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
诚挚欢迎各⽤⼈单位来校招贤纳⼠！

学校简介

百年师⼤

北京师范⼤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学，是⼀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理

基础学科为主要特⾊的著名学府。学校的前身是 1902年创⽴的京师⼤学堂师范

馆，1908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设校，1912年改名为北京⾼等师范学校。

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所师范⼤学。1931年、1952

年北平⼥⼦师范⼤学、辅仁⼤学先后并⼊北京师范⼤学。

“七五”、“⼋五”期间，北京师范⼤学被确定为国家⾸批重点建设的⼗所⼤学

之⼀。“九五”期间，⼜被⾸批列⼊“211⼯程”建设计划。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

教育部和北京市决定重点共建北京师范⼤学，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北京师范⼤

学列⼊⽀持建设的世界⼀流⼤学的⾏列。“⼗五”期间，学校进⼊国家“985⼯程”

建设计划。2017年，学校进⼊国家“世界⼀流⼤学”建设 A类名单，11个学科进

⼊国家“世界⼀流学科”建设名单。

南国北师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是北师⼤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

中国特⾊世界⼀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学校“⼀体两翼”办学格局和“⾼

标准、新机制、国际化”原则，打造的与北京校区⼀体规划、⼀体推进、⼀体呈

现、同⼀⽔平的南⽅校区。利⽤毗邻港澳的独特优势和创新氛围，珠海校区旨在

打造成为卓越教师尤其是国家急需学科师资培养的南⽅⾼地，服务港澳⼈⼼回归

和“⼀带⼀路”倡议的⼈才培养基地，教育⾼精尖研究中⼼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培育基地。

·⼈才培养



珠海校区坚持服务国家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北师⼤⽂理基础学科优

势，聚焦国际科学技术前沿、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培养卓越教师、拔尖创

新⼈才和⾼⽔平复合型⼈才。珠海校区建设有⼀带⼀路学院、未来教育学院、⽂

理学院、未来设计学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湾区国际商学院以及乐育书

院、会同书院、知⾏书院、弘⽂书院、凤凰书院，实⾏“学院+书院”协同育⼈模

式。2019年 9⽉，珠海校区迎来学校⾸批在珠海校区培养的本科⽣。⽬前在校本

科⽣、研究⽣规模 9000余⼈。

·学科建设

珠海校区对标世界⼀流，汇聚优质资源，以北师⼤ 11个“双⼀流”学科与 14

个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A类学科为基础，布局教师教育与教育科学、中国⽂化

艺术、脑科学和健康、⽣态环境与绿⾊发展、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未来新兴学

科 6⼤学科领域。⽬前珠海校区已成⽴了⾃然科学⾼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

⾼等研究院，围绕重点学科集群开展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团队的孵化培育；建设

有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南⽅中⼼、地表过程与资源⽣态国家重点

实验室珠海基地、粤港⽔安全保障联合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级平台和省部级实验室；

正在逐步构建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和新型智库协同发展的科研平台新格局。

乐育、会同、知⾏书院与毕业⽣信息

乐育书院

本着“为⺠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办学初⼼，依托教师教育的

传统优势资源，北京师范⼤学于 2019年做出在珠海校区打造中国基础教育⻩埔

军校的战略决定，并于次年 7⽉创建乐育书院，以创新⽅式培养公费师范⽣和“优

师计划”“志远计划”定向就业师范⽣，探索培养与“⼤国良师”⽬标相适应的“学院

+书院”协同育⼈模式，落实三全育⼈。乐育书院以新时代“四有”好⽼师为培养⽬

标，围绕具有书院特⾊的第⼆课堂，实施以信念养成教育为核⼼，教师教育、通

识教育和社群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实践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五位⼀体第⼆课堂育⼈

体系，从⽽培育具有⾏业领导⼒的⼤国良师，具有⾼度职业认同感和⼯匠精神的

卓越教师，以及有品位、会⽣活的幸福教师。



乐育书院

专业 ⼈数

汉语⾔⽂学（师范） 本专业致⼒于培养崇德弘教，具有诚挚
的家国情怀、⼈⽂关怀和奉献精神；博
学明辨，具有优良的学科素养、知识更
新能⼒和国际视野；传道授业，具有先
进的育⼈理念、教学技能；锐意创新，
不断改进中国语⽂教育教学，勇于进
取；引领我国未来中学语⽂教育教学
不断发展的“四有”好⽼师。

44

英语（师范）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英语语⾔基本功、厚实的英语语
⾔⽂学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宽
阔的国际视野，并具备批判性思维能
⼒、跨⽂化交际能⼒、英语学科教学能
⼒、教育教学研究能⼒，能胜任基础教
育阶段英语教学与研究的未来卓越教
师与拔尖创新⼈才。

41

思想政治教育（师

范）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基
础扎实、专业知识丰富、综合素质优良、
具有国际视野、教育教学能⼒过硬的中
学政治课教师，造就中学政治课程教学
卓越教师、中学教育领军⼈才和未来教
育家。

27

历史学（师范） 以“四有好⽼师”为标准，培养具有现代
教育理念和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优秀
⼈才，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较
强的科研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且有可持续⾃我发展潜能的研究型、专
家型卓越教师。

38

数学与应⽤数学

（师范）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掌握数学科学的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法，掌握
数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受到严格数学思
维的训练，能够运⽤数学知识和计算机
解决实际问题，并具备较强的教育教学
实践能⼒和知识更新能⼒。培养堪担重
点中学、教学研究与教育管理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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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任的拔尖创新型⼈才。

物理学（师范） 本专业致⼒于以“四有”好⽼师标准培
养具有⾼度科学⽂化素质和良好道德
⻛貌，具有宽厚和扎实的物理专业基础
及良好的数理基础与实验技能，了解现
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
技能和物理教育研究能⼒、富有创新意
识和探究精神、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开
阔的视野、乐教适教的研究型卓越中学
物理教师。

35

地理（师范） 本专业坚持⽴德树⼈，以本为本，
培养具备宽厚的地理学基础，掌握
地理学 基本理论、知识、⽅法和
技能，具有地理数据获取、分析和
应⽤能⼒，满⾜国家 和地⽅需求，
具备开阔国际视野，创新能⼒突
出，能够胜任科研教育单位、政府
管理部⻔等相关教学科研⼯作的
⾼素质复合型拔尖⼈才。

5

联系⼈ 张明舒 电⼦邮箱 Zhangmingshu@bnu.edu.cn 联系电话
（座机）

0756-3683186

会同书院

为进⼀步深化⼈才培养模式改⾰探索，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发展、具备
“四有”素质的拔尖创新⼈才，2022年 7⽉，北京师范⼤学在珠海校区成⽴会同书
院。“会同”出⾃《周礼》“时⻅⽈会，殷⻅⽈同”，意为四⽅⻬会，同⼼同⾏。书
院以“会同”命名，体现了传承历史⽂化和倡导中⻄会通、古今交融、⽂理交叉的
⼈才培养理念。
会同书院遵循北京师范⼤学“夯实基础、加强融合、尊重个性、全⾯发展”的

本科教学指导思想，围绕拔尖创新⼈才培养总体⽬标，坚持五育并举，注重提升
学⽣“软实⼒”，引导学⽣塑造健全主体⼈格，努⼒成⻓为志存⾼远、开拓创新、
积极有趣、脚踏实地的⼈。
会同书院由中国科学院院⼠、神经科学和⽣物物理学家郭爱克教授担任⾸任

院⻓。⽬前书院学⽣涵盖 18个本科专业，其中 14个为国家级⼀流本科专业，2023
届毕业⽣涉及以下 10个专业。

会同书院



专业 ⼈数

汉语⾔⽂学 汉语⾔⽂学专业坚持厚基础、宽
⼝径的原则，学⽣主要学习汉语
和中国⽂学、⽂化⽅⾯的基本知
识，接受相关理论、发展历史、
应⽤实践研究现状等⽅⾯的系统
教育和业务能⼒的基本训练。本
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深厚的⼈⽂素
养、⼀定的理论⽔平和系统的汉
语⾔⽂学知识，有开阔的国际视
野、突出的创新能⼒和竞争能⼒
的⾼素质精英⼈才，为党政科研
机关、教学研究、报刊宣传、影
视⽂化、中⼩学教育等⾏业输送
⼈才。

67

英语 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
合素质、扎实的英语语⾔基本功、
厚实的英语语⾔⽂学知识和必要
的相关专业知识、宽阔的国际视
野，具备⼀定的跨⽂化交际能⼒、
批判性思维能⼒和研究创新能
⼒，能适应社会不同需求，在教
育、外事、⽂化、科研等部⻔从
事教学、翻译、研究、管理等⼯
作并具有⼀定研究能⼒的拔尖创
新⼈才。

24

历史学 历史学专业培养具备较⾼理论素
养、系统专业知识、较强创新精
神、突出实践能⼒、综合素质卓
越的历史学专⻔⼈才；本专业培
养能够在⽂化教育、政府机关、
新闻出版、国际⽂化交流、博物
馆、展览馆、外事等单位从事教
学、研究、管理等⼯作的相关⼈
才。

32

数学与应⽤数学 数学与应⽤数学专业学⽣主要学
习数学和应⽤数学的基础理论、
基本⽅法，接受数学模型、计算
机和数学软件⽅⾯的基本训练，
旨在培养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理
论与基本⽅法，具备运⽤数学知
识、使⽤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受到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
能在科技、教育和经济部⻔从事

66



研究、教学⼯作或在⽣产经营及
管理部⻔从事实际应⽤、开发研
究和管理⼯作的⾼级专⻔⼈才。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克思主
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
⽐较强的科学，旨在培养具备扎
实的⻢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掌握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法，
具备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
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
多学科知识基础，能够胜任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作，
胜任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
⼯作的专⻔⼈才。

9

地理科学 地理科学专业坚持⽴德树⼈，培
养具备宽厚的地理学基础，掌握
地理学基本理论、知识、⽅法和
技能，具有地理数据获取、分析
和应⽤能⼒，满⾜国家和地⽅需
求，具备开阔国际视野，创新能
⼒突出，能够胜任科研教育单位、
政府管理部⻔、企业事业单位相
关教学科研⼯作的⾼素质复合型
拔尖⼈才。

25

物理学 物理学专业致⼒于培养具有⾼度
科学⽂化素质和良好道德⻛貌，
具有宽厚和扎实的物理专业基础
及良好的数学基础与实验技能，
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和国际
视野，能在物理学领域从事研究
的精英⼈才，或能在其它交叉学
科或相关应⽤领域⼯作的⾼端复
合型⼈才，或能在教育领域从事
研究型教学⼯作的卓越⼈才。

32

化学 化学专业致⼒于把学⽣培养成为
具有优秀的⼈⽂科学素养和良好
的道德⻛貌，具有宽厚扎实的化
学和相关理学基础知识及实验技
能，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
拔尖学⽣，在未来能够成⻓为在
科研机构、⾼等学校、企事业单
位和重点中学的胜任科研、教学
及管理⼯作的精英⼈才。

13



⽣物科学 ⽣物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优秀
的⼈⽂与科学素养、宽厚的⾃然
科学基础、扎实的⽣命科学专业
知识和技能、富有创新意识与教
育教学实践能⼒、宽⼴的国际视
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知识、
能⼒、素质全⾯协调发展的有理
想、有抱负的未来在⽣物学相关
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精英
⼈才。

24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专业旨在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发展，具有⾼尚
的师德修养，深厚的教育情怀，
良好的科学⽂化素养和⾼度的社
会责任感，具有先进的体育教育
理念和良好的体育学科专业素
养，富有创新意识、国际视野，
能够胜任中学体育课程教学、课
外体育活动开展、课余运动训练、
体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等⼯作
的卓越体育“四有”好⽼师。

6

联系⼈ 郑美霞 电⼦邮箱 meixia@bnu.edu.cn
联系电话
（座机）

0756-3683595

知⾏书院

知⾏书院旨在传承北京师范⼤学百余年办学积淀，围绕珠海校区“⾼标准、

新机制、国际化”建设原则，探索实⾏“学院+书院”协同育⼈模式，与专业学院共

同构建⾼度协同的“三全”育⼈共同体。书院围绕“德育为先，五育融合”的育⼈内

涵，构建由五⼤模块组成的“知⾏素养”育⼈课程体系。旨在培养富有责任担当、

科学精神、创新能⼒和⼈⽂情怀的⾼⽔平复合型创新⼈才。书院⾸批⼊驻地理信

息科学、汉语国际教育、会计学和法学四个专业的第⼆学⼠学位学⽣。

知⾏书院

专业 ⼈数

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培养具有开阔专业基础
和视野、具备地理信息科学基本理论，掌握遥感、
地理信息技术和空间分析⽅法，对地球表层⾃然
要素、⼈⽂景观和⼈类活动进⾏动态监测和模拟
分析的复合型⼈才，能在科研院所从事相关科学

55



研究；在政府管理部⻔和企业从事⼤数据、遥感
数据处理分析、GIS系统开发与模拟分析⽅⾯的
技术开发与管理。
北京师范⼤学“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是 A+学科
“地理学”的三个⼆级学科之⼀，在 2018-2019年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国内考研学校排名中位
列第 1。在软科全球学科排名中，北京师范⼤学
地理信息科学下的遥感技术在 2017年排名全球
第 3，2018-2021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 4。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普通语
⾔学和汉语⾔⽂字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汉语作
为第⼆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法，具备⼀定的
⽂学⽂化素养和国际视野，能胜任汉语国际教育
及中外⽂化交流⼯作的国际型、复合型、应⽤型
专⻔⼈才。
北京师范⼤学“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以“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硕⼠、博⼠为依托，2020年⾸次
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培养质量在全国
⼀直名列前茅：2006年成为全国⾸批四所专业硕
⼠招⽣试点院校之⼀，2009年全国 24所⾼校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培养⼯作评估中排
名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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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会计学专业培养从事会计管理和研究⼯作的⾼
素质复合型专业⼈才。⽴⾜中国企业实践，借鉴
全球企业经验，依托学院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
优势，强调跨学科、宽⼝径、厚基础，系统掌握
会计学专业理论与⽅法，恪守商业伦理与职业操
守、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适应信息技术
发展和管理变⾰需求，能够胜任企事业单位、政
府机关、⾦融证券机构、会计事务所等各类组织
中的会计、财务、审计、管理及相关研究⼯作。
北京师范⼤学会计与⾦融学科在 2022年 QS全
球⼤学学科排名中位列中国内地⾼校第 12位。
会计学专业在2021年成为国家级⼀流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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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法学专业主要研习法律知识，⾯向⽴法、⾏政、
检察、审判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机构，特别是律师
事务所、⼤型企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培养⾼级专
⻔⼈才。
北京师范⼤学法学专业在 2019年 QS学科排名
中，位列中国内地⾼校第 9位。

71

联系⼈ 张亮 电⼦邮箱 zl@bnu.edu.cn 联系电话（座
机）

0756—3683091



招聘指南

招聘信息发布流程

⼀、线上招聘会/宣讲会申请须知

（⼀）申请流程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官⽹⾸⻚找“⽤⼈单位”

——“招聘/宣讲指南”

按下述“申请须知”所列要求发送申请邮件⾄ zhjy@bnu.edu.cn

在 2—5个⼯作⽇内等中⼼回复

关注官⽹，查看信息发布情况

申请完毕

（⼆）申请须知：

1. 申请邮件中须含以下附件:

①若您是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附本扫描件；

②若您是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附本扫描件;

③若您是政府机关;加盖公章的公函扫描件。

2. 其他附件: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招聘会宣讲会申请表

下载地址:中⼼官⽹→⽤⼈单位→招聘/宣讲指南→申请表附件。

3. 申请时间：请您⾄少提前⼀周进⾏申请。

⼆、线下招聘会/宣讲会申请须知

（⼀）申请流程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官⽹⾸⻚找“⽤⼈单位”

——“招聘/宣讲指南”

按下述“申请须知”所列要求发送申请邮件⾄ zhjy@bnu.edu.cn

在 2—5个⼯作⽇内等中⼼回复

关注官⽹，查看信息发布情况

申请完毕

（⼆）申请须知

1. 申请邮件中须含以下附件:

①若您是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附本扫描件；

②若您是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附本扫描件;

③若您是政府机关;加盖公章的公函扫描件。

2. 其他附件: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招聘会宣讲会申请表

下载地址:中⼼官⽹→⽤⼈单位→招聘/宣讲指南→申请表附件。

4. 申请时间：请您⾄少提前⼀周进⾏申请。

三、⽹站招聘信息发布

（⼀）申请流程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官⽹⾸⻚找“⽤⼈单位”

——“信息发布”



按下述“申请须知”所列要求发送申请邮件⾄ zhjy@bnu.edu.cn

在 2—5个⼯作⽇内等中⼼回复

关注官⽹，查看信息发布情况

申请完毕

（⼆）申请须知：

1. 申请邮件中须含以下附件:

①若您是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附本扫描件；

②若您是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附本扫描件;

③若您是政府机关;加盖公章的公函扫描件。

2. 其他附件: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招聘信息发布申请表

下载地址:中⼼官⽹→⽤⼈单位→信息发布→申请表附件。

四、微信推送发布申请

（⼀）申请流程

“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官⽹⾸⻚找“⽤⼈单位”

——“信息发布”

按下述“申请须知”所列要求发送申请邮件⾄ zhjy@bnu.edu.cn

在 2—5个⼯作⽇内等中⼼回复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师⼤珠海校区就业指导中⼼”，查看推送发布情况



申请完毕

（⼆）申请须知：

1. 申请邮件中须含以下附件:

①若您是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附本扫描件；

②若您是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附本扫描件;

③若您是政府机关;加盖公章的公函扫描件。

2. 其他附件:

①北京师范⼤学珠海校区招聘信息发布申请表

下载地址:中⼼官⽹→⽤⼈单位→信息发布→申请表附件:

②完整的推送⽂案(word)或推送链接，若包含推送⻓图需保证清晰度，⽬每张图

不得⼤于 5M，该部分⽂件或⽂件夹请以“微信推送素材”命名;

③企业商标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