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学院──── 

 

1. 2017 年郑州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拟招生人数请查看郑州大学研究生

院网站，导师具体情况请查看郑州大学外语学院网站。 

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招收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全日制本科

毕业生，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考生一般应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3.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只接收英语专业毕业生；日语语

言文学专业只接收日语专业毕业生；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只接收德语专业毕业生。 

4. 同等学力考生须毕业满两年，且至少发表一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5. 翻译硕士招收英、汉语言基本功扎实的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考生。同等条件下，

具有较高翻译资格证书、非外语专业学历证书或职业翻译实践经验的考生优先录取。 

 

  院系代码：008             地  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       邮政编码：450001 

  联系部门：外语学院        电  话：0371-67781221              联 系 人：胡楠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  导 

教  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90  拟接收推免生 

  其中，科  10 人 

  学学位 45   

  人，专业   

  学位 45    

  人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1.考试科目③和 

01(全日制)美洲文学    刘永杰  ④试卷为中文 

 陈观亚  或 241 二外日语 2.复试科目： 

 张  莉  或 242 二外德语 ①专业笔试(文 

 沈  杨  或 244 二外俄语 学概论、比较文 

 
  

③618 语言文字及语言学 

④830 文学综合 

学概论等） 

    ②专业面试 

                 ③实践能力考核 

     

02(全日制)欧洲文学 张晓青    

 王  森    

 张  璐    

 余  芳    

     

03(全日制)东方文学 葛继勇    

                           卢俊伟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英美文学                 刘永杰  ②241 二外日语(新版标准日 ①专业笔试（翻 



 

 郝素玲  本语）、242 二外德语（德语 译学方向分英译 

 张建国  速成上下册）、243 二外法语 汉和汉译英，各 

                           赵玉敏  （法语 1-3 册）、244 二外俄语 占 50%；其它方 

                           高晓玲  （大学俄语 1-4 册） 向分两部分：专 

                           高灵英  ③626 基础英语（英语词汇、 业方向占 60%，  

                           张  莉  英汉互译、英语修辞与文体、 翻译占 40%。 

                           宋根成  阅读理解、英语写作等） ②专业面试（分 

                           王艳玲  ④855 专业英语（英美文学、 方向进行） 

                             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 ③实践能力考核 

   学） 2.同等学力加试: 

    ①二外 

    ②综合英语 

     

02(全日制)英语语言学               钱建成    

 张巨文    

                 王志伟    

                           马冬丽    

                               

03(全日制)翻译学 杨明星    

 张军平    

                           王志伟                            

 马敬想    

 夏  莉    

 牛桂玲    

 陈令君    

 李文竞    

                           索成秀                            

     

04 (全日制)跨文化研究 索成秀    

 曾利娟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德语文学 张晓青  ②245 二外英语（词汇、语法、 ①专业笔试：德 

 尹岩松  阅读理解、写作等） 语综合能力测试 

 
  

③629 基础德语（含词汇、语

法、 

②专业面试 

   阅读、写作等） ③实践能力考核 

 
  

④857 专业德语（德汉互译、

德语 

2.同等学力加试 

   文学、语言学等） ①二外 

    ②综合德语 

     

02 (全日制)德汉翻译理论与

实践 
尹岩松  

  



 

 张晓青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复试科目： 

01(全日制)日本文化研究 葛继勇  ②245 二外英语（词汇、语法、 ①专业笔试：中 

 段  帆  阅读理解、写作等） 日语言文化知识 

   ③627 基础日语（含词汇、语 （参考高教社《 

02(全日制)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段  帆  法、汉日互译、阅读理解、日 日本学基础丛 

 崔亚珍  语写作等。参考外教社《综合 书》） 

 葛继勇  日语教程》等 ②专业面试 

 李  丽  ④856 专业日语（含日本语言、 ③实践能力考核 

   文学、文化、历史等。参考 2.同等学力加试 

   翟东娜《日语概论》、王勇 ①二外 

   《日本文化》等） ②综合日语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复试科目： 

言学   ②241 二外日语（新版标准日 ①� 业笔试：英 

01(全日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 

钱建成 
 

本语）、242 二外德语（德语 语语言学（占 

 张巨文  速成上下册）、243 二外法语 60%）和翻译（占 

 马冬丽  （法语 1-3 册）、244 二外俄语 40%） 

 马敬想  （大学俄语 1-4 册） ②专业面试 

 蔡艳玲  ③626 基础英语（英汉翻译、 ③实践能力考核 

 陈令君  汉英翻译、英语修辞与文体、 2.同等学力加试: 

 牛桂玲  阅读理解、英语写作等） ①二外 

 杜小红  ④855 专业英语（英美文学、 ②综合英语 

 王宇红  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  

     

02(全日制)认知语言学 钱建成    

 马冬丽    

 穆念伟    

 李  雪    

 杜小红    

 张庆彬    

     

03(全日制)语用学 张巨文    

 马冬丽    

                           穆念伟                                      

 张庆彬    

     

04 (全日制)西方修辞与传播 王志伟    

 夏  莉    

 李艳芳    

 蔡艳玲    

     



 

0551 翻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英语笔译 杨明星  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英语词 ①专业笔试（英 

 张军平  汇、阅读理解、英语写作等） 汉互译） 

 钱建成  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翻译 ②专业面试   

 王志伟  理论基础、英汉互译等） ③实践能力考核 

 刘永杰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郝素玲    

                           马敬想                            

                           赵玉敏                            

 穆念伟    

 高灵英    

                           张建国                            

 陈观亚    

 蔡艳玲    

 牛桂玲    

                           张  莉              

                           李艳芳              

 李  雪    

 陈令君    

                           曾利娟              

                           杜小红              

 沈  杨    

 李文竞    

 索成秀    

 宋根成    

 郭  勇    

 王艳玲    

 胡光全    

 张庆彬    

     

02(全日制)英语口译 夏  莉    

 李艳芳    

 索成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