社会*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2现代汉

语;④803文化综合

笔试科目：语言学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①古代汉语;②现当代文

学

_01汉语国际教学

_02汉语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002

法学与

社会学

院

030301社会学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3社会学理

论;④804社会调查

研究方法

笔试科目：西方社会学

理论教程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社会学概论;②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_01民族社会学
覃明兴、周鸿*、周

叮波*

_02文化社会学 黄义英、侯宣杰

_03环境社会学
黄志强、罗永仕、尹

文嘉

http://www.cdgdc.edu.cn/zspt/publicity_queryPyxx.action?curpager=1&zsxkId=20435


00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
李宝文、操奇、黄锡

富、曹春梅、唐鸿、

郑振锋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4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④805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

理

笔试科目：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读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②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原理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

吴少进、尹文嘉、纪

明、李瑞君、戴回天、

石丽琴、陈敏、李晓

鹏、尹杰钦*、唐景

成*

笔试科目：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2018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史（一二三卷）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16

曾令辉、秦馨、龙妮

娜、李玲、罗家锋、

王立高、王卫国、胡

咚、邓艳葵*、唐东

升*、韦吉锋*、张莉

*

笔试科目：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2018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7
黎瑛、侯宣杰、李瑞

君、张爱华、李尔平、

庞广仪、赵晓刚*

笔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2018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004

外国语

学院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9

姚本标、赵光旭、赵

琦、蒋招凤、卢澄、

李树娟、黄斗、罗耀

光*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41基础日语或

243法语;③615翻译与

写作;④806综合英语

笔试科目：英美文学与国

家概况

口试及听力：①专业口试；

②第二外语听力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基础英语;②英语写

作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

李晓、陈光伟、兰月

秋、赵凤玉、李桂明、

张晓鹏、杨玉国、翁

向华

005

数学与统

计学院

070101基础数学 7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08数学分

析;④807高等代数

笔试科目：数学综合（数

学分析、高等代数）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常微分方程;②复变

函数

_01代数学
韦扬江、杨立英、邓

贵新、唐高华*

_02拓扑学 蔡长勇

_03图论与组合数学 覃城阜

070102计算数学 5

_01高精度数值计算方法
隆广庆、赵山、郭柏

灵*

_02微分方程数值解及其应用 刘利斌

_03最优化算法 陆莎、徐庆娟



07010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

_01贝叶斯统计推断理论及应用 韦程东

_02随机分析及应用 黄在堂

_03统计建模与优化 韦程东、徐庆娟

_04经济统计分析 黄在堂、黄靖贵*

070104应用数学 7

_01微分方程及应用
毛辉、李自尊、黄在

堂

_02智能计算与数据挖掘
杨燕、麦雄发、刘利

斌

_03小波分析及其应用 隆广庆

006

物理与电

子学院

081000信息与通信工程 19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301数学

（一）;④808电子电路

基础综合

笔试科目：电路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数字电路;②模拟电

路

_01通信与信息系统

李传起、陈东、徐艳

华、曾立、唐平英、

谢清连、宁锋、伍浩

成*、刘志强*

_02信号与信息处理

王汝凉、潘颖、曹奇

志、蒙庆华、韦耿、

张晶

007

化学与材

料学院

070301无机化学 5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7分析化

学;④809有机化学

笔试科目：综合化学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分析化学;②有机化

学

_01生物无机化学 王丹、黄珊、周志强

_02功能无机纳米材料
劳远侠、刘乐平、姚

华

_03配位化学 苏炜、宋颖

070302分析化学 13

笔试科目：综合化学二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无机化学;②物理化

学

_01天然物有效成分分析
黄初升、盛家荣、张

雪红

_02生物活性分析
甘春芳、肖琦、黄珊、

王丹

_03纳米材料、环境分析检测
刘义、黄珊、周志强、

杨晶、韦良、吴子华

070303有机化学 18

_01天然有机化学
黄初升、盛家荣、贺

益苗、莫启进、朱强

_02有机合成化学
黄初升、黄燕敏、苏

炜、谌文强、肖军安

_03应用有机化学

甘春芳、黄俊、张远

飞、朱其明、黄科林

*、李力*、李卫国*

070304物理化学 6 笔试科目：综合化学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分析化学;②有机化

_01生物物理化学 刘义

_02催化化学 杨晶、韦良



学_03电化学 肖琦、蒙丽丽

070305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3 笔试科目：高分子化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无机化学;②有机化

学

_01天然高分子 于淑娟、刘钰馨

_02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合成与性能 朱永飞、于淑娟

_03高分子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刘钰馨

008

地理科学

与规划

学院

070501自然地理学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③618

地理学综合（包括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

④810地理信息系统

笔试科目：综合自然地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地貌学;②中国地理

_01资源开发与国土整治
胡宝清、秦年秀、闫妍、

侯彦林、蒋忠诚*

_02环境污染与生态修复

宋书巧、林清、胡刚、

宇鹏、张忠华、张新英、

黄玉清

_03自然灾害与生态风险

卢远、周慧杰、赵银军、

贺同鑫、郝秀东、李卓

亭、林开平*

_04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演变

张建兵、徐轶肖、李楠、

赵志娟、高劲松、黄胜

敏、范航清*、戴志军*

_05景观生态
杨健、谢余初、蔡文华、

刘艳艳

070502人文地理学 19

笔试科目：城市地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经济地理;②旅游地

理学

_01城乡规划与城市管理
毛蒋兴、程建权、徐兵

*

_02区域开发与产业规划
严志强、周慧杰、屠爽

爽、龙花楼*、宁常郁*

_03国土资源开发与规划
周兴、宋书巧、吴良林、

陆汝成

_04旅游开发与旅游规划
陈炜、方世巧、段文军、

谭华云

07050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6

笔试科目：遥感技术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数据结构与算法;②

数据库原理

_01资源环境遥感

卢远、华璀、黄秋燕、

闫妍、黄玉清、曹奇志、

钟仕全、王权、杨元征

_02地理信息技术

童新华、吴良林、卢远、

刘彦花、胡宝清、李峙、

赵银军、许贵林、谢余

初、杨如军*

_03空间信息智能处理

杨小雄、李峙、罗国玮、

段炼、彭昱忠、元昌安

*

_04气象 GIS
卢远、童凯、陈生*、
钟仕全、梁玉莲

_05农业地理信息学 侯彦林、贾书刚

0705J1区域环境学 6 笔试科目：环境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环境生态学;②环境
_01区域环境演变与风险评价 张建兵、徐轶肖、侯彦

林、李楠、苏宏新、孙



评价学建飞、王永壮

_02生态环境评价与修复

张忠华、黄玉清、王爱

华、李宛怡、黄鹄*、
宇鹏*

_03土壤污染与农产品安全 宋书巧、张新英

_04区域环境与生态安全
宋书巧、张新英、范航

清*

010

自然资源

与测绘

学院

120405土地资源管理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 (一 );③619

土地综合 ;④812 管理

学

笔试科目：土地管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地图学;②地籍管理

_01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
陆汝成、严志强、胡

宝清、肖智

_02土地经济与管理
杨小雄、华璀、童新

华、吴彬

_03国土空间规划与整治
周兴、韦燕飞、刘少

坤、叶宗达*

_04土地信息技术及应用

廖超明、段炼、陈炳

超、刘彦花、许贵林、

徐军、杨如军*

012

教育科学

学院

040101教育学原理 1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教育学综合

笔试科目：教育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_01教育基本理论

熊孝梅、徐富明、

杨素萍、虎技能、

徐书业*、王瑜

_02德育原理

熊孝梅、卢建华、

肖全民*、朱家安*

文萍*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9
笔试科目：课程与教学论

或各学科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_01课程论
王屹、李福灼、张瑞、

王忠昌、杨进红

_02教学论
李福灼、王文蓉、李

香玲

_03课程与教学评价
张瑞、李香玲、杨进

红

040104比较教育学 4 笔试科目：比较教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_01东盟教育比较研究 杨素萍、任初明

_02比较教育基本理论
徐延宇、黄艳霞、

王瑜

040106高等教育学 10 笔试科目：高等教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_01高等教育管理
李强、任初明、徐延

宇

_02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孙存昌、李强、熊进、

韦家朝

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1教育学；

笔试科目：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
_01教育管理学

徐富明、闻待、洪柳、

徐书业*、梁梅*



④812管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朱家安*、杨传利、

谢凌凌*、袁旭*

013

计算机与

信息工程

学院

078401教育技术学 11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16教学系统设

计;④836信息技术基

础

笔试科目：多媒体技术及

应用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技术学;②教育

科研方法

_01教育技术基本理论
莫永华、杨满福、吴

兰岸、王兴辉*

_02教学设计与应用 莫永华、林雯

_03现代远程教育
杨上影、兰瑞乐、王

兴辉*

_04教学资源开发与服务
熊冬春、黄予、杨上

影

_05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欧启忠、郑小军、梁

春贤、吴兰岸、余朝

文*

07750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9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09数学;④811

计算机基础

笔试科目：计算机科学综

合考试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操作系统;②数据库

_01数据库理论与 web智能系统

潘颖、李广原、覃晓、

陆建波、黎英、元昌

安*、甘金明*

_02大数据处理及其应用系统
李文敬、闭应洲、钟

智、黄江涛、黄发良

_03智能控制理论与智能系统

王汝凉、黄江涛、彭

昱忠、谢承旺*、廖

伟志*

077503计算机应用技术 11

_01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钟智、覃晓、彭昱忠、

黄发良、元昌安*、
黄德双*

_02高性能计算与云计算 李文敬、王筱东*

_03智能控制及其应用

王汝凉、谢承旺*、
廖伟志*、朱晓姝*、
黄德双*

_04物联网与智能信息处理

李文敬、闭应洲、陆

建波、谢承旺*、杨

磊*、王筱东*

014

经济与管

理学院

120401行政管理 17

①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201 英 语

(一 );③623 行政管理

学;④812管理学

笔试科目：政治学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考科

目：①公共组织理论;②公

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

_01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韦海鸣、尹文嘉、许

欢科、王惠琴、周鸿

*

_02公共组织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何玲玲、宁德鹏、周

鸿*

_03行政领导与公共政策研究

何玲玲、许欢科、于

瑮*、李振唐*、陶建

平*

_04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尹文嘉、汪德荣、杨

军

020200应用经济学 16
①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201 英 语

笔试科目：应用经济学综

合_01区域经济学 韦海鸣、刘新全、段

叶青、傅东平*、柯



( 一 );③303 数 学

（三）;④813经济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政治经济学;②西方

经济学

丽菲*

_02产业经济学

丘兆逸、汪德荣、颜

蔚兰、李梅、马小雅、

陶章、杨鹏*、张建

中*

_03国民经济学
纪明、胡晓、贺世红、

赵鹏、王洪涛*

015

物流管理

与工程学

院

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11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303数学

（三）;④814管理综合

笔试科目：供应链与信息

技术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物流管理概论

②信息资源管理

_01管理科学及决策理论与方法
汪德荣、何玲玲、贺

世红、马小雅

_02信息管理与大数据分析
李文敬、黎英、于晓

默

_03物流工程与供应链管理
刘新全、李梅、陶章、

冯娜娜

017

体育与健

康学院

040301体育人文社会学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③624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笔试科目：体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学校体育学;②体育

科研方法

_01学校体育 赵芳、周伟、刘立军、

孙健、傅振磊、许建、

靳卫平、付克翠、王

显生、顾大成、何茂、

华岩、徐世军*

_02体育运动心理学

_03体育社会学

020

新闻与传

播学院

050300新闻传播学 22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27新闻传播基

础;④816新闻传播实

务

笔试科目:新闻传播史论

和实务综合知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新闻学概论;②中外

新闻史

_01新闻与传播理论

尹韵公*、彭宁、周

素珍、蒯光武、林荧

章、李志雄、周飞伶

_02新闻传播史
陈洪波、徐健、卢有

泉

_03新闻传播实务

卢有泉、周素珍、李

志雄、梁颖涛、李启

瑞*

_04东盟国际传播

孟建*、陈洪波、徐

健、周素珍、杨绪明、

林荧章

_05广告与品牌传播
陈洪波、梁颖涛、李

启瑞*

_06民族文化传播
徐健、卢有泉、李志

雄、郑振锋、周飞伶

022

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

040108职业技术教育学 8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

(一);③620教育学综合

笔试科目：职业教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心理学;②教育

科研方法

_01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王屹、唐锡海、蓝洁、

王忠昌、李栋学*、
覃壮才*

_02职业教育教师发展 王屹、逯长春

_03职业教育发展 蓝洁、李栋学*

_04东盟职业教育 李传起、王忠昌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级学

院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计划

招生

人数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科目及

代码

复试考试科目及同等学

力复试加试科目

002

法学与

社会学

院

035200社会工作 25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1社会

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笔试科目：社会工作案

例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②社会心理学

_01社区服务与社会治理

黄志强、覃明兴、邓琼飞*、

罗智鸣*、周叮波*、梁月佩*、

郞廓*

_02老年社会工作

陈小锦、卢明威、罗永仕、周

鸿*、王洁刚*、饶璐明*、周

文坤*

_03青少年社会工作

曾令辉、龙妮娜、黄鹏丽、和

秀涓、李泽*、王革冰*、黄筱

娜*、黄春龙*、黄敏*

045109学科教学（历史） 24

侯宣杰、黄义英、黄鸿春、黎

瑛、李尔平、陈小锦、刘方富、

庞广仪、李玉峰、李杰*、夏

辉辉*、廖寿传*、周梅*、黄

小娜*、罗晓聪*、徐秀梅*、

钟小玲*、郭文妍*、毛云青*、

彭越*、黄雄姿*、卢天然*、

梁卉昆*、陆爱媛*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 语

（二）;③333教育综

合 ;④817 历史教学

论

笔试科目：历史学专业基

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科

目：①教育学;②心理学

001

文学院
045103学科教学（语文） 57

韦美日、李福灼、杨进红、宾

恩海、黄斌、旷晓霞、石勇、

黄毅、林安宁、戚剑玲、莫山

洪、杨艳、苏洁梅、施明*、

梁惠红*、樊蓉*、邓嘉慧*、

蓝玉*、张小华*、韦静*、王

毅*、申颖*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④818语文

教育理论与方法

笔试科目：语文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学;②心理

学

021

国际教

育学院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19

李仰智、杨绪明、刘振平、张

寒冰、安华林*、李义海*、侯

艳*、王建军*、李治平*、梁

社会*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

(一 );③354 汉语

基础 ;④445 汉语

国际教育基础

笔试科目：

语言学理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现当代文学;②

写作

_01汉语国际教学

_02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003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45102学科教学（思政） 70

曾令辉、操奇、李瑞君、吴少

进、黄喜生、李传珂、李玲、

李志峰、张兴、陈敏、温向莉、

黄玮俐、王卫国、唐鸿、王立

高、卢燕、农华西、韦伟松*、

农大明*、周万忠*、李杰*、

贾应锋*、黄纳新*、黄宗福*、

兰宏光*、蔡雪静*、丁莉*、

苏联盛*、谢彩虹*、许中衡*、

周海云*、卢孔庆*、闭勇珍*、

邓化礼*、黄艳玲*、张炀*、

杨永康*、潘岚*、沈冬冬*、

付松锋*、许富繁*、徐欣*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05 思想

政治教育学原理

笔试科目：思想政治学

科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学;②心理

学

004

外国语

学院

045108学科教学（英语） 43

李晓、陈光伟、张晓鹏、兰月

秋、李桂明、赵凤玉、赵琦、

陈丽勤、唐旭光、蔡焱、邓芳

娇、石亿、肖西西、杨玉国、

蒋招凤、潘燕妮*、戴丽萍*、

陆强华*、蒙坤*、陈菊*、程

华*、蓝日模*、黄庆芬*、冯

亮*、李蔓*、陶丽艳*、徐永

霞*、李慧*、麻筱冕*、卢美

艳*、颜媛*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06 综合

英语

笔试科目：英语学科教

学论

口试及听力：①专业口

试;②英语听力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基础英语;②英

语写作

055100翻译 15

姚本标、赵琦、赵光旭、李树

娟、蒋招凤、罗耀光*、沈菲*、

秦尊璐*、蒙永业*、宋秋莲*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11 翻译

硕士英语 ;③357

英 语 翻 译 基

础 ;④448 汉语写

作与百科知识

笔试科目：英汉互译

口试及听力：①专业口

试;②英语听力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生

加试科目：①基础英语；

②英语写作

005

数学与

统计学

院

045104学科教学（数学） 46

赵继源、侯代忠、李碧荣、张

桂芳、韦程东、杨立英、隆广

庆、黄在堂、韦宏、李西洋、

韦扬江、苏华东*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19 数学

教学论与数学方

法论

笔试科目：数学与数学

教学综合(①数学分

析;②高等代数;③数学

教学论;④数学方法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常微分方程;②

复变函数



006

物理与

电子学

院

045105学科教学（物理） 30

黄国华、李正良、谢清连、黄

津梨、唐平英、曾立、张晶、

曹奇志、马丽、刘慕仁*、赖

小琴*、罗国忠*、杨丽红*、

陆峰林*、黄强*、覃炳华*、

刘小林*、廖武经*、黎海深*、

李凡生*、余小英*、彭群岭*、

刘田喜*、张展敏*、易其顺*、

梁德清*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④820物理

教育理论与方法

笔试科目：物理与物理

教学综合(①力学;②电

磁学;③物理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理论力学;②物

理学史

007

化学与

材料学

院

045106学科教学（化学） 57

朱汝葵、盛家荣、黄初升、施

建成、苏炜、张丽霞、肖琦、

黄珊、甘春芳、黄燕敏、展军

颜、刘志平、朱永飞、蒙丽丽、

杨晶、莫启进、韦良、石鹏*、

肖蔚*、黄剑锋*、梁正*、黄

创军*、徐柳敏*、田茂群*、

梁智诚*、王伟英*、詹卫红*、

苏兴卫*、石郦*、彭裕华*、

曾蓉*、庞子权*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22 化学

课程与教学论

笔试科目：化学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普通化学;②综

合化学实验

008

地理科

学与规

划学院

045110学科教学（地理） 56

张胜前、严志强、卢远、胡宝

清、廖伟业、秦年秀、周慧杰、

杨上影、毛蒋兴、宋书巧、吴

良林、罗国玮、梁玉莲、谭华

云、张建兵、闫妍、汪军能、

段炼、刘少坤、宇鹏*、李俭*、

李钧*、苏静静*、周海乾*、

廖树山*、文喜福*、毛秀英*、

李品仪*、李良刚*、王欣*、

龚玉葵*、岑家辉*、管海东*、

龙海丽*、覃雪梅*、何雪莲*、

韦善豪*、覃照素*、陈芸先*、

李小果*、江洁丽*、江伟锋*、

陈铭斌*、劳文雄*、陆创旺*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23 地理

教学论

笔试科目：地理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自然地理学;②

人文地理学

009

环境与

生命科

学学院

045107学科教学（生物） 37

何英姿、杨剑、张忠华、胡刚、

修立辉、魏述涛*、曾哲*、彭

岚*、吴东文*、张蓓*、莫怡

祥*、陈振友*、郭雄*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④824生物

教学论

笔试科目：生物课程与

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植物学;②动物

学

011

初等教

育学院

045115小学教育（小学语文、

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小学美

术、小学体育、小学德育）

45

梁宇、梁春莲、黄寒英、刘冬

梅、付克翠、罗聿言、李丹、

吴俊、卢锦珍、李素娟、杨帆、

韦宏、王波平*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25 小学

课程与教学论

笔试科目：1.小学语文

教学综合考（语文方

向）：①小学语文课程

标准与教学设计;②教

育科研方法

2.小学数学教学综合考



（数学方向）：①小学

数学课程标准与教学设

计;②教育科研方法

3.小学英语教学综合考

（英语方向）：①小学

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设

计;②教育科研方法

4.小学美术教学综合考

（美术方向）：①小学

美术课程标准与教学设

计;②教育科研方法

5.小学体育教学综合考

（体育方向）：①小学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与

教学设计;②教育科研

方法

6.小学德育教学综合考

（德育方向）：①小学

德育课程标准与教学设

计;②教育科研方法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学;②心理

学

012

教育科

学学院

045101教育管理 21

李强、杨素萍、卢建华、熊孝

梅、闻待、张艳敏、欧启忠、

莫运佳、虎技能、韦家朝、吴

舒静、王瑜、徐延宇、黄艳霞、

任初明、张瑞、付进、孙存昌、

黄健毅*、刘培军*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

育综合；④812管

理学

笔试科目：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045116心理健康教育 25 曾玲娟、杨小青、颜志雄、邓

艳葵*、王恩界*、张纹珑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

育综合；④826发

展心理学

笔试科目：心理健康教

育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045118学前教育 24
李香玲、熊孝梅、张瑞、张艳

敏、韦家朝、虎技能、肖全民

*、文萍*、杨素萍、佘雅斌*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

育综合；④827学

前教育原理

笔试科目：学前教育原

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045400应用心理 19
徐富明、曾玲娟、杨小青、鲁

艳桦、颜志雄、付进、王恩界

*、黎玉兰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47心

理学专业综合

笔试科目：心理学专业

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普通心理学；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

013

计算机

与信息

工程学

院

045114现代教育技术 20

莫永华、熊冬春、林雯、黄予、

郑小军、杨满福、欧启忠、杨

上影、兰瑞乐、梁春贤、吴兰

岸、黄景文、王阳、苏文凯*、

梁俊敏*、张锋*、覃世强*、

林边菊*、谢敏*、黎东*、余

朝文*、刘春梅*、张倬倩*、

青军*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28 信息

技术课程与教学

笔试科目：教学系统设

计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技术学;②

教育科研方法

015

物流管

理与工

程学院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财经

商贸）
13

李文敬、汪德荣、黎英、刘新

全、李梅、贺世红、马小雅、

陶章、李智宁*、钟莹*、邓军

*、何牧*、莫燕桦*、梁仓*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④830现代

物流管理

笔试科目：供应链管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物流管理概论

②教育心理学

016

旅游

与文化

学院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旅游

服务）
20

陈炜、段文军、张义、卢忠东、

曹世武、方世巧、唐锡海、王

慧、苏莉*、麦芳*、黄燕*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31 旅游

学概论

笔试科目：职业教育课

程与教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旅游心理学；

②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017

体育与

健康学

院

045112学科教学（体育） 12

赵芳、许建、孙健、付克翠、

靳卫平、王显生、顾大成、张

俊斌、倪震、傅振磊、何茂、

邱蕾*、黎雄宁*、穆家庆*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④832体育

教学论

笔试科目：体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学校体育学;②

体育科研方法

045200体育 20

赵芳、周伟、孙健、傅振磊、

许建、靳卫平、付克翠、王显

生、顾大成、张俊斌、倪震、

何茂、华岩、沙部·鲁比、张

静、吕尤、田玉梅*、孙庆彬*、

邱蕾*、黎雄宁*、穆家庆*、

李丹*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46体育

综合

笔试科目：体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体育教学论;②

体育科研方法

045113学科教学（美术） 13

许长生、张玉华、徐鸿平、欧

阳志辉、邹静、刘小玉、王颖、

李江泳*、农善锋*、杨丹*、

叶青*、黄如*、何月*、罗春

霞*、傅俊山*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33 艺术

基础理论

笔试科目:美术基础综

合（含:绘画、书法、设

计、命题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美术设计（含

书法）基础;②美术设计



018

美术与

设计学

院

（含书法）命题创作

135107美术 9

许长生、徐鸿平、欧阳志辉、

王宪玲、巫极、许纪峰、徐作

先*、赵晋凯*、李哲坤*、廖

宇*、黄景涛*、刘小静*、敖

朝军*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625美术

设计基础 ;④833

艺术基础理论

笔试科目:美术基础综

合（含:绘画、书法、设

计、命题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美术设计（含

书法）基础;②美术设计

（含书法）命题创作

_01中国画(含书法)创作与研

究方向

_02西画创作与研究方向

_03民族地区美术教育研究方

向

135108艺术设计 11

张玉华、韦超现、王颖、刘晓

东、朱华平、尹红*、王廷飞*、

谭典*、王至*、刘应军*、方

勇*、陈智勇*

_01数字媒体艺术研究方向

_02民族装饰艺术设计研究方

向

_03民族工艺设计研究方向

019

音乐与

舞蹈学

院

045111学科教学（音乐） 20

黄妙秋、杨春林、夏鸿雁、蓝

静、吴少华*、韦珍雅*、刘丽

华*、钟焕莹*、肖艳莉*、莫

海冰*、汤瑾*、杨洁*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34 中外

音乐与舞蹈史

复试科目：音乐基础综

合（含声乐、器乐演奏

与伴奏、音乐作品分析、

命题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学;②心理

学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文化

艺术）
13

梁柰、刘媛、李海革、王韦、

宁冬英*、黄翠芳*、刘佳钰*、

刘莉恒*、叶华生*

复试科目：专业基础综

合 [含专业主科（声乐、

器乐演奏、舞蹈三选

一）、命题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学;②心理

学

135101音乐 13
骆彤、黄妙秋、黎珍、叶敦妮、

曹昆、周顺平*、辛迪*、戴景

强*、罗江*、农星光*、刘俊

纬*、米开敏*、陈夕阳*、杨

琪*、刘德崇*、钟小勇*、初

健*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626和声

与 曲 式 作 品 分

析 ;④834 中外音

乐与舞蹈史

复试科目：专业基础综

合（含专业主科：声乐、

作曲、民乐演奏、说课、

自弹自唱五选二）、命

题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艺术学基础知

识;②视唱练耳

_01声乐演唱方向

_02民族音乐创作与传承方向

_03音乐教育方向

020

新闻

与传

055200新闻与传播 34

_01新闻传播实务

周素珍、卢有泉、梁颖涛、郭

琳、贺波*、杨清*、周仕兴*、
胡建华*、李启瑞*、杨春*、



播学院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4新闻

与传播专业综合

能力 ;④440 新闻

与传播专业基础

笔试科目:新闻传播史

论和实务综合知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新闻学概论;②

中外新闻史

_02广播电视学与数字传播
林荧章、潘怿晗、周仕兴*、
车欣欣*

_03广告与品牌传播
陈洪波、谈超洪*、杨清*、刘

波*、覃冠玉*

_04东盟国际传播

陈洪波、徐健、周素珍、李志

雄、周仕兴*、胡建华*、周飞

*

_05民族文化传播

徐健、卢有泉、潘怿晗、林荧

章、李志雄、周飞伶、周仕兴

*、彭新永*

022

职业技

术教育

学院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公共

管理与服务方向）
26

王屹、唐锡海、杨满福、郑小

军、蓝洁、逯长春、张成涛、

李栋学*、许贵林*、梁裕*、

蒋文沛*、周旺*、张翔*、梁

辉*、劳泰伟*、莫坚义*、陈

良*、伦洪山*、毛永幸*、吴

昆*、穆家庆*、梁燕清*、黄

兆牛*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

（二）;③333教育

综合 ;④835 职业

技术教育学

笔试科目：职业教育管

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试

科目：①教育科学研究

方法;②中国教育史

014

经济与

管理学

院

125200公共管理 51

①199 管理类综

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笔试科目：1.思想政治

理论;2.行政管理学

_01公共部门领导与管理

许欢科、尹文嘉、王惠琴、郑

振锋、汪德荣、杨军、曾艳红、

宁德鹏、张彦、于瑮*、周鸿*、

李振唐*、陶建平*、韦广雄*、

唐秀玲*、严建洲*、史朝阳*、

秦小燕*、梁海明*、张卫东*、

黄伟*、刘伟*、朱东*、莫尧*

_02区域经济与区域公共管理

韦海鸣、何玲玲、甘永萍、纪

明、丘兆逸、颜蔚兰、田力军、

胡晓、李文敬、刘新全、黄江

涛、黎英、李梅、刘妍、元昌

安*、陈俊伟*、李亮*、张光

丽*、吴涛*、朱四畅*、李慈

军*、成伟光*、杨鹏*、曹玉

娟*、柯丽菲*、毛艳*

_03土地利用管理

杨小雄、严志强、周兴、韦燕

飞、宋书巧、毛蒋兴、卢远、

胡宝清、陈炳超、陆汝成、廖

超明、罗国玮、叶宗达*、黄

鹄*

_04教育经济与管理

李强、李红、闻待、肖全民*、

梁梅*



_05职业教育管理

王屹、唐锡海、郑小军、杨满

福、蓝洁、逯长春、李栋学*、

周旺*、梁辉*、劳泰伟*、张

翔*、梁裕*、蒋文沛*、彭朝

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