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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

政）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2思想政治学科

教学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思想政治教学综合基础笔

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课程与教学论 

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汤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2359   

E-mail:252196608@qq.com 

045103   学科教学（语

文）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普通心理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评论与写作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加

试： 

01 现代汉语 

02 文学概论 

001 文学院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2204     

E-mail: 58102204@163.com 

045104   学科教学（数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3 数学学科基础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数学教育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加

试： 

01 数学分析 

02 高等代数 

005 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5775；

15923446035   

E-mail:wanglw08@163.c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

904 化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化学教学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无机化学 

02 有机化学 

00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联系人：任老师         

联系方：023-58102261   

E-mail:sxxyhh@yeah.net 

045107   学科教学（生

物）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5 中学生物教学

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生物教学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加

试： 

01 植物生物学 

02 普通动物学 

008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2522     

E-mail: 105104101@qq.com 

015108  学科教学（英

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普通心理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高级英语 

02 英汉翻译 

009 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5545    

E-mail: 

Liuxiaolin2054@126.com 

045112   学科教学（体

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含专

010 体育与健康学院 

联系人：向老师         

联 系 方 式 ： 15923428166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普通心理学   

项技能测试） 

03 体育教学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运动解剖学 

02 体育学概论。 

E-mail:1668164600@qq.com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方式 13628436552      

E-mail:457942623@qq.com 

045113   学科教学（美

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6 美术史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素描、色彩创作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艺术概论 

02 中外美术史 

011 美术学院 

联系人：应老师        

联系方：023-58102407     

E-mail:364029620@qq.com 

095101 作物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

一 

④907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农业推广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作物栽培学 

02 作物育种学 

008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2522    

E-mail:105104101@163.com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

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

合四 

④907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区域经济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宏观经济学 

02 微观经济学 

012 财经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551241    

E-mail:383139127@qq.c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

服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

合四 

④907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农业推广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管理学 

02 经济学 

095109 农业机械化 ① 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1农业知识综

合三 

④907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含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 

03 农业机械化概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大学物理 

02 工程材料 

004 机械工程学院 

联系人：蒲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2722    

E-mail:jxxy207@163.com 

095112  农业信息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

合三 

④908 农业信息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软件工程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加试： 

01 信息技术导论 

02 计算机原理 

0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方式：13896386386      

E-mail:fm_l@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