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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2020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复试、调剂方案

各位考生：

根据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函〔2019〕6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 号）等文件精神，按学校

研究生院统一安排部署，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态势及学院实际

情况，制定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如下：

一、外国语学院复试工作小组

1、外国语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曾艳钰、唐建文

副组长：谭福民

成员：廖光蓉、高荣国、司徒皓、蔡美花、郑燕虹、曹波、陈敏

哲、曾永红、肖华锋、余承法、张弛、蒋莉华、向卿、易小源

秘书：刘灿林

2、复试工作小组

由各学科组织五位以上的专业老师组成专业面试工作小组

二、复试录取工作原则

1、坚持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做好复试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工作。遵循错时

错峰工作要求，不同二级招生单位、不同专业分时、分批有序安排复

试。制定复试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在确保安

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精准施策、严格管理，

稳妥做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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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客观评价，全面考查。既要注重学业知识考核，也要加

强对考生专业能力素质和科研创新潜质的考查，既要注重学生的考试

成绩，也要注重学生的一贯表现。

3、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复试录取工作应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

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4、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5、发挥复试的选拔作用，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色，结合学校

和生源特点，进一步完善复试办法。对学术型学位要加强对考生专业

能力、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查。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要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和职业能力倾向的考查。同时还应注重

对考生兴趣、爱好、特长、心理健康水平及就业意向等方面的考查。

三、招生计划

根据学校的复试统一复试比例规定（120%）和下拨的招生指标人

数，我院各个专业复试分数线及招生、调剂指标如下：）及复试分数

线如下：

序号 专业 招生人数
复试分

数线

拟接收调剂

人数
备注

1 课程与教学论 7 360

2

学科教学（英语）

全日制：49
382

27（非全日

制）

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专业计划

中含“扶贫支教”专项计划 1个，

（“志愿支教研究生选拔工作办

法”见附件三）非全日制：28

学科教学（英语）（特拉华专项联合

办学项目）

20 358 17

接受报考相同或相近专业，

且符合本专业国家初试分数

线的考生报名调剂

3
外国语

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42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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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356

翻译学 6 379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1 382

国别与区域研究 5 374

俄语语言文学 3 368

日语语言文学 7 359

亚非语言文学 4 359

法语语言文学 3 355

4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55 395

5 翻译硕士（英语口译） 15 391

四、复试程序和相关要求

1、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由学院负责，研究生院进行复查。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

生不得参加复试。考生必须在 5月 12 日

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材料均为扫描件）：

（1）本人有效身份证。

（2）毕业证书。

在国外获得学位的考生，须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

证报告。

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注册完整的学生证（或学校教务处开具的学籍

证明）。

在 2020 年入学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

络教育本科生，还须提供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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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往届

生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4）初试准考证。

（5）《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提交本人的《男（女）

性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7）各二级招生单位要求提交的其他附加材料。

考生可提供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科研成果、专家推荐信

等补充材料供复试小组考核。

2.缴纳复试费

考生通过网络缴纳复试费，复试费标准为 120 元/人次。逾期不

交费者视为主动放弃复试资格。

3.网络远程复试

考生按学院的复试工作安排，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签订《湖南

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附件 3）。考生应

按有关网络远程复试的要求（一台笔记本电脑+1 部手机或一台台式

电脑+1 部手机），提前做好软硬件、网络、复试场地的准备工作。

4.思想政治考核

学院根据《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

（附件 4）和面试情况，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

5.体检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按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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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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拟录取的研究生，在拟录取名单公布后 15 天内将二级以上医院

出具的体检报告扫描件提交到各二级招生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研究

生体格检查表》附后（附件 5）。

体检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

五、有关政策规定

1、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

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同时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专业，根据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的总计划，按 120%的差额比例确定同一复试分数线。

2、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

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成人教

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

育考生也须加试。

3、工作单位和户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且定向

就业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应于复试前将身份证、

户口本、少数民族证明以及单位证明等材料提交研究生院招生办备

查，核实后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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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

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

4、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

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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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现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取。纳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不再享受退役大学

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

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分，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初试总分

加 15分。

符合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校研究生院招生

办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加分项目名单以教育部文件

为准。

5、非全日制研究生相关政策

1）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原则上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非全日

制研究生的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

2）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

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3）学习方式：非全日制研究生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

行非脱产学习。

4）学历学位证书：非全日制研究生达到毕业要求时，发给相应

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学位授予标准时，可

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5）学费收缴：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标准按湘发改价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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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号文件规定执行。如收费政策有变动，则按政府有关部门最新文

件执行。

6）住宿问题：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

7）奖助学金：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和学业奖学金。

六、复试相关工作安排及要求

1、复试时间：5 月 14—16 日

1） 5 月 14、15 日上午：学科教学（英语）特拉华合作项目考

生（该专业考生复试流程及要求见“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特拉华

双学位合作项目复试须知”。

2）5 月 16 日上午：课程与教学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非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英语口译、日语语言文学、亚

非语言文学。

3）5月 16 日下午：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英语笔译、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

2、复试方式

采取网络面试形式进行，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

钟。网络面试主要以口头问答的形式进行，并当场评分。各复试小组

事先设计好面试的试题。试题分必答题与选答题两类。必答题为所有

参加面试的考生都必须回答的统一问题；选答题由考生随机抽取回答

的问题。

3、复试主要内容

1）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

2）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测试、专业知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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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测试：主要对考生专业能力、创新精神、创

新能力、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查和评价。同时对考生兴趣、爱好、

特长、心理健康水平及就业意向等方面进行考查。

专业知识测试：考核内容与《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中公布的复试笔试科目大纲范围一致，考核尽量采用综合

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

4、复试成绩

满分 220 分，其中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成绩 20分，专业素质和

综合能力测试、专业知识测试成绩 200 分。

5、加强复试过程的规范管理。建立“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

“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

作机制。

6、考生的复试成绩（保留两位小数）=各复试小组成员评分的总

和÷复试小组成员人数。复试秘书在《复试登记表》上详细记载考生

复试情况，《复试登记表》存档备查。

7.做好网络远程复试所需软硬件的准备工作

做好网络远程复试所需软硬件设备、复试场地、防疫物质等各项

准备工作。熟练掌握软件操作流程，开展网络复试演练，确保复试过

程安全、顺畅、稳定。

8.做好复试培训工作

复试前组织参加复试工作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教育部和

学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相关规定，规范工作程序，严肃招生

工作纪律。发挥和规范导师在复试选拔中的作用，强化导师的保密意

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并提高导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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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人才的能力。

7.复试期间防疫工作要求

做好人员、物资、场地、监测等防控准备，细化各项防控措施，

责任明确，责任到人，确保每个细节、每个关键步骤落实到位。由专

人全面负责复试相关场地的清洁消毒工作。防疫要求参照学校相关防

疫工作文件执行。

8.复试场地相关要求

确保复试场地相对独立，复试期间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复试现场。

复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佩戴标牌上岗工作，并将通讯工具关闭上

交，集中保管；严禁复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与考生或利益相关人私

下接触，保证复试工作的公平公正。

七、调剂工作

1、接受调剂专业

1）学科教学（英语）特拉华双学位合作办学

2）非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

2、调剂原则

接收调剂考生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

服务系统”进行。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

同的调剂考生，招生单位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

考生名单。

3、调剂程序

学院在调剂工作前将在官网公布的调剂方案（考生请关注学院官

网关于调剂信息的后续通知）， 学院按《调剂信息汇总表》（附件

6）的格式将拟公布的缺额信息和调剂要求报研究生院招生办。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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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将各单位信息汇总后发布到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

剂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以下简称“调剂系统”）。

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调剂考生调剂志

愿锁定时间为 24 小时。申请调剂的具体程序及要求请登录湖南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查看。

八、成绩核算

复试成绩在复试结束后向考生公布。学院根据复试后的综合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取名单（单独考试考生单独排列），成绩核算

按以下要求进行：

1、第一志愿考生的综合成绩为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之和，即综

合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成绩。

2、调剂考生的综合成绩核算办法：综合成绩=初试总成绩*50%+

复试成绩

3、加试成绩不记入复试总成绩。

4、综合成绩相同的考生以初试专业成绩的高低确定成绩排名顺

序。

5、第一志愿考生的复试成绩 5月 19 日前在外国语学院网站上公

布。

九、录取工作

1、学院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根据复试后的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确定拟录取名单。综合成绩相同时，初试总成绩高的考生优先录取。

同一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分别录

http://yz.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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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复试成绩低于 132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

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资格审查未通

过的考生不予录取。

2、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非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须在拟录取名单公示期内将定向就业合同提交学校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否则拟录取资格无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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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入学前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4、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十、其他

1、所有参加复试录取工作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

关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政策、法规。凡有违反规定者，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

2、复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复试结束后将《复试登记表》

（附件 7）、复试录音录像等复试资料交研究生院集中统一保存。

3、复试结束后，二级招生单位给复试考生发放调档函，在拟录

取名单公示后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应将个人档案调入我校。

4、为防止初试中有舞弊违纪考生和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侥幸

过关，复试中要加强核实考生的身份（包括核对身份证、学历证书）。

对在复试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有舞弊行为的考生，学校将从严处理。

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

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

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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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招生工作中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管理规定行为

招生工作人员，一律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36 号）严肃处理，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造成

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还将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实行问责。

5、全体参与复试录取的工作人员应坚持以人为本，为考生着想，

做到耐心细致，为考生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复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联系电话：0731—88872643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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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特拉华双学位合作项目复试须知

一、复试时间

1、第一志愿考生：5 月 14 日上午 10：00（中方面试）；5 月 15 日

上午 7：00 美方语言测试（含面试及笔试）。

2、调剂考生：5 月 23 日上午（中方面试）；23日晚上（美方语言测

试，含面试及笔试）

二、复试方式

采取网络形式进行

三、复试流程及要求

1、参加中方面试，所有要求与其他第一志愿复试考生相同。

2、参加美方语言测试，分为面试与笔试，美方将根据考生考试情况

打分并给出是否合格的评定。

3、中、美双方学校将根据考生初试成绩、中方面试成绩及美方语言

测试 3 项的综合情况择优录取。

联系电话：0731—88872643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5 月 12 日

附件一：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指南（考生版）研究

生院链接

附件一：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考生操作手册。

附件三：湖南师范大学 2020 年志愿支教研究生选拔工作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