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学科特点与对研究生的要求，业务课考核成绩应尽

可能量化，综合素质考核也应有较明确的等次结果。

5.确保安全健康。

严格落实长沙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尽量减少人员跨省

流动、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加强人员安全防护，确保

广大师生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组织领导

（一）成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郭丽君

副组长：周晓红 龙梦晴 温圣贤

成员： 方成智 李尚群 雷辉

（二）成立学院复试工作小组

组长：郭丽君

副组长：周晓红 龙梦晴 温圣贤

成员：方成智 李尚群 王浪 雷辉 袁冬 李小红 周秀英

万天赐 张翼然

（三）成立学科复试专家组

我院按教育学一级学科成立复试专家组，对全体上线考

生进行复试。复试专家组由不少于 5 名具有副教授以上(含)

职称的教师组成(博士学历/学位等同副教授职称)，其中导

师人数不少于 3 人，且至少 1 人必须具备较强的外语听说能

力。组长由学科/领域负责人或由学科专业负责人指定的副

教授以上人员担任，另须配备秘书 1 名，负责记录复试情况，

对专家打分表、复试成绩等表格进行整理、统计、上报及相

关复试材料的存档等工作；候考官 1 名，负责核验考生身份

及资格审查，向考生发送消息通知、组织考生有序参加面试，



负责本组复试场地秩序维护、复试全程网络设备调试与全程

录像录音资料的留存。

（四）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督查小组

组长：温圣贤

成员：周晓红 袁 冬 谭 浩

三、复试时间

2021 年 4 月 1 日 10:00-12:30 13:00-20:00

四、复试分数线和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一）复试分数线及招生计划

类别 学科领域
总指

标

其中 进入复试分数线
上线

人数

差额复

试比
推

免

单

考
政治 英语

教育

综合

总分

学硕 教育学 34 9 2 47 47 141 337 28 1：1.12

（二）复试名单（见附件一）

五、复试与录取

（一）复试方式及缴费

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统一采取网络远

程复试方式。网络远程复试采用 “云视讯-云考场”（主平

台）、腾讯会议（备用平台）等软件平台进行。远程复试具

体要求详见《湖南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远程网络复

试软硬件及环境等要求说明》。复试费标准：120 元/次，具

体缴费方式见《湖南农业大学网上缴纳复试费操作指南》，

未在规定时间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缴费后因自身

原因未参加复试的考生，已支付的复试费不予退还。

（二）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都必须进行资格审查。复试考生要



签订诚信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并遵守复试纪律，材料

原件于入学复查时再核对，如发现复试考生有弄虚作假，一

经查实，一律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资格审查所需的材料以

电子档形式在复试前通过远程面试系统进行提交，要求详见

《湖南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指南》。参加

复试的考生须提前准备以下电子材料，在面试前通过远程面

试系统进行提交。

１.应届考生需准备的材料:

①本人准考证(登陆研招网打印)；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大学期间成绩单复印件(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无法通过在线验证的，须

咨询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更正学籍注册信息)；

⑥还未毕业但在 2021 年 9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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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验证考籍卡

(证)、填写承诺书，保证 2021 年 9 月 1 日前可以毕业并符

合招生简章规定的其他报名条件；

⑦湖南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评价表(加

盖单位公章)。

２.往届考生需准备的材料:

①本人准考证(登陆研招网打印)；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无法通过在线验证

获得备案表的，须提供书面学历认证报告)；持国外学历报



名考生，资格审查时还需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留

学认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⑤湖南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评价表(加

盖单位公章)。

３.其它情况

①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如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②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考生还须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③ 复 试 相 关 表 格 可 在 我 校 研 招 网 下 载 ：

(http://yjsy.hunau.edu.cn/yjszs/sszs/xgxz_1595/)。

（三）心理健康测试和体检

考生参加复试前须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心理健康测试具

体操作程序及时间安排见研究生院网站主页通知。

学校不统一组织体检，考生自行到所在地二级甲等及以

上医院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其补充规定的

要求进行体检，并按要求将体检报告在复试前提交给学院，

本校应届毕业生可到校医院进行体检。录取考生入学后须参

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不符合录取要求者取消录取资格。

（四）复试形式和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专业基础知识

测试、英语水平测试（含听力、口语）、综合素质能力考核

共四个方面。

复试以网络视频面试的方式进行，每个考生的总计面试

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具体时间可由面试专家组根据面

试情况适当调整。考生可准备一张白纸和一支笔，以防声音

http://yjsy.hunau.edu.cn/yjszs/sszs/xgxz_1595/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9%AE%E9%80%9A%E9%AB%98%E7%AD%89%E5%AD%A6%E6%A0%A1%E6%8B%9B%E7%94%9F%E4%BD%93%E6%A3%80%E6%A0%87%E5%87%86%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不清晰时将答案向考官展示，但必须放在考官视频可见范围

内。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主要对考生思想政治

表现、时事政策理解、工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

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价方式为定性评价，分“合格”、“不

合格”两个等级，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测试方

式：考生在此环节做简单自我介绍，切不可报自己姓名，但

可报自己报考的专业方向，考官提 1－2 个问题，考生当即

做答。

2.专业基础知识测试：开放性考试，以口头回答的方式

进行；评价方式为定性评价，分“合格”、“不合格”两个

等级，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见《湖南农

业大学 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附件。

查 询 网 址 ：

http://yjsy.hunau.edu.cn/yjszs/sszs/zsjz_1590/20200

9/t20200911_288857.html。专业基础知识测试：采取提问

方式，考官在指定参考书目范围内提 1－3 个问题，考生当

即做答。

3.英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满分 30 分，其中听力、口语

各 15 分，以口头作答的方式进行，考官根据互动对话情况

进行评价后分别确定成绩。英语听力口语测试方式：用英文

简短自我介绍后同，考官会提 2－3 个问题，或是朗诵一篇

短文请考生翻译。

4.综合素质能力考核：满分 70 分，以口头问答的方式进行，

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主要对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素养、

科研素质和潜力进行考察。综合素质能力考核方式：采用抽



签答题形式进行，考生在题库中选取 3 题，报所选题目序号，

考官向考生展示和宣读，考生随即按题号回答所抽的题目。

(五)成绩计算

考生的最终录取以综合成绩排名为准。综合成绩由初试

成绩和复试成绩组成，其中初试成绩权重为 70%，复试成绩

权重为 30%。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折合成百分

制)*70%+复试成绩*30%，各项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 2 位。

六、录取规则

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

的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按综合

成绩由高到低，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

1．专业基础知识测试不合格者；

2．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

3．复试成绩不合格(60 分以下)者；

4．人事档案审查不合格者；

5．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

6、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认证者；

7．体检不合格者。

录取时应确定学习方式、就业方式。硕士研究生学习方

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就业方式分为非定向就业和

定向就业两种类型。 学习方式及就业方式一经确定，不得

更改。

七、录取类别及调档

1.录取时应确定学习方式、就业方式。硕士研究生学习

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就业方式分为非定向就业



和定向就业两种类型。学习方式及就业方式一经确定，不得

更改。

2.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凭《调档函》，须于 7 月

15 日前将人事档案寄达我校(有工作单位的报考者，须与原

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关系)，其中往届生应按照要求在

新生入学报到时上交工资关系证明材料。应届本科毕业生如

不能按期将人事档案调寄我校的，须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学院

（系）党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明确档案不能及时调取的理

由和档案拟寄出日期(寄达时间不得超过录取当年 8 月 31

日)，否则不予录取。

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须于 7 月 15 日前，将签订好

的《定向就业合同》寄达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合同上的

用人单位与网报时填写的用人单位不一致的须作出说明。

考生不能按期寄达人事档案或签定《定向就业合同》而影响

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八、奖助学金

录取形式为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学校将为人事档案在

校且无固定工资关系的全日制脱产在读研究生设立学业奖

学金和助学金。未调入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档案的考生不享

受学业奖学金和助学金。

录取形式为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不享受奖助学金，

一般不安排住宿，且须知晓并签字认可《湖南农业大学非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告知书》。

九、复试的纪律和要求

1．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和复试小组对本院、本学位点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





附件 1： 2021 年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进入复试名单

序

号
考生编号 姓名 研究方向 政治

英

语

教育

综合
总分 类别 学习方式

1 105371430700005 廖思敏 高等教育学 75 71 244 390 学硕 全日制

2 105371432100090 彭蓉 高等教育学 74 75 239 388 学硕 全日制

3 105371432700105 申雨娜 高等教育学 81 58 235 374 学硕 全日制

4 105371430700006 代翔 高等教育学 74 54 242 370 学硕 全日制

5 105371430700003 刘欣宇 高等教育学 70 72 226 368 学硕 全日制

6 105371432700106 曹雅丽 高等教育学 66 67 232 365 学硕 全日制

7 105371430700007 孙凡玲 高等教育学 75 52 225 352 学硕 全日制

8 105371514800131 罗娜 高等教育学 74 62 216 352 学硕 全日制

9 105371430700002 李佳玲 高等教育学 67 52 230 349 学硕 全日制

10 105371411700126 乔琦 高等教育学 69 64 213 346 学硕 全日制

11 105371431900077 孙丽萍 高等教育学 67 55 223 345 学硕 全日制

12 105371431800072 胡彦琛 职业技术教育学 56 50 242 348 学硕 全日制

13 105371432600103 邓志远 职业技术教育学 65 53 224 342 学硕 全日制

14 105371431500020 杨旭 教育学原理 69 55 246 370 学硕 全日制

15 105371430600015 吴诗宇 教育学原理 71 62 221 354 学硕 全日制

16 105371430900016 罗迪瑾 教育学原理 72 55 222 349 学硕 全日制

17 105371432600102 黄新琳 教育学原理 66 48 233 347 学硕 全日制

18 105371321100117 李阳 教育学原理 64 47 232 343 学硕 全日制

19 105371432000084 杨霞 教育学原理 68 56 213 337 学硕 全日制

20 105371130700113 郭子晗 心理健康教育 74 73 228 375 学硕 全日制

21 105371432700107 杨颜慈 心理健康教育 65 67 238 370 学硕 全日制

22 105371360400123 龙欣怡 心理健康教育 70 66 231 367 学硕 全日制

23 105371430700012 朱婷 心理健康教育 72 66 222 360 学硕 全日制

24 105371432000087 李媛 心理健康教育 73 69 217 359 学硕 全日制

25 105371531300135 王申娥 心理健康教育 68 52 238 358 学硕 全日制

26 105371431500046 彭润思 心理健康教育 63 64 216 343 学硕 全日制

27 105371430705188 张轶 高等教育学 63 37 235 335

学硕

（单

考）

全日制

28 105371430705190 王唯之 成人教育学

70 33 244 347 学硕

（单

考）

全日制


	004
	005
	教育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
	依据教育部、湖南省考试院及《湖南农业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的要
	1.坚持科学选拔。
	积极探索并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采用多元化、多样化的考察考核方式方法，确保生源质量。
	2.坚持公平公正。
	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3.坚持全面考查。
	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考察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分析研判考生
	4.坚持客观评价。
	根据学科特点与对研究生的要求，业务课考核成绩应尽可能量化，综合素质考核也应有较明确的等次结果。
	5.确保安全健康。
	严格落实长沙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尽量减少人员跨省流动、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加强人员安全防护，确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