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专业 
学历（硕士

/博士） 

毕业生

人数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硕士 5 

詹红燕 18965029606 1358385792@qq.com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7 

教育史 硕士 4 

比较教育学 硕士 6 

学前教育学 硕士 12 

高等教育学 硕士 6 

成人教育学 硕士 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硕士 2 

教育技术学 硕士 5 

教育经济与管理 硕士 3 

小学教育 硕士 39 

现代教育技术 硕士 6 

教育管理 硕士 7 

学前教育 硕士 28 

教育史 博士 5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硕士 15 

金君敏 15750842653 395117987@qq.com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博士 4 

基础心理学 硕士 12 

应用心理学 硕士 8 

心理健康教育 硕士 8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硕士 4 

许琛 13600874168 312597407@qq.com 

国民经济学 硕士 5 

mailto:312597407@qq.com


区域经济学 硕士 5 

世界经济 硕士 3 

会计学 硕士 5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3 

产业经济学 硕士 6 

企业管理 硕士 8 

金融学 硕士 6 

数量经济学 硕士 3 

西方经济学 硕士 6 

经济史 硕士 1 

国际贸易学 硕士 3 

政治经济学 博士 1 

经济史 博士 1 

统计学 博士 1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硕士 10 

董倩雯 18039847165 602224566@qq.com 

汉语言文字学 硕士 15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2 

文艺学 硕士 8 

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 3 

戏曲 硕士 5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 5 

中国古代文学 硕士 21 

中国古典文献学 硕士 6 

中国现当代文学 硕士 21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14 

mailto:602224566@qq.com


学科教学（语文） 硕士 112 

职业技术教育 硕士 1 

世界史 硕士 4 

台湾文化研究 硕士 2 

台湾文化研究 博士 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博士 5 

汉语言文字学 博士 5 

文艺学 博士 3 

戏剧与影视学 博士 1 

中国古代文学 博士 12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博士 5 

中国现当代文学 博士 14 

传播学院 

新闻学 硕士 3 

骆雪蕾 13705062223 496046496@qq.com 

传播学 硕士 15 

艺术学理论 硕士 6 

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 14 

广播电视 硕士 56 

艺术学理论 博士 2 

戏剧与影视学 博士 4 

社会历史学院 

宗教学 硕士 5 

岳婕 18006926922 279113637@qq.com 

中国史 硕士 29 

世界史 硕士 20 

图书馆学 硕士 5 

情报学 硕士 2 

mailto:496046496@qq.com


档案学 硕士 8 

图书情报 硕士 40 

学科教学（历史） 硕士 44 

历史文献学 博士 1 

世界史 博士 6 

中国古代史 博士 1 

中国近现代史 博士 6 

专门史 博士 7 

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学 硕士 2 

张帆 15705914612 466871657@qq.com 

刑法学 硕士 2 

民商法学 硕士 15 

诉讼法学 硕士 5 

经济法学 硕士 4 

法律（非法学） 硕士 14 

法律（法学） 硕士 19 

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士 3 

赵巧燕 18850760870 1125511322@qq.com 

政治学理论 硕士 4 

中共党史 硕士 2 

国际关系 硕士 2 

社会学 硕士 3 

行政管理 硕士 31 

社会保障 硕士 8 

社会工作 硕士 41 

马克思主义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10 

朱国鹏 18250167887 648175354@qq.com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硕士 4 

mailto:466871657@qq.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硕士 5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12 

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硕士 2 

国外马克思主义 硕士 1 

学科教学（思政） 硕士 41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硕士 22 

谢晶（学

硕）/黄远

（专硕） 

18050400673/18060798

687 

1309051378@qq.com/5432

74685@qq.com 

日语语言文学 硕士 7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 3 

学科教学（英语） 硕士 132 

英语笔译 硕士 49 

英语口译 硕士 25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 3 

音乐学院 

音乐学 博士 19 

周洲 15005095517 285092083@qq.com 

音乐与舞蹈学 硕士 19 

音乐 硕士 31 

舞蹈 硕士 5 

美术学院 

美术 硕士 26 

周吉珍 13599089034 272572184@qq.com 

美术学 硕士 14 

设计学 硕士 3 

艺术设计 硕士 21 

艺术学理论 硕士 6 

美术学 博士 2 

体育科学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学 硕士 7 

彭艳 18060693233 1225226416@qq.com 体育教学 硕士 73 

体育教育训练学 硕士 25 

mailto:285092083@qq.com
mailto:1225226416@qq.com


体育人文社会学 硕士 8 

运动人体科学 硕士 6 

体育教育训练学 博士 5 

运动人体科学 博士 1 

运动训练 硕士 9 

数学与信息学

院 

数学 博士 6 

忻海然 13774530826 sjky@fjnu.edu.cn， 

统计学 博士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16 

软件工程 硕士 15 

数学 硕士 30 

统计学 硕士 4 

应用统计学 硕士 17 

教育硕士 硕士 52 

物理与能源学

院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1 

吴晓静 18860115315 402203281@qq.com 

理论物理 硕士 5 

凝聚态物理 硕士 5 

能源与材料物理 硕士 3 

能源与材料工程 硕士 3 

学科教学（物理） 硕士 29 

材料工程 硕士 9 

凝聚态物理 博士 4 

理论物理 博士 1 

光电与信息工

程学院 

光学 硕士 8 

刘文文 18359164774 1545057184@qq.com 光学工程 硕士 19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 17 

mailto:sjky@fjnu.edu.cn，


科学与技术教育 硕士 11 

工程硕士（光学工程） 硕士 31 

光学工程 博士 6 

化学与材料学

院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2 

艾远芳 15735927641 1141562612@qq.com 

无机化学 硕士 15 

分析化学 硕士 2 

有机化学 硕士 8 

物理化学 硕士 9 

化学工艺 硕士 6 

应用化学 硕士 3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硕士 12 

材料化学 硕士 19 

材料物理与化学 硕士 14 

材料学 硕士 6 

材料加工工程 硕士 3 

材料工程 硕士 46 

化学工程 硕士 5 

学科教学（化学） 硕士 25 

有机化学 博士 1 

无机化学 博士 1 

材料化学 博士 1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博士 2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环境化学 硕士 7 

杜凯 15080450970 2218147005@qq.com 环境科学 硕士 4 

环境工程（学术型） 硕士 8 



塑料加工工程 硕士 4 

环境化学 博士 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硕士 4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硕士 46 

范跃新 13405944643 yxfan163@yeah.net 

人文地理学 硕士 17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 15 

生态学 硕士 17 

自然资源学 硕士 4 

城市与区域规划 硕士 5 

土地资源管理 硕士 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硕士 1 

学科教学（地理） 硕士 75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硕士 2 

自然地理学 博士 6 

人文地理学 博士 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 1 

生态学 博士 4 

水土保持 博士 1 

城市与区域规划 博士 1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硕士 5 

朱银娇 13275901991 24490838@qq.com 
技术经济及管理 硕士 1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博士 2 

陈晓峰 18950422194 14858095@qq.com 
发育生物学 博士 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7 

微生物学 博士 2 



植物学 博士 1 

动物学 硕士 2 

发酵工程 硕士 7 

发育生物学 硕士 3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1 

生态学 硕士 2 

生物化工 硕士 2 

生物工程 硕士 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硕士 13 

食品生物化学工程 硕士 2 

水生生物学 硕士 1 

微生物学 硕士 19 

细胞生物学 硕士 20 

学科教学（生物） 硕士 34 

遗传学 硕士 7 

植物学 硕士 3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硕士 32 叶鑫琼 18650538890 549611228@qq.com 

党校研究生部 
中共党史 硕士 6 

黄晓辉 13799980113 4432300@qq.co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7 

 

mailto:443230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