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史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主要学科专业方向

一、学科概况

中国史学位点与科学技术史硕士点互为依托、资源共享，研究人员相互支援、教学体系平

台一体两用。本学位点导师团队年富力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南粤优秀教师”1人，

教授 7 人，副教授 5人。

中国史学位点的教学科研有如下特色：第一，充分发挥农业院校的优势和特长，在环境

史、乡村社会史、中外农业文化交流史方面拥有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特色；第二、利用岭南独特

的区域优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引为注目的研究成果并形

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特色。

二、学科专业方向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中国史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本单位研究特点及导师专长，我校中国

史学科设置以下几个专业方向：1. 中国古代史 2. 中国近现代史 3. 专门史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结构和要求

中国史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同时也是一门通贯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社会学甚至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的交叉学科。因此,中国史硕士生要具有广博的基础

知识,并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有不同的要求。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知识,即通用工具

型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

(1)通用工具性知识

在本科期间已获得的工具性知识包括中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计算机、档案文献系

统等基本知识。有所欠缺的方面应在硕士生学习阶段得到加强,以增强获取核心知识、占据学

科前沿、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

其中,外语能够达到基本交流的能力,能够借助工具书阅读史学文献和写作专业论文摘要。

能够运用计算机初步进行档案文献检索、专业制图制表、文字编辑、数据库应用等工作。

(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史属于人文科学历史学门类,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大多来自于社会科学,或者与社会科

学有着广泛的交叉, 其中，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同社会科学有

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史硕士生应具备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应



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史硕士生应当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具备对前沿史学理论和方法、人类学理

论和方法的一般性了解。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专门史方向的硕士生应当具有中国通

史、世界通史等基础知识，对相关领域学科知识有较深入了解，初步掌握政治学、经济学、社

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理论,能够初步阅读传统古籍或相关外文资料。

(3)自然科学知识

中国史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的交叉学科,中国史硕士生应该根据专业需要, 初步掌

握与其学科方向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具有一定的相关研究技

能。

2.核心或专业知识体系

中国史专业核心知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史文献资料相关文本知识;二是中国史文

献资料所包含的知识系统;三是中国史文献资料所揭示的理论知识。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具有科学的研究精神与推理能力、具备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素养、扎实的专业基础知

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导师指导下能够开展历史研究的能力。

2．学术道德

身心健康，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具备团队合作精

神。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掌握中国史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时翻阅中国史研究的中外

文期刊，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熟悉本学科中外文基本文献，初步具备阅读和使用中外

文历史文献和档案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够初步设计研究计划，运用相关研究方

法开展学术研究，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3．实践能力

对于已发表的中国史相关文献与档案资料具备初步的判断能力，能够初步独立评价当代中

国史研究的成果。能够独立完成相关调研工作，主持完成或参与相关研究项目的工作。

4．学术交流能力

初步具备书面、口头以及运用数字化媒体等技术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初步具备在各种学

术会议或论坛上介绍相关的学术项目和成果；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或其他外语。

5．其他能力



学术创新表现在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史料、采用新方法、运用新技术和获得新认识等诸多

方面。

四、学位论文要求

1．选题要求

中国史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中国史研究某一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应当具有

某种学术前沿性和前瞻性。因此，硕士论文选题应当在中国史学科前沿的范围内选定。

2.形式要求

参照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要求。

3. 规范性要求

论文论证必须逻辑严密，合理铺陈材料。在研究结论上应该能够提出新的见解。同时，论

文在理论、方法和视角上应该力求有所创新，提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析材料。

（1）硕士学位论文从准备材料到完成一般规定为 2-3 年时间；（2）硕士学位论文的字数

原则上要求在 3-5 万字之间，一般不宜少于 3万字，提倡用凝练的语言来表述创造性成果；

（3）论文写作必须规范，论文的章节划分、注释、参考书目格式应符合学校学位管理部门的

要求；（4）论文送审、答辩前需通过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

4．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原创性成果，需要有学术性的创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包括新史料、

新方法、新视角和新结论。论证过程要合理，逻辑推理要严密，研究结论要经得起推敲。

第二章 培养方案
学院 人文与法学学院 培养类别 学术型硕士

一级学科名称 中国史 学科代码 0602

覆盖二级学

科、及代码

中国古代史（060204)、中国近代史(060205)、中国现代史（060206）、专门史

(060207)

学制
学制：硕士生 3 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最长学习年限：硕士生 5 年

学分

（总计 30 ）

课程学分要求：硕士生 27 学分

培养环节学分：硕士生 3 学分

一、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硕士 备注

公共必修课 190210000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0 秋 必修



（ 6）学分

19021000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0 春 必修

二选一

19021000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春 必修

15021000000001 硕士生英语 3.0 春/秋 必修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课程库

专业必修课

（ 7 ）学分

0602000001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2 秋 必修

0602000002 中国史研究导论 2.5 秋 必修

0602000003 中国历史文献研读 2.5 春 必修

专业选修课及

跨专业选修课

（ 14 ）学分

0602000004 先秦秦汉史专题研究 2 秋 选修

仅列出了

本学科拟

开出的选

修课；在

导师指导

下可在全

校范围内

选修；具

体课程信

息详见研

究生教育

管理系统

0602000005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2 秋 选修

0602000006 宋史专题 2 秋 选修

0602000007 明清社会经济史 2 春 选修

0602000008 晚清史 2 秋 选修

0602000009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2 秋 选修

0602000010 近代岭南作物史 2 春 选修

0602000011 近代中西关系史 2 春 选修

0602000012 丝绸之路史专题 2 秋 选修

0602000013 民间文献研读 2 春 选修

0602000014 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 2 春 选修



0602000015
传统民俗与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
2 秋 选修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纳入选修课范围，研究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门课作为

选修课列入培养计划，经考核合格可认定该课程学分，多选的在线课程不认定学分。

二、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要求 培养环节安排时间 学分 备注

1.制定培养计划
导师与研究生商

议制定
第 1 学期初 0

2.开题报告
见培养环节具

体标准及要求
第 3 学期末 0

3.中期考核
见培养环节具

体标准及要求
第 4 学期初 0

4.文献阅读
见培养环节具

体标准及要求
第 1-3 学期 1

5.硕士生学术交流
见培养环节具

体标准及要求
第 1-5 学期 1

6.实践活动
见培养环节具

体标准及要求
第 1-5 学期 1

同等学力或跨学科

考生补修本学科主

干课程

以同等学力和跨一级学科录取的硕士研究生，至少应补修该专业本科阶段

主干课程 2 门。是否需要补修，可由导师和学院决定。

三、培养环节具体标准及考核要求

（一）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是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三年制硕士生应在入

学后的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从完成开题至申请论文评审不少于 9个月。研究生填写开题报告材料并作开

题报告，报告时间不少于 20分钟。开题报告论证小组对论文选题与专业的符合度、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科研工作量等进行评价，作出结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开题报告不通过的，3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连

续 3次开题未通过者，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二）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必须按期参加中期考核，未参加考核者不得申请论文评

审。三年制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内完成考核。中期考核主要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培养环节落实情

况、科研能力等内容，由研究生个人总结汇报，汇报时间不少于 10分钟。考核通过者，可继续攻读学

位；初次考核成绩 70分以下的，列为重点跟踪对象，其学位论文将由学校进行校外匿名评审；考核不通

过者，3个月后方可申请重新考核，第 2次考核仍未通过的，做肄业或退学处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进行开题论证前至少阅读 80篇研究文献，并要求有一定量的外文文献。至少应撰写 4篇读

书报告，每篇读书报告不少于 3000 字。经导师审核签字后，学科带头人审定，交学院备案。上交合格的



读书报告获得1 学分。

（四）硕士生学术交流

研究生需要在导师组或导师指导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提交活动登记表、学术报告文稿和实践总

结报告，经导师审核签字后，学科带头人审定，交学院备案。导师根据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记录，按优、

良、合格、不合格四等级给分。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正规的学术研讨会，且宣读论文者，一次可得1 学分。

（五）实践活动

研究生需要在导师组或导师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如参加学术夏令营、各种级别学术活动、参观考

察活动等。实践活动要进行登记，要撰写实践总结报告，经导师审核签字后，学科带头人审定，交学院备

案。导师根据研究生实践活动记录，按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等级给分，成绩合格获得 1学分。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建议授予学位前，必须有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以下科研

成果之一：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篇论文；或者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发表 1篇论文；或是

参加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1篇。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达到学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培养环节要求、完成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可参加毕业

论文或学位论文答辩，通过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答辩者准予毕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位授予标准

者可授予学位。最长年限内参加答辩但未通过者作结业处理；未达到研究生课程学分及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的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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