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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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本学科的人才培养及学科
建设工作并成为其中的业务骨干。
3、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主持承担国
家、省部级项目，完成标志性的科研成
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
下。

汉语言文字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1、从事相关学科各层次教学科研、人
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工作。
2、外语流利，能够从事海外教学，能
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国际会议等与学科
国际化相关的工作。
3、主持承担国家、省部级项目，完成
标志性的科研成果 。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岁以
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历史文献学

世界史
世界上古中世纪史
世界近现代史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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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各二级学科，外国哲学
、中国哲学及马克思主

义哲学专业优先

1.承担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2.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发表高水平成
果；
3.争取入选国家部委人才项目。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

朱老师 010-58802001 zyy82@bnu.edu.cn

常用邮箱联系人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D1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1.承担本硕博课程，培养硕博士研究
生；
2.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发表高水平
成果；
3.争取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项。

朱老师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010-58802001

联系电话

zyy82@bnu.edu.cn

方老师

哲学学院

010-58808277 wxyrenshi@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人才招聘信息表（骨干人才）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中国语言文学文学院

历史学院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
任务。

刘老师 010-58802915 shxyjs@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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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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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做好学科建设工作；
3.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在高水平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

符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D1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有语言学理论、语言本体以及文化
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背景和成果。

1.从事相关学科各层次教学科研工作；
2.作为学科带头人，积极参与教学研
究，协助做好学科建设工作；
3.独立承担或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能承担海外教学任务和学院的其它工
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D2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
有语言学理论、语言本体以及文化
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背景和成果。

外国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承担俄语语言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和区
域与国别研究工作，并承担省部级以上
研究项目。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D1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
周岁以下；
2.俄语语言文学或区域与国别研究
方向，博士学位。

外国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承担日语语言基础课程的教学和日语语
言文学研究工作，并承担省部级以上研
究项目。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D1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
周岁以下；
2.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博士学
位。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承担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课程
和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承担
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
周岁以下；
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
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承担大学英语或研究生英语课程；开展
大学英语或研究生教学的研究，并承担
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

1.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
周岁以下；
2.英语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专业；海外知名大学博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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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8800718李老师 lifl@bnu.edu.cn

常用邮箱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方老师

汉语文化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010-58805405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wwxyb@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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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教育学原理

1.承担1门本科生专业课《教育社会学
》；
2.开设研究生课程《教育的社会学基础
》；
3.年均至少发表2篇CSSCI或以上论文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学科背景为社会学、人类学或教育
社会学、教育人类学。

比较教育学

承担2门研究生课程《教育政策比较研
究》、《国际教育导论》教学工作；在
第一个聘期内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国
际教育、发展教育等领域发表1-2篇
SSCI论文，5篇以上CSSCI论文。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精通俄语者优先。在相应语种国家
一流大学教育学相关专业获得博士
学位，已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
发表过较高水平学术论文。

学前教育学

1.承担2门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2.聘期内至少主持1项省部级以上重要
科研项目
3.聘期内产出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标志
性成果，发表1篇以上B类或SSCI论文，
10篇以上CSSCI论文
4.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 D1层次年龄35周岁
以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课程与教学论

1.主讲本科、硕士生课程论方向课程；
2.参与重大课题“中国教师教育课程质
量研究”；
3.积极申报纵向课题，发表或出版课程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
4.担任课程与教学论学术硕士生、小学
教育专业硕士生的导师。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具有高级职称；主持省部级重点课
题，或作为核心骨干参与国家级重
大课题研究；有课程理论或课程政
策专长者优先。

教育史

1.承担1门本科生专业课《中国教育史
》；
2.开设一门面向全校或学部本科生的公
共选修课；
3.独立培养中国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
生：
4.在第一个聘期内发表B类中文期刊论
文至少3篇。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历史学、教育学等相关领域的博士
学位；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获得
博士后基金资助。

教育学部 教育学 关老师 010-58804239 guanliq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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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邮箱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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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教育管理学

1.承担2门专业基础课教学；
2.在第一个聘期内至少发表2篇SSCI文
章或者1本英文专著；
3.年均发表CSSCI学术论文3篇以上。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领导，
教育政策，教育评估研究；擅长量
化数据的分析优先。

特殊教育学

承担听觉障碍教育方向或手语语言学方
向的课程教学，研究生培养；国家手语
和盲文研究中心的科研任务和社会服务
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具有听力学、语言学、言语矫正学
方向的学科基础。承担过国家级特
殊教育、手语研究课题，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
优先。

高等教育学

（1）承担2门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2）聘期内至少主持1项省部级以上
重要科研项目。（3）聘期内产出高质
量和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发表1篇
以上B类或SSCI论文，8篇以上CSSCI论
文。（4）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课程与教学（学校咨
询）

1.承担学校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研
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包括咨询理论与
技术专题、咨询心理学研究方法等；2.
承担学校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研究
生的咨询督导与实习指导工作；3.承担
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基础心理学的相关课
程教学工作；4.在学校咨询和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领域开展高质量的研究；聘期
内发表CSCI论文5篇及SSCI论文1篇5.在
中小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方面的社会服务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 D1层次年龄35周岁
以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领域在咨询心理学、心理健康、发
展心理学等，具有充分的临床实践
经历。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
构任职并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者优
先；能力要求：在发展心理学、教
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方面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能独立承担学校咨
询和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教学科研
工作；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际工作
的相关经验较丰富，咨询辅导技能
较为熟练，组织能力较强。

教育学部 教育学 关老师 010-58804239 guanliq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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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
学科测量

（语文等）

1.根据中心及团队整体工作规划要求，
参与学科工具研发、评分标准研制与校
订、标准划定、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
题库建设等工作。
2.参与协调学科相关领域校内外、国内
外各方面专业力量，调动专家团队，及
时追踪国内外质量测评工作前沿动态，
并在专家指导下开展专题研究。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且满
足如下要求：
（1）具有将教育学及学科相关知
识应用于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工
具研发、数据分析与结果运用的能
力。
（2）具有直接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

教育学
学科测量

（科学等）

1.根据中心及团队整体工作规划要求，
参与学科工具研发、评分标准研制与校
订、标准划定、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
题库建设等工作。
2.参与协调学科相关领域校内外、国内
外各方面专业力量，调动专家团队，及
时追踪国内外质量测评工作前沿动态，
并在专家指导下开展专题研究。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且满
足如下要求：
1.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水
平，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
SSCI高水平学术论文。
2.具有将教育学及学科相关知识应
用于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工具研
发、数据分析与结果运用的能力。
3.具有直接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教育学 各二级学科

1.根据中心及团队整体工作规划要求，
参与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具研发、标准
划定、题库建设、数据分析、质量监测
各类报告撰写等相关工作。
2.参与协调校内外、国内外相关领域专
业力量，调动专家团队，及时追踪国内
外质量测评工作前沿动态，并根据国家
监测工作规划，在专家指导下开展专题
研究。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且满
足如下要求：
1.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学术视野较
宽，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组织协
调能力；
2.具有将教育学相关知识应用于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与工具研发等
相关工作的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基
础教育质量数据分析和监测报告撰
写工作的能力。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

黄老师 010-58808939

huangxue0510@163.com

邮件请以“2017骨干人才+姓
名”为主题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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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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各二级学科

1.根据中心及团队整体工作规划要求，
参与团队监测方案规划与设计、工具研
发、监测实施准备、阅卷与录入、评分
标准研制与校订、标准划定、数据分析
、报告撰写及题库建设等工作。
2.参与协调相关领域校内外、国内外各
方面专业力量，调动专家团队，及时追
踪国内外质量测评工作前沿动态，并在
专家指导下开展专题研究。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且满
足如下要求：
1.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水
平，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
SSCI高水平学术论文。
2.具有将心理学相关知识应用于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工具研发、数
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的能力。
3.具有直接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统计学 各二级学科

1.根据中心及团队整体工作规划要求，
围绕大规模监测工作中涉及的监测工具
的开发与研制、大数据分析、抽样设计
、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标准设定以及
等值设计/方法等统计测量理论与技
术，开展相关工作和学术研究。
2.参与联系、组织、协调相关领域的国
内外知名专家，研究解决国家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工作各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
保证国家监测工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岁以
下。且满足如下要求：
1.具有将统计学相关知识、方法应
用于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工具研
发、数据分析与结果运用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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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岁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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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
教育学部-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

黄老师 010-58808939

huangxue0510@163.com

邮件请以“2017骨干人才+姓
名”为主题发送

mycc6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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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报送的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与
政策建议等；参加科研项目的管理、大
型会议的组织、院外合作与联络等工作
。

李老师 010-5880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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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独立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指导培
养研究生； 申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或参与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并取得
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符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D1
层次人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在海
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取得助理教
授职位者优先考虑。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申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取得高水
平的学术成果；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
学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D2
层次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具有海外
留学经历。年龄不超过31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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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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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
下。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及相关研究

领域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岁以
下。

常用邮箱

010-58805462

承担本学科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
会服务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韩老师

王老师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010-58807847

心理学部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
院

bnuerm2011@163.com

bshr@bnu.edu.cn

围绕本学科或相关领域，参与落实学科
建设发展，承担教学科研工作，承担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较高水平
学术研究成果，与境内外研究机构开展
交流合作。在学院的组织框架下开展结
合政治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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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psyoffice@bnu.edu.cn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遴选引进条件

崔老师 010-5880886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第 7 页，共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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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落实学科建设方发展任务；积极承
担教学科研团队建设工作；积极开展研
究，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取
得创新性研究成果；积极与境外高水平
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交流。

符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境外高水平大学
博士学位获得者。D1层次年龄35周
岁以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黄老师
张老师

010-58803907
010-5880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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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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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我校统计学学科建设工作；承担博
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及教学任务；完成
学院安排的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工作。

第一类：具有统计学、经济学相关
专业背景，在境内外知名高校或科
研机构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并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符合学校骨干人
才D1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第二类：具有统计学、经济学相关
专业背景，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取得
博士学位并具有海外工作经历（或
博士后经历），符合学校骨干人才
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周岁
以下。

谢老师 010-58801880 xieyan20@bnu.edu.cn

法学院 法学 中国法制史
作为学科学术梯队重要骨干，讲授核心
课程，承接或参与重要科研项目。

年龄31岁以下，符合学校人文社科
领域骨干人才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
。

刘老师 010-58800150 liuhang@bnu.ed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学科建设和教学科
研工作。

D1层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以上项
目，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
论文CSSCI收录至少10篇，原则上
年龄不超过35周岁。
D2层次（包括师资博士后）：主持
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获得博士后基金
资助或入选全国博管会国际交流计
划引进项目、派出项目或香江学者
项目，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高水
平论文CSSCI收录至少3篇，原则上
年龄不超过31周岁。

任老师 010-58800206 renwan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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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 010-58808256 wuxuemin524@163.com政府管理学院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选聘用条件。D1层次年龄35周岁以
下，D2层次年龄31周岁以下。

1.承担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职责，在国
际公共管理领域发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
果。申请到国家级科研项目。2.积极参
与学科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工作，指导本
科生、研究生的过程培养。3.多方面参
与学院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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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法学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年均承担一门以上研究生课程，发表一
篇以上高水平论文，完成学校和学院安
排的教学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
下。

法学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年均承担一门以上研究生课程，发表一
篇以上高水平论文，完成学校和学院安
排的教学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条件。年龄31岁以下
。

体育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运动人体科学
民族传统体育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承担相应的教学工
作、科研工作、参加社会服务等

1.原则上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国内人员应具备副高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
3.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或主持省部级项目；
4.发表论文要求：在SCI、SSCI、
CSSCI、CSCD及以上期刊上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至少4篇
（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民族传统体育学适用）；在
SCI、SSCI、CSSCI、CSCD及以上期
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
文至少6篇（运动人体科学适用）
。

体育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运动人体科学
民族传统体育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承担相应的教学工
作、科研工作、参加社会服务等

1.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1周岁；
2.应届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出站人
员；                     3.运
动技能水平高、有教学经验；
4.发表论文要求：在SCI、SSCI、
CSSCI、CSCD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应届博士至少1篇、博士后
至少2篇（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
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适
用）；以第一作者发表在SCI、
SSCI、CSSCI、CSCD论文至少2篇，
博士后至少3篇（运动人体科学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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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8802855

体育与运动学院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林老师 010-58804909 xiaoqun1978@126.com

徐老师 xuxiaoyubn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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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1.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

D1层次遴选聘用条件。

2.原则上年龄不超过35周岁。

3.有海外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社

会工作、公益慈善、老龄化，具有
创新潜质；有教学兴趣和经历和社
会工作实务经验者优先。

1.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

D2层次遴选聘用条件。

2.年龄不超过31周岁（含）。

3. 在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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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潜质；有教学兴
趣和经历和社会工作实务经验者优
先。

骨干人才（D1层次）：国内外知

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艺术理论和

绘画水平高，研究能力强，年龄不

超过35周岁。

骨干人才（D2层次）：国内外知

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艺术理论和

绘画水平高，研究能力强，年龄不

超过31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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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资政科研团队重要成员，履行资政
、科研、育人职责，发挥创新优势和骨

干作用。

符合学校人文社科领域骨干人才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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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成教学、指导学生等人才培养工作
。
2.积极参与学院的各种学术科研工作，
发表高水平论文。
3.积极投入到学科建设中。
4.积极参与学院的公共服务。

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社会工作 梁老师 010-58801508 ssdpp@bnu.edu.cn

古老师 13901115365艺术与传媒学院 美术学 美术理论及创作 教学与研究工作。 desng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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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美术学 书法 教学与研究工作。

骨干人才（D2层次）：研究与创

作能力俱佳。代表著作和论文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且具有巨大的学术

潜力。在海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

学位，原则上年龄不超过31周岁。

安老师 010-58805557 ayy1105@sina.com

设计学 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学与研究工作。

骨干人才（D2层次）：国内外知

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有海外工作

经历或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曾参

与有重大影响的设计项目，年龄不

超过31周岁。

古老师 13901115365 desngu@126.com

电影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戏剧学

立足学科创作和学术前沿，保证学科理
论和创作层面的持续发展，承担本硕博
相关课程。

骨干人才（D1层次）：本学科省

部级科研项目和省部级奖项获得

者，国内顶尖高校副教授、海外博

士、国内外顶尖高校博士后，创作

和理论双向型人才优先。年龄不超

过35周岁。

田老师 13910771495 tianhq@yeah.net

数字媒体艺术学
具有较强创作和科研能力，能承担专业
理论课，并与其他教师组成团队，指导
学生创作并取得突出成果。

骨干人才（D1层次）：年龄不超

过35岁，国内外名校博士毕业，在

本学科急需的专业创作领域取得突

出成绩。并在B类期刊发表论文1
篇以上或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
篇以上。

吕老师 010-58800705 lxy811013@163.com

电影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戏剧学

立足学科创作和学术前沿，保证学科理
论和创作层面的持续发展，承担本硕博
相关课程。

骨干人才（D2层次）：本学科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参与者，省

部级奖项获得者，海外博士，国内

外顶尖高校博士后，创作和理论双

向型人才优先。年龄不超过31周岁

。

田老师 13910771495 tianhq@yeah.net

数字媒体艺术学
具有较好创作和科研能力。能承担专业
理论课，并与其他教师组成团队，指导
学生创作并取得较好成果。

骨干人才（D2层次）：年龄不超

过31周岁，国内外名校博士毕业，

在本学科急需的专业创作领域取得

突出成绩。

吕老师 010-58800705 lxy811013@163.com

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艺术与传媒学院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常用邮箱

戏剧与影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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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音乐学
承担学科教学科研任务，开拓人才创新
能力。

骨干人才（D1层次）：取得本专

业国内外知名高校最高学历者。在

国内重要演出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

、独唱音乐会。在本专业领域国内

外权威音乐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人

才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周
岁。

郭老师 13601316463 guolanlan501@sina.com

舞蹈学
承担学科教学科研任务，开拓人才创新
能力。

骨干人才（D1层次）：国家一级

演员/一级编导并在国内具有知名

度的舞蹈团体中担任主要演员/编
导。曾参加过大型国内外演出或比

赛，获得过优良的国际/国家级比

赛成绩。年龄不超过35周岁。

肖老师 13701177825 xiangrong73@vip.sina.com

音乐学
承担学科教学科研任务，开拓人才创新
能力。

骨干人才（D2层次）：取得国内

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或国内外本

专业最高学历获得者。具有海外工

作经历或入选海外引进、派出交流

项目。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骨干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

过31周岁。

郭老师 13601316463 guolanlan501@sina.com

舞蹈学 承担舞蹈学系教学科研任务。

骨干人才（D2层次）：具有国际

视野的海外优秀毕业生。年龄不超

过31周岁。
肖老师 13701177825 xiangrong73@vip.sina.com

艺术学理论
艺术理论

艺术史论或艺术教育

以高水准的能力完成艺术学理论（含专
业艺术领域的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能独立开展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并
承担本科、研究生各层次的教学任务。

骨干人才（D1层次）：艺术学领

域已取得一定业绩和成果的学者，

具有很大教学科研发展潜力。一般

应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郭老师 010-58807819 guobh@bnu.edu.cn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音乐与舞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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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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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学理论
艺术理论

艺术史论或艺术教育

以扎实的专业功底从事艺术学理论（含
专业艺术领域的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能独立开展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并
承担本科、研究生各层次的教学任务。

骨干人才（D2层次）：艺术学领域
已显示出突出研究实力的学者，具
有很好的教学科研发展潜力。一般
应符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骨干
人才遴选聘用条件。年龄不超过31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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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人才D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D1层次人
才年龄应在35周岁以下，D2层次人
才年龄应在31周岁以下。

潘老师 010-58806513 math@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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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团队建设：积极加入具有优势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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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物理学
理论物理

凝聚态物理
光学

1.人才培养：积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
教学任务； 开展与本领域相关的科学
研究。
2.具有物理学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热心开展实验仪器和实验室建设，动手
能力强，擅长仪器的维修、改造，具有
仪器设计、机械加工或自动控制方面经
验者优先。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限工程实
验岗位，年龄31周岁以下。

物理学系 杨老师 010-58808135 wloff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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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
理论物理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凝聚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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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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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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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培养优秀人才，研究方向属于
本学科前沿领域，并取得相关重要科研
成果。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与著名科

研院所加强合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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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高分辨透射电镜等大型仪器管理及
工程实验技术服务工作，能够熟练掌握
大型仪器相关技术，承担相关教改及科

研项目，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从事高分
辨透射电镜研究方向者优先。年龄
31周岁以下，限工程实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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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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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生物学专业限工程实验岗
位。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老师 010-58807317 frma@bnu.edu.cn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化学学院 孙老师 010-58806410 gbsun@bnu.edu.cn

生命科学学院

1.在本学科或学术方向团队中发挥重要
的学术骨干作用。

2.独立主持国家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在
本研究领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本
研究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和/或获得省

部级及以上科技奖项。
3.讲授本学科基础和/或专业课程，独

立或协助指导研究生。

高老师 010-58802047 hrcls@bnu.edu.cn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D1层次
人才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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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自然资源
自然灾害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在人文地理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成
果，掌握新技术、新方法，能融入国内
外重要学术组织；
2.或承担生态水文学本科、研究生教学
和野外实习，室内实验指导，三年内有
望入选国家级人才称号；
3.或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方向科研骨
干，开展自然资源方向的科学研究工
作，承担自然资源方向研究生课程，并
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年均以第一
作者发表SCI论文两篇，三年内入选国
家级人才称号；
4.或引领自然灾害学科建设和发展方
向，主持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培养高
自然灾害科学研究、灾害防治工程技术
和灾害风险管理人才，取得标志性高水
平研究成果；
5.或以社会经济类大数据为基础,开展
数字化、空间化以及地理编码的相关工
作，建成社会经济地理大数据库，并建
立一套多源、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共享机
制，为推动地理大数据的共享做贡献。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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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相当的潜力进入国内现有的人才计
划或具有较强的野外工作经验，研
究成果特别突出，或在自然灾害理
论、应急技术、灾害风险管理等方
面取得国际领先研究成果；或具有
大型地理数据的生产与建库经验，
具备开展社会经济地理数据库建设
的领导才能，致力于推动地理大数
据共享工作的优秀青年学者；
具有海外工作经历（或博士后经
历）者优先。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自然地理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自然资源自然灾害
全球环境变化

1.在人文地理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成
果，掌握新技术、新方法，能融入国内
外重要学术组织；
2.或负责大型地学计算与存储平台的建
设与运营，提供基础的并行编程服务，
推动该平台的服务能力。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教学科研岗位限人文地理
二级学科、工程实验岗位不限二级
学科；
在国际人文地理学的某些方向上产
生一定影响，并有一定数量的成
果；或具有大型计算或存储平台的
管理经验，具备地学并行计算编程
经验者优先。

测绘科学与技术 摄影测量与遥感
器设备管理与维护，野外测量实验，实

验相关课程讲授。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摄影测量与遥感背景，博
士学位，从事过摄影测量与遥感相
关的工程技术开发。

地理科学学部 罗老师 010-58800322
luojunling@bnu.edu.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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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科学学部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
建设安全系统工程核心课程，申报国家
项目课题，推动科研成果的社会服务落

地。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
士学位，在安全系统工程方面取得
国际领先研究成果，有海外留学经
历者优先。

罗老师 010-58800322 luojunli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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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胜任水文学及水资源、数字流域、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生态流域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教学

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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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胜任水文学及水资源、数字流域、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生态流域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工程

实验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限工程实验岗位。

系统科学学院 系统科学 复杂系统建模与调控

从事系统科学复杂系统建模与调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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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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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邮箱遴选引进条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10-58802736

部院系所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水科学研究院 云老师 yy@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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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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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估成绩合
格；
2.作为骨干参加校级教改项目（排名前
3位)或参加省部级教改项目；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年均5-6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至少一半）；
4.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等
（以获奖证书为准）；
5.作为骨干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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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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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估成绩合
格；
2.作为骨干参加校级教改项目（排名前
3位)或参加省部级教改项目；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年均5-6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至少一半）；
4.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等
（以获奖证书为准）；
5.作为骨干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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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限工程实验岗位。

信息与通信
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1.实验室建设：学院公共设备、实验设
备和实验环境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2.人才培养：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实验
教学任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
工作；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申报、建设
与管理工作。
3.科学研究：挖掘学院实验设备的潜
力，研究实验技术和测试方法的改进；
开发设备新功能；解决关键性工程技
术，支撑高水平科研工作。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2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1周

岁以下.限工程实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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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省部级的
项目，在高水平学术成果方面实现突
破;
3.团队建设：申报省部级创新团队;
4.国际交流：组建科研国际合作交流平
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符合学校自然科学领域骨干人才D1
层次遴选聘用相应条件，年龄35周

岁以下。

yeq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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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老师 010-58802620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环境学院 张老师 010-58800397 zj0207@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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