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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问题解答 
报名资格、报名程序、成绩查询、录取通知书发放等问题请咨询我校招考处：020-85213863 

学院只负责专业考试咨询（电话：020-85215121），电话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3:00-5:00  

以下为考生常见的咨询问题，类似问题请勿再次致电询问。考生在报考之前应认真阅读我校的研究生招生

简章和招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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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1．什么时候发布招生简章？ 

一般为每年的 9月份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报名条件和报名程序是什么？ 

请查看当年招生简章（招生简章请登录华南师范大学招生考试处网站查询） 

3. 华师外文学院招收哪些专业？学制是几年？ 

层次 专业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 备注 

硕士 

学术型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3 年 8000 元/年 此为2018年

收费标准，

仅供参考。

最终收费以

录取通知书

为准。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3 年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3 年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年 

专业学位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 年 20000 元/年 

055101 英语笔译 2 年 28000 元/年 

4．入学后能否申请奖学金、助学金？ 

助学金 所有全日制非定向在读研究生，每生每年6000元，分10个月发放。 

奖学金 

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 获奖人数比例 

新生学业奖学金 
一等 10000 

推免生、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

“985”和“211”高校全日制本

科毕业生、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

总成绩排名前5%的新生 

二等 6000 其余硕士新生 

二、三年级学业

奖学金 

一等 10000 20% 

二等 8000 30% 

三等 6000 50% 

国家奖学金 按每年在校生比例确定获奖人数，我院近几年每年约有6个名额，每生奖励20000元。 

三助岗位津贴 每个岗位每年约8000元。 

5. 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有什么区别？ 

学术型硕士：以培养教学和科研型人才为主。 

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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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简章及初试 

1. 今年的初试考试有什么变化？ 

考试内容、题型等均以当年的招生简章和招生目录为准。 

2. 初试的考试科目及题型有哪些？ 

请查看当年招生简章和招生目录 

3. 《***》科目考的是哪些内容？有没有参考书目？有没有历年真题？有没有辅导班？ 

考试内容请查阅当年招生简章。我院不提供其他任何复习资料，不提供历年真题，也不开办辅导班，

社会上开办的辅导班均与我院无关，请考生注意甄别。 

4. 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 报录比是多少？ 

分数线视当年考试情况而定，每年都不一样。原则上按 1: 1.5~1.8 左右的比例确定复试线。 

根据我院近两年的情况，我院学术型各专业以及英语笔译专业报录比偏低，欢迎广大考生积极报考。 

学科教学（英语）比较热门，请各位考生加强专业能力提升。 

5. 招生简章公布的人数含不含推免生人数？  

招生简章公布的人数包括推免生和统考生，如推免生名额用不完，则自动转为统招名额。根据近年情

况，除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外，其他专业推免生名额都用不完。 

例如：假设某专业拟招生人数为 20人，拟招收推免生 10人，则统考名额为 10 人。如果推免生只招收

了 5 人，则统考名额变为 15 人。 

6. 初试成绩一般什么时候公布？ 

一般为 3 月上旬，可以到我校招生考试处网站进行查询，初试成绩由学校招考处统一对外公布，诸如

何时公布成绩，以及分数线等问题我院无法解答，考生无需致电咨询。 

7. 是否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不招收。（同等学力：指的是没有本科毕业证的考生，与是否有学位证无关）。 

如果是应届成人教育或自考毕业生，在研究生报名之前颁发的毕业证有效，如果考生毕业证上的时间

在此之后，不予参加复试，请考生报考时注意。 

8．学科教学（英语）专业是否需要工作经验？是否可以跨专业报考？是否考二外？ 

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对工作经验无要求，可以跨专业报考，考试科目以官网公布的招生目录为准。

只要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所有考生一视同仁。 

温馨提醒：近年来不少考生跨专业报考，由于专业基础较差，复试表现相对较差，请各位跨专业考生

理性报考，一旦报考请认真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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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试 

1. 成绩查询的排名是专业排名还是所有考生排名？ 

所报考的专业排名。 

2. 我的成绩是否可以参加复试？复试线是多少？ 

考生的成绩是否可以参加复试，要以划定的复试分数线为准，网站公布复试分数线之前，无法回答此

问题。 

复试分数线的制定是在国家线的基础上，视当年考试情况而定（国家线通常在 3 月底 4月初由教育部

统一发布，考生可在各大网站查询，我院无法确知发布时间）。国家线发布之后，我院将于 9—12 天

内在学院网站和招考处网站公布复试分数线，请考生留意。复试分数线会综合考虑总成绩、专业课成

绩及招生名额，原则上按 1:1.5~1.8 的比例确定复试名额。复试分数线一经确定，会立即在外文学院

网站—招生信息栏公布，网站公布之前，我院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分数线的信息，也无法确定复试名单，

请勿来电询问。 

由于考生每年的考试情况不同，往年的复试分数线没有实际参考意义，请考生理性看待，如考生想知

道往年分数线，请自行到我院官网查找。 

3. 复试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是什么？ 

请留意招生考试处网站和外文学院网站。一般情况下包括专业笔试、专业面试、外语口语（学科教学、

英语笔译两个专业外语口语与专业面试同时进行，其他专业考二外口语），最终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以

复试当年的通知为准。学院在复试前会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的复试要求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讨论之后，会立即公布在外文学院网站，在网站公布之前，我院无法回答相关问题。 

4.复试前怎么联系导师？ 

我院复试时采取随机分组，统一录取的方式，新生入学后再分配导师，因此复试之前不提供导师的任

何信息。 

5.什么时候可以办理调剂？怎样办理调剂手续？ 

我校招考处网站和学院网站通常在 3月底 4月初发布调剂办法，需要办理调剂手续的考生请留意查看。 

6. 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自己的复试成绩及是否录取？ 

复试涉及改卷及各项成绩统计，一旦成绩确定（复试结束后 7—9个工作日，不含周末及节假日），我

院将第一时间在网站公布复试结果，请考生务必留意我院网站更新。在网站公布之前，我院无法提供

任何复试情况信息，请考生勿致电我院咨询复试结果。另外，我院只负责上报复试结果，最终录取结

果以招考处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招考处五月中下旬~六月上旬会开放拟录取信息查询和修改信息系统，届时考生可以登录系统修改自己

的手机号码、邮寄地址等信息，通知书的送达方式想从邮寄改为自取的，只需把通讯地址一栏修改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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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即可。我校的录取通知书由学校招考处统一寄送，寄出时间一般在 6月底 7月初，请考生耐心等待，

通常送达时间为 7月份。有以下情况者请注意修改邮寄地址： 

1. 应届毕业生，6月份毕业离校者，请将邮寄地址改为毕业后（7月份）本人仍能正常接收邮件的地址 

2. 往届毕业生，但是 6月底 7月初会改变住址者。 

3. 准备自取通知书者。 

7. 还未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本科学校要求上报档案转寄和组织关系转移的信息怎么办？ 

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必须把个人档案转入我校，调档函会随录取通知书邮寄给考生，如部分

应届毕业生需要提前上报相关信息，可以按以下指引办理： 

1) 档案转寄：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管理科办公室赖老师（邮编 510631），联系电话：

020-85211117；档案袋上需注明“201*级外文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档案”字样。 

2) 户口迁移： 

考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入我校，如选择迁入我校，则务必保证各项信息准确无误，且迁移证必须

打印，不得手写，迁移证在入学后第一周周二~周四提交，具体时间待定。 

录取到外文学院的考生户口迁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华南师范大学。 

3) 党团关系介绍信： 

党组织关系： 

由广东省外转入： 

介绍信抬头“广东省教育工作委员会”，具体转往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由广东省内转入： 

介绍信抬头“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具体转往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团组织关系： 

转到“华南师范大学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