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中師範大學招生辦公室   董志雄 

 

內地師範專業培養 

澳門招生政策推介 



內地師範高校 WHY 



內地師範高校 1 
Part 

對於想要報考師範專業的學生來說，師範類院校在人才培養力量方面

無疑具有更多優勢。 

內地的師範大學不僅擔負著培養高水平師資的使

命，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更被賦予了一種全新意

義的綜合性人才培養基地的標識。師範大學正由過 
 
去比較單一的培養文、理、工、教人才向更為全面的綜合性大學拓展。

師範大學是最接近教育本質的大學。 



就業前景 2 
Part 

1 
2 以華中師範大學為例，2018年本科生落實就業去向3656

人，就業率為83.78%。（截至9月1日）其中， 2391人
協議就業，協議就業比例為65.40%；833人升學，升學
比例為22.78%。 

多年來，相對於其他高校畢業生而言，師範類畢業生就業
形勢一直較好。 

3 全校協議就業畢業生中，有68.57%的畢業生在教育業就
業，7.50%的畢業生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
就業，其他就業人數比例達2%以上的有金融業、房地產業、
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 



學在
華師 



學科實力 1 
Part 

1 

2 學校現有15個專業設有博士後流動站，21個博士學位授權
一級學科，33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學校現有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2個，國傢重點學科8個，
國傢重點（培育）學科1個。 



教學設施 2 
Part 

國家數位化學習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核物理計算中心 智慧教室 

學校現有各類科研機構、實驗室、研究院（所、中心）
60餘個。“十二五”期間，學校科研經費快速增長，項目
經費總量突破10億。 
 



中國歷史學家
章開沅教授 

荊楚社科名家 

邢福義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 

張景中教授 

師資力量 3 
Part 

學校現有教授、副教授1000餘人，博士生導師近400人， 
各類國家級等各類国家级人才40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 

趙進才教授 



國際合作廣泛 4 
Part 

我校與英、美、澳、俄、加、法、菲、 日、韓等國
家都有廣泛的合作 



国际研讨会 

國際交流廣泛 4 
Part 

中英合唱團 

交流演齣 

湖北省博物館 學校伯克利 

訪學團 



國際交流廣泛 4 
Part 



課程設置合理 5 
Part 

——  以華中師範大學師範專業為例 

•學校各师范类专业课内总学分130分，包括通識教育課程、專業主幹課

程和個性發展課程三個課程模塊。 

•通識教育課程包括例如大學體育、大學英語等通識必修課程和涵蓋数

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教育学与心理学四个

大类的通識核心和通識選修課程。 

•專業主幹課程主要是为实现培养目标和达到知识和能力结构而開設的

本專業必修的课程。 

•個性發展課程包括例如教育學、心理學等教師教育必修和選修課和專

業選修課。 



玩在
華師 



桂子山音樂節 

藝術氛圍 1 
Part 

天空合唱團 
湖北省博物館 

舞團專場晚會 



羽毛球國家隊 

齣征熱身賽 

體育精神 2 
Part 

校運會 湖北省博物館 
“文華杯” 籃球賽 



“創新杯”  

科學文化節 

創新創業 3 
Part 

創業宣講活動 湖北省博物館 
桂子山創業夢想秀 



How to? 

澳門保送生、四校聯考、聯招 



澳門保送生 1 
Part 

持有效的澳門居
民身份證及“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 (俗稱
回鄉證，有效期
限為3年或10年) ； 

$ 

品行端正、遵紀守法、
身體健康，高中階段
各學年成績優良的高
中畢業生。 

由校方推薦。 

—— 選拔條件 



免試生計畫20人  

  可選  

近20個文史類專業  近20個理工類專業  

還有體育類專業、美術類專業、音樂類專業可選擇 

澳門保送生 1 
Part 

——  招生計劃/招生專業 



澳門保送生 1 
Part 

——  錄取原則／考核方式 

我校澳門保送生選拔遵循“公平競爭、公開選拔、

公開程式、全面考核、綜合評價、擇優錄取”的原

則。  

推薦方式採取中學推薦和個人自薦相結合的方式。凡符合保送生

條件的學生，由本人申請，該生所在中學正式推薦，採取面試。 
 



採用澳門“四校聯考”成績招收澳門學生 2 
Part 

持澳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需參加2018年“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 

現就讀高中的應屆畢業生； 

品行端正，身體健康。 

 

註︰2019年以正式發佈信息為準。 

——  報名資格 



採用澳門“四校聯考”成績招收澳門學生 2 
Part 

根據學生的“四校聯考”成績、專業志願和綜合素質等，從符合華中

師範大學最低錄取標準的學生中按照中文、英語、數學三科總分從高

到低排名確定預錄取名單。 

最低錄取標準為：中文、英文、數學3科課考試成績排名均位於參加

考試考生的前50%。 

 

註︰2019年以正式發佈信息為準。 

 

——  錄取 



聯招 3 
Part 

——選拔流程 

• 網上報名+現場確認（3月1-31日） 
 

• 參加考試（5月第三個週末） 
 

• 志願填報、錄取 

• 資格審核 
 



Welcome to  CCNU！ 

     CCNU期待你的加入！ 



THANKS 



尤学工 

2019年3月23日 



歷史學是以客觀歷史為研究對象，通過科學的
研究方法，追求歷史真相和歷史發展規律的一門基
礎學科。 

歷史學是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居今
識古，述往思來，是歷史學的重要功能。 

專業概述 



1890年，
文華書院首
開西洋史。 

1931年，私
立華中大學文
學院社會科學
系歷史組。 

1935年，
私立華中大
學歷史系。 

1951年，
公立華中大
學歷史系。 

1953年，華
中師範學院歷

史系。 

1985年，華
中師範大學歷

史系。 

1995年，華
中師範大學歷
史文化學院。 

一、專業歷史沿革 



       

歷史文化學院機構設置 

歷史文化學院 

歷史學系 文化學系 
中國近代史研究

所 
歷史文獻學研究

所 
楚學研究所 



二、大師風采 

錢基博先生 

楊東蓴先生 

張舜徽先生 

章開沅先生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錢基博 
  （1887-1957） 

錢基博，字子泉，別號潛廬，江蘇無
錫人，著名國學大師和教育家。
1946年抗戰勝利後任私立華中大學
教授，1953年華中師範學院成立後
他一直在校任教。他將自己收藏的5
萬多冊書籍、甲骨、青銅器、陶器、
古幣、書畫等悉數捐獻給學校，奠定
了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博物館的基礎。
他一生致力於國學研究與教育事業，
其子錢鐘書說“先君遺著有獨絕處”，
他對華中師範大學的文史專業有很大
貢獻。 



         楊東蓴 
  （1900-1979） 

楊東蓴，原名豈匏，號人杞，湖南醴陵
人，著名歷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
社會活動家。1919年求學於北京大學，
曾任香港達德學院代理院長、香港《大
公報》顧問、廣西大學校長、國務院副
秘書長，中央文史館副館長、館長等職。
1954年4月，他擔任華中師範學院院長，
大力推動教學與科研，為學校發展奠定
了很好的基礎。章開沅回憶說：“無論是
在學問上，還是在做大學校長上，楊東
蓴都是一面光輝的旗幟”。 



         張舜徽 
  （1911-1992） 

張舜徽，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文
獻學家。1979年，他宣導創建中國歷史文
獻研究會並擔任會長10年。1981年被評為
歷史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之後創建華中師
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10
年。他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被視為
“通人”，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
留下大量著述，出版專著24部，超過1000
萬字。這些著述，在海內外影響很大，使
他成為公認的國學大師。倉修良說他“著作
等身，學術成就享譽海內外；文獻宗師，
弘揚民族文化領路人。” 



章開沅 
（1926-） 

章開沅，祖籍浙江吳興，生於安徽蕪湖，
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1951年，他進入
當時的公立華中大學歷史系任教，1953年
改為華中師範學院後一直任教至今。1985
年8月至1991年3月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
他早年致力於辛亥革命研究，此後不斷開
拓教學大學、基督教、商會與近代社會群
體等學術新領域，他創建的中國近代史研
究所已經成為蜚聲國內外的中國近現代史
研究領航者。他的學術品格素來為人所敬
重，“歷史是已經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
永無止境的遠航”，是他的學術追求。 



三、專業類型 

歷史學師範班 

歷史學基地班 

文史直博班 

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班 



（一）歷史學師範 

培養方案 

• 培養目標：優秀的中學歷史教師和高素質的教育管理者。 

• 學科與學制：歷史學、學制四年，歷史學學士學位，主輔修制，允許輔

修另一專業或攻讀雙學位。 

• 總學分和學時：總學分130，課內總學時2096。 

• 課程設置及比例：通識教育課程47學分，約占36%；專業主幹課程51學

分，約占40%；個性發展課程32學分，約占24%。 

• 實踐教學：專業考察、暑期社會實踐、“歷史記憶中的家鄉”專業調研、

教育實習、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等。 



（一）歷史學師範 

課程設置 

• 專業主幹課（共有13門，包括中國通史系列、世界通史系列、中國歷史

文選、歷史科學概論等） 

• 專業選修課（共有100多門，比如秦漢史等斷代史系列、中國文化史等

專門史系列、老莊學研究等專題史系列、俄國史等國別史系列） 

• 教師教育課程（共有近50門，包括必修課與選修課，比如歷史課程與教

材研究、歷史學科教學論、歷史教學技能訓練、班主任工作技能技巧等） 

• 通識教育課程（主要有新生研討課、大學體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

礎、大學英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 



（一）歷史學師範班 

畢業要求 

1、熱愛中學歷史教育教學事業，認同歷史教師工作的意義和專業性； 

2、掌握歷史學的基本理論和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比較系統的基本知識； 

3、掌握科學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瞭解歷史學科核心素養，具備突出

的歷史教學技能； 

4、通過專業學習和訓練，形成一定的歷史學研究能力； 

5、較熟悉地掌握古漢語和一門外國語，能閱讀中外歷史文獻和資料； 

6、瞭解相關學科基本理論，具有較強的綜合應用能力。 



（一）歷史學師範班 

• 就業前景 

陸優君，湖北省實驗中學歷史特級教師 
獲“湖北省優秀歷史教師”等稱號。 

周鵬程，華中師範大學一附中校長 
中學歷史特級教師 

2、優秀的教育管理者 1、優秀的中學歷史教師 



（二）歷史學基地班 

• 培養目標：優秀的歷史研究與教學人才。 

• 課程設置：總學分126，課內總學時1552。通史類課程由兩年壓縮為一年，

增設專業選修課，注重提升科研能力和完善知識結構。 

• 導師制：每位同學均配有專業導師，負責大學期間的科研訓練與專業指導。 

 



（二）歷史學基地班 

• 就業前景：每年有至少15個保研名

額，保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

旦大學等高校，可申請碩博連讀。

其他同學可通過考研繼續攻讀，或

考取教師資格證等從教。很多畢業

生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任教，成為學

術骨幹。 
侯深，1995級基地班學生，現為中國 

人民大學教授，德國慕尼克大學卡森 

中心卡森學者 



（三）文史直博班 

•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較好的文史基礎、較強的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的複

合型高級研究人才。 

• 學制及學位：學制4年，授予歷史學學士或文學學士學位。 

     經考核合格可直接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3+2+4）。 

• 課程設置：總學分130，課內總學時2232。以歷史學和文學專業基礎課程

和選修課程為骨幹，注重學科交叉。 

• 導師制：每位同學均配有專業導師，負責大學期間的科研訓練與專業指

導。 



（三）文史直博班 

• 就業前景：每年有10-12個保研名額，可選擇歷史學或文學專業，可申請

碩博連讀。其他同學可通過考研繼續攻讀，或考取教師資格證等從教。 

• 注：在2015年進校的第一屆學生中，不少已保送讀研。 



（四）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 

• 培養目標：培養在文化遺產管理與利用、文化產業開發與創新方面具有

扎實的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 學制及學位：學制4年，授予歷史學學士學位。 

• 課程設置：總學分133，課內總學時1680。包括考古學及文博學模組，文

化產業學模組，專業實踐模組，注重專業性與應用性的結合。 



（四）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 

• 就業前景：每年有保研名額，前往境內外知名高校深造（北京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

從事文博及非遺研究與管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南越王墓博物館等）；從事文化創

意產業研究與開發（751時尚設計廣場、中國青年報等）。 

嚴明丹，751北京時尚設計廣場
創意產業部主任 

謝安琪，最近一次保送北京大
學考古文博學院讀研的學生 

陳庚，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
研究院副院長 



四、專業特色與優勢 



1、良好的人文傳統 

• 本專業辦學歷史悠久，有良好的人文傳統和明確的辦學

理念。人文傳統的核心是“人的成長”，希望學生具有

人文情懷、完善人格、有境界、有品格、有教養、負責

任、能擔當。 

• 史學應有獨立的品格，史家應有獨立的人格。 

 



2、優勢突出、整體發展的學科結構 

• 歷史學科中，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文獻學長期保持全國

學科排名第一，形成了突出優勢，在全國形成了領軍之

勢，也具備了國際影響。同時，中國古代史、世界史、

專門史、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等專業齊頭並進，為歷史

學科的整體發展夯實了基礎，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學科結

構。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中國史學科排名全國第五。 



3、雄厚的師資隊伍 

• 本專業現有教職工80餘人，其中教授26人（二級教授4

人），副教授22人，博士生導師22人，碩士生導師48

人，有人事部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人選1人，長

江學者特聘教授1人，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人，教育部新

（跨）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入選者6人，湖北省楚天學

者特聘教授1人，湖北名師1 人，桂苑名師2人。教師的

學歷結構、年齡結構、職稱結構、學科結構合理，是一

支富有活力的教師隊伍。 



3、雄厚的師資隊伍 

2018年，章開沅先生

獲得吳玉章終身成就獎，

這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國家

最高獎。 



4、學科平臺類型多、品質高 

• 國家級人才培養平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

基地、國家級“研教雙優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高校

專業綜合改革試點單位、國家級特色專業等。 

• 國家級學科建設平臺：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一級學科、中國近

現代史國家級重點學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等。 

• 國家級歷史教材建設平臺：國家中小學歷史教材建設重點研究

基地。 

• 歷史教學研究與對接平臺：中學歷史教學研究中心。 



5、注重資訊化與國際化 

• 資訊化：培養學生六大資訊能力，即數位化課堂教學能力、

數位化教學研究能力、數位化資源選擇與處理能力、數位化

工具平臺運用能力、數位化教育教學反思能力、數位化教育

教學管理能力。 

• 國際化：以“開沅班”形式進行國際交流；交換培養，定期

交流。 



6、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 

• 大學是學生全面發展的黃金期，本專業注重對學生發展的規

劃與引導，強調要全面發展，充滿活力。 

• 為學生全面發展提供條件和支持。設立多類型學業獎學金，

創辦學生刊物，鼓勵學生參與科研立項和社會實踐。 

• 學生社團數量眾多，活動豐富，每個學生都有展示自身潛力

的舞臺。 

• 尊重學生個性，為每個學生的發展提供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