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用人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岗位要求 联系人 邮箱 办公电话

1 文学院 教学科研岗 3

语文教育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古代
文学、文秘专业；具有语文教育学、古代文
论、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方言研究、宋辽金
元文学、明清戏曲小说、中国文化经典教育
背景或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
业背景

梁娟 5884@cnu.edu.cn 68902302

2 历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世界史专业，能够承担世界史的基础课和选
修课教学工作

刘芳 history@cnu.edu.cn 68902315

3 历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 刘芳 history@cnu.edu.cn 68902315

4 政法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民商法、刑法、法理学等相关法学专业 刘颖 5586@cnu.edu.cn 68902363

5 政法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关专业 刘颖 5586@cnu.edu.cn 68902363

6 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法学、教育法学相关专业 王晓薇 5633@cnu.edu.cn 68901746

7 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课程与教学论及相关专业 王晓薇 5633@cnu.edu.cn 68901746

8 美术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写实油画、书法、美术教育 黄梅 5813@cnu.edu.cn 68903957

9 数学科学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数学、统计学，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国际交
流经历优先

刘海涛、孙军红 sunjunhong@cnu.edu.cn 68903637

10 信息工程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通信工程相关专业

张聪霞 5031@cnu.edu.cn 68902367

11 信息工程学院 实验岗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相关专
业，具备开展计算机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硬
件实验课能力

张聪霞 5031@cnu.edu.cn 6890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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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理系 教学科研岗 2 物理学专业 刘梦雨 physics@cnu.edu.cn 68902349

13 化学系 教学科研岗 1
生命（电）分析化学相关方向，具有国际交
流经历优先

王琰 chem@cnu.edu.cn 68902320

14 化学系 实验岗 1
分析化学专业，实验技能和动手操作能力
强，有仪器维护保养经验优先

王琰 chem@cnu.edu.cn 68902320

15 生命科学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生物学、生态学国内外博士后出站人员,具
有国际交流经历优先

李亚敏 6003@cnu.edu.cn 68901456

16 生命科学学院 实验岗 1 生物学相关专业 李亚敏 6003@cnu.edu.cn 68901456

17 外国语学院 教学科研岗 3 英语、日语、西语、德语专业 韩宝卿 4082@cnu.edu.cn 68901962

18 初等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专业 马爽 CDJY_zhaopin@126.com 68901751

19 初等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中国画专业 马爽 CDJY_zhaopin@126.com 68901751

20 初等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学校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咨询与临床方
向）专业

马爽 CDJY_zhaopin@126.com 68901751

21 大学英语教研部 教学科研岗 1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以英语为主）
专业

赵海璇 daxueyingyubu@126.com 68902775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党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相关专业，中共党员

于文思 6659@cnu.edu.cn 68907499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中共党员 于文思 6659@cnu.edu.cn 68907499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科技哲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方向；中共党员

于文思 6659@cnu.edu.cn 6890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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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专
业相关专业，中共党员

于文思 6659@cnu.edu.cn 68907499

26 体育教学研究部 教学科研岗 1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项为排球、足球、乒乓
球其中一项，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

秦倩 6279@cnu.edu.cn 68907251

27 心理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心理学相关专业，具有国际交流经历优先 谭敏 6015@cnu.edu.cn 68900320

28 心理学院 实验岗 1 计算机、心理学专业背景 谭敏 6015@cnu.edu.cn 68900320

29 教师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3

英语、物理、地理、生物、数学、历史等学
科教育专业，人工智能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
等相关专业，具有中小学相关学科教学经验
和国外交流经历优先

曾冬平 6617@cnu.edu.cn 68903169

30 管理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世界经济
、产业经济学等相关专业，能够全英文授课

王莎莎 5989@cnu.edu.cn 68902619

31 管理学院 教学科研岗 1
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等
相关专业，能够全英文授课,具有国际交流
经历优先

王莎莎 5989@cnu.edu.cn 68902619

32 学前教育学院 教学科研岗 2 教育学 李友民 bjwjlym@163.com 68429730

33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

院
教学科研岗 1

书法及相关专业，从事书法及相近专业研
究，且书法篆刻实践能力突出

吕卫 4969@cnu.edu.cn 68902937

34 交叉科学研究院 教学科研岗 3

数学、应用数学、统计学、应用统计、数学
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模型和
算法）、生物信息、量子计算等专业国内外
博士后出站人员,具有国际交流经历优先

王怡霖 ams@cnu.edu.cn 68907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