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华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介绍 

西华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综合性大学，是国

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优秀高校，四川省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四川省首批文明校

园，四川省绿化先进单位。学校始建于 1960 年，时名四川农业机械学院，是为

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号召，在当时全国 7

个大区分别布点所建立的农业机械本科院校之一。1978 年，被四川省政府列为

省属重点大学。1983 年更名为四川工业学院。2003 年，四川工业学院与成都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西华大学，2008 年，四川经济管理学院整体并入。 

198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为首批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85

年，学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具有硕士

学位授予权。学校现有校本部、彭州校区、人南校区三个校区，校园面积近

3000 亩。校本部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郫都区。图书馆面积 5 万余平

方米，藏书 250 余万册，电子文献 6500GB、210 余万种。学校是全国收藏《中

华再造善本》的 100 所高校之一。 

学校全面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省属高校中先行先试“首席科学家”模

式，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教授、副教

授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960 余名，其中，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及四川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各类专家

130 余人。聘请 70 余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

担任学校特聘教授。人文学院教师唐丹以总分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全国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荣获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电气与电子

信息学院教师吴昌东获得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电子技术基础、电子线路课程授课

竞赛全国一等奖。 

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国际教育，统筹协调、

分类指导，形成工、理、管、法、经、艺、文、教、农、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格局。现有 27 个学院，1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2 个专业硕士学

位类别，6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6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4.5 万余人。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招收乒乓球、健美操、跆拳道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和边防军

人子女预科。具有面向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学校拥有国家级和省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四

川省“卓越农林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省级应用型本科示范专业 40 余个，3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学校拥有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四川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双一流”建设支持学科、省级重点学科，以

及教育部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

地、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哲社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其他厅局级平台。近三年承担

或参与了 400 余项国家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项目和部省级重点科研课题，成果转化及项目合作产生了巨大的直接或间



接经济效益，获得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和各类成果奖 40余项。 

学校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协同育人，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

意大利、瑞典、捷克、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 70 余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广

泛开展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学术及科研合作，为学生出国深造提供广泛渠

道，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学科简介 

中国语言文学是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传统学科，已有 40 余

年办学历史。现有专任教师 52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6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22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2 人，四川省和西华大学教学名

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4 人。学科带头人有王小甫、谢应光、潘殊闲、武小军、

吴结评、范国英等教授。 

近年来共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50 余部，公开发表各级各类学术论文 30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及四川省社科联项目 40 余项，市厅级

科研项目 60 余项，与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 100 余项，各类科研

总经费近 800 万元，荣获四川省政府等不同级别的教学与科研优秀成果奖 20 余

项。现有在校研究生 30 余人，本科生 1200 余人，历年来已培养各级各类专业

人才 10000 余人。 

本学科拥有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李冰研究中心 2 个四川省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 1 个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共建的蜀学研

究中心。办有学术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李冰研究学刊》和《蜀学辑

刊》。长期与省市区县各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就地方文化名人研究、地

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城市文化规划与城市文化发展等方面有广泛深入的合

作。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高校开

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三、专业方向及考试科目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学

制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01 (全日制)文艺美学 

02 (全日制)文学批评 

03 (全日制)中西方文论 

04 (全日制)文化产业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3文学评论写作 

④804中国文学基础 

 

3年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全日制)社会语言学 

02 (全日制)对外汉语教学 

03 (全日制)现代汉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3文学评论写作 

④805语言学基础 

3年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学

制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全日制)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 

02 (全日制)丝绸之路文献整理与研究 

03 (全日制)海外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

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3文学评论写作 

④805语言学基础 

 

3年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全日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02 (全日制)唐宋文学 

03 (全日制)元明清文学 

04 (全日制)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3文学评论写作 

④804中国文学基础 

 

3年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全日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 

02 (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03 (全日制)中国现当代诗歌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3文学评论写作 

④804中国文学基础 

3年 

 

四、考试科目内容范围说明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范围 主要参考书目 

文学评论写作 

本科目主要考察学生的文

学审美感受能力、发现和辨析

问题的能力及论文写作的能

力，要求考生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对指定的作品进行解读或评

析。 

 

中国文学基础 

    本科目主要涉及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

理论等基础课程的内容，要求

考生系统掌握相关的基础知

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

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

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

史》（全 4卷），高等教育出

版社。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下），高等教

育出版社 。 

语言学基础 

本科目主要涉及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等基础课程的内

容，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的

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

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

分析、解决问题。 

王力主编，《古代汉

语》，中华书局。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上下），高等

教育出版社。 



    

五、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 

预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4日至 9 月 27日，每天 9:00-22:00。 

网上报名时间：2018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31日，每天 9:00-22:00。 

考试初试时间：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3 日（每天上午 8:30-11:30，

下午 14:00-17:00）。 

 

六、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大道 9999号    邮编：610039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6A-113（六教 A 区 113室） 

电话：028—87725198（熊老师）  87723099 （王老师）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网站网址：http://rwxy.xhu.edu.cn/ 
 

http://rwxy.x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