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天津师范大学2022年公开招聘博士教师岗位人员计划表                  

岗位编号 部门 岗位
计划
人数

所学专业或研究方向 学历学位 年龄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22103101

教育学部
教师
岗位

5
教育史，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
论、学前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

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王老师 
022-23766040

281511599@qq.co
m22103102 4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语言文学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国现当代
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课程与
教学论、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历
史课程与教学论、世界史、中国史
、生物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政治教
育、马克思主义原理等相关专业

同备注1 非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方向须修读
教育学相关课程

22103103 心理学部
教师
岗位

6

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与咨询心理
学、神经影像学、认知神经科学

相关专业

临床或咨询或健康心理 、神经影

像学、认知发展、特殊儿童心理、
学习障碍或学习问题、语言认知神
经、学习（记忆）认知神经、精神

病学、心理测评、老年心理

相关方向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钱老师

022-23766140
tjnupsych@163.co

m

22103104 语言心理与认知

科学研究院

教师
岗位

2

语言学（句法学、语音学、音系
学）、心理语言学（儿童语言获得
、语言感知、手语）相关专业或方

向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接受过基础语言学、语音学训练

金老师 
022-27861070

tpcs@tjnu.edu.cn

22103105

文学院
教师
岗位

1 中国语言文学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从事写作方面教学与研究

应届博士毕业生 李老师 
022-23766062

13512002639@16
3.com

22103106 1 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现代文学方向
22103107 1 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22103108 1 汉语言文字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应届博士毕业生

22103109 跨文化与世界文学
研究院

教师
岗位

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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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10 外国语学院
教师
岗位

5 英语、日语、法语、朝鲜语

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宁老师 
022-23766038

bangongshi6038@
163.com

22103111
新闻传播学院

教师
岗位

2 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白老师 
022-23766061

fbai@tjnu.edu.cn22103112 1 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13 欧洲文明研究院
教师
岗位

3 世界史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晏老师 
022-23766060

tjsdlishi@126.com
22103114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岗位

1 世界史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晏老师 
022-23766060

tjsdlishi@126.com22103115 2 中国史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16

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师
岗位

4

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
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

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
学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侯老师 
022-23766329

zheng0968@163.c
om22103117 1

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18 1 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
（含：中国民间文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岗位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郑老师 
022-23766056

2833373927@163.
com

22103120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21 1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22 1 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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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23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
教师
岗位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郑老师 

022-23766056
2833373927@163.

com

22103124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25 1 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26 体育科学学院
教师
岗位

2
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路老师 
022-23766598

tjnutyzp2022@163
.com

22103127

法学院
教师
岗位

1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理学、

刑法学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刚老师 
022-23766067

sdfxyzp@163.com

22103128 1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

诉讼法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经济法学专业要求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

22103129 1 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
方向）、刑法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要求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22103130 1 刑法学、诉讼法学、法理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31

经济学院
教师
岗位

1 经济史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需有
一个阶段所学专业为经济学相关

专业 刘老师 
022-23766136

jjxy20030705@16
3.com

22103132 2 金融学、数量经济学、财政学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33 1
金融学、数量经济学、财政学、统
计学、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学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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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34

管理学院
教师
岗位

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本硕博全部阶段所学专业均为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专业，或
本科、硕士学习阶段中有一个学
习阶段所学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或软件工程或智能科学与技

术相关

陈老师

022-23766058
13602020871@16

3.com

22103135

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云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与智能软件、数据挖掘
与知识获取、计算机网络安全、信
息控制工程与智能信息处理、模式
识别与智能分析、 网络信息系统

、系统仿真、网络安全、数据工程
与知识工程、数据科学、数据分析

相关方向

无

22103136 企业管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
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无

22103137 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
本硕博三个学习阶段的专业或研
究方向均需跟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相关，具有较高学术研究能力

22103138 大数据科学研究院
教师
岗位

3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

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具备大数据分析、文本信息处理
与分析、管理决策与建模、科学
计量、科技创新管理、复杂网络
分析、金融数据分析等相关领域

研究经历

岑老师 
13770672877

cen@t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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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39 音乐与影视学院
教师
岗位

1 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音乐与舞蹈学方向须为副高级及
以上职称，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
习阶段所学专业需为音乐教育相
关专业；戏剧与影视学方向，本
科或硕士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需

为影视摄影相关专业。

张老师 
022-23766605

yyzhaopin@tjnu.e
du.cn

22103140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师
岗位

1 美术学或教育学

美术教育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学专业
或方向不是美术教育相关，则需
要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所
学专业或研究方向为美术教育或

学科教学（美术）相关
李老师

022-23766386
hefeng022@126.c

om
22103141 1 设计学

数字媒体艺术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
同备注1 无

22103142 1
美术学或哲学

美术史论、美学相关专业或

研究方向

同备注1 无

22103143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岗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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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史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张老师

022-23766364
shukerenshi@126.

com

22103144 物理与材料科学

学院
教师
岗位

4
物理学、光学工程、天文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仅限能
源相关）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郝老师 
022-23766503

hjqtjnu@tjnu.edu.
cn

22103145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人工智能学院

教师
岗位

3

信息与通信工程、光学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巩老师 
022-23761656

xwg0927@163.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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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46

化学学院
教师
岗位

4
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李老师 

022-23766515
hxxy0@tjnu.edu.c

n22103147 4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化学工

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48

生命科学学院
教师
岗位

1 植物学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付老师 
022-23766539 

Lifeofscience2016
@126.com

22103149 1 细胞生物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0 1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1 1 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2 1 植物保护学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3

地理与环境科学

学院
教师
岗位

1 自然地理学（含地貌学、水文地理
学、自然灾害学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巴老师

022-23766028
21362931@qq.co

m

22103154 1 人文地理学（含经济地理学、城市
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5 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
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6 2

环境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
学、第四纪地质学、城乡规划学，
地球科学、资源环境遥感、生态环

境效应等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7

京津冀生态文明

发展研究院

教师
岗位

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
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武老师

李老师

022-23766312
wjj1041@163.com
tjly1976@163.com

22103158 1
自然地理学（含自然灾害、国土空
间规划等）、环境科学及生态环境

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59 1 摄影测量与遥感及资源环境动态监
测等相关专业方向

同备注1 无

22103160 天津市水资源与

水环境重点实验室

教师
岗位

2
自然地理学、水利工程水文学及水
资源、地球物理学、环境地理学

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高老师 
022-23766557

tjsdgj1217@126.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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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316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软件学院

教师
岗位

4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计算机应用技术、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导航、制导与控制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李老师  
022-23766295  

tjnujl@126.com

22103162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计算机应用技术、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导航、制导与控制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无

22103163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国家国际中文

教育基地）

教师
岗位

5
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专业或

研究方向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无

张老师 
022-23541732
13902051893

tnu_guojiao@126.
com

22103164

古籍保护研究院
教师
岗位

1 化学工程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同备注1 须有造纸、纸张鉴定、纸张修复
方面基础 接老师 

022-23766115
sdtsgdw@163.com22103165 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专业 同备注1 有数字图书馆或数字人文方面

研究基础

合计 121

备注：

1.博士毕业生应聘人员年龄应在35周岁及以下，经教育部留服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博士学历学位应聘人员、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应聘人员和应聘我校天津

市一流建设学科业绩突出博士学历学位毕业人员年龄应在40周岁及以下；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应聘人员和应聘我校天津市一流建设学科博士后人员年龄应在45
周岁及以下；具有省部级（含）以上人才称号的高层次人才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及以下；

2.我校天津市一流建设学科包括：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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