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章师范学院 2019 年公开招聘 50 名博士 

一、学校简介 

豫章师范学院坐落于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高校园区，是

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是江西省

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南昌市人民政府确定为优先

发展重点打造的唯一市属本科高校，是一所以培养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和小学教育等基础教育师资为主的师范类院校。 

百年学府，人才辈出。学校肇始于 1908 年创建的江西

省立女子师范学堂，迄今 111 年。孕育了大革命时期与方志

敏齐名的陈赞贤、被鲁迅赞为“真的猛士”的刘和珍等革命

先贤，培育了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傅抱石、现代中国声乐教

育事业的奠基者喻宜萱等专家学者，还培育了众多党政人才、

演艺明星、商界骄子，以及一大批育人楷模，为区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南昌市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南昌市 80%以上的小学校

长和 90%以上的幼儿园园长毕业于我校。 

环境优美，条件优越。占地面积 1001.58 亩，在校学生

一万余人。学校大力实施校园文化提升工程，抱石园、赞贤

广场、陈鹤琴纪念馆、自然博物馆等场所的精美打造，极大

地提升校园环境品位，2017 年被评为江西省第一届文明校园。 



学校硬件设施先进，语音教室、微格教室、儿童音乐创

编室、听障大学生律动室、言语康复实训室等现代化教学设

施俱全，特别是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业的实验、实训设备

国内领先，获得教育部评估专家组高度赞誉。 

现有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工学、文学、法学等六

大学科门类。有教职工 701 人，专任教师 590 人，其中国家

级专家、教授、副教授 185 人，博士、硕士以上教师 327 人，

“江西省百千万人才”2 名。全国“精品视频公开课”及省

级精品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8 门，省级特色专业 6 个，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 个，省级教学团队 4 个。 

特色鲜明，成果显著。学校确立了“做强学前教育、做

优小学教育、做精特殊教育、做实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

突出师范特色，强化内涵建设，大力推进实践教学改革，人

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办学实力显著增强。近年来，学校连

续被评为江西省文明单位、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评估“优秀等级学校”、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单位、江西省高校平安校园示范学校、江西省高校信息化

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才人事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 

新时代新作为，学校将继续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

特色铸校、创新兴校”的办学理念，将以改革为动力,以学



科建设为龙头,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全面加

强学校内涵建设，朝着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本科院校

迈进，谱写学校发展新的壮丽篇章。 

现因发展需要，特向社会诚聘以下人才。 

二、招聘计划 

招聘部门 岗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学科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079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教学科研 4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中国

近现代史纲

要、思想政治

教育、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

国共产党党史 

龙老师 

87545230 

13077992616 

1046420284@qq.com 

小学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 8 

课程与教学

论、教育经济

与管理、教育

学原理、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 

黄老师 

87545177 

18679129555 

1007374204@qq.com 

学前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 5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心理

学 

徐老师 

87545280 

13197919347 

1355731178@qq.com 

文化与旅游学

院 

教学科研 6 

中国古代文

学、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

学、新闻学、

文化创意与文

化产业、旅游

管理 

吴老师 

87545173 

13807039109 

369663608@qq.com 

外国语学院 教学科研 5 

英语语言文

学、课程与教

学论、商务英

语、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

郭老师 

87545187 

13870866451 

3179687351@qq.com 

http://zysz.tvet.net.cn/sMajorWrite/majorListUp
http://zysz.tvet.net.cn/sMajorWrite/majorListUp


学 

数学与计算机学

院 
教学科研 4 

教育技术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

程、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概

率论与数理统

计、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

论 

胡老师 

87545183 

13870876601 

1846787151@qq.com 

经济与管理学

院 

教学科研 3 工商管理 

黄老师 

87362101 

13732901068 

228288966@qq.com 

特殊教育系 教学科研 3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心理学、基础

医学、临床医

学、护理学 

刘老师 

87545287 

15270951653 

285816587@qq.com 

音乐舞蹈系 教学科研 6 

音乐学、艺术

学理论、舞蹈

学、广播电视

艺术学 

舒老师 

87545192 

15979061506 

1072971192@qq.com 

体育系 教学科研 3 

体育人文社会

学或运动人体

科学、体育教

育训练学、民

族传统体育学 

麻老师 

87545261 

13879114426 

156382396@qq.com 

美术系 教学科研 3 
美术学、艺术

学、书法 

樊老师 

87545201 

13807099046 

181883512@qq.com 

总计： 50 

  

1.以上招聘人员均须是国（境）内、外高校毕业博士研

究生，且在报到时应取得学历、学位、国外学历认证，应届



博士毕业生最迟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学历及学位

证书； 

2.年龄要求一般在 45 周岁以下（1974 年 1 月 1 日以后

出生）。 

三、报名办法 

1.报名截止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招

满为止。 

2.报名方式：凡有意应聘者，请将简历和相关业绩材料

发送电子邮件至各岗位相应的报名邮箱。邮件主题注明姓名、

学历学位、毕业院校、专业、拟应聘岗位(如：王某某＋博

士研究生＋毕业学校+某某专业＋应聘美术系某某岗位)。 

面试当天请应聘人员携带所有证件原件和业绩材料原

件进行资格审查。 

四、博士待遇 

1.安家费 20-40万元（税后）。 

2.提供过渡房一套（面积 60 平方米）或一次性购房补贴

20 万元（税后）。 

3.提供科研启动基金文科 10 万，理科 15 万。 

4.享受博士津贴 1000 元/月。 

5.博士来校前三年享受校聘副教授待

遇。                       



                         

                         

                          

6.家属安置： 

（1）人才家属安置按南昌市相关政策执行，不安排工作

待业在家的配偶享受生活补助 1500元/月，补贴时间为 3年。 

（2）人才子女就学在学校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入托或

上学。 

7.夫妻双方同为博士，安家费和购房补贴分别计算。 

五、考核办法 

1.考核方式：考核采取面试和试讲方式，内容为相关专

业知识。 

2.考核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体检 

1.单位统一组织体检，检查标准参照《江西省申报认定

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试行）》（赣教发〔2010〕09 号）

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2.体检不合格的不录用。 

3.体检时间、地点由组织人事处另行通知。 

七、录用 



经考核、体检合格后学校办理相关上编手

续。                        

八、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 

1.通讯地址：南昌市梅岭大道 1999 号（330301） 

2.联系人：0791-87545125（程老师）传真：

0791-87545104。 

3.邮箱：wyl_4732@126.com 

4.网址：http://www.yuznu.edu.cn 

 

http://www.yuz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