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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体育学院

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数学与经济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

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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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第二师范学院H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教育学、理学、工

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为支撑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是湖北省教师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教育

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高校、湖北省首批“优师计划”主培学校和“湖北省2011计划”牵头高校。

学校前身是1931年创立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湖北省工业学校、湖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先后于2003年

和2009年整体并入。2007年，在湖北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开创了省级教育学院改制为普

通本科院校的先例。湖北省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机构——湖北省普通教育干部培训中心、湖北省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中心设在学校，在服务、引领全省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响应“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获批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湖北分中

心。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共同创建“光谷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与省体育局深度战略合作，打造体教

融合“样板工程”。建校90年来，学校培养培训了30万余名优秀人才，为基础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2008年起，学校先后与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专业硕士。

学校地处中国光谷核心区，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校园面积1723亩，建筑面积49.02万平方米。设有15个

二级学院，55个普通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1.7万多人。现有教职工1246人，专任教师829人，其中高级职

称教师399人，99位教师受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硕士

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津贴、省政府津贴以及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42人次。累

计外聘高层次人才80人次。

学校19个专业获批国家级和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其中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物理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等5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物理学和数学与应用数学等

4个专业均获有条件通过师范专业第二级认证。现有24个以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为代表的国家

级和省级教学团队、基层教学组织、名师工作室，5个国家级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9个省级人才培

养计划项目，15个省级试点学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和实习实训基地，59个国家级

和省级一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名师课堂。获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举办行知实验班、

复合型人才实验班、创新人才实验班等教学改革实验班，共建华为云学院、集成电路产业学院，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

学校坚持以教师教育和先进储能材料科学与技术2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为龙头，结合基础教育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打造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新兴产业与区域经济、生物工程、新材料工程、文化创意六大

学科专业集群。现有教育学、应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个省级重点学科，湖北省太赫兹与光电子学院

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省研究生工作站、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与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基础教育信息技术

服务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省教育云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环境净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1个省级科研平台。近年来，学校获国家自科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52项，获教育部、科技部、文旅部和国家

民委及省科技支撑计划、省自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80余项，获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住建厅等省厅级科研项目600余项，获专利授权和软件著作版权等200余项。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等省部级奖项19项。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家20多所高校及科

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现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前教育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同时

每年选派大学生赴国外参加游学、交换生、社会实践项目或长、短期实习。学校是省教育厅指定的汉语教师

海外志愿者派出高校，是国家汉办的优质生源学校，每年选送优秀学生到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育。

近年来，学校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获评“湖北省文明单位”“湖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位”和“湖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学校将秉承“学高、身正、诚毅、笃行”的校训，坚持“正己达人、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和“百折

不挠、追求卓越”的二师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不移锚定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致

力于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设成为一所国家需要、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大

学，为基础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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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的政治教育系，2013年正式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是学校党政直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机构。

学院形成了1系1部5个教研室的教学体系：即思想政治教育系，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普通本科（师范类）专

业；思想政治理论课部，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形势与政策教研室，承担全校本、专科

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学院现有：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团队；1门首批全国高校本

科社会实践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课程；1个省级一流建设专业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师范

类）专业；1个省级示范教学基地——湖北省示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地；1个省级高校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研室；1个省级教学团队——“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1个省级社

会服务平台——湖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支持点；3个校内研究机构——“互联网+”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中心（正在筹划申报湖北省高校人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杨

克思》网络思政；1个校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院建有400余平米先进的数字马院——思政智慧

与VR实践教学中心。

学院在职教职工45人，其中专任教师38人，硕士学位16人，博士学位17人，硕博学位占比86.8%；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8人，副教授16人，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63.2%。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互联网+”思想政治教

育教师团队中，有“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1人，湖北省十九大候选人1人，湖北省“十佳师

德”标兵1人，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湖北省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4人，湖北省高校思政课

“名师示范课堂”8人。2022年学院“黄大年教师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党建“样板支部”。近年来，全院教

师承担国家社科、教育部及省厅级等各类课题70余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

材20多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教学科

研成果多次获得省、市级奖励。

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以生为本，标准建院，立德树人，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推行全员导师制，打

造硕士形式的本科精英教育；紧扣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热点，探索“网络思政”教育教学新模

式；建立“诚信驿站”，开展“三下乡”“精准扶贫”活动，强化学生社会实践性教育，形成了全员、全

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格局。学生获国家、省级创新创业奖共20余项，就业率99%，2020年考研升学率50%，连

续9年名列学校第一，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在过去的岁月里，学院为湖北省基础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其

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和政府部门的骨干。

在新的发展阶段，学院师生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学高、身

正、诚毅、笃行”的校训，强化“以生为本，标准建院，立德树人，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在团结、奋

进、务实、创新的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撸起袖子加油干，将学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优势明显、走在全省

同类院校前列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马院内景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届毕业生资源信息

学历 专业名称 
人数统计 

联系人及电话
  男生 女生 合计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5 54 59 

樊勇

027-52104863

18071086062

这里有群“黄大年”

荣登党员生活杂志封面

学院院长黄红发与学生在一起 学院红船行志愿服务队

撰写的调研报告获团中央

优秀调研报告

学生团队获第六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红旅赛道湖北省银奖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牌匾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3 毕业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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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79年湖北教育学院教育学教研组。

1984年改为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2001年，学院设立湖北省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筹）（含教育管理系、

干训部）。2012年，更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开设应用心理学、小学教育、教育学和学前教

育(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四个本科专业。2015年起，与湖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专业硕

士。

学院坚持以人为本、学生为先、应用导向的办学理念，积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受学生欢迎。近年

来，学生分别获得国家级奖励10余项，省级奖励50多项，先后为省内外输送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和心理咨询工

作者，有许多人成为省级骨干教师或学校领导者，有1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人被授予“全国十大

杰出青年”。

全院共有教职工50人，专任教师40人。专任教师中博士25人,高级职称21人。学院聘有兼职专家20余

名。师资队伍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合理，团结进取，富有朝气，发展潜力巨大。 近五年，学院承

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1项，省厅级和社会服务研究项目124项。2013年与2018年连续两届教师团队获湖

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学院教学科研平台多，拥有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教师教育、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湖

教育科学学院

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湖北分中

心、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素质训练中心、湖北省实习实训基地——光谷教师专业

发展实践基地，湖北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小学教育专业，湖北省“荆楚卓越人才计划”——小学教育，

湖北省名师工作室——教师教育名师工作室，湖北省优秀教师团队——教师教育课程团队，湖北省教学基层

组织——小学教育，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班级管理》，省级精品课程《教师职业技能六项修炼》《教师专

业技能导航》等，2020年获批四项省级一流课程。2019年小学教育专业通过教育部师范专业二级认证，

2019年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专业分别获批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年小学教育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年学前教育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主办的《班主任之友》杂志，为全国中小学班主任最受欢迎的优秀期刊。每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业

教育学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应用心理学

合计

51

157

154

36

男生 女生

6 45

1498

1477

10 26

龚敏

027-87943800

18672361027

联系人及电话
人数统计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3 毕业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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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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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

师生在第十一届

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学生服务一带一路

青少年国际足球赛事

健美操队参加第15届

中国大学生健康活力大赛

我院代表队参加中国

校园啦啦操锦标赛

校武术队亮相全国

大学生武术锦标赛

学历

本科

本科

专业

体育教育

休闲体育

体育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人数统计

140

77

96 44

1166

联系人及电话

何思琪

027-52104674

15271810694

合计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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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成立于2013年12月，前身可追溯到1931年创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体育教学

组。在学院发展历史沿革中，以2006年成立体育系并进行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层次招生，开启学院发展的新征

程。现设有两个专业和一个公共体育教学部。

师资建设：体育学院现有教职工58人，其中专任教师49人，有高级职称者25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

21人，占专任教师51%；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38人，占专任教师81%。2人受聘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师范

大学、长江大学担任硕士生导师；22人为双师型教师，4人获省级“师德标兵”、校级优秀教师等称号。4人

获国家项目资助赴美国、英国和北京体育大学访学；10余人为国际级或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和培训导师。

专业建设：体育教育专业和休闲体育专业分别于2006年和2016年开始本科层次招生，在校本科生共576

人。基于成果导向和协同育人的培养理念，本着错位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发展理念，两个专业构建了“成果导

向人才培养体系”和“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初步探索形成了专业特色优势。2021年体育教育专业获批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立项；2019年获批湖北省首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项。《运动生理学》获批2020年

省级一流课程，《健美操》获批2014年省级视频公开课，《体操》获批2016年省级资源共享课。

近几年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4%以上；升学、出国深造率达到20%左右，考取教师编制比例逐年上升，高居

同类院校首位。学生参加湖北省体育教学技能大赛荣获一等奖，“互联网+”“创青春”等创新创业大赛获省

级二等奖和银奖。多名毕业生迅速成长为湖北省体育骨干教师；第三方评价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高，2020年校

友推荐率、校友满意度、学生工作满意度评价均居全校第一。学院成立武术、健美操、篮球、足球、棒垒球

等运动队16支，其中健美操、武术、啦啦操等多支运动队获得20余项全国体育竞赛奖项。学生获得省级活力

团支部、省级志愿服务项目2项。

学科科研：体育学院将学科建设作为促进学院内涵式发展和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的关键。2013年体育学

被批准为校级重点（培育）学科；2021年体育作为我校教师教育学科群的支撑要素，参与湖北省高校优势特

色学科群申报。2020年学校与湖北省体育局签订体教融合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体教融合、协同育人为基

础，充分利用双方在体育和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势，共建湖北省棒垒球训练基地、湖北省轮滑训练基地和湖北

省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打造高校体教融合的样板工程。学院现有体育科学研究所、休闲体育产业研究中

心、青少年运动技能研究中心和全民健身与健康促进中心四个校级研究平台。

体育学院学科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体育总

局、湖北省自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20余项。获得湖北发展研究奖1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1部；获

国家专利5项，发表SCI、CSSCI、CSCD等核心论文60余篇；参加美国运动科学大会（ACSM）、美国体育与健康

科学大会（SHAPE America）、全国体育科学大会等学术会议交流70余人次。

硬件设施：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面积约5.05万平米，拥有400M标准田径场1个（人工草坪及塑胶跑道）、网

球场2片、足球场4片、露天篮球场17片、排球场3片、小型综合体育馆1个。校企和校政共建游泳健身场馆

1个、棒垒球综合运动场1个、轮滑场1个。运动与健康实验中心面积820余平米，体育教学及实验仪器设备总

价值约900万元。包括运动解剖学实验室、运动生理学实验室、体育保健学实验室、体育心理学实验室、测量

与力学实验室、体质测试中心及健身中心，为体育专业课程实验教学和学生第二课堂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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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前身是1941年创立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自设立以来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

风雨历程。文学院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1984年开办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 2000年正式招收普通本科生。

现有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2个优势本科专业。2019年，汉语言文学成为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湖北省打样专

业，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获批省级教学团队。2020年，汉语言文学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汉语国际教育获批湖

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2016年艾瑞深中国校友网中国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中显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进入湖北

省最佳专业排行，全国排名13，成为“中国区域一流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000余人。2021年文学院实行大

类招生，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率（湖北）高达174.11%。

【强大的师资阵容】 文学院拥有一支学历高、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学院在职教职工40

人，其中专任教师31人，硕士学位8人，博士学位21人，硕博学位占比 94 %；专任教师中，教授6人，副教授14

人，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65%。其中湖北省教学名师1人，湖北省“师德标兵”1人，湖北省“楚天园丁奖”获得者

1人，湖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湖北省一流课程负责人2人，湖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1人，湖北省优

秀党务工作者1人，校级师德标兵3人，校级教师技能大赛获得者5人，校级教学能手2人。

【深厚的人文底蕴】 文学院依托湖北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语文教学研究

所、区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等开展相关教学和研究。全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教育部级省厅级等各类课题80余

文学院

学历

本科

本科

专业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人数统计

260

41

36 224

383 杨俊杰

027-52104932

18571457716

联系人及电话
合计男生 女生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委课题8项，教育厅课题30多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

著、教材15部，在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教学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市级奖励。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

服务于学生培养。

【丰富的教改工程】 文学院经过多年的专业综合改革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国家级、省级本科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不断立项；2014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获批湖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汉语与中国文化》 获

批湖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2019年，获批湖北省高校教学团队“汉语言文学专业”，湖北省高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区域文化与传播创新课程组”，不断创新的教学改革，保障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的格局】  文学院坚持“师德为先、笃学善教、以文化人、好修为常”的办学

理念，创建“党旗领航，师生联通，做文化传承者”党建品牌，开展“师友学友”、“樱语星空”、“樱味有你”

等学生活动，强化学生社会实践性教育，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和各类志愿服务，形成协同育人的格局。受

益于“专业课堂+实践活动+文化环境”的成长模式，我们在全国师范生技能大赛、“中学西渐”汉语国际教育技

能大赛、文学院“师范生微课教学大赛”、“金秋中国传统文化节”等活动中，不断提升我们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

力，近五年来，在国内外各级别学生比赛中，我们文学院的优秀学子均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荣誉近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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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文学院学子社会实践风采:文学院“硒行”志愿服务队

获团中央“镜头中的三下乡”活动“优秀报道奖”、

“优秀视频奖”、团中央“千校千项”成果遴选活动

“百佳创意短视频”。

文学院“研习——见习——实习”的教育实践模式:

文学院学生在光谷实验小学进行实习实践教育。

“田家炳杯”全国师范生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获奖:

[2021年] 陈雨欣同学获“田家炳杯”第七届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

湖北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获奖:[2021年] 莫杰昌、黄粤、陈恒稳同学作品

《广西藤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调查》获2021年湖北省

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文学院举办师范生微课教学大赛湖北省普通高校师范专业大学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获奖:

[2019年] 徐金津同学获2019年第九届湖北省普通高校师

范专业大学生教学技能竞赛高中语文组一等奖。



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从1985年起为湖北省中小学优秀英语教师举办英语专业本科学历教育。学院曾承担教育部

“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及省级、地市级的英语骨干教师培训任务，在湖北省基础教育行业享有良好声誉。

从2000年开始普通本科学历教育，主管外语培训中心和外语智慧教学中心，下设英语系、商务英语系、翻译

系、日语系和大学英语教学部。

学院围绕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秉承“厚基础、宽口径”的思路，面向光谷、服务湖北，为基础教育和

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现拥有“湖北省省级一流专业--英语本科专业”、“湖北省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团队”和“湖北省高等学校英语语言学习示范中心”；省级一流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英）》《商务汉英

翻译》，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英）》，省级精品课程《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外

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获批校级重点学科，“跨文化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获批校级科研平台。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84人，其中专任教师71人，教授2人，副教授27人，讲师36人，助教6人；博士7人，

博士在读5人，硕士54人，7名教师为湖北师范大学兼职硕导。聘请特聘教授1名，客座教授5名，行业导师

5名。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历年英语、翻译、日语、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

考试的成绩均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佳绩，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专利获得均有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历年平均考研率15%，多名同学考入一流外语类院校及重点高校读研。

此外，学院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和合作，不断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外国语学院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科

专科

专业

英语

日语

翻译

商务英语

英语教育

商务英语

外国语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128

81

31

128

42

70

人数统计

12 116

5328

274

18 110

6 36

682

王能 

027-52104595

18062552129

合计男生 女生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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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一流课程建设学术交流活动

首届“英语之星”演讲比赛决赛

暨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家校共育 你我同行—外国语学院2021级新生家长会

外国语学院“新五位一体”劳动实践教育启动仪式

“忆百年党史 踏崭新征程”—外国语学院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英语演讲比赛

“学党史、祭先烈、守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教育活动“学党史，跟党走”党史主题教育活动

外国语学院赴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交流活动

首届“中语杯”全国高校互联网

+英语教学大赛英语专业组特等奖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3 毕业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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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人才培养模式探讨”研讨会 合影 2022届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导师指导会暨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外国语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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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教育发轫于2004年，设新闻专业于中文系。2009年中文系更名为文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三个专业合并为新闻系。2019年新闻学获批教育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0年7月，学校决定以原新闻系为基础，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现有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3个

本科专业和新闻采编与制作、出版商务2个专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1054人。现有教职工38人，其中专任教

师27人，高级职称教师15人，博士14人，双师型教师9人。聘有特聘教授与业界导师10人。

学院致力于服务新时代基层新闻宣传，培养“讲政治、懂国情、有本领、接地气”，具有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和家国情怀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学院先后获批“荆楚卓越新闻人才”协同育人项目、省级和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现有省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2个、省级课程8门，校级A类科研平台2

个。近5年，学院获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7项、省厅级科研项目56项，出版专著（编著、教

材）11本，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教师参加“千人计划”轮训，联合媒体拍摄楚天在线课堂

40期，微宣片、微电影、微记录片50余部，网络新闻报道、微视频10000多条，深受业界好评。

学院坚持联手业界、协同育人，与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云、中青网、

人民网、新浪网、荆州日报、恩施广播电视台、宜都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共建实习就业基地40余个，获批省

级实习实训基地1个。建有800平米的大型专业实验室“新闻传播专业实验室”和“融媒体中心”。组建有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研究协会”“灵动NEWS”“微电影制作1080”“腾云航飞无人机实训室”等

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历

本科

专业

广告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人数统计

44395
孙蓓

027-52104758    

13294162243

联系人及电话
合计男生 女生

专科 28262

多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团队，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

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全国大学生编辑大赛等获省部级以上奖项70余项。

面向未来，学院将坚持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弘扬主旋律，融合学科、融合行业、融合技术，立

足中国光谷区域优势，深化全媒体融合传播合作，精准定位城市社区+县域融媒体传播人才需求，全方位立体

打造育人平台，实现变轨超越、错位发展，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3 毕业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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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

出版商务

766 70新闻采编与制作

专业类别

本科 编辑出版学 322 30

本科 新闻学 16424 140



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数学与经济学院

数学与经济学院办学历史悠久，现有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数

学、数据计算及应用6个本科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是国家首批地方“优师计划”专业并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

级认证，学院开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双学位实验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湖北省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数学与应用数学教研室为湖北省高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数学与应用数学和信息与计算科学教学团队

为湖北省高校教学团队。学院现有大数据建模与智能计算研究所、湖北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贸易服务创新研究中心、大

数据分析与经济决策实验中心。

数学与经济学院

师资教研：现有职工74人，博士31人专任教师60人，其中教授7人，

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比62%；博士30人，占比50%，另聘有稳定的兼职专

家教授。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湖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11项、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创新团队1项和40多项省厅级项目；先后在

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60余篇被SCI检索。

POCIB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团体一等奖

麦田守望者获全国大学生“千校千项”

优秀团队以及“镜头中的三下乡”优秀团队

2019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3 毕业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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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强化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数学竞赛、师范生教

学技能竞赛、国际贸易能力大赛、大学生金融创新大赛、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等重要赛事中屡获

国家级以及省级奖项。近三年来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2项、二等奖63项、三等奖81项；获得省级一等奖51项、二等奖

72项、三等奖89项；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多次获得团中央和团省委表彰。学院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欢迎，近几年就

业率稳定在90%以上，主要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中小学校、金融机构、IT等领域从事管理、教学、研发等工作。近

三年，100余名毕业生进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

西南大学等名校深造。

学历

本科

本科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经济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114

38

6945

14 24

余江涛

027-52104682  

13377887808

合计男生 女生

人数统计
联系人及电话

本科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957718

应用统计学 388 30本科

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金融数学 4222 20



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地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中国光谷）内，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省属本科院校。武汉中国光谷产业群集，光电子、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软件、机电等产业园区分类聚

集2000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大学生提供了优良的就业创业环境。

物机学院科研成果突出、办学国际化凸显、人才培养硕果累累。设置物理与天文系、光学与电子信息系、材料物理系、汽

车与机电工程系等4个系，1个实验中心和6个校级研究所；湖北省太赫兹技术与新能源材料及器件专家工作站、湖北省环境净化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天体物理学术活动中心和湖北省基础天文教育基地设在本院。

师资雄厚

物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70人，国家级人才计划1人，省部级人才计划7人。专任教师中教授11人，副教授33

人，正高级实验师1人，高级实验师2人，高级工程师1人, 楚天学子4人，光谷学子2人，硕导14人，博士教师43人。

近5年来，学院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13项，学院教师获批各类专利82项，其中发明专利23项；公

开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累计225篇，其中SCI论文96篇，二区及以上论文38篇。

专业坚实

2023年学院毕业生共计504人，其中本科444人，专科60人，开设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共6个本科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1个专科专业；物理学（师范类）为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学校重点建设学科，成立以来为全国各地尤其是武汉市、湖北省各地市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中小学教师，2021年开始

招收湖北省物理“优师计划”专业，设有湖北省天体物理学术活动中心和湖北省基础天文教育基地。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获

批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及湖北省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4年获

批与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开展联合办学，为学校第一个国际合作办学本科专业，并于2018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2019年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获批湖北高校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拥有实验室48间，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2000余万元，建有物理类、光电

类、材料类、电子类、机电类、汽车类等实验实训室，以及“光电技术”、“机电”、“机器人与智能汽车”、“互联网+”等

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基地。太赫兹波谱与成像技术实验室仪器设备国内领先。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业

物理学

汽车服务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材料物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专科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人数统计

42

73

80

32

31

186

20 22

766

377

18 14

20 11

51135

6036 24

联系人及电话

刘方芳 

027-87943672

18071097709

合计男生 女生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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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获省级一等奖1项，省级三等奖2项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组织开展

学校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活动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开展2021级新生

开学典礼暨“师友学友行动”启动仪式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开展

“峥嵘百年万物新，机流勇进万物新”

2022年元旦晚会

2014级材料物理专业学生舒秀婷，

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

诺丁汉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offer_Convert

2014级中美合作项目（本科）

在美留学生首批毕业生合影_Convert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黑科技”专项赛全国优秀

作品，我校参赛作品《光照追踪式智能

晾物架》被评为“卫星”级作品。

物机学子参加2019年中国机器人

及人工智能大赛比赛现场



chool of Chemistry and Life Sciences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办学最早的二级学院之一，前身为湖北教育学院化学系，成立于1984年8月，2009年2月正式更

名为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65人，其中党政管理人员14人，专任教师51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27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36人，博士后

工作经历5人，在读博士3人。在校学生1081人。

学院设有化学、应用化学、生物科学、生物制药共4个本科专业和药品生物技术专科专业。其中生物科学专业入选2015年湖北省普通高等

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2018年获批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2019年获批 “湖北省一流

本科专业”；化学专业2021年获批 “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2019年“基础化学教研室”获批湖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学院现有《走进教学

殿堂——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人体常见病》2门湖北省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拥有化学和生物各类专业实验室21个，实验室建筑面积达

3200㎡，实验教学设备价值2000余万元。

学院科研实力在学校名列前茅，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被SCI收录论文70多篇；核心期刊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教育部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78项。另有2个省级科研团队、3个项目入选“晨光计划”，横向

课题43项。

 学院注重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在师资力量建设方面，学院近3年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与应用湖北省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聘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吕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祖浩教授为特聘教授，聘请华中师范大学丁明武教授、武汉理工

大学梅光军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李金林教授等10位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担任学院客座教授。学院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积极作用，定期举办

学术讲座并进行专业指导，推动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稳步提升。学院还十分注重对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学习，不断加强与国外知名高校的

交流与合作，自2015年以来，已有多名教师作为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分别前往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及澳

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学院同时重视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求学平台，与伦敦城市大学就生物技术专业本科合作办学项目签订合作交流协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议，两校互认学分。 

学院拥有“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与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主要从事植物抗癌作用机理基础研究和植物抗癌活性成分

提纯技术及其提纯药物的应用研究。实验室有固定研究人员30多名，实验室面积741㎡，科研设备价值1000多万元，拥有高效液相

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荧光分光光度计、倒置显微镜、微量热仪、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学院与我

校物机学院、建材学院联合申报的“先进储能材料科学与技术”学科（群）于2021年获批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同时，学院还承担湖

北第二师范学院材料科学研究院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环境净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鄂东药用资源植物开发与利用

研究中心3个学科平台建设和科研工作。 

学院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近年来，在全国师范生教学

素质大赛、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湖北省生物实验技能竞赛、湖北省化学(化工)成果报告会、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创业计划竞赛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等大赛中屡获佳绩，70多人次获奖，其中获国家级竞赛奖项65余项；省级竞赛奖项94

项；实用新型专利40项；学院保持每年5篇左右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历届研究生录取率均保持在20%以上。

学院依托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企业资源优势，重点围绕光谷生物城高新企业的发展需求，开展多种校企合作模式，积极搭建

产、学、研校企合作平台。2014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与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光谷学院 ”；2015年专

业实习基地--光谷生物城实习实训基地获批“湖北省实习实训基地”，建有校外专业实习基地20个、6个师范专业教育实习基地和3个

野外实习基地；学院先后在九州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人福医药、华大基因、光谷新药孵化等高新企

业建立创业、就业基地，积极培养适合光谷生物城经济迅速发展的生物技术和制药方面的专业人才, 每年举办“才聚光谷”光谷生物

城专场招聘会,就业率达95%。

学院将继续秉承“学高、身正、诚毅、笃行”的校训，坚持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办学理念，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凝练学科方向，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为区域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

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才聚二师·光谷生物城”专场招聘会 “生机无限.共化未来”

《生活中的生物化学》户外科普展

我院与松滋市科经局开展校政企合作

湖北省“国培计划”

提升初中生物培训项目

我院学子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区金奖

践行垃圾分类 建设美丽家园 我院学子

赴沙洋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学历

本科

本科

专业

应用化学

生物制药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人数统计

32

37

1715

13 24

联系人及电话

孙晨

027-87943696  

15927688011

合计男生 女生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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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本科

专科

化学

生物科学

药品生物技术

68

120

47

17 51

9723

11 36

专业类别

师范专业



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建材学院）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以培养建筑及材料工程领域高素质技术

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工科学院，设置工管系、材料系、土木系等3个系，现有工程管理、土木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工程造价4个本科专业，其中工程管理专业入选2014年湖北省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项

目，2016年湖北省最佳专业排行(中国校友会网）第18名，2019年获批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材料科

学与工程为“十四五”湖北省高等学校优势特色学科群“先进储能材料科学与技术”的主干学科。现有全日

制在校生1300余人。

建材学院坚持依托建筑与建材行业特色办学，现有“湖北省BIM智慧建造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湖北省环

境净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新型高性能节能环保墙体材料研发中心”等省级平台，聚焦“绿色

新能源材料”及“BIM智慧建造”两条主线，建成“BIM技术应用研究所”“绿色能源材料应用研究所”“工

程实训中心”以及17个实验实训室。先后与中国一冶、上海天华、湖北工建、武汉建工、建华建材、精工钢

构、华新水泥、葛洲坝集团、荆工集团、亚东水泥、元亮科技、嘉禾装饰、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武汉天帷、

华科优建等知名企业共建60余个实习就业基地，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有力支撑。

建材学院坚持以生为本，着力培养人格健全、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具有“大工程

观”背景的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近年来，学生在“创青春”“挑战杯”、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大赛、

全国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技能大赛中，近年来，先后获得国家金奖1项、国家级和省级奖项均超50项，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取得国家专利49项。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考取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等重点高校研究生人数逐年攀升。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顺应新工科发展趋势，坚持走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协同育人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特色办学，力争建设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工

科学院。

建材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顺应新工科发展趋势，坚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发展之

路，努力实现特色办学，力争建设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工科学院！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专科 工程造价

人数统计

67

120

147

42 25

4476

8166

1449747

联系人及电话

王晓静

027-52104783

13317186529

合计男生 女生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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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计算机学院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办学特色鲜明。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教育技术学、人工智能、电子商务6个本科专业，电子商务专科专业。与

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共同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现有在校生两千多人。其中，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国家一流专业本科专业建设点，软件工程专业是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以光谷为依托，以产业为对象，推进产教融合、校地共建，建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就业创业的协同机制。学院拥有基础教育信息技术服务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省教育云服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华为云学院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拥有教育大数据研究院、人工智能应用研

究所、大数据与工业工程信息化研究所、产业互联网应用研究所。学院负责牵头申报入选教育部第二批人工

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高校。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近五年，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奖392项，其中获国家级竞赛奖励100余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55项、发表论文203篇、专利35项、软件著作权76项。毕业生从事岗位和专业相关

度高达到90%，毕业五年左右的学生大部分已成为单位骨干。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学子喜获“挑战杯”湖北省金奖，国家铜奖

副校长胡兴率计算机学院前往金山软件开展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

计算机学院学子王宏为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学生第一党支部通过教育部第二批

“全国样板党支部”验收

计算机学子喜获互联网+创业大赛国家银奖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教育技术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电子商务

计算机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合计

36

213

94

39

135

男生 女生

3 33

93120

2668

26 13

32 103

杨戌

027-52104771

15392915757

专科 电子商务 457 38

学历 专业
人数统计

联系人及电话

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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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类别



chool  of Management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于2015年7月，由原会计学院整体及原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类相关资源整合设立。现有财务管

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物流工程、公共事业管理、酒店管理等六个本科专业和会计、旅游管理两个专科

专业。在校生人数2200余人。

学院拥有一支阵容整齐、实力雄厚、团结向上且朝气蓬勃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师资队伍。其中50%以上

具有高级职称；4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60%以上的教师曾参与对企业及政府相关管理人员的培训，与实业界

高级管理人员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紧密联系。此外，还聘请了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知名教授、博士生导

师为学院客座教授。

学院现有“管理科学与工程”校级重点学科，“物流管理”及“财务管理”两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物流运筹学》、《市场营销学》等四门省级一流课程，与第三方合作开设有财务管理ACCA方向班。设有

“供应链运作与服务创新研究所”、“湖北省域治理现代化评价研究中心”，依托“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战

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省级教研平台）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近几年，获得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26项，省厅级项目48项，其他项目83项，出版学术专著31部，发表具有较高水

平的科研论文180余篇。

管理学院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实验、实训、实习条件建设，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有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财

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及酒店管理等五个专业实验实训平台及创新创业实训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实验、实

训和跨专业综合实训。通过广泛的校企、校政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平台。

学院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注重理论教学，强调实践能

力提升，通过学风师风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及学生学科竞赛计划、科研训练计划

等，积极探索和不断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逐渐形成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教学体系。毕业生深

受用人单位欢迎，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斩获第十三届

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参加

“武汉国际网球公开赛餐饮接待项目”

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前往东湖综保区参观学习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京东物流展开实训

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二等奖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物流管理

酒店管理

管理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合计

77

257

23

78

56

男生 女生

29 48

21443

221

30 48

11 45

物流工程 218 13

学历 专业
人数统计

联系人及电话

叶莹

027-87943691

15927840779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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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817 74

会计 16219 143专科

专科 旅游管理

本科



chool of Arts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更名于2009年5月，2004年9月开始本科招生。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31年成立的湖北省立教育学

院美术科，即后来的湖北教育学院艺术系。学院设有美术系、音乐系、视觉传达设计系、舞蹈系、数字多媒

体艺术与科技系、环境设计系六个系部，现有省级教学实训平台；省级人文社科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

究中心，荆楚文化创新研究院，下设校级学术平台——艺术文化创意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

研究中心、师范生美育实践研究中心和校园戏剧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建立湖北省服务外包人才培养（训）

基地。

艺术学院拥有一支素质高、学识渊博、教学和实践能力强、治学严谨、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专业师资队

伍。学院现有教职工90人，其中专任教师为80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31人，博士学位教师11人（含在读）。

教师学缘分别来自国内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高校及美国、意大利、韩国等艺术类高校。

艺术学院秉承创新发展的艺术教育理念，深化应用型、师范性办学内涵和优势，规范教学行为、提高教

学质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适应经济、文化发展，富有艺术创新精神的应用型艺

术人才。现有全日制在校本专学生2016人。开设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教师教育）、美术学（教师教

艺术学院

育）、舞蹈学（教师教育）、音乐表演、动画、环境设计七个本科专业和音乐教育专科。其中，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获批湖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于2019年获批湖北省一流专业建设项目。近

三年来，学院师生先后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100多次；省级精品课2门；学生就业率超过90%。

学院科研实力雄厚。“十三五”时期各级财政拨款的纵向科研项目经费近三百万，横向科研项目经费近

两百万，社科研究成果数量巨大。社科研究项目共有8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8项；湖

北省社科基金项目11项；哲学社会科学类优秀研究成果有：学术专著18部；核心期刊论文40篇；研究报告

1项；获得专利数量13项；软件著作权数量4部。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音乐表演

音乐学

舞蹈学

动画

美术学

艺术学院202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合计

60

71

50

80

81

男生 女生

30 30

5813

3911

28 52

12 69

视觉传达设计 9525 70

学历 专业
人数统计

联系人及电话

本科 环境设计 5136 35

专科 音乐教育 3215 17

本科

聂刚刚

027-52104928  

18064024423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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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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