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艺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1、从事相关学科各层次教学科研工作
。
2、作为学科带头人，积极组织教学研
究团队，做好学科建设，建立该学科较
为完善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项
目体系等学科体系。
3、力争引进更多资源，搭建研究平
台，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本学科
的学术声誉和地位。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方老师 010-58808277 wxyrenshi@bnu.edu.cn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世界史 世界上古中世纪史

考古学 考古与博物馆学

哲学 各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人才招聘信息表（领军人才）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任 刘老师 010-58802915

哲学学院

历史学院 shxyjs@bnu.edu.cn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朱老师 010-58802001 zyy82@bnu.edu.cn

1.为学科发展搭建平台，提升学科的学
术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2.与团队合作，凝练学科特色，提高教
师队伍建设质量；
3.争取国家部委重要人才项目；
4.在人才培养方面争取国家部委重要奖
项；
5.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在国际三大
检索系统收录期刊或国内顶级专业期刊
发表高水平论文，争取获得省部级优秀
成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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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1.具有承担研究生培养工作经历。

2.能承担文学专业课程和俄语语言基础

课程的教学工作。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领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2.俄罗斯文学研究方向，博
士学位，正教授职称。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1.具有承担研究生培养工作经历。

2.能承担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和博士

、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领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2）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
向，博士学位，正教授职称。

教育学部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学方面承担1～2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特别是学科教师的培养。科研方面带领
团队，带动教师教育国际前沿研究，参
与教师教育研究所的相关科研项目，在
本学科SSCI国际顶级期刊年均发表学术
论文2篇。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国外知名大学任职教授或副教
授职称；国外知名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目前在境外知名高校
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一线
工作；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
教师研究，并在相关学科
SSCI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过5篇
以上相关研究方向论文；应聘
者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
。

关老师 010-58804239 guanliqin@bnu.edu.cn

常用邮箱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方老师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010-58805405 wwxyb@bnu.edu.cn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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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教育学部-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

教育学

一带一路教育政策、教
育扶贫政策、京津冀教
育协同政策、教育财政
政策、教师政策、学前
教育政策、职业教育政

策

　 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每年提交至少2
份（独立或第一作者）可报向国家领导
或部委的政策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等；
组建符合政策院建设发展需求的研究团
队；承担重大项目的管理、大型会议的
统筹组织、院外高层合作等工作。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长期从事教
育政策研究，研究领域或方向
为一带一路教育政策、教育扶
贫政策、京津冀教育协同政策
、教育财政政策、教师政策、
学前教育政策、职业教育政策
均可。

李老师 010-58805699 mycc61@163.com

教育学 各二级学科

心理学 心理测量等

心理学部 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基础心理学

作为学科带头人规划组建研究团队,申
报承担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开展高水平
研究工作,取得同行公认的研究成果,推
动学科发展;指导研究生、培养青年科
研人员，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促进本学
科方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符合我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

崔老师 010-58808866 psyoffice@bnu.edu.cn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

010-58808939黄老师

huangxue0510@163.com

邮件请以“2017骨干人才+姓
名”为主题发送

1.根据中心整体工作规划要求，作为主
要负责人，培育有影响力的创新团队，
开展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相关工作。
2.基于监测大数据开展前瞻性研究，取
得标志性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为国家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3.与相关领域校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专
业力量密切合作，提升中心在国内外的
地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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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学科带头人，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建设和
教学研究工作。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具有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中
共党史等专业背景。

任老师 010-58800206 renwanyu@bnu.edu.cn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教育经济学
金融学

工商管理
会计学

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
院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
区域经济学及相关研究

领域

围绕本学科或相关领域，推动学科建设
发展，取得标志性高水平学术研究成
果，培育有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人才队伍
。在学院的组织框架下开展结合区域经
济学、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交叉学科研
究，着眼绿色发展与创新科技战略研究
大智库建设，同时承担研究院本学科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王老师 010-58805462 bnuerm2011@163.com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指导博士、
硕士研究生；
2、正确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
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构
想，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
持国际先进水平；
3、积极争取并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原创性、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或技术攻关，力争取
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4、负责本学科学术团队建设，根据学
科特点和学科发展需要，组建并带领一
支创新团队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韩老师 010-58807847

部院系所

bshr@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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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政治学
国际关系

政治学理论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政府经济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学
科能力的提升；面向国家需求和业界前
沿，开展前瞻性、原创性研究，取得标
志性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培育有影响
力的创新团队，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
才；与境内外高水平或研究机构密切合
作，提升学科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声誉。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在学科
建设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
光，对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工作有创新性构想。学术造诣
高，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学术影
响力。

黄老师
张老师

010-58803907
010-58803992

huangjue@bnu.edu.cn
xyzhang007@yeah.net

联系电话

wuxuemin524@163.com

常用邮箱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政府管理学院

依据学校创建一流大学和学院一流学科
建设规划，全方面参与学院建设、学科
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发挥领军人才作
用。在学科建设上，承担学院学科建设
的领军作用，深化学科研究的领域和深
度，获得国家级重大项目。

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符合我
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
遴选聘用条件。

吴老师 010-5880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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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金融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参与制订和实施学院学科发展战略规
划；为我校统计学学科建设做出突出贡
献；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和社会服
务工作；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及教
学；扶持、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完成
学院安排的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工作。

第一类：取得统计学科境内外
同行公认的领先成果，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50周岁（经济统
计学、金融统计学）或45周
岁（数理统计学、应用统计
学），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
或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才遴选
聘用条件。
第二类：有潜力成为统计学科
领军人才者，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45周岁（经济统计学、金
融统计学）或40周岁（数理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符合
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
领域领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谢老师 010-58801880 xieyan20@bnu.edu.cn

法学院 法学 各二级学科
担任学科带头人，并在相关领域承接重
大科研课题项目，从事教学工作。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境外应
聘者应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

刘老师 010-58800150 liuhang@bnu.edu.cn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社会学院

社会学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社会工作、人类学、民
俗学方向等，优先考虑
从事定量研究的人才。
研究报告获省部级及以
上领导批示或被采纳，
并发挥推动实践创新作
用，以及有党政机关工
作经历、跨学科背景者

优先。

担任首席专家，承担重要资政科研任
务，带领本团队提升已有优势。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
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黎老师
010-

58802885
casm@bnu.edu.cn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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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社会学 社会工作

1.教学方面：教学、指导学生；指导年
轻教师的教学；建设精品课程。
2.申请教学和科研项目，产出高水平科
研成果。
3.积极投入到学科建设中。
4.积极参与学院的公共服务。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领军人才遴选聘用条件。
2.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

3.国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

位，研究领域为社会工作、公
益慈善、老龄化。

梁老师 010-58801508 ssdpp@bnu.edu.cn

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
院

文科交叉平台 /

1.从事相关学科各层次教学科研工作；
2.作为学领军人才，积极组织教学研究
团队，做好学科建设，建立跨文化传播
研究体系；
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
项目体系等学科体系；
3.申请国家重大项目，组织相关学术会
议，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原创重大
理论成果的专家，符合我校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遴选
聘用条件。处于世界学术前沿
、具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

高老师 010-58802201 bicichr@bnu.edu.cn

常用邮箱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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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设计学 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学与研究工作。

设计学科获得本学科领域国际
最高奖项或荣誉者，或在境外
知名高校任职并具有教授、副
教授技术职务者。

古老师 13901115365 desngu@126.com

电影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戏剧学

拓展学科理论层面海内外影响力，立足
学术最前沿，引领学术思想潮流，承担
本硕博相关课程。

本学科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主
持人，国际奖项、国家级最高
奖项获得者，海内外顶尖高校
或者科研机构讲席教授。

田老师 13910771495 tianhq@yeah.net

数字媒体艺术学
承担专业课，并带领团队获得国内外有
分量的科研、教学成果及奖项。

具有较高学科影响力，科研成
果丰厚的国内教授，或具有较
高学科影响力的国际学者。

吕老师 010-58800705 lxy811013@163.com

艺术学理论
艺术理论

艺术史论或艺术教育

具备学科方向带头人的能力和水平，教
学或科研成绩斐然，凝聚学科平台力
量，以前沿或基础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较为显著提升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国内外
地位和影响。

艺术学领域取得卓越贡献和优
秀研究成果专家。一般应符合
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

郭老师 010-58807819 guobh@bnu.edu.cn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
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数学教育

能够胜任数学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等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潘老师 010-58806513 math@bnu.edu.cn

戏剧与影视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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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物理学系 物理学
理论物理

凝聚态物理
光学

1.人才培养：积极承担教学任务； 承
担培养硕士、博士的任务,开展与本领
域相关的科学研究。
2.科学研究：遵循学科特色发展的战略
思路，有针对性地发展特色学科；在其
聘用期间，使本学科在国内外影响大幅
度提高。
3.团队建设：积极协助引进人才，组建
、优势科研团队；积极协助申报国家、
省部级相关创新团队。
4.学科建设：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与国际著名科研院所加强交流；积
极组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
交流平台。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杨老师 010-58808135 wloffice@bnu.edu.cn

天文系 天文学
天体物理

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
天文技术与方法

完成单位要求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任务。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张老师 010-58807841 linzhang@bnu.edu.cn

物理学
理论物理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凝聚态物理

教学和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燃料循环与材料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
核能科学与工程

教学和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常用邮箱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老师 010-58807317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frma@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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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化学学院 化学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药物化学与分子工程

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具有战略
性、前瞻性、创造性和特色性的研究构
想，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拥有国际
先进水平。完成学校和学院规定的各项
教学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工作，提升所
属学科综合实力，承担国家级重点以上
科研项目，申报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成
果奖项，组建学术团队，培养优秀人才
。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孙老师 010-58806410 gbsun@bnu.edu.cn

生态学
生物学

分子生态与进化生物学
植物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微生物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与生态工程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B1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

生态学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生理与神经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应用微生物与生物技术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B2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

常用邮箱

1.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具有前
瞻性、创造性和特色性的研究构想，带
领本学科在其研究领域拥有国内先进水
平。
2.积极争取并主持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等项目；在本
学科领域领导团队开展原创性的重大基
础理论研究或技术攻关，力争取得重大
成果和/或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
3.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指导博士和硕
士研究生。
4.负责组建并带领本学科方向创新团队
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联系电话

生命科学学院 高老师 010-58802047 hrcls@bnu.edu.cn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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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水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

生态流域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引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组织开
展国际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承担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培育一支高水平的、有
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团队，提升本学科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且具备以
下条件：
1.在国际上取得了认可的学
术成就；
2.开发本学科相关专业MOOC
课程。

云老师 010-58802736 yy@bnu.edu.cn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成为人文地理学重要方向学科带头人，
具有双语教学能力，具有组织双语教学
能力和教材建设能力，并参与国家重要
项目。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具有国
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
人文地理学的某些方向上产生
相当影响，并有一定数量成果
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
并进入国内现有的人才计划。

地理学 自然资源

在生态水文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研究
成果；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或者具有杰
青、长江、中青年领军、拔尖人才等人
才称号或具有同等竞争水平有望获得以
上称号的学者,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取得
博士学位，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尤
其在生态水文模型方面具有突出成果者
优先。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引领生
态水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
向，组织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
精品课程建设任务；组织承担
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任务；
组织建设国家级或省部级优秀
团队。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以社会/经济地理大
数据为基础,采用复杂性系统科学指导
思想,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地理分析与
建模,为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海外知
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事复
杂性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并
在国内外具有学术地位和影响
力；致力于发展地理大数据分
析方法的研究。

测绘科学与技术 摄影测量与遥感
组织申报国家科技奖励，引领重点实验
室微波遥感方向。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在摄影
测量与遥感领域具有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的研究水平。

常用邮箱联系电话

地理科学学部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部院系所

罗老师 010-58800322 luojunli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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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水利工程
生态学

理论经济学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环境生态学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学

1.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教学工作量
平均为3学时/周以上，历年教学评估成
绩合格；
2.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年均8篇及以上（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论文至少一半）；
3.作为骨干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排名
前3位）；
4.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等
（以获奖证书为准）；
5.以单位利益为重，服从单位的工作安
排。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

张老师 010-58800397 zj0207@bnu.edu.cn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院

地理学 全球环境变化

1.负责数值模式研发、地球系统模式、
地球工程、遥感与地球科学相关领域科
研工作的具体实施，带领团队开展科研
工作并产生科研成果，使团队研究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
2.负责模式团队人才队伍建设，指导和
培养青年优秀人才；
3.策划组织团队科技项目申请，指导团
队争取各级各类项目；
4.承担相应的教学工作，培养高质量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
5.带领团队营造积极向上的创新文化氛
围。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且具备以
下条件：
1.深刻了解全球院的理念和
使命；
2.具有高尚的科研道德、较
强的团队凝聚力、严谨的治学
态度与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3.全球环境变化、大气科学
、物理海洋学、应用数学、理
论物理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研究
人员；
4.熟悉全球变化领域国际发
展趋势，掌握最新发展动态和
科研动态。

徐老师 010-58801822 xl@bnu.edu.cn

常用邮箱联系人 联系电话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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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信息与通信
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1.人才培养：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
任务；承担培养硕士、博士的任务；
2.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申请国家级的
重大项目，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建设
特色交叉学科；
3.团队建设：引进人才，组建优势科研
团队，申报国家、省部级相关创新团
队，成为学术带头人；
4.国际交流：组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开展国际合作与
交流，与国际著名科研院所加强交流。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不
超过40周岁。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才培养：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
任务；承担培养硕士、博士的任务；
2.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申请国家级的
重大项目，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建设
特色交叉学科；
3.团队建设：引进人才，组建优势科研
团队，申报国家、省部级相关创新团
队，成为学术带头人；
4.国际交流：组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开展国际合作与
交流，与国际著名科研院所加强交流。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不
超过40周岁。

系统科学学院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从事系统科学系统理论专业及复杂系统
其它研究相关领域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及社会服务工作。领导本专业一个具体
学科方向的团队。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领军人
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具有系
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物理学、
数学、计算机及电子科学、控
制学科、经济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

李老师 010-58804138 sss@bnu.edu.cn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老师 010-58802620 yeqing@bnu.edu.cn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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