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年春季高等学校一般项目访问学者招生简章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简 介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占地面积 120 余万平方米，是

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
高校，首批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是在 1903 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 1871 年创办的文华书院，1924 年改名为华中
大学）、1912 年创办的中华大学、1949 年创办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1951 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
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 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 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
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1993 年江泽民同志为学校九十周年校庆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
质”。学校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养分，更弘扬了革命文化教育的
传统，形成了“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为国家培养了 30 多万优秀人才。

学校下设 28 个教学科研单位，79 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具备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从全
日制到成人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有各类全日制在校生 31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18500 余人，研究生 12000
余人，国际学生 1100 余人。现有教职工 3500 余人，专任教师 1905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297 人，博士生导师
352 人，现有专兼职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海外高层次人才工程入选者、“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教
学名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
级人才 65 人。

学校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2 个，国家重点学科 8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 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
科 22 个。中国语言文学和物理学等 18 个专业设有博士后流动站，2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2 个硕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128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72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 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18 个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

学校现有各类科研机构、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67 个，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 个，国
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1 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其他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5 个。此外，学
校拥有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 个，
其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及重点研究基地 15 个。定期公开出版专业刊物 26 种。

学校努力体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现代人才培养思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生全
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有机结合。学校现有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 个（历史学、物理学），国
家级特色专业 12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7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6 门，湖北省品牌专业 17 个，是国家教
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建设高校、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高校和教育部信息化试点高校。毕业生以过硬的思想
素质、良好的业务素质以及全面的综合素质赢得了用人单位的青睐，就业率稳定在 90%以上，学校入选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2013 年，教育部对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办学方向和办学质量得到充分肯定。
2018 年，“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多年来，学校形成了“博学、博爱、博雅”的“三博”校园文化，近 120 个学生社团活跃其中，“创新杯科学
文化节”“树人杯艺术文化节”“博雅大讲堂”“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桂苑之歌”等成为我校传统的校园文化
活动，在武汉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学校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及学生宿舍空
调全覆盖，图书馆馆藏面积 46857 平方米，藏书 300 余万册，并具有先进的“校园文献网络化管理与服务系统”，
为学生学习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学校积极开展对外学术、科技和文化交流，先后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大批外籍专家和教师在校任教讲学。
出国（境）研修、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科研的教师人数持续攀升。与国外大学共建四所孔子学院，积极选派汉
语教师及志愿者赴国外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大力推动学生的国际双向流动，每年选派大批学生赴
国（境）外交流学习，在校长短期的国际学生来自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全体华中师大人正以昂扬的斗志，为早日将华中师范大学建成教师教育领先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一 般 项 目 访 问 学 者 招 生 目 录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人工智能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 刘清堂

①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课堂新型教学模式创新实证研究

②非数学语言描述问题的机器理解方法研究

③土家器乐知识组织及服务关键技术研究

教育技术学 刘三女牙

①国家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增强智

能在线教育成效评测技术 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线学习

中群体行为-情感-认知多层网络演化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③教育部

中移动科研基金，在线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与政策研究

教育技术学 余新国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深度关系网络的代数机器解答

研究 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数据学生画像与个性化数

学辅导交互策略的关联研究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 雷江华 ①特殊儿童认知发展与干预 ②融合教育③残疾人职业教育

教育史 申国昌
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

径”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校日常生活史研究”

教育学原理 程红艳
①教育现代化中的学校变革

②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学校变革的伦理追求与实践经验

课程与教学论 罗祖兵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慧心容和课程研究提升研究

比较教育学 王建梁 ①教育现代化模式比较研究 ②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教育学原理 涂艳国 教育学原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雷万鹏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成本测算与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教育史 余子侠 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教育学原理 杜时忠 制度德育论的建构研究

学前教育学 蔡迎旗 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教育学原理 岳伟
①新时代学校文化建设品质提升研究

②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及实现保障研究

教育学原理 田友谊 免费师范生教育信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教育经济与管理 范先佐 ①教育与经济 ②通俗教育经济学

教育史 周洪宇
①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

②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陈彬 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研究

高等教育学 欧阳光华 治理视野下的美国大学章程研究

课程与教学论 郭元祥 导向学生学科素养的深度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程与教学论 陈佑清
以课堂教学转型为旨趣的中小学学习中心课堂建设的理论与行动研

究

课程与教学论 周东明 课程与教学研究

课程与教学论 但武刚 课程与教学论、教育评价学研究

比较教育学 戴伟芬
①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乡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研究

②农村教师培训的第三空间路径研究

教育史 李先军 西方后现代教育史学研究

教育史 郑刚 中国学前教育史料集成、近代中国研究生教育史研究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贺金波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社会功能失调：心理机制和干预

应用心理学 任志洪

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

②移动网络化 ACT 干预 PTSD 的效果、心理及神经机制与机器学习最

优匹配 ③教育部 CCNU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项目

应用心理学 王伟军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青少年网络适应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优化方法研究”

②中央网信办项目“网络素养教育研究”、“网络文明指数”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王福兴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学代理在多媒体学习中的作用及

其机制：基于眼动和 fNIRS 的研究”

②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短视频科学传播效果研究”

公共管理
学 院

公共管理 罗翔

①区域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村公共投资的空间福利：异质性、影响机

制及政策含义 ②基于空间贫困的农村公共支出减贫效应：周期波

动、吸收能力及政策治理 ③武汉城市圈“人口—土地”城镇化失衡

特征与校正机制研究

劳动与社会保障 张奎力 积极社会政策视域下健康扶贫的治理逻辑与机制构建研究

文学院

文艺学 胡亚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

文艺学 魏天无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

文艺学 黄念然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

②民国文学话文献整理与研究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刘云

①汉语复句与语篇类型的选择关系研究

②基于小句中枢理论的有标复句层次关系自动识别研究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罗耀华 构式语法理论与汉语构式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 余祖坤 清代别集所附古文评点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遇春
①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②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活动调研报告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泽龙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1917-1949)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黄晖 ①非洲文学史②非洲英语文学史之“中非英语文学史”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苏晖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王树福

①白银时代俄罗斯戏剧转型研究

②多卷本《俄国戏剧史》编纂与重要资料翻译研究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黎杨全

①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

②数字化语境中文学制度的转型与策略研究

中国民间文学 孙正国 ①中国节日志②非遗影像记录研究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马克思主义
学 院

外国哲学 高新民
①东西方心灵哲学及其比较研究 ②迈农主义的有无之辨及其本体

论意义研究 ③非存在研究

中共党史 李敬煊 现代化视阈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验和路径研究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杨足仪 当代西方神经科学中的二元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杨丽珍

①作为哲学史学家的马克思研究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及实践价值研究

科技哲学 李宏伟 基于“具体性误置”批判的技术真理意义研究

科技哲学 宋荣
①面向自然语言理解的逻辑建构和符号接地问题的哲学、心理学研

究②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指称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刘从德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何家伟 根据地财政金融研究

伦理学 殷筱 近 30年西方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意识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郭明飞 基于大数据的世界民粹主义思潮分析及引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芳 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信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秦在东
①两岸四地政治传播研究

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龙静云 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万美容 智慧思政原理与方法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唐克军 英国公民教育及其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 梅萍 当代大学生心态变化特点与心理疏导模式创新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陈华洲 ①思想政治教育一流本科专业建设②大学生道德实践养成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毕红梅
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传播与引领研究

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及对策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刘宏达
①国家社科基金：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②网格化管理理论在高校学生管理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社会学院
社会学 徐晓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郊村落共同体研究

社会学 郑广怀 海南省三亚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实践

法学院 经济法学 胡伟 新时代中国财政民主实现法治机制研究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邓宏乾 武汉市住宅维修资金使用问题

产业经济学 陈淑云 建立健全住房基础性制度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研究

产业经济学 高炳华 保障住房的筹融资问题研究

数量经济学 涂正革 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体系研究

国际贸易学 梅德平 民间商会与非公有制经济互动发展研究

政府经济学 潘胜文 基于政府管制视角的垄断行业性质及分类改革探索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董利民 现阶段我国城市土地整理风险防范与治理对策研究

数量经济学 郑承利 基于 BSDE 的高分辨率动态风险测度及其应用

金融学 杨柳 金融摩擦视角下的银行存贷期限错配、内生风险与宏观效应

企业管理 文鹏 “企业管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

产业经济学 陈立中 农民工市民化住房需求与库存匹配程度研究

政府经济学 李铁强 中国近代工业与城市化进程对农业资本化的影响问题研究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罗良功 美国现当代诗歌批评

英语语言文学 方幸福 美国民权运动时期非裔女性作家政治书写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熊兵 应用文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何卫华 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与现代转型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苏艳 晚清翻译界的国民性思潮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闫春梅 高校外语教师教育者的职业身份发展轨迹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魏家海 唐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 徐泉 职业生存期外语教师信念发展的张力研究

俄语语言文学 刘永红 俄汉实-图构式的认知象似度研究

日语语言文学 李俄宪 日本左翼文学研究

亚非语言文学 池水涌 中国苏州弹词与韩国盘索里比较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王勇 句法功能特征及现代汉语相关句法问题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高晓芳 中英劝告言语行为调查与统计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秦晓晴 中国第二语言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及应用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刘东虹 英语学习者劝说性文体中的语篇修辞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王佳宇 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和新时代“话语治理”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柯贤兵 中国“调审合一”体系下法庭话语的博弈机制研究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徐泉 职业生存期外语教师信念发展的张力研究

信息管理
学 院

情报学 李玉海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历史演进与现实审视

情报学 段尧清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政府开放数据整合利用机制

情报学 谭春辉 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机制研究

情报学 易明

①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要素分析与复杂系统重构

②荆州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研究 ③石首市应急管理

“十四五”规划研究 ④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卢新元 用户消极使用行为对社交网络平台的作用机理及管理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静 APP 交互环境下移动搜索行为机理研究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健
①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研究

②我国体育教师专业标准构建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斌
①我国青少年领导力发展模式研究

②运动员竞赛压力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卫民 我国青少年运动员选材与发展体系的构建

体育教育训练学 黄爱峰
①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研究

②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郭敏
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背景下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研究

②武汉市洪山区体育及相关产业的现状调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翟林 体育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侯斌 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体育教育训练学 阮元欣 基于公共服务导向的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曹东平 文化全球背景下的武当文化国际传播模式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维
①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研究

②民族传统体育与杂技分类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鲁长芬
①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测评体系研究

②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研究

体育教育训练学 舒宗礼 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研究

体育人文社会学 胡庆山
①体育强国目标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若干典型问题研究

美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尹继鸣 展示空间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严胜学 室内陈设造物设计研究

环境艺术设计 魏 勇 北宋起居范式与室内陈设造物设计研究

美术学版画 侯云汉 实习后针对性强化训练研究

美术学版画 易 阳 铜版画创作研究

美术学版画 陈 曦 现代铜版画创作研究

美术学国画 王 余 秭归屈原祠壁画前期素材收集

美术学国画 蔡 敏 清初江南遗民画家与遗民画研究

美术学美术教育 高细媛 中小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研究

美术学美术教育 汪楚雄 美术教育哲学研究

美术学美术理论 徐晓庚 艺术金融人才培养

美术学美术理论 娄 宇 新时代美育视野下大学美术通识慕课课程群的建构研究

美术学美术理论 陈晓娟 楚式漆器现代衍生品创意开发人才培养

美术学美术理论 杨贤宗 瓦尔堡学派研究

美术学油画 王文新 丰子恺插图艺术研究

美术学油画 刘 意 油画创作研究

美术学油画 王 尊 油画创作及理论研究

视觉传达设计 庄 黎 凡客思形象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李 刚 荆楚简帛文字空间形态研究

数字媒体设计 郑 达 大型交互性装置设计研究

陶艺设计 邱 玲 陶艺与手工研究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音乐学院

音乐学 张业茂
①西方视唱练耳在中国的接受与认同机制研究

②中外音乐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演变

音乐学 陈岭 民国时期中国声乐留美生群体学术贡献研究

音乐表演 周希正 声乐演唱与表演，声乐教学与研究

戏剧戏曲学 周希正 地方戏曲研究

音乐学（钢琴） 张凯
①多重身份视域下中国钢琴音乐家研究 ②积极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的《中国钢琴文献》创新教学实践 ③中国钢琴音乐导学

音乐学 闫大卫 ①钢琴演奏 ②钢琴艺术指导 ③西方钢琴经典文献研究

音乐学 陈永 晚清音乐史研究

数学与
统计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左国新 学习者高阶思维活动感知与归因分析研究

化学学院
有机化学 万坚

靶向 FBPase 共价变构新位点 C128 的新型共价抑制剂的合理设计、

合成优化

物理化学 欧阳述昕 光热催化 Cox 转化制备高附加

生命科学
学 院

植物学 王东
①紫堇属（罂粟科）的分类学研究

②紫堇属（罂粟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及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生态学 王东
①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分解及其影响机制

②全球变化与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动物学 张洪茂 城市森林斑块化对鼠类个性及其介导的种子传播的影响

遗传学 郑勇
①磷脂酸 PA和 BnZHD2 的互作对甘蓝型油菜油脂合成的影响

②甘蓝型油菜 BnACBP4 蛋白在脂肪酸合成途径中的功能研究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何婷婷 任务型人机对话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进才 基于“深度学习”的汉语复句关系自动识别研究

城市与环境
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龚胜生 中国瘟疫图像史料整理及疫灾文化研究

人文地理学 郑文升

①“层级-流”结合视角下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尺度交互研究：以武

汉城市圈为例 ②新型城镇化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影响

机理及优化对策研究

人文地理学 罗静 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

自然地理学 周勇

①《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编制》 ②《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③《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汇总》 ④《三调耕地分等调查评价》

⑤《湖北省国土综合整治自然资源调查评价路径与方法专题研究》

⑥《鹤峰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农产品重要生产功能区划定》 ⑦《湘

鄂皖赣区耕地质量分等相关国家级参数验证、论证、指导等工作》

旅游管理 胡静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旅游管理 李星明 文旅融合的机制及其实践研究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吴浩

①众源地理信息与元胞自动机协同驱动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精细化

模拟及不确定性分析

②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尾矿库安全监测与风险管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李畅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遥感解译



报名办法与要求：

报名参加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研修者，应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具有较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知识，

有较强的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能力的副教授和优秀讲师。

报名者请下载附件、填写“高等学校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表”，并经导师同意，寄(送)湖北省武汉

市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校区培训中心审核后寄发研修通知书。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6 日截止

收费标准：文、理科专业访问学者研修费：10000 元/年，住宿费 4000 元/年。

音、体、美专业访问学者研修费：15000 元/年，住宿费 4000 元/年。

申请研修半年者研修费、住宿费按 60%收取。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7-67861053 15327236608 李国强 老师

邮政地址: 43007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校区华中师范大学培训中心(职业

与继续教育学院)302 室

邮箱：150384385@qq.com

网址：http://pxzx.ccnu.edu.cn

华中师范大学培训中心（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教 育 部 中 南 高 师 师 资 培 训 中 心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学 院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课 题 名 称

语言研究所

汉语言文字学 汪国胜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②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 匡鹏飞 ①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 ②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 姚双云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②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 苏俊波 ①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②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国家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

管理学科与工程 詹一虹 惠州市大亚湾精品村发展规划

管理学科与工程 谈国新 大动漫信息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应用

中国史 李林 城乡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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