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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简 介

吉首大学创办于 1958 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两地办学，是湖南省属

综合性大学，也是武陵山片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是国家民委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重点建设

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湖南省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评估优秀学校，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普通高校。2018 年获批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在湖

南等省市按一本批次录取招生。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现有教学学院 21 个，一级学科 41 个，本科专业 78 个，覆盖了 12 大学

科门类。有省重点学科 5个（其中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1 个）、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 1个、省国内

一流培育学科 1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 2 个；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

作研发中心”1个；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5 个，专业硕士点 13 个;有国家级

特色专业 3个，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1 个，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1个；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32 个。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共 30 余个。

学校在职教职员工近 1500 人，专任教师 110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700 余人，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共 560 余人。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4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 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 1

人；湖南省“百人计划”人选 2人，湖南省“121 人才工程”人选 28 人,“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4人，湖湘青年英才 1 人，湖南省芙蓉学者 7 人，湖湘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人选 1 人，湖南

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1 人，湖南省“芙蓉教学名师”1 人，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 2 人 ；有国家

级教学团队 2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3 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4个。有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 1 人，

五一劳动奖章 2人，全国优秀教师 9 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1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徐特立教

育奖获得者 1 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 5 人，宝钢教育基金奖获得者 2人。

学校现有各类在籍学生 3万余人，其中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共 2 万人。学

校构建了“课程主导、环境熏陶、实践砺炼、自我塑造”为体系的“立人教育”体系，学生动手

能力强、社会实践活动多，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各类比赛、竞赛中屡获特等奖、一等奖。大学生少数民族艺术团多次赴美国、

香港等地演出，影响广泛。学校多次获全国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先进单位和“西部计划项目优

秀高校”称号。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办学 60 余年来，共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干得好”的毕业生 30 万余名。

学校注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承担了一大批国家与地方重大科研项目，学术研究形成了

自身特色。社会科学研究以区域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为重点，差异哲学、民族人类学、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沈从文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旅游经济等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自然

科学研究以武陵山片区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为重点，提出了“三带”理论，研发了“米良

一号”猕猴桃品种及深度开发，在杜仲、猕猴桃、葛根、椪柑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科

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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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湘西民族文化博览园”，建有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等

六大文化场馆。

学校拥有招收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资格，与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的数十所高校开展了合作交流。实施了学生出国交换交流学习等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党和国家

领导人朱镕基、曾庆红、尉健行、贾庆林、刘云山等先后来校视察指导工作。原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高度称赞“吉首大学是湖南的骄傲”，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肯定“吉首大学具有特殊价值”，

原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视察学校时高兴地说“看到了吉首大学，就看到了武陵山区脱贫致富的

希望”。

进入新时代，吉首大学正在抢抓机遇，提升内涵，努力将学校建成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研

究型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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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为加强对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管理，保证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质量和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根据《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制定本简章。

一、培养目标
学校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教育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总体要求和国家高层次人才培

养发展战略要求，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

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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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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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

二、招生计划
2022年暂定招收硕士研究生 787人（含“大学生退役士兵”专项招生计划 6人），具体招生学

科、专业、研究方向和招生名额详见吉首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最终录取名额以

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根据国家下达的实际招生计划、推免生实际录取情况和生源状况，

学校保留对各专业招生人数进行调整的权利。

三、学习形式及学制
(一)我校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形式均为全日制脱产学习。

(二)研究生教育实行弹性学制。学制 3年，学习年限 3-5年。

四、报名参加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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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以

当年学校确定的研究生新生报到日期为准，下同）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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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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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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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我校部分专业对考生学历、学位各方面提出了详细要求，请考生网报时认真查看报考条件，

凡不符合要求的考生，一律不得报考。否则，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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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参加以下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四条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

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二）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四条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

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获得法学

第二学士学位的可报考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三）报名参加公共管理、旅游管理、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四条中第（一）、（二）、（三）各项的要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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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学

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四）报名参加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必须是临床医学类专业的全

日制本科毕业生。对于已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人员、已进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人

员及同等学力的人员不得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农村订单定向临床专业本科毕业生

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以卫健委文件为准。

六、关于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除公共管理、旅游管理、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专业学位以外的其他专业均接收推免研

究生。

(二)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已被

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三）推免生的接收办法另行规定。

七、关于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按下列规定执行。
教育部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

研究生。我校 2022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指标 6名，具体招生专业见招生

专业目录。专项计划名额有剩余时，可做个别调整。

考生需符合以下条件：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

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

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

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

士兵专项计划，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批准书》编号、《退出现役证》编号等相

关信息。

八、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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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

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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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单独考试考生应选择招生单位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含公共管理、旅游管理、

图书情报专业学位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报考点工作人员发现有考生伪造证件时，应通知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暂扣相关证件。

(一)网上报名要求：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1年 10月 5日至 10月 25日，每天 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9月 24日至 9月 27日，每天 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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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

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3.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初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入复试的初

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调剂办法、计划余额等

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4.考生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5.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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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作弊所受处罚

情况。对弄虚作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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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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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参加复试前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7.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定

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

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

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

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9.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合报考条件

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10.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

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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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要求：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

息，逾期不再补办。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

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

证)和网上报名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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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

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6.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

九、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 2021年 12月 18日至 12月 27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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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书写。

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十、初试及复试
（一）初试

1.初试时间：2021年 12月 25日至 26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考试

时间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在 12月 27日进行（上午 8:30—11:30）。

2.初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各科考试时间均为 3小时。

3.初试地点：考生在报名点指定的地点参加考试，详见考生准考证。

（二）复试

1.复试一般在 2022年 4月底前完成，具体工作安排以国家分数线公布后学校网站公告为准。

2.学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复试录取办法和各院系实施细则，提前在我校研究

生院等网站向社会公布。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外语听力与口语、专业综合面试。复试成绩

和初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

3.学校复试阶段将再次对参加复试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届时考生须出示下列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3）档案所在单位政审材料；

（4）考生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问题的考生，在复试报到时应当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以供核验。国内学历未通过考生则在教育部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和复印件；持国外学历未通过考生则在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开具留学认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5）凡未毕业自学考试考生，需持本人身份证和本人考籍卡（证）确认，要求注册学籍在 2020
年 12 月以前，且全国自学考试 6科以上（含 6科）成绩合格证明；成人高校专升本在读考生持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方可参加复试。

十一、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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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时间：考生在拟录取后须参加体检，具体时间、要求由我校另行通知。

体检要求：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教育部

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

知》（教学厅〔2010〕2 号）、《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学校卫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1〕34号）执行

十二、录取
我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

绩和思想政治表现、学术水平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我校将考生考试诚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思想品德考

核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被录取的考生如保留入学资格，须在录取前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招生单位同意，可以参加工

作 1至 2年，再入学学习。

十三、违纪处罚
考生应自觉树立遵章守纪、诚实考试的意识。初试期间，考生应自觉遵守《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考场规则》及各考点考场纪律；复试期间，考生应自觉遵守招生单位考场规则及考生所

签署的《诚信复试承诺书》等内容，在招生单位复试工作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

容等有关情况。对在研究生考试招生中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的考

生、考试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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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对考

试工作人员，由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或其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违法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其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其他注意事项
1.上述说明如与国家 2022年招生文件精神不符，以国家招生文件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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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校自命题考试科目一律不提供往年真题，考试内容范围按公布的考试大纲执行。

4.为方便我校与考生联系，考生通过网上报名填写信息时，一定要认真填写详细地址及长期

使用的联系电话（手机及固定电话），以便发放录取通知书等。

5.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有关动态将及时在网上公布，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网站及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

十五、招生咨询及联系办法
通讯地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号吉首大学研究生院招生管理科

邮编：416000
电话：0743-8565122
传真：0743-8563623
网址：http://yjsc.jsu.edu.cn
联系人：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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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及时关注“吉首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11

吉首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备注：1、因教育部还未下达我校 2022年招生计划，此表拟招生人数只做参考，具体招生人数将在教育部下达计划后另行公布。

2、★为专业学位，●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3、相关专业考试大纲情况请见吉首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2 商学院

020200 应 用 经
济学

01 国民经济学 全日制

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806 西方经济学
①区域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发展经济学②市场营销

02 区域经济学 全日制

03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04 金融学 全日制

030403 中 国 少
数民族经济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1 产业经济学④806 西方经济学

①区域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发展经济学②市场营销

120200 工 商 管
理

01 会计学 全日制

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807 管理学原理

①战略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发展经济学②市场营销

02 企业管理 全日制

03 旅游管理 全日制

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全日制

★125300 会计

01 企业会计 全日制

29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中级财务会计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会计学原理②财务管理

02 财务管理 全日制

03 内部控制 全日制

04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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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3法学与公共

管理学院

0304Z3 民 族 法
学

01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
究

全日制 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理学④808 法学综合（宪法学、

民法学、刑法学）

①民族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民事诉讼法②刑事诉讼法

02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
究

03 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
度研究

★ 035101 法 律
（非法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④
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

①法理学

★ 035102 法 律
（法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律硕士专业基础（法学）④497
法律硕士综合（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经济法学②诉讼法学

★ 125200 公 共
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24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①思想政治理论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04历史与文化

学院

030400 民族学

01 民族学 全日制

2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民族学基础理论④809 民族学调
查理论与方法

①民族学通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民族概论②民族学调查方法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政策

全日制

03 中国少数民族史 全日制

04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全日制

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全日制

06 生态民族学 全日制

060200 中国史

01 历史文献学 全日制

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5 历史学基础(自命题)④--无 ①中国通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思想史②中国文化史

02 专门史 全日制

03 中国近现代史 全日制

04 中国古代史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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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5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00 马 克 思
主义理论

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2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11 毛泽
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①马克思主义理
论综合知识（含
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
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②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全日制

03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0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全日制

★045100 教育 02 学科教学（思政）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36 思想政治学科教

学论

①教育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教育史②外国教育史

006体育科学学
院

● 040300 体 育
学

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全日制

2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体育学综合（包括学校体育学、
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④--无

①体育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体育心理学②体育保健学

02 运动人体科学（和医学

院共建）
全日制

03体育教育训练学 全日制

04民族传统体育学 全日制

★045200 体育

01体育教学 全日制

3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包括学校体育学、运
动训练学）④--无

①体育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体育心理学②体育保健学

备注：不招收跨专业报考；退役大
学生士兵计划考生除外。

02运动训练 全日制

03社会体育指导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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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7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

050100 中 国 语
言文学

01 文艺学 全日制 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7 文学理论④814 文学史综合
①文艺评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文学基础②写作

02 汉语言文字学 全日制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8 古代汉语④815 现代汉语
①语言学概论

03 中国古代文学 全日制 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7 文学理论④814 文学史综合
①文艺评论

04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日制 3

0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全日制 2

06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全日制 2

★ 055200 新 闻

与传播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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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网络与新媒体

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新闻报道写作②新闻短评写作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45100 教育 03 学科教学（语文）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37 文学基础

①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

方向要求：
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本科毕
业，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008物理与机电
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1 理论物理 全日制

2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④816 普通物理 I(力

学、光学部分)

①普通物理 II

（电磁学部分）
备注：仅招收全日制理工类本科生

02 凝聚态物理 全日制

03 光学 全日制

04 功能材料物理 全日制

009化学化工学
院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全日制

3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0 无机化学④812 分析化学

①综合化学（实
验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分析化学实验②有机化学实验

02 分析化学 全日制

03 有机化学 全日制

04 物理化学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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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10生物资源与
环境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1 植物学 全日制

2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1 生物化学（自命题）④819 普通
生物学

①生物综合（含
植物学、动物学、
微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遗传学②生物统计学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2 微生物学 全日制

0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全日制

071300 生态学

01 植物生态学 全日制

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2 生态学④819 普通生物学

①生态综合（含
植物学、动物学、
微生物学、环境
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遗传学②生物统计学

02 动物生态学 全日制

03 修复生态学 全日制

04 生态资源利用与可持
续发展

全日制

012数学与统计
学院

070100 数学

01 基础数学 全日制

1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3 数学分析④821 高等代数
①常微分方程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泛函分析②点集拓扑

02 计算数学 全日制

03 应用数学 全日制

04 运筹学与控制论 全日制

05 数学教育 全日制

012数学与统计
学院

071400 统计学

01 数理统计及其应用 全日制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2 高等数学④822 统计学

①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泛函分析②常微分方程02 应用统计 全日制

03 经济统计 全日制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宏观经济学②微观经济学

★045100 教育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38 数学教育概论
①教育学

方向要求：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或金融数学专业本科毕

业，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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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13土木工程与
建筑学院

0713Z1 生 态 环

境与城乡规划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16 城市生态学④823 城市规划原理
①生态环境规划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态学②资源科学

★ 135108 艺 术

设计
01 园林与景观设计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718 设计理论综合④831 园林设计

（快题设计）

①景观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园林植物学②园林艺术

014旅游与管理
工程学院

120203 旅 游 管

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807 管理学原理
①旅游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市场营销②旅游经济学★ 125400 旅 游

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28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旅游学概论

★ 125500 图 书

情报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28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信息资源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图书馆学基础②信息管理学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

015 医学院

★ 105100 临 床

医学

01 内科学 全日制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④--

无

①专业英语②临

床操作技能③临

床综合知识

备注：只招临床医学专业全日制本
科生，不接收同等力学考生，且录
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否则录取无效。已进入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和获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人员不得报
考。农村订单定向临床专业本科毕
业生报考须以卫健委文件为准。

02 儿科学 全日制 6

03 外科学 全日制 19

04 妇产科学 全日制 6

05 麻醉学 全日制 6

06 眼科学 全日制 6

07 骨科学 全日制 6

08 全科医学 全日制 6

★105400 护理

01 社区护理 全日制

2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④--无

①专业英语②护

理操作技能③护

理研究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基础护理学②内科护理学
02 中医护理 全日制

03 临床护理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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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16音乐舞蹈学
院

★135101 音乐

01 声乐演唱 全日制

2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717 和声与曲式④810 艺术概论

①中国音乐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民族民间音乐概论②视唱练耳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2 器乐演奏 全日制

03 音乐创作 全日制

★135106 舞蹈
01 舞蹈编导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719 舞蹈作品鉴赏④810 艺术概论

①舞蹈基础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舞蹈史②中国民间舞蹈文化
备注：不招收跨专业报考02 舞蹈表演 全日制

017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山水） 全日制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720 美术理论综合④501 绘画表现
①命题创作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艺术概论②素描
02 油画 全日制

03 水彩 全日制

★ 135108 艺 术
设计

01 装饰与室内设计 全日制

2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718 设计理论综合 ④828 设计创作

（分 01、02、03 方向选做）

①命题创作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现代设计史②设计基础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

02 园林与景观设计 全日制

03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

艺术
全日制

018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 085400 电 子

信息

0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全日制 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26 信号与系统
①C 语言程序设

计

备注：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仅招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电气

类、自动化类专业全日制本科生

02 通信工程 全日制 12

备注：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仅招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专业全

日制本科生

10 人工智能 全日制 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40 数据结构

备注：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仅招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电气

类、自动化类专业全日制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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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考试科目及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20MTI 教育中
心

★055100 翻译

01 英语笔译 全日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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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双语阅读与平

行写作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②英语写作

02 英语口译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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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汉互译（口

译）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②英语写作

026教育科学研
究院

★045100 教育

01 教育管理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35 教育管理学

①教育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教育史②外国教育史

备注：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

工作经验或专科毕业后有 5 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人员才能报考。招收退

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

15 小学教育 全日制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39 课程与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中国教育史②外国教育史

备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

生；非师范类考生需加试“10 分钟

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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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院（室、所）研究生招生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邮箱

吉首校区

002 商学院
王老师（学硕）

唐老师（专硕）

15307431363

15116410850
564808149@qq.com

003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老师 18627439109 281576079@qq.com

004 历史与文化学院 董老师 0743-8563903 1344992639@qq.com

0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欧阳老师 19873891669 453391487@qq.com

006 体育科学学院
万老师

陈老师

0743-8565020

13574350768
jdtyyjsb@163.com

007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吴老师 15074348610 155300875@qq.com

008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伍老师 15274348967 422784554@qq.com

009 化学化工学院 杨老师 0743-8563811 yangzhaoxiayzx@163.com

010 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吴老师 13974389734 Wuyuxian723@126.com

012 数学与统计学院 莫老师
15907418438

0743-8564884
mohongmin@163.com

015 医学院 李老师
0743-8759168

13037343647
463217696@qq.com

016 音乐舞蹈学院 殷老师
0743-8233083

0743-8564790
154615736@qq.com

01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老师 13574353791 64642516@qq.com

026 教育科学研究院 熊老师
0743-8565012

18874359245
2791620052@qq.com

张家界校区

013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肖老师 18974803083 854172578@qq.com

014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 杨老师 15074401380 251400667@qq.com

017 美术学院 伍老师 0744-8877881 896703082@qq.com

020MTI 教育中心 唐老师
0744-2170314

0744-8202123
JSUMTI20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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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2022级硕士研究生奖助政策

吉首大学 2022级研究生相关奖助标准大致如下：

1、国家奖学金

奖励标准：现行评选比例约占可参评人数的 2%，硕士研究生为每人 20000 元/年，博士

为每人 30000 元/年。

2、学业奖学金

奖励对象：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研究生。

奖励标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金额以学校当年奖励文件为准。

3、专项优秀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学校发展、研究生服务、学术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

式的硕士研究生。

奖励标准：研究生学术奖、三好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以当年学校奖

励文件为准。

4、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无固定工资收入，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研究生。

资助标准：在培养年限内，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元。

5、研究生“三助一辅”津贴

学校面向研究生设立了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岗位，依据工作量和业绩，不同

岗位津贴每年的最低限额为 1800元—6000元。

6、经济贫困研究生助学金

经济贫困生研究生助学金每年评选一次，资助标准为每人 1000元/年。

7、优秀学位论文奖励

省级优秀博士论文，每篇奖励 50000 元；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每篇奖励 20000 元。

备注：奖助文件如有调整，以学校最终文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