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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2 历史文化学院  0931-8913704 

◆民族学(030401) 
01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

实践 
02  心理人类学 
03  边疆安全与发展 
04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民族学概论 
④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下

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学习成绩证明 ②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

策(030402) 
01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02  世界民族 
03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民族学概论 
④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下

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学习成绩证明 ②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史(030404) 
01  中国少数民族史 
02  历史人类学 
03  中国民族关系史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民族学概论 
④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下

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学习成绩证明 ②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民族社会学(0304Z1) 
01  民族社区发展 
02  民族社会与文化 
03  民族社会工作 
04  影视人类学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民族学概论 
④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下

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学习成绩证明 ②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藏学(0304Z2) 
01  藏传佛教 
02  藏族语言与文化 
03  藏族历史与现状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民族学概论 
④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下

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学习成绩证明 ②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考古学(060100) 
01  中国考古 
02  丝绸之路考古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修

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

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全国大



03  佛教考古 
04  古文字 

③考古学基础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

试 

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供 1 篇与报

考专业相关、以本人为主、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中国史(060200) 
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2  历史文献学 
03  专门史 
04  中国古代史 
05  中国近现代史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历史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

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修

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

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全国大

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供 1 篇与报

考专业相关、以本人为主、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敦煌学(0602Z1)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历史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

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修

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

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全国大

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供 1 篇与报

考专业相关、以本人为主、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世界史(060300) 
01  世界近现代史 
02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世界通史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学科综合考

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修

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

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全国大

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供 1 篇与报

考专业相关、以本人为主、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世界文明史、国际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