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东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 

专业准入细则汇编 

 

 

 

 

 

 

 

 

 

教务处  

2017.4                    



2 

 

目  录 
教育学部教育学类专业准入细则.....................................................................................................4 

教育学部心理学专业准入细则.........................................................................................................7 

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9 

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准入细则 .......................................................................................................... 11 

政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准入细则...................................................................................................14 

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准入细则...................................................................................................16 

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准入细则 .......................................................................................18 

经济学院经济学类专业准入细则...................................................................................................20 

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专业准入细则 .......................................................................................23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25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31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37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39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准入细则 ...........................................................................................41 

外国语学院英语（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43 

外国语学院英语（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46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准入细则 ...............................................................................................49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准入细则.......................................................................................................52 

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准入细则.......................................................................................................55 

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57 

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60 

数学与统计学院统计学专业准入细则 ...........................................................................................63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准入细则 .................................................66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准入细则 ...............................................................68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70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准入细则 ...........................................72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准入细则 ...............................................................................74 

物理学院物理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76 

物理学院物理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79 

物理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82 

物理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准入细则 ...............................................................................85 

化学学院化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88 

化学学院化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90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92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95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98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 101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 104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准入细则 ................................................................................. 107 

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准入细则 ..................................................................... 109 

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准入细则 ................................................................................. 112 

环境学院生态学专业准入细则..................................................................................................... 114 



3 

 

传媒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准入细则 ................................................................................. 117 

传媒科学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 121 

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专业准入细则 ............................................................................................. 123 

马克思主义学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准入细则 ............................................................................. 126 

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工作专业准入细则 ..................................................................................... 128 

 

 

  



4 

 

教育学部教育学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教育学类为大类招生专业，共包括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小学

教育与学前教育四个专业。 

1．教育学 

旨在培养理解和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

握教育教学、教育科研及教育管理的基本技能，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

宽广的教育视野，具有责任感，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

能力，能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科研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教育教

学、科研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的教育人才。 

2．公共事业管理 

    旨在培养理解和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特别是教育管理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现代教育及管理理念，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良好的品德修养，具备进一步学习及研究的知识和能力，具备在各类

学校或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部门管理的综合素质，成为从

事这些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3．小学教育 

    旨在引导和促进学生成为有见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自主学习

者，培养忠诚教育事业，具有现代教育理念，深厚教育理论素养，宽

广的教育视野，较强的教育、教学、科研、管理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适

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小学教师。 

4．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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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培养具有教育理念先进和教育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教

育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初步具备从事幼儿教育研究能力、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新型幼儿园教师。 

二、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已修读的专业教育课程（原专业）成绩合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对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的理解 

   2.对所选专业的规划与专业认同 

   3.基本学习能力 

五、其他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一）网络资源 

中国教育在线 http://www.eol.cn/ 

   中国教育信息网 http://www.chinaedu.edu.cn/ 

   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www.jyb.cn/ 

http://www.eol.cn/
http://www.chinaedu.edu.cn/
http://www.jy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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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http://en.unesco.org/ 

（二）参考书目 

  1、 柳海民.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王凌皓.中国教育史纲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3、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 裴娣娜.教学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5、 马云鹏.课程与教学论.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2005. 

  6、 李泽宇.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7、 杨颖秀.学校组织与管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8、 黄仁颂.学前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七 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本部田家炳楼 

咨询电话：0431-85099557 

联系人：王老师 

八 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http://en.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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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心理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心理学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从事心理学

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

服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专门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3. 已修读课程成绩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理科思维能力；英语水平 

2.面试：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对心理学的理解；心理学专业学

习的基本规划；基本的学习能力 

五、其他 

转入学生均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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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课程资源 

1. 探索心理学

http://open.163.com/movie/2016/3/5/A/MBI2MQ23C_MBIACC

15A.html 

2. 哈佛幸福课

http://v.163.com/special/positivepsychology/ 

（二）参考书目 

1.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2003. 

2. 李汉松.心理学的故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3.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4. 罗杰·霍克. 改变心理学的 40 项研究.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0.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田家炳楼 

咨询电话：0431-85099557 

联系人：王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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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思想政治教育（公费师范）专业为国家级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点、

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点和吉林省高等学校首批本科品牌专业，在国内

享有很高声誉。本专业本科生为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

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能够熟练掌握和

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具有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学思想政

治课优秀教师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心理健康，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 

4. 思想品德优良，行为端正。 

三、准入考核方式 

1.面试 

2.已修读的专业教育类课程（原专业）成绩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转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动因 

2.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常识 

3. 思维能力 

4. 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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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参考书目： 

[1]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3]田克勤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83 

联系人：何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11 

 

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法学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系统掌握法学 

知识，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能够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和法律服务部门等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

专门人才。 

主要理论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

经济法。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其

他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已修读的专业教育类课程（原专业）成绩 70 分以上； 

4. 热爱中国法治事业，怀有法治理想和法律信念； 

5. 心理健康，身体素质良好。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对法学专业的认识及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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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基本知识； 

3. 法律视角下社会热点问题认识； 

4. 逻辑思维能力； 

5. 语言表达能力 。 

五、其他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为更好准备专业转入考核，建议学生选修与法学专业相关的通识

教育选修课、浏览法律网站和阅读专业书籍和期刊 。 

参考书目： 

1、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 

    2、周叶中.法理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魏振瀛.民法（第六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 

    6、范健.商法（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7、杨紫烜.经济法（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13 

 

出版社，2014. 

    8、邵津.国际法（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4.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83 

联系人：何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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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行政管理专业已形成较为全面的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行政管理专业着力于为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及企事业单位培养能够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和组织内部综合事务管理

的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历届毕业生因理论基础

扎实、专业知识系统、人文素质优良、社会责任感和适应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而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已修通识教育类必修课程合格； 

4. 思想积极进步、综合素质突出、学习成绩优良。 

三、准入考核方式 

1.面试 

2.已修读的专业教育类课程（原专业）成绩 

四、准入考核内容 

面试内容包括综合素质测评（60%）和专业基础知识（40%）。重

点考核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潜质与综合素质等。 

五、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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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无须留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 

1.学科基础课程：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法学通论、社会学

概论。 

2.专业基础课程：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原理。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83 

联系人：何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本科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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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国际政治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基

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学科视角分析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

要素的学科。国际政治专业培养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实

专业理论功底、较强实践能力和较高外语水平，能在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新闻媒体、科研部门和教育机构从事涉外与教学科研工作的

高水平专门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面试 

2.已修读的专业教育类课程（原专业）成绩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国际政治时事及评述 

2.逻辑和语言表述测试 

3.转专业学习规划设计 

五、其他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无须留级。 

六、参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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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 

    美国国务院官网：http://www.state.gov/ 

英国广播公司： 

http://news.bbc.co.uk/2/hi/country_profiles/default.stm 

国际关系论坛：http://www.newslist.com.cn  

    中国国关在线：http://www.irchina.org/index.asp 

    南方国关在线：http://www.sciso.org/ 

中国战略网：http://www.chinaiiss.com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83 

联系人：何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http://www.un.org/
http://www.state.gov/
http://news.bbc.co.uk/2/hi/country_profiles/default.stm
http://www.newslist.com.cn/
http://www.irchina.org/index.asp
http://www.sci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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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

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良好专业素养，较强学习能力及创新精神，掌握

调查研究、政策分析和组织协调等方法和能力的，拟从事政治学与行

政学研究的专门后备人才；为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党政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等党政部门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面试 

2.已修读的专业教育类课程（原专业）成绩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政治问题及评述； 

2. 逻辑和语言表述测试； 

3. 转专业学习规划设计。 

五、其他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无须留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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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

制度。 

参考书目： 

[1]张永桃等：《政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 

[2]徐大同等：《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11 年。 

[3]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

《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徐育苗：《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83 

联系人：何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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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经济学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经济学类为大类招生专业，至第三学期中旬基于学生专业志愿和

成绩考核分流到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学四个专业。 

经济学类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具备财政、金融、

国际贸易、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财政机构、

金融部门、贸易公司、经济管理（研究）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

业务和管理工作，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应用型人才，或具有进一步深造潜质的学术型人才。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49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

低修满 46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8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

修满 15 学分。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年级综合排名（平均学分绩点）前 30%； 

4. 英语成绩要求：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或通过四级考试； 

5. 高等数学要求：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三、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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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高等数学》 闭卷考试 

考试范围：《高等数学 B》、《线性代数》和截止到考试时间讲

授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考试时间：90 分钟。 

2.面试： 

重点考察学生的经济学专业基础和素养。 

五、其它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一）网络资源 

人大经济论坛 http://bbs.pinggu.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 

（二）参考书目 

《微积分》（经管类第四版 上、下册）： 吴赣昌主编，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线性代数》：赵树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盛骤，高等教育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http://bbs.pinggu.org/
http://www.stats.gov.cn/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90%B4%E6%A0%91%E9%9D%92&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80%84%E9%94%A6%E8%81%9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6%B4%AA%E9%93%B6%E5%85%B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field-author=%E6%9E%97%E5%B2%97&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5?ie=UTF8&field-author=%E5%88%98%E4%BC%9F&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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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 教育部高教司组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经济学原理》：N.格里高利·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微观经济学》：罗伯特•S•平狄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哈尔.R.范里安, 格致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N·格里高利·曼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鲁迪格•多恩布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经济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4536212    

联系人：王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AB%98%E9%B8%BF%E4%B8%9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5%99%E8%82%B2%E9%83%A8%E9%AB%98%E6%95%99%E5%8F%B8&search-alias=books
http://yuedu.163.com/search.do?operation=exact&kind=author&type=4&word=%5B%E7%BE%8E%5D%20N.%E6%A0%BC%E9%87%8C%E9%AB%98%E5%88%A9%C2%B7%E6%9B%BC%E6%98%86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A3%C2%DE.%C8%F8%E7%D1%B6%FB%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BD%97%E4%BC%AF%E7%89%B9%E2%80%A2S%E2%80%A2%E5%B9%B3%E7%8B%84%E5%85%8B+%28Robert+S.Pindyc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93%88%E5%B0%94%EF%BC%9FR.%E8%8C%83%E9%87%8C%E5%AE%89%E3%80%81%E8%B4%B9%E6%96%B9%E5%9F%9F%E3%80%81%E6%9C%B1%E4%BF%9D%E5%8D%8E&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N%C2%B7%E6%A0%BC%E9%87%8C%E9%AB%98%E5%88%A9%C2%B7%E6%9B%BC%E6%98%86&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B2%81%E8%BF%AA%E6%A0%BC%E2%80%A2%E5%A4%9A%E6%81%A9%E5%B8%83%E4%BB%80+%28Rudiger+Dornbusch%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5%A5%E5%88%A9%E7%BB%B4%E5%B0%94%C2%B7%E5%B8%83%E5%85%B0%E6%9F%A5%E5%BE%B7+%28Olivier+Blanchard%29&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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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工商管理是学习企业管理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的学科，工商管理

专业的应用性很强，它的目标是依据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本

理论，通过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有效的企业管理和经营

决策，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商学院在工商管理（大类）开设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会计学四个本科专业，前三个学期按照工商管理大类统一进行

授课，第四学期开始分专业进行专业培养。 

就业方向为企业中的相关部门和岗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原修读专业无不及格成绩。 

三、准入考核方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考试成绩需达到 75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高等数学微积分部分 

五、参考资源 

    《微积分（经管类第四版）》，吴赣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六、其它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674/4954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5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44/5247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7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78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3882/1110483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1536/800573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683/87494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884/1452853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884/145285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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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净月大街 2555 号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127 

联 系 人：史老师 

学院网址：http://business.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九、附则 

本细则解释权在商学院。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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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汉语言文学（普通师范类）是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传统优势学科，

拥有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建有国家中文学科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 2 个省级重点

学科。 

本专业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抱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知识扎实且富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

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中文专业人才，为其成为中等教育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和优秀的教育管理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为高等院

校、科研单位提供人才储备，并为职能机关培养素质好、潜能高的管

理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 [2014] 004号）中申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原修读专业无不及格成绩。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写作两大部分，专业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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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专业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为主，同时涵

盖所有的二级学科内容。 

2. 面试以考核学生思维品质、口语表达等专业基本素养为主，通

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考题。 

笔试和面试满分各 100 分，按总分录取。 

五、其他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本科生课程使用教材（见附录）、Bb 平台课程等网络资源。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8571    

联系人：李老师 

文学院网站：http://chinese.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本准入细则由文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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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学院本科课程使用教材一览表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

间 
主编 课程名称 

外国文学史（第 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一） 

外国文学史（第 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郑克鲁 外国文学（二） 

中国比较文学十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孟庆枢 王宗杰 

刘研 
比较文学论 

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 中华书局 2010 刘建军 西方中世纪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 高教社 2014 刘建军 外国经典名著重读 

东方文学史通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王向远 东方文学史论 

20 世纪西方文学 高教社 2007 刘建军 20 世纪西方文学名著鉴赏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 译林出版社 2001 阿格诺索夫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研究 

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

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袁先来 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

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美国文学 

西方语言学流派（第 2 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11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邵敬敏、方经民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语言学概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 胡晓研 语言学概论 

普通语法学（自编）   胡晓研 普通语法学 

语法理论与实践（自编）   胡晓研 语法理论与实践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1）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2）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3） 

国学导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 郑家治 国学经典导读 

诗骚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刘毓庆、方铭 《诗经》研究 

诗骚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刘毓庆、方铭 《楚辞》研究 

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李炳海 诸子研究 

唐宋诗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尚永亮 唐诗研究 

 唐宋词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8  王兆鹏 宋词研究 

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1

2 
 欧阳光 戏曲研究 

明清小说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0 谭帆 古典小说研究 

中国文化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 冯天瑜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 李壮鹰、李春青 中国古代诗论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 李壮鹰、李春青 古代作家研究 

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李炳海 古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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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散曲史 人民出版社 2007.5 赵义山 散曲研究 

古代文论二十三讲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2 周振甫 古代思想与文学 

文学经典导读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 张卫中 文学经典导读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6 
人教社课程教

材研究所 
中学教材古代选文研读 

文献学概要 中华书局 2016.3 杜泽逊 文学文献学 

书法与书法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2 欧阳中石 汉字文化与书法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8 李索 汉字与文化 

国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97.7 钱穆 国学基础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99.5 王力 古代汉语 1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99.5 王力 古代汉语 2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 2013.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训诂学 中华书局 2005.9 郭在贻 训诂学概要 

古汉语词汇纲要 商务印书馆 2005.9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朱绍禹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

应用 

语文课程教学资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韩雪屏，王相

文，王松泉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

应用 

语文课程教学技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王松泉，王相

文，韩雪屏 

语文教师基本技能微

格训练 

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蔡伟 
语文教师基本技能微

格训练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朱绍禹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教材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王相文，韩雪

屏，王松泉 

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设计

与使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靳健，李金云 

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语文有效教学：观念·策

略·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郑桂华 语文教学示范与引领 

初中语文教学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张良田 语文教学示范与引领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童庆炳 文学概论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黄伯荣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 

汉语语法学史稿 商务印书馆 2006.5 邵敬敏 汉语语法学史 

汉语语义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5 贾彦德 汉语语义学概论 

现代汉语语用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5 孙汝建 语用学导论 

社会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04.6 陈原 社会语言学导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7 
朱栋霖、朱晓进、

吴义勤 
中国现当代文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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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7 
朱栋霖、朱晓进、

吴义勤 
中国现当代文学（2）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7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9 许志英 邹恬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吴景明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

研究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钱理群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 洪子诚 
中国现当代文学热点研

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侯颖 儿童文学研究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

文学史研究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徐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

研究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1 
钱理群 孙绍振 

王富仁 
中学教材现代选文研读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0 朱自强 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 

新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李良荣 新闻理论 

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郭庆光 传播理论 

舆论学概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刘建明 舆论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 

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郑超然 外国新闻传播史 

新闻传播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魏永征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 

媒介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阿德斯·布罗德

里·克索恩 
媒介经营与管理 

新闻采访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张征 新闻采访与实训 

当代新闻写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尹德刚 梅懿 新闻写作与实训 

时评写作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曹林 新闻评论 

新闻编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蔡雯 新闻编辑 

新闻摄影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盛希贵 新闻摄影 

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吴信训 广播电视新闻学 

国际传播学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郭可 国际传播 

现代广告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罗子明 广告学概论 

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周胜林 高级新闻写作 

新闻传播精品导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刘海贵 中外新闻作品选读 

网络传播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彭兰 网络传播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赛弗林•坦卡德 西方传播学 

电子排版系统实用指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白和芳 电脑编辑与排版 

电视节目制作基础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陈思善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当代西方新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刘建明 西方新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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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张天定 图书出版学 

现代期刊编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龚维忠 期刊编辑学 

申论 红旗出版社 2015 年 华图教育 申论 

公文写作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裴显生 公文写作 

多元视角中的文本解读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金振邦 文本解读论 

写作语言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何明 写作语言学 

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 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吴承学 何诗海 文体学 

报纸编辑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郑兴东 中外报纸编辑比较 

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张从明 全媒体报道 

数据新闻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方洁 数据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大学 2014.8 徐鹏绪 
现代文学文献辑佚与校

勘实训 

小说学引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1 李洁非 小说理论 

文学文本解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 王耀辉 文学文本细读与讨论 

艺术经验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1 刘雨 艺术经验论 

多元矛盾中的个性选择—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命体

验与创作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3.1 刘雨 
中国现代作家生命体验

与创作 

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6 温儒敏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创意写作教学实用方法 50

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 沃尔克 创意写作 

文艺学与语文教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1 王纪人 
语文教学中的文艺学问

题研究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童庆炳 文学概论 

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朱立元 美学 

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中华书局 2010.7 刘建军 宗教与文学 

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西方 20世纪文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1 张首映 当代西方文论 

20 世纪中国文论 北师大出版社 2004.1 童庆炳 20世纪中国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 商务印书馆 2010.1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世界电影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美·汤普森 影视美学 

 

  



31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汉语言文学是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传统优势学科，拥有汉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建有国家中文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 2 个省级重点学科。 

本专业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抱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且富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专业化的中学语文教师，并为其成为基础教育的学科带头人和未

来的教育家打好基础。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 [2014] 004号）中申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原修读专业无不及格成绩。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写作两大部分，专业基础知

识以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专业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为主，同时涵

盖所有的二级学科内容。 

2. 面试以考核学生思维品质、口语表达等专业基本素养为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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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考题。 

笔试和面试满分各 100 分，按总分录取。 

五、其他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本科生课程使用教材（见附录）、Bb 平台课程等网络资源。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8571    

联系人：李老师 

文学院网站：http://chinese.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本准入细则由文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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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学院本科课程使用教材一览表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

间 
主编 课程名称 

外国文学史（第 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一） 

外国文学史（第 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郑克鲁 外国文学（二） 

中国比较文学十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孟庆枢 王宗杰 

刘研 
比较文学论 

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 中华书局 2010 刘建军 西方中世纪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 高教社 2014 刘建军 外国经典名著重读 

东方文学史通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王向远 东方文学史论 

20 世纪西方文学 高教社 2007 刘建军 20 世纪西方文学名著鉴赏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 译林出版社 2001 阿格诺索夫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研究 

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

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袁先来 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

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美国文学 

西方语言学流派（第 2 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11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邵敬敏、方经民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语言学概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 胡晓研 语言学概论 

普通语法学（自编）   胡晓研 普通语法学 

语法理论与实践（自编）   胡晓研 语法理论与实践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1）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2）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袁行霈 中国古代文学（3） 

国学导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 郑家治 国学经典导读 

诗骚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刘毓庆、方铭 《诗经》研究 

诗骚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刘毓庆、方铭 《楚辞》研究 

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李炳海 诸子研究 

唐宋诗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尚永亮 唐诗研究 

 唐宋词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8  王兆鹏 宋词研究 

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1

2 
 欧阳光 戏曲研究 

明清小说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0 谭帆 古典小说研究 

中国文化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 冯天瑜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 李壮鹰、李春青 中国古代诗论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 李壮鹰、李春青 古代作家研究 

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 李炳海 古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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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散曲史 人民出版社 2007.5 赵义山 散曲研究 

古代文论二十三讲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2 周振甫 古代思想与文学 

文学经典导读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 张卫中 文学经典导读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6 
人教社课程教

材研究所 
中学教材古代选文研读 

文献学概要 中华书局 2016.3 杜泽逊 文学文献学 

书法与书法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2 欧阳中石 汉字文化与书法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8 李索 汉字与文化 

国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97.7 钱穆 国学基础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99.5 王力 古代汉语 1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99.5 王力 古代汉语 2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 2013.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训诂学 中华书局 2005.9 郭在贻 训诂学概要 

古汉语词汇纲要 商务印书馆 2005.9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朱绍禹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

应用 

语文课程教学资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韩雪屏，王相

文，王松泉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

应用 

语文课程教学技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王松泉，王相

文，韩雪屏 

语文教师基本技能微

格训练 

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蔡伟 
语文教师基本技能微

格训练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朱绍禹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教材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王相文，韩雪

屏，王松泉 

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设计

与使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靳健，李金云 

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语文有效教学：观念·策

略·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郑桂华 语文教学示范与引领 

初中语文教学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张良田 语文教学示范与引领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童庆炳 文学概论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黄伯荣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 

汉语语法学史稿 商务印书馆 2006.5 邵敬敏 汉语语法学史 

汉语语义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5 贾彦德 汉语语义学概论 

现代汉语语用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5 孙汝建 语用学导论 

社会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04.6 陈原 社会语言学导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7 
朱栋霖、朱晓进、

吴义勤 
中国现当代文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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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7 
朱栋霖、朱晓进、

吴义勤 
中国现当代文学（2）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7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9 许志英 邹恬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吴景明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

研究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钱理群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 洪子诚 
中国现当代文学热点研

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侯颖 儿童文学研究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

文学史研究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徐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

研究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1 
钱理群 孙绍振 

王富仁 
中学教材现代选文研读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0 朱自强 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 

新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李良荣 新闻理论 

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郭庆光 传播理论 

舆论学概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刘建明 舆论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 

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郑超然 外国新闻传播史 

新闻传播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魏永征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 

媒介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阿德斯·布罗德

里·克索恩 
媒介经营与管理 

新闻采访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张征 新闻采访与实训 

当代新闻写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尹德刚 梅懿 新闻写作与实训 

时评写作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曹林 新闻评论 

新闻编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蔡雯 新闻编辑 

新闻摄影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盛希贵 新闻摄影 

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吴信训 广播电视新闻学 

国际传播学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郭可 国际传播 

现代广告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罗子明 广告学概论 

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周胜林 高级新闻写作 

新闻传播精品导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刘海贵 中外新闻作品选读 

网络传播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彭兰 网络传播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赛弗林•坦卡德 西方传播学 

电子排版系统实用指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白和芳 电脑编辑与排版 

电视节目制作基础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陈思善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当代西方新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刘建明 西方新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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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张天定 图书出版学 

现代期刊编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龚维忠 期刊编辑学 

申论 红旗出版社 2015 年 华图教育 申论 

公文写作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裴显生 公文写作 

多元视角中的文本解读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金振邦 文本解读论 

写作语言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何明 写作语言学 

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 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吴承学 何诗海 文体学 

报纸编辑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郑兴东 中外报纸编辑比较 

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张从明 全媒体报道 

数据新闻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方洁 数据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大学 2014.8 徐鹏绪 
现代文学文献辑佚与校

勘实训 

小说学引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1 李洁非 小说理论 

文学文本解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 王耀辉 文学文本细读与讨论 

艺术经验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1 刘雨 艺术经验论 

多元矛盾中的个性选择—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命体

验与创作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3.1 刘雨 
中国现代作家生命体验

与创作 

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6 温儒敏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创意写作教学实用方法 50

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 沃尔克 创意写作 

文艺学与语文教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1 王纪人 
语文教学中的文艺学问

题研究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童庆炳 文学概论 

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朱立元 美学 

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中华书局 2010.7 刘建军 宗教与文学 

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西方 20世纪文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1 张首映 当代西方文论 

20 世纪中国文论 北师大出版社 2004.1 童庆炳 20世纪中国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 商务印书馆 2010.1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世界电影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美·汤普森 影视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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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历史学（普通类）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拥有

健康体魄和完美人格、具备良好专业素质的历史学专门人才。本专业

将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 的培养模式来培养本专业的学

生，帮助学生树立完善的世界观，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科学的价

值观。在培养内容方面，注重文、史、哲等诸学科知识的交叉与综合，

培养学生初步的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能力。为学生考取硕士研究生

奠定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本专业力求使学生具有高尚的志趣、优

雅得体的谈吐和一定的研究素养，有能力担当各种人文学科的基础教

学和研究工作，成为现代社会高层次的复合型历史专业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原专业学习认真，无不及格成绩和违纪记录； 

4. 热爱历史专业，有对历史专业学习和钻研的热情。 

三、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 

2、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内容《史料阅读与分析》，考察阅读和分析历史材料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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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力，考题难度适中，笔试时间为 90 分钟，卷面满分 100 分； 

2、面试主要内容：转入历史专业的动因；对历史专业的了解和

学习规划设计；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身心健康状况。面试

总分 50 分。 

3、考核结果：笔试和面试成绩相加 90 分以上为合格，从高到低

按计划名额依次录取。 

五、其它 

1. 对转专业学生无强制性降级要求； 

2. 必修课程不允许免修。 

六、参考资源 

有转入历史学院意愿的学生，可先行预修历史学院开设的历史专

业基础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世界古

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418 

联系人：张老师 

学院网址：http://sohac.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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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历史学（公费师范）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拥

有健康体魄和完美人格、具备良好专业素质的历史学专门人才。本专

业将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 的培养模式来培养本专业的

学生，帮助学生树立完善的世界观，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科学的

价值观。在培养内容方面，注重文、史、哲等诸学科知识的交叉与综

合，力求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即能够完全胜任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和

教学研究工作，又能够为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奠定坚实的知识和理论

基础。本专业力求使学生具有儒雅的风范、高尚的志趣和优雅得体的

谈吐，有能力担当各种人文学科的基础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现代社

会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原专业学习认真，无不及格成绩和违纪记录； 

4. 热爱历史专业，有对历史专业学习和钻研的热情。 

三、 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 

2、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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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试内容：《史料阅读与分析》，考察阅读和分析历史材料的 

基本能力，考题难度适中，笔试时间为 90 分钟，卷面满分 100 分。 

2、面试主要内容：转入历史师范专业的动因；对历史专业的了

解和学习规划设计；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身心健康状况。

面试总分 50 分。 

3、考核结果：笔试和面试成绩相加 90 分以上为合格，从高到低

按计划名额依次录取。 

五、其它 

1、 对转专业学生无强制性降级要求； 

2、 必修课程不允许免修。 

六、参考资源 

 有转入历史学院意愿的学生，可先行预修历史学院开设的历史

专业基础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世界

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418 

联系人：张老师 

学院网址：http://sohac.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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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旅游管理专业培养具备全面的旅游科学及相关文化基础知识、具

备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水平专业人才。毕

业后，充实到中高等旅游院校（包括旅游专业）、旅游企业、事业单

位各领域，作为专业师资、管理人员、高级导游等，从事教学、科研、

旅游资源开发、建设、旅游规划管理和服务等工作，以适应和满足日

益增长的旅游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 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学生在原专业学习认真，无不及格成绩和违纪记录； 

4. 热爱旅游专业，有志于从事与旅游管理相关的工作或研究。  

三、 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 

2、面试 

四、 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内容：《旅游学基础知识》，考察学生对旅游基础知识 

的掌握情况及具体案例分析及应变能力，考题难度适中，笔试时间为

90 分钟，卷面满分 100 分。 

2、面试主要内容：转入历史学院旅游专业的动因；对旅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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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和学习规划；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身心健康状况。

面试总分 50 分。 

3、考核结果：笔试和面试成绩相加 90 分以上为合格，从高到低

按计划名额依次录取。 

五、 其它 

1. 对转专业学生无强制性降级要求； 

2. 必修课程不允许免修。 

六、 参考资源 

有转入历史学院旅游专业意愿的学生，可先行预修历史学院旅游

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旅游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中国文化通

史》、《世界文化通史》等课程。 

七、 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418 

联系人：张老师 

学院网址：http://sohac.nenu.edu.cn  

八、 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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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英语（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英语（普通类）为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

基础知识、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良好的人文素质，且具有创新

精神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型英语人才。 

主干课程：开设听、说、读、写、译等实践技能课程，语言学、

英美文学等专业理论课程。 

就业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大中专院校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

或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涉外工作等。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 准入考核方式 

1. 考核分 2轮进行， 第 1 轮为笔试， 第 2轮为面试。笔试时

间为 90 分钟，试卷为难度适中的水平测试卷；面试时间每人不低于 8

分钟。笔试成绩低于 60分者直接淘汰，不能进入面试。 

2. 转专业成绩由笔试成绩（100 分）和面试成绩（50分）构成，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被录取者笔试成绩

须超过 60 分、面试成绩须超过 3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笔试内容为外语专业水平测试，综合考核外语基本技能；面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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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自我介绍、短文阅读、现场提问等。 

五、其它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基础英语 1》、《基础英语 2》、《英语国家概况 1》、

《英语国家概况 2》、《英语语法与写作 1》、《英语语法与写作 2》 

参考书目 出版信息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1（第二版） 杨利民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2（第二版） 杨利民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英语国家概况（上） 隋铭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英语国家概况（下） 隋铭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673 

联系人：柳老师 

学院网址：http://wy.nenu.edu.cn/waiyu/cms/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九、附则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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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细则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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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英语（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英语（公费师范）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较强的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良好的人文素质，且具有创新精神和

英语教学实践能力的优秀中学英语教师及教学管理者。 

主干课程：开设听、说、读、写等实践技能课程，语言学、文学、

文化等专业理论课程，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分析、微格教学等教师职

业教育课程。 

就业方向：遵照国家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从事基础教育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考核分 2 轮进行，第 1 轮为笔试，第 2 轮为面试。笔试时间 

为 90分钟，试卷为难度适中的水平测试卷；面试时间每人不低于 8

分钟。笔试成绩低于 60分者直接淘汰，不能进入面试。 

2.  转专业成绩由笔试成绩（100分）和面试成绩（50 分）构成，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被录取者笔试成绩

须超过 60 分、面试成绩须超过 3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笔试内容为外语专业水平测试，综合考核外语基本技能；面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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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自我介绍、短文阅读、现场提问等。 

五、其它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基础英语 1》、《基础英语 2》、《英语国家概况 1》、

《英语国家概况 2》、《英语语法与写作 1》、《英语语法与写作 2》 

参考书目 出版信息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1（第二版） 杨利民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2（第二版） 杨利民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英语国家概况（上） 隋铭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英语国家概况（下） 隋铭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673 

联系人：柳老师 

学院网址：http://wy.nenu.edu.cn/waiyu/cms/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九、附则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48 

 

本细则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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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

掌握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和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

论，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较高的人文素质，在国际环境中熟

练使用英语从事管理、经贸、金融、外事等商务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主干课程：开设综合商务英语、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会计学、

国际商法等课程。 

就业方向：涉外企业、国企、银行、学校、新闻出版机构、IT电

子行业等。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考核分 2轮进行， 第 1 轮为笔试， 第 2轮为面试。笔试时

间为 90 分钟，试卷为难度适中的水平测试卷；面试时间每人不低于 8

分钟。笔试成绩低于 60分者直接淘汰，不能进入面试。 

2. 转专业成绩由笔试成绩（100 分）和面试成绩（50分）构成，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被录取者笔试成绩

须超过 60 分、面试成绩须超过 3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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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内容为外语专业水平测试，综合考核外语基本技能；面试内

容包括自我介绍、短文阅读、现场提问等。 

五、其它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综合商务英语 1》、《综合商务英语 2》、《商务英

语听说 1》、《商务英语听说 2》、《英语语法与写作》、《商务知识导论》 

参考书目 出版信息 

新交际英语 1（综合教程） 李筱菊、仲伟合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新交际英语 2（综合教程） 李筱菊、仲伟合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英语听力教程 1（第三版） 张民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英语听力教程 2（第三版） 张民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建构英语语法教程 杨玉晨，科学出版社，2008。 

国际商务（英文版第 9版） 希尔，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254 

联系人：周老师  

学院网址：http://wy.nenu.edu.cn/waiyu/cms/ 

八、适用对象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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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九、附则 

本细则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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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日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知识、较强的日语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良好的人文素质，同时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从事教

学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高层次日语人才。 

主干课程：开设综合日语、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等课程。 

就业方向：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所修读外语语种为英语。 

三、 准入考核方式 

1. 考核分 2轮进行， 第 1 轮为笔试， 第 2 轮为面试。笔试时 

间为 90 分钟，试卷为难度适中的水平测试卷；面试时间每人不低于 8

分钟。笔试成绩低于 60分者直接淘汰，不能进入面试。 

2. 转专业成绩由笔试成绩（100 分）和面试成绩（50 分）构成，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被录取者笔试成绩

须超过 60 分、面试成绩须超过 3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笔试内容为外语专业水平测试，综合考核外语基本技能；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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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自我介绍、短文阅读、现场提问等。 

五、其它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综合日语 1》、《综合日语 2》、《日语视听 1》、《日

语视听 2》、《日语会话》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254 

联系人：蒋老师  

学院网址：http://wy.nenu.edu.cn/waiyu/cms/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参考书目 出版信息 

仮名入門、初級日本語（上） 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日本语教育中心，凡人社，2010。 

初级日本语（下）、中級日本語 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日本语教育中心，凡人社，2010。 

中級日本語 
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日本语教育中心， 

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3。 

仮名入門、日本語教育映画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978。 

日本語教育映画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978。 

日语功能会话教程（上） 张威、王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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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则 

本细则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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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俄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知识、较强的俄语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良好的人文素质，且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从事教学、

科学研究能力的高层次俄语人才。 

主干课程：开设基础俄语等实践技能课程，俄罗斯文学、俄语课

程与教学论等专业理论课程。 

就业方向：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所修读外语语种为英语。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考核分 2轮进行， 第 1 轮为笔试， 第 2轮为面试。笔试时 

间为 90 分钟，试卷为难度适中的水平测试卷；面试时间每人不低于 8

分钟。笔试成绩低于 60分者直接淘汰，不能进入面试。 

2. 转专业成绩由笔试成绩（100 分）和面试成绩（50分）构成，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被录取者笔试成绩

须超过 60 分、面试成绩须超过 3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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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内容为外语专业水平测试，综合考核外语基本技能；面试内

容包括自我介绍、短文阅读、现场提问等。 

五、其它 

1.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不须留级。 

2.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选修课程建议：《基础俄语 1》、《基础俄语 1》、《俄语视听说 1》 

参考书目 出版信息 

大学俄语 1 史铁强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大学俄语 2 史铁强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 1 孙玉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254 

联系人：蒋老师  

学院网址：http://wy.nenu.edu.cn/waiyu/cms/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九、附则 

本细则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http://wy.nenu.edu.cn/waiyu/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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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数学与应用数学（普通类）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健康个

性和谐统一，富有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和国际视野，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在科技、

教育和经济部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或

在生产经营及管理部门从事实际应用、开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

复合型数学专业人才。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

低修满 43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97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

修满 15 学分。 

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

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理科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在读一年级的本科非定向生；  

4.第一学期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在院

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5. 第一学期《高等数学》期末考试成绩≥90 分；所修外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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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育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院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

章）； 

6. 参加数学与统计学院组织的《高等数学》闭卷考试，成绩≥

85 分； 

7. 专业面试合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高等数学 A》闭卷考试 

考试范围：截至考试时间《高等数学 A-1》和《高等数学 A-2》

讲授过的全部内容；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面试： 

重点考察学生的数学专业素养、学习能力等。 

五、其他 

转入本专业的学生，可选择随二年级学习，但要优先修一年级的

专业课程；也可以选择降入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第六版）》（上、下册）（或

以后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数学与统计学院一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关资料。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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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431-85099589 

联 系 人：张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本准入细则由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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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数学与应用数学（公费师范）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人

师表、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和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开拓

意识、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具有较好的教育理论和较强的教学

实践能力、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有献身基础教育事业精神的卓越

数学教师和高素质专业化教育工作者。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54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

低修满 43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92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

修满 19 学分。 

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

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理科公费师范类专业； 

3.在读一年级的本科非定向生；  

4.第一学期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在院

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5. 第一学期《高等数学》期末考试成绩≥90 分；所修外语、政

治、体育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院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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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参加数学与统计学院组织的《高等数学》闭卷考试，成绩≥

85 分； 

7. 专业面试合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高等数学 A》闭卷考试 

考试范围：截至考试时间《高等数学 A-1》和《高等数学 A-2》

讲授过的全部内容；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面试： 

重点考察学生的数学专业素养、学习能力等。 

五、其他 

转入本专业的学生，可选择随二年级学习，但要优先修一年级的

专业课程；也可以选择降入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第六版）》（上、下册）（或

以后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数学与统计学院一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关资料。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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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张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本准入细则由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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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统计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统计学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和谐统一，富有开

拓创新精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国际视野，适应科

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在科技、教育和经济部门从事科学研

究和教学工作的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或在生产经营及管理部门从事

统计调查、数据信息挖掘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统计专业人才。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45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低

修满 43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7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

满 15学分。 

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统计学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

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 原修读专业为理科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在读一年级的本科非定向生；  

4. 第一学期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在院

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5. 第一学期《高等数学》期末考试成绩≥90 分；所修外语、政

治、体育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院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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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参加数学与统计学院组织的《高等数学》闭卷考试，成绩≥

85 分； 

7. 专业面试合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高等数学 A》闭卷考试 

考试范围：截至考试时间《高等数学 A-1》和《高等数学 A-2》

讲授过的全部内容；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面试： 

重点考察学生的数学专业素养、学习能力等。 

五、其他 

转入本专业的学生，可选择随二年级学习，但要优先修一年级的

专业课程；也可以选择降入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第六版）》（上、下册）（或

以后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数学与统计学院一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关资料。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咨询电话：0431-85099589 

联 系 人：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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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本准入细则由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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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多出路”

的培养思路，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扎实的计算机专业基本

理论和知识，熟悉计算机系统与应用环境，掌握计算机系统分析、设

计和开发的基本方法，初步具备计算机科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型人才和

可以从事计算机前沿技术研究及应用的专门人才。主要就业领域为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计算机系统设计、技术开发

与应用等工作。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

低修满 47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8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

修满 20 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毕业证书。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理、工类相关专业学生。 

三、准入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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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机实践，100 分满分 

2.面试，100 分满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上机实践操作及基本的编程潜力； 

2.面试考核基本的数学基础、计算思维及对转入专业的理解。 

五、其它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入的不需要降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的需降

一级。 

六、参考资源 

1.选修《计算机导论》、《C程序设计基础》等程序设计课程。 

2.《C 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java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Python基础教程（第二版）》，Magnus Lie Hetland，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4 

5.《计算机科学导论》，Behrouz Forouzan，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338 

联系人：曹老师 

九、 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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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教育技术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扎实

的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基础、具备本领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主

学习和实践创新能力，能够进行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开展

数字媒体研究及开发、从事教育软件设计与开发和进行现代远程教育

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或在教育技术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的高级专业人才。主要就业领域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通用技术

教师和其他教育信息化工作人员，以及党政军机关的信息化工作人员、

各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人员。 

教育技术学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45学分。其中，通识

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47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0 学分，发展方

向课程最低修满 18 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教育技

术学专业毕业证书。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4-5 年。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理、工、管理、教育类相关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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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100 分满分 

2.面试，100 分满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100 分。考核科目为教育技术学导论。教育技术学导论考

核内容主要为教育技术学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发展演变史、教学资

源的设计与开发、教学系统设计原理、远程教育与在线学习。 

2.面试 100 分。基本素质 30 分，专业知识问答 40分，专业英语

问答 20 分，科研成果展示 10 分。 

五、其它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入的不需要降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的需降

一级。学生通过准入考核，可免修笔试课程学分。 

六、参考资源 

1.教育技术学导论 

2.计算机网络（第三版） 

3. 教学设计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338 

联系人：曹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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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

则 

一、专业介绍 

教育技术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扎实

的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基础、具备本领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主

学习和实践创新能力，能够进行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开展

数字媒体研究及开发、从事教育软件设计与开发和进行现代远程教育

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或在教育技术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的高级专业人才。主要就业领域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通用技术

教师和其他教育信息化工作人员，以及党政军机关的信息化工作人员、

各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人员。 

教育技术学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45学分。其中，通识

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47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0 学分，发展方

向课程最低修满 18 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教育技

术学专业毕业证书。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4-5 年。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理、工、管理、教育类相关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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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100 分满分 

2.面试，100 分满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100 分。考核科目为教育技术学导论。教育技术学导论考

核内容主要为教育技术学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发展演变史、教学资

源的设计与开发、教学系统设计原理、远程教育与在线学习。 

2.面试 100 分。基本素质 30 分，专业知识问答 40分，专业英语

问答 20 分，科研成果展示 10 分。 

五、其它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入的不需要降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的需降

一级。学生通过准入考核，可免修笔试课程学分。 

六、参考资源 

1.教育技术学导论 

2.计算机网络（第三版） 

3. 教学设计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338 

联系人：曹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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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准

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包括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

理专业。大类招生 2年后专业分流。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5 年。 

图书馆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能在图书

情报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专门人才。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够在各级各类组织与机构中从事

数据组织、加工、存储、检索和分析挖掘应用等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期间均需最低修

满 15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45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最低修满 90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

准予毕业，分别颁发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证书。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三、准入考核方式 

1.笔试，100 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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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100 分满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主要考核《图书馆学基础》等专业基础课程内容。 

2.面试主要考核基础知识、综合素质以及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类专业的理解等。 

五、其它 

在读一年级申请转入的不需要降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的需降 

一级。学生通过准入考核，可免修笔试课程学分。 

六、参考资源 

1.吴慰慈，董炎编著.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北京: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2008 

2.于良芝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338 

联系人：曹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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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软件工程专业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推行高层次、复合

式、应用型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引导和促进学生成为有见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自主学

习者，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软件设计与实现能力和创新

实践能力。 

二、 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对软件工程专业具有浓厚兴趣； 

4. 所修读专业为理工科； 

5. 外语语种为英语。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 

考核科目：C 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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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试 

考核内容：重点考察学生的软件工程专业素养、学习能力以及是

否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好奇心等。 

五、其它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原则上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C 程序设计（第四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431-84536229 

联系人：刘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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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物理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物理学（普通类）专业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扎实物

理专业知识、宽阔学术视野，能在物理学前沿及交叉学科或相关的工

程和技术开发等多个领域中，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或

管理工作的优秀物理学人才。  

就业方向：为高等教育院校及科研院所培养物理学专门人才，或

从事与物理学相关的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高考科类要求为理工，已修课程成绩合格； 

4.《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成绩在 75 分以上。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综合素质面试 

根据考生笔试及面试成绩，由工作小组表决决定是否接收该生转

入。表决票见附件。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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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科目为《普通物理》与《高等数学》，共 90 分钟，各 50 分，

总分 100 分。 

《高等数学 A》或《高等数学 B》成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

该科笔试环节；修读过《普通物理 B》中《力学》或《电磁学》，且成

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该科笔试环节。 

2．综合素质面试 

面试专家组由教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科带头人组成，面试主要内容

为物理专业素养、学习能力、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等。 

笔试成绩作为参考，面试专家组结合申请学生面试表现投票表决是否

允许该生转入，表决票见附件。 

五、其它 

1．课程免修相关问题详见物理学院关于转专业及出国交流学生

成绩认定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2．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并通过考核者，建议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物理各专业详情可参阅物理学院课程计划。 

2．笔试参考资源 

《普通物理》可参阅以下资料： 

[1] 钟锡华，周岳明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力学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2. 

[2] 陈秉乾，王稼军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电磁学 第 2 版.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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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玉鑫.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热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05. 

[4] 陈熙谋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光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1.05. 

《高等数学》可参阅以下资料：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数学 上下 第 7 版.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5.08. 

[2] 文丽，吴良大. 高等数学 第 1~3 册 物理类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8.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物理楼二楼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6 

联系人：马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附件： 

20XX 年学生申请转入物理学院表决票形式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就读专业 申请专业 学分绩点 

排名 

名次/专业人

数 

高等数

学 

普通物

理 
总成绩 

是否同

意 

1           

2           

注：同意画“○”，不同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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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物理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物理学（公费师范）专业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专业基础扎实、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中学物理教师，为成为教育家奠定坚

实基础。 

就业方向：按国家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从事基础教育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 高考科类要求为理工，已修课程成绩合格； 

4.《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成绩在 75 分以上。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综合素质面试 

根据考生笔试及面试成绩，由工作小组表决决定是否接收该生转

入。表决票见附件。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笔试科目为《普通物理》与《高等数学》，共 90 分钟，各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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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分。 

《高等数学 A》或《高等数学 B》成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

该科笔试环节；修读过《普通物理 B》中《力学》或《电磁学》，且成

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该科笔试环节。 

2．综合素质面试 

面试专家组由教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科带头人组成，面试主要内容

为物理专业素养、学习能力、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等。 

笔试成绩作为参考，面试专家组结合申请学生面试表现投票表决

是否允许该生转入，表决票见附件。 

五、其它 

1．课程免修相关问题详见物理学院关于转专业及出国交流学生

成绩认定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2．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并通过考核者，建议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物理各专业详情可参阅物理学院课程计划。 

2．笔试参考资源 

《普通物理》可参阅以下资料： 

[1] 钟锡华，周岳明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力学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2. 

[2] 陈秉乾，王稼军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电磁学 第 2 版.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2. 

[3] 刘玉鑫.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热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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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11.05. 

[4] 陈熙谋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光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1.05. 

《高等数学》可参阅以下资料：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数学 上下 第 7 版.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5.08. 

[2] 文丽，吴良大. 高等数学 第 1~3 册 物理类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8.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物理楼二楼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6 

联系人：马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附件： 

20XX 年学生申请转入物理学院表决票形式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就读专业 申请专业 学分绩点 

排名 

名次/专业人

数 

高等数

学 

普通物

理 
总成绩 

是否同

意 

1           

2           

注：同意画“○”，不同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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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专业基础扎实、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电子信息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在 IT（信息技术）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科技开发、

产品设计、生产管理等高薪工作，特别是在嵌入式技术、电路设计及

信号处理领域具有专业优长。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高考科类要求为理工，已修课程成绩合格； 

4.《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成绩在 75 分以上。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综合素质面试 

根据考生笔试及面试成绩，由工作小组表决决定是否接收该生转

入。表决票见附件。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笔试科目为《普通物理》与《高等数学》，共 90 分钟，各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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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分。 

《高等数学 A》或《高等数学 B》成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

该科笔试环节；修读过《普通物理 B》中《力学》或《电磁学》，且成

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该科笔试环节。 

2．综合素质面试 

面试专家组由教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科带头人组成，面试主要内容

为物理专业素养、学习能力、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等。 

笔试成绩作为参考，面试专家组结合申请学生面试表现投票表决是否

允许该生转入，表决票见附件。 

五、其它 

1．课程免修相关问题详见物理学院关于转专业及出国交流学生

成绩认定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2．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并通过考核者，建议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物理各专业详情可参阅物理学院课程计划。 

2．笔试参考资源 

《普通物理》可参阅以下资料： 

[1] 钟锡华，周岳明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力学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2. 

[2] 陈秉乾，王稼军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电磁学 第 2 版.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2. 

[3] 刘玉鑫.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热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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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11.05. 

[4] 陈熙谋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光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1.05. 

《高等数学》可参阅以下资料：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数学 上下 第 7 版.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5.08. 

[2] 文丽，吴良大. 高等数学 第 1~3 册 物理类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8.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物理楼二楼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6 

联系人：马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附件： 

20XX 年学生申请转入物理学院表决票形式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就读专业 申请专业 学分绩点 

排名 

名次/专业人

数 

高等数

学 

普通物

理 
总成绩 

是否同

意 

1           

2           

注：同意画“○”，不同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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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有理想、有抱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数理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有国际视野、有责任感、具有解

决问题能力的自主学习者；培养能够从事电气工程及相关领域工作的

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同时培养具有承担中等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工

作的基本素质的教师。 

就业方向：在国家电网等电气工程相关高薪领域从事科技开发、

研究或教育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高考科类要求为理工，已修课程成绩合格； 

4.《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成绩在 75 分以上。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综合素质面试 

根据考生笔试及面试成绩，由工作小组表决决定是否接收该生转

入。表决票见附件。 

四、准入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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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试 

笔试科目为《普通物理》与《高等数学》，共 90 分钟，各 50 分，

总分 100 分。 

《高等数学 A》或《高等数学 B》成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

该科笔试环节；修读过《普通物理 B》中《力学》或《电磁学》，且成

绩在 90 分以上，可申请免除该科笔试环节。 

2．综合素质面试 

面试专家组由教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科带头人组成，面试主要内容

为物理专业素养、学习能力、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等。 

笔试成绩作为参考，面试专家组结合申请学生面试表现投票表决是否

允许该生转入，表决票见附件。 

五、其它 

1．课程免修相关问题详见物理学院关于转专业及出国交流学生

成绩认定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2．在读二年级申请转入并通过考核者，建议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六、参考资源 

1．物理各专业详情可参阅物理学院课程计划。 

2．笔试参考资源 

《普通物理》可参阅以下资料： 

[1] 钟锡华，周岳明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力学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2. 

[2] 陈秉乾，王稼军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电磁学 第 2 版.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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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2. 

[3] 刘玉鑫.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热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05. 

[4] 陈熙谋编著. 大学物理通用教程 光学 第 2 版.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1.05. 

《高等数学》可参阅以下资料：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数学 上下 第 7 版.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5.08. 

[2] 文丽，吴良大. 高等数学 第 1~3 册 物理类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8.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物理楼二楼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6 

联系人：马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附件： 

20XX 年学生申请转入物理学院表决票形式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就读专业 申请专业 学分绩点 

排名 

名次/专业人

数 

高等数

学 

普通物

理 
总成绩 

是否同

意 

1           

2           

注：同意画“○”，不同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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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化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化学（普通类）专业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化学专门人才，能胜

任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对化学学科有特殊爱好与专长的学生； 

4.高考理科生考入本校普通理科专业的大一学生。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三、 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内容为本学院开设的大类平台课《化学概论 A》（100 分，

占 90%）。笔试成绩低于 61 分（折合后）者，不能参加面试，取消转

专业资格。 

2. 面试（10 分）内容：1）个人概况  2）化学知识 3）在校学

习情况 4）综合素质。 

3. 考核结果（笔试加面试）70 分以上为合格, 在合格名单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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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名额录取。 

五、其它 

笔试《化学概论 A》成绩经本人申请，可以认定为专业课《化学

概论 A》的成绩，其它必修课成绩由开课学院认定（请咨询相关学院）。 

六、参考资源 

     有转入化学学院意愿的学生，可先行预修化学学院开设的理科

大类平台课程《化学概论 A》、化学专业基础课程《分析化学》、学

校开设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高等数学 B》、大类平台课程普通物理

B（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大学物理实验）等课程。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7  

联系人：李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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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化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化学（公费师范）专业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中学化学教师，能

够胜任中学化学教学工作和化学教学研究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对化学学科有特殊爱好与专长的学生； 

4.高考理科生考入本校普通理科专业的大一学生。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笔试内容为本学院开设的大类平台课《化学概论 A》（100 分，

占 90%）。笔试成绩低于 61 分（折合后）者，不能参加面试，取消转

专业资格。 

2. 面试（10 分）内容：1）个人概况  2）化学知识 3）在校学

习情况 4）综合素质。 

3. 考核结果（笔试加面试）70 分以上为合格, 在合格名单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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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名额录取。 

五、其它 

笔试《化学概论 A》成绩经本人申请，可以认定为专业课《化学

概论 A》的成绩，其它必修课成绩由开课学院认定（请咨询相关学院）。 

六、参考资源 

     有转入化学学院意愿的学生，可先行预修化学学院开设的理科

大类平台课程《化学概论 A》、化学专业基础课程《分析化学》、学

校开设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高等数学 B》、大类平台课程普通物理

B（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大学物理实验）等课程。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667  

联系人：李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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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生物科学（普通类）专业依托国家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

才培养基地，引导和促进学生成为有见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自主

学习者，培养其成为有理想、有抱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扎实的

数理化基础及生物科学基础，了解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前沿，并能熟练

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在科研

机构、高等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及管理工作

的生物科学专门人才。或培养其成为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较强的教育

教学实践能力和拓展潜力，有较强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基础教育师资，

并为其成为教育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身体健康，无色盲或色弱； 

4.限高考理科学生； 

5.外语为英语语种； 

6.转专业考核成绩总分达到或超过 75分； 

7.上一学期成绩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

在院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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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院

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章）。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英语笔试（50 分） 

2. 综合素质口试（5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外语水平 

2.生物学基础知识 

3.综合素质 

（1）转专业动因； 

 （2）对生物学热点问题的认识； 

（3）逻辑思维能力； 

（4）语言表达能力。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受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需降级到下一级进行学习。 

六、参考资源 

     建议选修生命科学学院课程计划中要求修读的大类平台课——

普通物理 B（电磁学，热学，光学)、大学物理实验、化学概论 A、生

命科学导论及通识课程——高等数学 B。 

    主要参考书目： 

(1) 生命科学史，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 (美)洛伊斯•N•玛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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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刘学礼主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 生命科学导论，王金亭, 马宏, 王玉江主编，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2014。 

(3) 生命科学导论，高崇明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4) 生命科学导论， 宋思扬, 罗大民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生命科学导论，周春江, 刘敬泽主编，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90 

联系人：郝老师 

邮箱：haof991@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实行。 

  

mailto:haof991@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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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生物科学（公费师范）专业依托国家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

人才培养基地，引导和促进学生成为有见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自

主学习者，培养其成为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有理想、有抱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有扎实的生物科学及相关专业基础，有先进的教育理

念、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拓展潜力，有较强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基础教育师资，并为其成为教育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 身体健康，无色盲或色弱； 

4. 限高考理科学生； 

5. 外语为英语语种； 

6. 转专业考核成绩总分达到或超过 75分； 

7. 上一学期成绩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

在院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8. 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

院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章）。 

三、准入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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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笔试（50 分） 

2. 综合素质口试（5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外语水平 

2. 生物学基础知识 

3. 综合素质 

（1）转专业动因； 

 （2）对生物学热点问题的认识； 

（3）逻辑思维能力； 

（4）语言表达能力。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受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需降级到下一级进行学习。 

六、参考资源 

    建议选修生命科学学院课程计划中要求修读的大类平台课——

普通物理 B（电磁学，热学，光学)、大学物理实验、化学概论 A、生

命科学导论及通识课程——高等数学 B。 

    主要参考书目： 

(1) 生命科学史，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 (美)洛伊斯•N•玛格纳

著； 刘学礼主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 生命科学导论，王金亭, 马宏, 王玉江主编，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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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科学导论，高崇明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4) 生命科学导论， 宋思扬, 罗大民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生命科学导论，周春江, 刘敬泽主编，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90 

联系人：郝老师 

邮箱：haof991@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实行。 

  

mailto:haof991@nenu.edu.cn


98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生物技术专业依托国家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

地，引导和促进学生成为有见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自主学习者，

培养其成为有理想、有抱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扎实的数理化基

础及生物科学基础，掌握较系统的现代生物技术理论和技能，了解生

物技术的发展与前沿，并能熟练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富有

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从事

有关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的生物

技术专门人才。也可继续深造，攻读生物技术、生物科学及其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身体健康，无色盲或色弱； 

4. 限高考理科学生； 

5. 外语为英语语种； 

6. 转专业考核成绩总分达到或超过 75分； 

7. 上一学期成绩在所在院系年级专业排名前 50%（转专业学生所

在院系提供年级排名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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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类课程无不及格（转专业学生所在

院系提供成绩单并加盖公章）。 

三、准入考核方式 

1. 英语笔试（50 分） 

2. 综合素质口试（50 分）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外语水平 

2. 生物学基础知识 

3. 综合素质 

（1）转专业动因； 

 （2）对生物学热点问题的认识； 

（3）逻辑思维能力； 

（4）语言表达能力。 

五、其它 

1. 计划接收人数原则上为本专业一年级在读人数的 5%，根据实

际需要，可适当上调至 10%； 

2. 原则上只接受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

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需降级到下一级进行学习。 

六、参考资源 

    建议选修生命科学学院课程计划中要求修读的大类平台课——

普通物理 B（电磁学，热学，光学)、大学物理实验、化学概论 A、生

命科学导论及通识课程——高等数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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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书目： 

(1) 生命科学史，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 (美)洛伊斯•N•玛格纳

著； 刘学礼主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 生命科学导论，王金亭, 马宏, 王玉江主编，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2014。 

(3) 生命科学导论，高崇明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4) 生命科学导论， 宋思扬, 罗大民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生命科学导论，周春江, 刘敬泽主编，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90 

联系人：郝老师 

邮箱：haof991@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实行。 

  

mailto:haof991@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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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普通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地理科学（普通类）专业主要培养具有高尚的人文品格和坚实的

科学素养，掌握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现代地理信息分析与

处理的基本技能，具有宽广的地理科学视野，较强的地理创新思维和

实践能力，并能够进行国际交流的地理科学综合型人才。本专业根据

学生志愿实施定向培养，毕业生可以选择从事地理基础教育工作，同

时选拔部分学生进入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班，实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

学习成绩优异者可直接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主干课程包括

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无机化学、地质学、地貌学、第四纪环境学、

气象学与气候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遥感原理与方

法、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

学等。就业方向是从事地理科学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

攻读地理学或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 热爱地理学，并有志于进行地理学专业学习和研究，限理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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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实验和野外实习任务； 

5.成绩排名在所在年级专业的前 50%，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

类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地理学基础知识 

2.科学思维能力及综合素质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收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1.建议选修本专业课程计划中要求修读的通识课程，如《普通物

理》、《普通化学》。 

2.阅读地理学相关书籍或资料，如《中国自然地理》、《世界自

然地理》。 

3.学习相关网络资源。如爱课程视频公开课《自然地理与人类环

境》

http://www.icourses.cn/viewVCourse.action?courseCode=10319V

001，资源共享课《中国地理》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831.html。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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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50 

联系人：张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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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公费师范）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地理科学（公费师范）专业主要培养具有高尚的人文品格和坚实

的科学素养、扎实的地理专业基础知识、宽广的地理科学视野、较强

的地理思维和实践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并具有一定教研能力的

高中地理教师。本专业实行理科、文科兼招，本硕一体化培养，学生

本科毕业后，经考核符合要求者可直接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主干课程包括高等数学、地球概论、地图学、地质学、地貌学、水文

学、气象与气候学、生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经

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地理

教学论。就业方向是按国家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从事基础地理教育

教学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 原修读专业为公费师范类专业； 

3. 热爱地理学，并有志于进行地理学专业学习和研究，文理科

不限； 

4.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实验和野外实习任务； 

5.成绩排名在所在年级专业的前 50%，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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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4.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处分。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地理学基础知识 

2.科学思维能力及综合素质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收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1.阅读地理学相关书籍或资料，如《中国自然地理》、《世界自

然地理》。 

2.学习相关网络资源。如爱课程视频公开课《自然地理与人类环

境》

http://www.icourses.cn/viewVCourse.action?courseCode=10319V

001，资源共享课《中国地理》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831.html。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50 

联系人：张老师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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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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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地理科学基本素养，掌握地图学、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基本理论和地理信息处理分析的技能，具有应

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能力，从事地理信息系

统及其应用领域的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的综合型专业人才。主干

课程包括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地貌学、气象学与气候学、人文地

理学、遥感原理与方法、经济地理学、程序设计语言、空间数据库、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数字图像处理、GIS 组件应用设计、遥感图像解

译、GIS 空间分析。就业方向是从事地理信息处理相关的科研、教学

或管理工作，或攻读地理信息系统及相关专业研究生。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热爱地理学，并有志于进行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习和研究，限

理科生； 

4.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实验设计和野外实习任务； 

5.成绩排名在所在年级专业的前 50%，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

类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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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处分。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地理信息科学基础知识 

2.科学思维能力及综合素质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收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1.建议选修本专业课程计划中要求修读的地图学、C语言程序设

计、C#程序语言设计、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2.学习《新编地图学教程》、《C 语言程序设计》、《C#入门经

典》、《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等相关书籍。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50 

联系人：张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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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主要培养具备地理科学基本素养，掌握

人文地理学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科研

机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城乡规划与管理、土地规划、

区域规划与管理的科研、教学与管理专门人才。主干课程包括高等数

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

原理、区域分析与规划、城市详细规划、中国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

理、旅游地理学、计算机制图、建筑学基础、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村

镇规划。就业方向是从事城乡规划相关的研究与管理工作，或攻读人

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及相关专业研究生。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热爱地理学，并有志于进行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专业学习和研

究，限理科生； 

4.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规划设计和野外实习任务； 

5.成绩排名在所在年级专业的前 50%，所修外语、数学、计算机

类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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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处分。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基础知识 

2.科学思维能力及综合素质 

五、其它 

原则上只接收在读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申请，特殊情况下在读二

年级申请转专业的，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1.建议修读《生命科学导论》、《地理科学导论》、《区域分析

与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

市地理学》等基础导论类课程。 

2.阅读《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西方城市规划思

想史纲》、《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原理》、

《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地理学和城乡规

划学相关书籍或资料，或学习相关网络资源。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305 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550 

联系人：张老师 

八、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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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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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2006 年获批一级学科及博士点，是吉林

省高等学校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学院于 2015 年开始实行环境科学与

工程专业大类招生，至第三学期末基于学生专业志愿和成绩考核分流

到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两个专业。环境科学专业自 1986 年招生，至

今已有 30 余年办学历史；环境工程专业 2014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开始

招生。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给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充分

提升专业学习兴趣。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面向国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重大需

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到良好专业训练，在环境保护、生态

建设及防灾减灾相关领域从事研究与开发、工程设计及运营管理、环

境监测与评价、环境教育与咨询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或具有进

一步深造潜质的学术型人才。 

二、 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原专业为理工科专业； 

4.成绩排名位于原专业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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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实验和室外实习的学习任务。 

三、 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 准入考核内容 

主要考核对环境类专业的认识与志趣、科学思维能力和外语文献

阅读和口语表达能力。 

五、其它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原则上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申请转专业者可预先选修我院新生研讨课《环境与社会》、《生

态与社会》，专业导论课《环境学》，通识选修课《环境污染与人类》

等；也可自主阅读《环境学》（左玉辉主编）、《现代环境科学导论》

（盛连喜主编）教材等。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环境学院 309 室 

咨询电话：0431-89165610  

联系人：李老师 

电子邮箱：liyh912@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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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生态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东北师范大学生态学学科是具有传统优势及并具备时代特色的

学科，迄今已有 60余年的发展历史。1977 年，成立了东北师大环境

生态学研究室，1978 年开设《生态学》课程，1994年正式建立“生

态学”本科专业，并在全国招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建立在环境科学

系的生态学本科专业，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办学历史。2002 年学校生

态学学科获批为国家重点学科，2012年获批生态学国家一级学科博士

点，2013 年获批为“十二五”国家级生态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历经半个多世纪，东北师范大学的生态学学科已成为积淀丰厚、

研究方向稳定、特色鲜明、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较高学术声望的国内外

生态学人才培养基地。主要培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备比较扎

实的数学、化学、地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知识，具

有可持续发展理念，较系统地掌握生态学研究方法、分析技术、实验

和实践技能，初步具备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受损生态系统修复、生

态工程规划与设计等方面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初步具备应

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独立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能够

在生态环保等相关领域从事宣传教育、研究与开发、工程设计、咨询、

管理等工作，具有进一步深造潜质的专门人才。 

二、 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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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原专业为理工科专业； 

4.成绩排名位于原专业前 50%； 

5.身体健康，能够完成室内实验和室外实习的学习任务。 

三、 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 准入考核内容 

主要考核对生态学专业的认识与志趣、科学思维能力和外语文献

阅读和口语表达能力。 

五、其它 

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原则上须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申请转专业者可预先选修我院新生研讨课《生态与社会》、《环

境与社会》，专业导论课《生态学导论》，通识选修课《生态与社会》

等；也可自主阅读《生态学》（杨持主编）、《环境生态学导论》（盛

连喜主编）等教材。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环境学院 309 室 

咨询电话：0431-89165610  

联系人：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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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liyh912@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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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新闻传播学类共有新闻学和广告学两个专业方向，学生转入后可

根据个人兴趣和自身发展需求进行专业选择。 

新闻学专业现有教师 13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4

人。该专业科研成果丰硕，教师学缘结构合理，近 90%的教师在国内

外知名院校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该专业现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

硕士点。 

广告学专业紧密结合市场经济发展及品牌化、媒介化社会发展需

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体现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优势，培养具有自主创新精神和先进传播理念，具备广告学专业知识、

技能和新信息技术素养，适应媒体融合环境广告营销与传播的需要，

能在各类媒体、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型企业从事广告策划、创意表

现、品牌规划与传播等工作的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在原专业学习期间，课程考核全部合格，学习成绩总排名应在

所在班级的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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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准入基本程序 

1.提出申请：拟转专业学生在“本科教学服务系统”提出申请。 

2.资格审核：组织工作小组，对报名转专业学生的资格和条件进

行审核。工作小组由专业负责人和专业教师共同组成，人数不少于 3

人。 

3.组织考核：具体考核时间安排由教务秘书通知到申请转专业的

学生本人。 

4.公布结果：依据考核结果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提交拟录取转入

专业的学生名单，报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批，批准后，确定转入学生名

单。 

四、准入考核方式 

1. 笔试 

2. 面试 

五、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 

传播学概论和新闻理论两门课程 

2.面试 

面试侧重考察学生的思维、表达及适应专业调整的学习能力，以

结合当前社会或行业领域新闻传播相关热点话题为主，要求学生就此

做出相应分析与陈述。 

五、其它 

1.免修课程认定原则：传播学概论和新闻理论两门课程的笔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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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及格，可以申请免修这两门课程。 

2. 大一年级转入本专业学习的学生，不须留级。 

3. 大二年级转入本专业学习的学生，原则上需留一级。在学生

转入的第一学期，将给予学生必要的辅导与帮助，以确保学生转入专

业后的正常学习。 

六、参考资源 

1.选修课程建议 

建议想转入的同学应提前学习《传播学概论》和《新闻理论》两

门课程，参考书目如下： 

胡正荣、段鹏：《传播学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1.  

选修课程列表具体参考本专业课程计划，并结合学生本人的兴趣、

特长以及转入时的具体学习情况，由系工作小组为转入学生提出具体

建议。 

2.网络资源 

国际 4A 广告网（中文版）：http://www.4aad.com/ 

国际广告人网：http://www.iader.com/ 

广告门 http://www.adquan.com/ 

中国营销传播网 http://www.emkt.com.cn/  

世界经理人网站 http://www.ceconline.com/ 

上海市场营销网 http://www.sh360.net/  

http://www.ia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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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营销网 http://www.ecm.com.cn/  

中国网络营销传播网 http://www.1mkt.net/ 

中国营销资源在线 http://www.21cmo.net/ 

视觉中国：http://www.visualchina.com/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传媒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4536480 

联系人：庄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http://www.ecm.com.cn/
http://www.visual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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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科学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传媒科学学院数字媒体技术系共有博士生导师 2 人，教授 3 人，

副教授 1人，讲师 2 人，师资博士后 1人。 

本专业培养具备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实

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具备扎实专业理论基础，具备全球化视野与沟通

能力，能适应二十一世纪数字媒体的发展需要，从事数字媒体的开发

与制作、多媒体的设计与制作以及其他数字媒体、网络交叉领域工作

的高级复合型传媒人才。 

本专业主要学习和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接受

数字媒体的开发与设计制作的基本训练，具有新媒体艺术创作能力以

及面向网络的、新型的数字媒体的开发、管理与研究的综合知识和技

能。 

二、专业准入条件 

1. 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所修读专业为理科专业； 

    4.学习成绩总排名应在所在班级的前 50%。 

三、准入考核方式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考核以笔试+面试的方式展开，学生在确认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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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基本条件之后，及时参加专业组织的考核。 

四、准入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内容：新媒体概论课程 

2.面试考核内容：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综合知识、学生学习规划等。 

五、其它 

1.免修课程认定原则：通过新媒体概论课程考核，可以免修新媒

体概论课程。 

2.大二年级转专业，原则上需留一级。 

六、参考资源 

    建议有意向转入到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同学参考、学习专业课程： 

1.《新媒体概论》  （春季开课） 

2.《数字媒体实务》（秋季开课） 

3.《广播电视概论》（秋季开课）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传媒学院办公室           

咨询电话：0431—84536480 

联系人：庄老师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 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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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哲学本科专业旨在培养兼容文、史、哲专业基础，融通哲学与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人文底蕴宽厚、基础理论扎实、基本能力突

出”的复合型、创新性的哲学专业人才。力求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

治方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优良的人文素养；掌握比较坚实的哲学

基础理论知识，拥有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是继续深造，攻读

硕士、博士学位；亦可在政府、企事业、大众传媒、教育等单位从事

思想理论与文化工作（哲学与思想理论教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社

会文化问题分析与评论等）。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 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

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已修课程成绩及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1. 转哲学专业的动因及对哲学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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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哲学史的基础知识； 

3. 逻辑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 

五、其它 

1.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不须留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

须留一级。 

2.转专业学生不可免修相关课程（已认定可相互转换成绩课程除

外）。 

3.为顺利转入感兴趣的哲学专业并能尽快适应新专业，建议学生

提前阅读哲学专业相关书籍并修读与哲学专业相关的文科大类平台

课程和通选课程。 

六、参考资源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或其它出版社

均可）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6.胡海波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部 213 室 

咨询电话：0431-8509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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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荆老师 

邮箱：jingy913@nenu.edu.cn 

七、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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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准入细则 

一、专业介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多出路”为人

才培养思路，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底蕴、扎实的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宽阔的思想理论视野、丰富的专业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可承担各类学校、国家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企事业单

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及相关工作，也可通过继续深造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研究工作。 

二、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已修课程成绩及格。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面试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1. 个人素养面试。通过了解学习经历、生活背景、未来选择等，

考核学生专业意识、思维品质、口语表达等专业基本素养。 

2.专业基础知识面试。专业基础知识以思想政治教育（非师范）

专业第一学年开设的专业类课程为主（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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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史等），同时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它二级学科内容（马克

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考题。 

五、其它 

1.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不须留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

须留一级。 

2.转专业学生不可免修相关课程（已认定可相互转换成绩课程除

外）。 

六、参考资源 

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年 7 月，第 2 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

版社，1995年 

    3.《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张耀灿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祖嘉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部 426 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032 

联系人：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院长 史巍副教授 

邮箱：shiw586@nenu.edu.cn 

八、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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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工作专业准入细则 

一、 专业介绍 

     社会工作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社会工作知识技能，高尚的

公共服务精神和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广阔的思维视野与完善的人格品

质，符合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需求的高级社会工作管理与实务人才。

本专业学生可从事政府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的行政管理

与社会服务工作，以及在教学科研单位与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工作实

务与调查研究工作，也可通过继续深造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工作。 

二、 专业准入条件 

1.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实施办法（2016 年 7 月

修订）》（东师教字[2014]004号）中有关申请转专业基本条件的规定； 

2.原修读专业为非公费师范类专业； 

3.热爱社会工作专业，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有志于进行社会

工作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文理科不限。 

三、准入考核方式 

面试 

四、准入考核内容 

主要考核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解与志趣、综合分析能力、科学思

维能力、外语文献阅读和口语表达能力。 

五、其它 

1.在读一年级申请转专业，不须留级；在读二年级申请转专业，

须留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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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专业学生不可免修相关课程（已认定可相互转换成绩课程除

外）。 

六、参考资源 

申请转专业者可预先选修我院新生研讨课《社会学与生活》、《自

我认识与人际沟通》，专业导论课《社会工作概论》等；也可自主阅

读社会工作类书籍、浏览相关网站。 

推荐书籍： 

《社会学概论》，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社会工作概论》，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社会工作概论》，O•威廉•法利、拉里•L•史密斯、斯科特•W•

博伊尔著，隋玉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部 424 室 

咨询电话：0431-85099031 

联系人：社会学院院长 刘迟副教授 

邮箱：liuc576@nenu.edu.cn   

七、适用对象 

本准入细则从 2016级学生开始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