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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月 1日-12 月 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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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 6 个二级学科

培养方向，分别是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培养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培养的，是能够

胜任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学术研

究型人才与高级应用型人才；应培养专业基础坚牢、综合素

质优良、实践技能出众的复合型与创新型人才。

3.招生情况

2020 年，招生情况良好。招生数为 30 人，具体情况见

下表：

2020 年招生情况表

年度
文艺

学

汉语言

文字学

中国古典

文献学

中国古

代文学

中国现

当 代

文学

比较文学

与 世界

文学

合计

2020 4 2 4 9+1 6 3+1 30

注：“+”表示接收推免生

在 2020 年的研究生考试中，一志愿报考 272 人，一志

愿上线人数 28 人,推免接收 2 人，生源中无调剂考生。

4.师资队伍

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37 人，师资队伍力量雄厚，整体

素质优良，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

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既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前辈，也有初

露锋芒的青年学者。其中正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职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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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级职称 12 人，27 人具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学院各培

养点重视教师科研素质的提升，从发展的高度培养和选择学

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形成了坚实的学术阵地。

此外，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我院学

科、教学和科研水平，本学科对研究生导师队伍严格考核，

实行动态调整，并外聘专家学者担任研究生导师、承担学科

课程。其中，贵州省文联主席欧阳黔森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导

师，罗宏梅任文艺学导师，雷昌蛟任汉语言文字学导师，占

升平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导师，并承担西方文论专题研

究、音韵学、语言研究理论等诸多课程。

5.培养条件：

学科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学术积淀。传统基础

研究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并重。科研成果丰硕，学术水平较

高，社会影响较大，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贡献突出。在贵州地

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上独具特色，在宋词与诗歌互动研究方

面，出土文献与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具有领先水平。

学科拥有校级教学实验室一间。 有独立的教学教室 4

间，学术沙龙活动室 1 间，总面积达约 230 平米，为本学科

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优裕的教学、研究和学习条件。拥有贵州

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

域文化研究中心，为师生进行地域文化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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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台。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抓牢学生团学组织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学科点鼓励学

生进入各类各级学生团学组织承担学生干部工作，全方位培

养学生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从 2018 年起学院研究生团总

支书记、研会主席均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优秀学生党员担

任，在推动学院学生各类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第二，打造思政活动平台。思想政治教育重在“润物

无声”，学科点在新生入学教育、研究生导师见面会中，均

旗帜鲜明地强调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道德要求，研究生

学术道德及学风建设培养环节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承担。

第二、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2016 年学院建立了中文系

教工党支部和研究生党支部，2018 年 6 月以学科为基础将原

研究生党支部拆分组建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中国语言文学专

业）。从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党员中选拔支委并定期开展教

育培训和党建考核工作，同时将学院党政领导组织关系转入

支部，全面指导党支部在教育教学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从中文教工党支部建设情况来看，党支部建设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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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健全，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按期收缴党费，

同时将学科发展思路纳入支部工作考量中，如副院长谭德兴

同志在支部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报告中针对研究

生培养和学院科研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肯定了人才培

养和科研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调查研究，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支部党员没有违反廉洁自律规

定的情况，也没有以茅台酒、高档特产谋取利益的现象。

从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建设情况来看，该支部党建工作有

部署、有安排，每月定期开展党组织生活，不断规范党员学

习管理，多形式开展党组织生活，多种形式组织学习相关文

件精神，按月收缴党费；不断优化党组织设置，做到对党员

底数清、情况明，按照学院情况完成支委委员的选举和改选

工作；严格党员发展程序，严把党员入口关和教育培训工作，

真正落实“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

2.制度建设

在长期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学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研究生管理系统，从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从学院领导、职能

部门到学科点三级管理机制。根据贵州大学研究生院 2005

年 2 月《关于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岗位工作职责说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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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研究生科科长岗位职责》、《研究生科研科科员岗

位职责》、《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实施细则》《贵

州大学人文学院实验室相关规定摘录》来具体履行管理职

责，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学院多采用信息化和引导式管理

手段，学院在各级研究生中均设立 QQ 群，研究生学生会也

在学院学生科指导下活动。在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努力下，

学院研究生工作稳健运行。

3.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 2020 年，本学位点新引进专任

教师 2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均具有博士学位。2020

年遴选导师 21 人。

4. 培养条件建设

2020 年，本学位点建设学术沙龙活动室并投入使用，为

师生研究活动提供空间。

5.科学研究工作

在科学研究方面，2020 年学科新增省级以上人文社科项

目共计 3 项。其中新增国家级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

省厅级项目 1 项， 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 项，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 7 篇，出版专著共 2 部，2020 年间本学位点研究生发

表论文 53 篇。王伟获贵州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著作类二等奖，付星星获论文类二等奖。谭德兴获贵州省

第四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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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生与培养

在招生就业方面，2020 年本学位点招收研究生 30 人。

本专业学位点 2020 年就业率达 87%，就业去向包括考取国内

知名大学博士、在高校担任教师工作、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

等。

2020 年，本专业研究生共毕业 33 人。所有毕业研究生

在毕业论文的查重、校内抽检、省抽检中，合格率均为 100%，

欧阳聘同学学位论文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朱思羽等八

名研究生申报贵州大学 2020-2021 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及创

新成果奖。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研究生考博率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国博士招式主

要是考核制，应届毕业生研究成果有限，且受疫情影响，没

有较好的应对措施，加之学生急于就业，读博意愿不强烈，

导致考博率不高。

2.学科队伍建设不均衡

有的二级学科难以引进人才，造成人才缺口，难以形成

高效的研究团队；有的二级学科缺少学科领头人，在国内外

缺少影响力。

3.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学位点研究生教育缺少教学成果整理，优秀的教学方法

没有得到有效展现，导致在教学改革及教材、课程建设方面

颇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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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激发学生科研热情，鼓励学生积

极考博，择优就业.

2.根据学科发展现状，积极引进急需人才,加快人才建

设； 进一步增强学科凝聚力，整合学科研究队伍，逐步形

成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

3.整理研究生教学研究经验成果，加强研究生课程教材

建设，推动研究生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改善教学方式，进

一步提高课程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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