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都 2020 考研复试
基础备考手册

文都教育
www.wendu.com

文都 2020 考研复试基础备考手册

目

录

一、考研复试基础知识讲解............................................................................. 1
第一篇 知己知彼—复试常识全解析.......................................................... 1
第二篇 攻克面试—掌握技巧不紧张.......................................................... 2
第三篇 突破英语—口语听力样样通.......................................................... 4
第四篇 专业大全—导师院校全搞定.......................................................... 5
二、复试学员范例展示......................................................................................7
1.自我介绍范例............................................................................................. 7
2.个人简历范例............................................................................................. 7
3.导师写信范例............................................................................................. 8
三、院校复试真题展示................................................................................... 10
1.心理学/教育学......................................................................................... 10
2.法律类....................................................................................................... 11
3.MPACC.......................................................................................................... 11
4.医学类....................................................................................................... 12
5.其他类....................................................................................................... 13

文都 2020 考研复试基础备考手册

一、考研复试基础知识讲解
第一篇

知己知彼—复试常识全解析

1.考研分数线什么时候出？
考研初试成绩一般在 2 月份中旬可进行查询，国家分数线在每年的三月中上旬就公布了，最晚也不会超
过三月底，34 所院校复试分数线公布时间会比国家线提前一些，一般在 3 月初就陆续公布。因此考生要在年
前就开始准备复试，尤其目标 34 所院校的考生们更要提前自己的备考规划。
2.考研复试通知时间及通知形式？
除去 34 所院校外，其他院校的通知都是在国家分数线出来之后在研究生招生网上发布复试通知，34 所
院校的通知请随时关注你所报考的院校，一般是在二月初就要开始关注，因为这个时候部分院校已经陆续出
专业课成绩了。具体通知形式，各个院校一般在本校的研究生招生网上发布，也有个别院校电话通知。考生
们要先了解去年的通知时间和通知形式，再对今年的时间进行关注，切忌做无用功。
3.考研复试的考核内容？
各大院校考研复试形式不尽相同，大体包括复试笔试和复试面试，部分院校还有实操类考核，如医学类、
计算机类的考生，复试笔试一般考查专业课知识；复试面试一般包括综合面试、英语口语能力及专业课相关
知识面试。具体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大家可先参照去年目标院校复试招生简章进行备考，并在今年新简章
出来之后进行适当调整即可。
4.考研复试面试中具体考查考生哪些方面的能力？
复试面试其实主要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专业素质能力、思维能力及个人心态等方面。具体来说：
（1）综合素质能力：
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本学科以外的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责任心；事业心；纪律感；
人文素养；举止表达礼仪等；
（2）专业素质能力：
大学阶段的成绩、外语听说能力、科研学术情况、专业实践情况、专业课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3）思维能力：
答题的整体逻辑思维能力、是否能举一反三、是否有发散思维；
（4）个人心态：
积极阳光；中立不偏激；抗压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5.考研复试流程是怎样？
大部分院校的复试流程会包括笔试和面试两方面，当然也有部分院校只进行面试考试，具体情况要根据
不同院校的考查要求确定，总体来说复试从出分开始，可以参考以下流程：

复试时的流程：报到→体检→专业笔试、听力考试→综合面试、专业面试、英语口试→加试
6.考研复试需要准备什么？
【材料准备】（1）首先需根据院校复试招简要求提前准备材料（最好装在一个文件夹内），如简历、计算机
等级证、英语等级证（CET4、6）、带学校教务处公章的本科成绩单、获奖证书、实习证明、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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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准备一份简明扼要、精练充实、重点突出的简历及能展示优势的自我介绍。简历是自己的广
告，要根据导师心理突出自己优势，自我介绍能更进一步帮助自己梳理优势，也利于导师更深入了解自己。
【仪容仪表准备】穿着得体：男士准备一套得体、合身的衣服，并不一定是西装，女生不要穿的过于张
扬，简单大方即可。
【信息准备】了解报考院校、专业的信息。根据所报考院校专业，复习有关专业知识，上网参阅相关文
献，了解所报考院校的信息。
【技巧准备】学习实用的面试技巧，对常见面试问题做好准备，如自我介绍中所引申的高频问题及答题
思路准备。
7.调剂复试的流程是什么？
调剂复试和研究生复试流程大致相同，包括笔试和面试，复试面试模块也是包括综合面试、专业课复试
和英语复试，具体流程和考试内容要以院校官网发布的招生简章为准。
8.什么时间准备复试调剂？
在查询到个人成绩后，需参照往年目标院校分数线，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要准备调剂。若只比目标院
校分数线高几分，建议考生复试及调剂两手准备。对于未通过目标院校复试的同学，一定要及时准备调剂。
9.确定调剂后该做些什么？
确定调剂后，要根据调剂院校专业招生简章准备复试。具体复试流程和正常考研复试基本一样。考生要
确定调剂院校的复试具体要求，并根据复试时间安排复习进度，同时了解清楚是否需额外准备个人资料及心
仪导师提前联系，以上内容确定后，就要按照计划用心学习和准备。
10.A 区就只能调剂到 B 区吗？
A 区的考生调剂到 A 区 B 区都可以
（1）A 区可以调剂到 B 区，但是需要符合调剂原则以及具体学校相关规定。
（2）达到了 A 区线，但没有达到 A 区报考院校的复试要求，考生也可尝试联系 A 区的其他学校，看看
是否有调剂机会。

第二篇

攻克面试—掌握技巧不紧张

11. 考生应该怎样面对复试？
复试是一种经过导师们精心设计，在特定场景下，以导师对考生的面对面交谈与观察为主要手段，由表
及里测评考生的知识、能力、经验等有关素质的一种考试活动。复试既是学生的一大难关，同时也是学生的
机遇，考生应当提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复试准备：
（1）内在知识准备：英语、专业课、导师会问到的各种问题。
（2）摆正心态：面试很重要，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让自己放松准备才是王道。
（3）总结前辈教训：关注往届师兄师姐经验谈，对于你也许有不一样的帮助。
（4）提前了解信息：包括专业上的前沿信息、报考院校信息、导师信息等。
（5）其它可利用资源：将所有资源进行整合，并且合理利用，例如联系导师，联系师兄师姐全方位打
听报考院校相关资源。
12. 复试面试对考生着装有要求吗？
在复试时，衣着不要太个性化，这方面各位考生可以参考文都复试专家的建议：复试着装是展示考生对
于复试及考官们的尊重，因此着装要注意做到整洁、得体、大方。细节上男生最好不要留长发（艺术生除外）
，
女生不要穿吊带、鞋跟过高的高跟鞋，尽量不要佩戴会发出响声的配饰，尽量不涂或者选择裸色系的指甲油。
“首因效应”告诉我们，第一印象很重要。
13. 如何克服因紧张而导致的手势过多？
复试面试时，考生配合恰当的手势，可以加大对答题内容的形容力度，并且加深导师的印象。然而，手
势太多也会分散导师的注意力，让导师觉得你不够稳重。因此，手势的使用不宜太过频繁。因紧张、过于兴
奋而导致不知道双手该放哪里时，可以适当将手固定在桌面上答题。
14. 如何做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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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一般是复试面试中的第一个问题，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自我介绍首
先要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其次要注意不同场合的自我介绍要求也不同，如果要求考生做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
描述个人经历时，考生就要用充足的时间，至少 3-5 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描述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如果要求
考生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要能够提炼精华，重点突出地展现自身优势。所以无论如何，考生要清楚一
个完整的自我介绍包括哪些方面内容，要注意梳理个人特质，做出一个全面的、具有个人特色的自我介绍。
15.针对个人基本情况类的问题，该如何作答？
个人基本情况类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也有迹可循。一般包括个人经历类问题（过往经历、
感悟等）、个人性格特征类问题（优缺点、价值观等）、报考动机规划类问题（为什么选择该院校专业
等）。基于上述三大类问题，围绕你的个人材料和自我介绍，进行展开提问。针对这类问题，考生们谨
记一点：突出自己的核心优势，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选择与专业匹配的重点内容进行作答，且条理清
晰、思路明确、态度积极。
16.关于热点类问题，我该如何准备？
近几年，各高校的复试中增加了对热点类问题的考核。每一年同学们对于热点类问题的准备都很迷
茫。建议考生们根据热点类问题的分类进行准备。例如行业、专业热点类问题，考生们平时可以多关注
行业内专业性网站、报考院校该专业的进展、该专业教授导师们的最新研究论文及著作，尤其关注报考
院校心仪导师的研究进展。多了解、多关注，扩充知识面，对于此类问题在回答时，不要求研究得特别
深入，只需要表达出自己的认知与观点即可。
对于社会热点问题，考生们可多关注新闻联播、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等，针对此类问题，考生们要
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不能偏激，要保持中立、积极和阳光的态度。
17.关于专业课，我该如何准备？
专业课部分，考生们一般需要提前准备。除面试外，笔试部分也是专业课考核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开始
准备时，最新的复试招简还没有出来，考生们可以参照往年的考试范围进行复习，并及时关注最新的复试招
简进行补充即可。同时，也可以联系师兄师姐，了解相关的复习信息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如果已经跟报考
院校心仪导师联系过后，也可适当问下老师备考意见，一定要注意，不要询问考试内容、考试题目等信息。
除专业课基础知识外，考生们还需要多关注热点类问题，在面试中，专业课的考核一般会结合热点类问
题进行提问。因此考生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18.如果问到刚好是我所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的问题怎么办？
在面试时，出现不会的问题很正常，考生无需紧张。此时首先要保持镇定，其次要保持诚实，不要不懂
装懂。导师既然问了问题，表明导师对问题很了解，靠蒙是不能过关的。
考生最好在告诉导师不了解的同时，尝试利用一定的面试技巧对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理解，不能一味
的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在面试考场上，对于问题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是一种能力。因此适当的掌握一些面试
技巧也是很有必要的。
19.面试时，如果考官问到我的弱项问题该如何应对？
这类问题通常是考场中可能会暴露弱点的引申问题，考生会非常担心考官一直针对个人简历或个人材料
中不具备优势问题进行提问，比如：“xx 科目进行了重修，能说下原因吗”、“跨专业难度比较大，你的优
势是什么？”。首先，考生们要清楚，这类问题并不是用来为难大家的，因此无需特别担心或紧张；其次，
此类问题属于考场中的“压力问题”，旨在考查考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弱势，是否能积极的看待问题；考生们
回答此类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编理由找原因，把弱势的原因表述出来后，再适当的表达改进的方式和方
法即可。
20.面试时，突然遇到冷场的问题，该如何化解？
冷场的情况有很多种，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多做赘述，上述的情况只要出现一种，就会造成考场冷场。文
都考研复试老师告诉考生们四个应对策略，帮助大家化解尴尬：
（1）镇定自若，微笑面对；
（2）及时总结，缓解空白；
（3）壮士断腕，果断结束；
（4）举例充实，快速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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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突破英语—口语听力样样通

21.如何准备英语听力？
英语听力部分，大多数学校都以现有的成熟考试为参考。考生在准备听力复试的过程中，对于现
有的成熟英语考试的听力部分一定要重视，比如六级听力、托福听力和雅思听力，在复习时可以有针
对性地练习这部分真题。如在平时利用学习间隙收听英语新闻，观看发音清晰的英文影片，在放松欣
赏的同时又培养了语感，同时可以适当注意期间出现的时事热点词汇和优秀表达，真可谓“一举多得”。
22.听力学习注意事项有哪些？
（1）培养良好的听音习惯，听读顺序要合理
考生在复习中切忌读后听音和边听边读。这样容易导致精力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建议大家一定
严格按照考试标准进行听力练习。
（2）边听边记关键词，训练短期记忆能力
复试英语听力考查中，单凭脑记是不够的，建议大家在平时练习中要有意识的对关键信息进行记录，可
使用最简单、最省时、最熟悉的符号，帮助自己进行梳理和记忆。
（3）熟记语篇衔接词，把握信息走向
衔接词能帮助考生把握信息的走向，对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 in addition to、
by contrast、first of all、I mean 等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整个语段的内容。
（4）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精听和泛听相结合
听力训练材料要选择难度适中的进行练习，即从自身实际水平出发，太难或太易都不利于提升听力能力。
23.英语翻译有哪些形式？
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将翻译列入了初试的考查范围，院校在英语复试中会将翻译进行重点考查，因此复
试也需要对翻译做重点准备。复试翻译的考试方式比较灵活，不同院校考查的方式也不同，但总体包括复试
笔试翻译和复试口语翻译。
复试笔试翻译：和初试类似，给出一篇英文文章或者句子，要求考生对段落中某些句子进行翻译，并在答
题纸上写出答案，考查的内容主要是与专业相关，因此大家在平时要注重专业英语词汇和表达的积累。
复试口语翻译：复试院校会给出相应的英文材料，让考生大声朗读并翻译或将中文材料翻译成英文，也
可能会听取一段录音翻译，并可能在此基础上提问考查。
24.英语翻译有什么技巧？
翻译理论、方法和技巧都是建立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上，所以，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相异之处是十分
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语言之间的转化搭配，切勿生搬硬套。
复试英语翻译会重点考查专业英语的翻译。因此，对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是熟悉本专业常用英语词汇。
无论是采用笔试还是面试考查方式，翻译技巧是通用的，如果面试考官要求朗读专业文献或口头进行英文表
达，需十分注意语音、语调和语速问题。因此，在平时翻译训练中，大家要注意专业词汇、专业表达技巧的
积累，这些对自己的翻译能力提升是具有极大帮助的。
25.复试英语口语测试包括哪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围绕简历或者自我介绍上的相关信息进行提问。考查学生理解并回答有关日常生活、家庭、
工作、学习等问题的能力(3-5 分钟)；
第二部分：考查学生连续表达的能力。考生从所给的问题中选择一个话题，就此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
(7-10 分钟)；
第三部分：部分院校复试中会加入专业英语的内容。
26.如何准备英语口语？
对口语的考查，各个学校各不相同。有的学校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标准和流程，甚至规定了每个老师发问
的方式和时间；有的只是面试老师的自由发挥，成绩也基本上由面试老师主观判定。不管面试是否严格控制，
考生对下面几个问题一定要认真准备：一是自我介绍，如自己来自什么地方、毕业学校、所学专业、业余喜
好、家庭基本情况等信息；二是做好用英语讲解自己专业的准备。口语测试时老师很可能考查你用英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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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问题的能力。因此考生对此要有所准备，先用笔头组织这些问题的要点，然后再用这些关键词组织语言。
在阅读专业文献时，也要多积累一些专业方面的英语词汇。
27.四六级没过，复试会不会被淘汰？
根据历年复试的例子，四六级没过却依然考研成功的考生大有人在。在面试过程中，若面试官问到此类
问题，一定要认真承认自己没通过四六级考试的事实，并且要表达出在未来的研究生生活中，会加强英语的
学习和训练，传达出自己虚心受教，努力提升的决心。
28.复试中英语口语的常见考查形式有哪些？
一般有三种形式：其一是面试官提问，考生回答；二是两位考生之间互问互答；三是考生们就某个问题
分组进行小组讨论。
29.复试前，可以准备哪些口语备考材料？
应试材料的准备：为准备口语考试，可以结合口语资料如四、六级英语口语考试试题、《英语中级口语
教程》等进行训练。当然如果确定参加哪种英语口试，又了解其口语考试的形式与内容，选择针对其考试的
口语材料更为有效，如雅思口语、托福口语等。
30.关于“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考官还会问你一个问题，如“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or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is interview?”这是
考生展示自己的大好机会，若之前的回答不太理想，可借此进行补救，如将已回答的问题升华总结，并礼貌
表达出对于老师在百忙之中给予自己面试机会的感激之情。
31.没听懂考官问的英语问题怎么办？
由于身处于复试面试考场这样一个较为严肃的环境中，考生由于紧张很可能不能听明白或理解考官的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可以很礼貌的请求老师再重复一遍问题，此时的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冷静逻辑回答，
将自己的答案有条理的呈现出来！

第四篇

专业大全—导师院校全搞定

32.联系导师的最佳时间？
没有固定的最佳时间，每个时间段联系导师的沟通内容和方法是不同的，初试之前、初试之后、复试线
出来后、确定进入复试后都可以联系导师的，但一定不要打扰到导师的工作和生活。
33.联系之前须要了解导师的情况吗？
这个是必须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导师。导师的个人经历、工作状况、学术研究情况、师生相
处情况。导师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导师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当下工作状况主要是指职称、是否兼有行政职务；
学术研究情况是指导师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在其研究领域的学术立场、学术研究风格；师生相处情况
指导师对学生的态度、原则要求以及日常交往情况，甚至导师的某些个人喜好等，这些情况主要从日常教学
和师生交往中了解。
34.如何联系导师呢？
邮件是最好的方式，需要注意邮件的格式以及邮件的内容核心。
打电话也可以，但要事先准备好谈话的提纲，并注意打电话的礼节。
有导师会主动留下微信或 QQ 便于沟通，此时考生要注意及时回复导师短信，但要注意沟通方式和技巧，
体现礼貌和虚心受教的素养。
35.联系导师时有哪些忌讳的地方
（1）忌讳之一：过分向导师了解某些信息
导师能理解考生迫切的求学心情，但决不能容忍过分的要求。某些学生会通过电话、邮件、乃至导师的
同事、熟人来了解复试内容、复试导师的组成等。据了解，大部分导师不但不会泄漏复试内容，反而对这些
考生会有抵触反感情绪。
（2）忌讳之二：过于频繁地联系导师
联系导师要注意频率。若反复给导师打电话，可能影响导师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乃至影响其正常
工作与生活，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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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忌讳之三：询问毕业后就业问题
就业是学生的大事，但不是导师的头等大事。作为导师，更关心考生对学术的追求，因为他们是知识传
授者而非工作介绍者。不要因为一个不是现在的问题，让导师对你失去兴趣。
（4）忌讳之四：探听导师隐私
了解导师信息决不是要探寻导师隐私。了解的信息详情可参照上文所述，注意进行适度的了解即可。了
解导师的个人情况，主要是为了能够清晰明确的“投其所好”，给导师留下好的印象。
（5）忌讳之五：第一次接触不太成功后的消极自我暗示
有些考生在第一次与导师接触后，感觉导师不够热情，或者觉得自己表现不好，给导师留下了不好的印
象，便消极悲观，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导师第一次和陌生学生接触时，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倾向，因此不必
过于在意导师的热情程度。切记，第一印象固然重要，但即使第一次接触不顺利，在进一步的联系中还可修复第一
次的不足表现。
36.如何在复试面试中体现自己的专业知识？
专业课知识的考查是复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否跨专业，在面对专业课问题时，要有意识地体现自
己思路的独创性，因为导师作为学术带头人，很愿意多方听取新颖思路和独创见解，并乐意招纳具备创新开
拓精神的学生。考生在提出个人见解时，可先简要陈述对该问题的见解，然后在对此肯定的基础上提出新想
法、新思路。若没有独到的思路，中规中矩回答即可，勿不懂装懂，这样只会给导师增加不良印象。
37.专业面试会问到哪些内容？
专业课基础知识是面试的重点，院校会在此基础上考查专业知识的运用、热点问题与专业知识的结合等，
另外若复习时间充裕，可适当阅读招生院校及心仪导师出版的专著文章及本专业的核心期刊。
38.专业面试会问一些热点的话题吗？
大部分的院校会在复试面试时问到专业热点、行业热点等问题。积极准备很有必要。这类问题一方面是
考查考生对专业知识运用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是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39.本校的学生会有优势吗？
本校生在学校和导师的熟悉度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但研究生考试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考试，初试和
复试都有一套科学、严格的流程，因此无论本校生还是外校生，只要初试成绩优秀，复试表现突出都会被录
取的，所以考生们还是要保证阳光心态，积极备考。
40.跨专业考研的优势？
此题看似是在询问考生跨专业的优势，其实是从侧面考查学生的专业素质，对于跨专业考研的同学来说，
最薄弱的部分就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考生可以侧重给考官传递自己在准备跨专业考试中的准备，不仅包
括知识的储备，也要体现出在实践活动中专业知识的运用，让导师知道自己是适合这个专业的，并真诚表达
出自己想继续深造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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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试学员范例展示
1.自我介绍范例
各位老师好！
很荣幸能参加本次复试！我先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二战生，2011 年从 xx 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同
年通过公务员录用考试进入 xx 司法局，去年辞职在家备考，前后八年我在司法局三个部门工作。2011 年至
2014 年在 xx 司法所，从事涉及基层普法、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以及计划生育、信访、拆违等工作；
2014 年至 2017 年在 xx 科工作，具体负责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业务指导、统筹协调、培训授课等综合性工作；
2017 年初进入县公证处工作，2019 年正式成为一名公证员，具体从事公证业务办理、公证业务拓展、公证
宣传等工作。
八年工作，我从 xx 到 xx 再到 xx，经历了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历练过程，让我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我的成绩也相当不错。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如 2013 年度 xxx 县“十佳”群众满意政法干警、县微型党课
优秀奖、司法行政工作先进个人、县司法局演讲比赛二等奖、年度考核优秀个人等等；所著文章也获得了一
些奖项，如《xx 的问题研究》获 2015 年度县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关于 xx 的探讨》获 2016 年度市 xx 调
研文章二等奖、《xx 的尝试与运用》获 2018 年度省社区 xx 调研活动一类优秀成果等等；做了许多“第一次”
的工作，是 xx 司法局第一位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授课的内部讲师、第一位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心理知
识授课的非心理学专业老师、第一位办理微信保全和提存公证的公证员、第一位全程负责主持数百人的现场
监督公证的公证员等。
我觉得知识和能力的获取是无止境的，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予我进一步提升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机会，
成为一名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谢谢各位老师！

2.个人简历范例

姓 名

XXX

政治面貌

党员

报考方向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93.09.24

准考证编号

网络和系统安全

是否同意调剂方向

是

近期一寸免冠
正面照片

本科就读学校、院系

xxxx 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系

入学时间

2015.9

本科学习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

毕业时间

2019.6

英语等级及考试成绩（四级或六级）

四级 501；六级 473

获得奖励




大二大三分别通过了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网络技术和四级（旧版）的考试。
大学期间获得两次学习奖学金和助学金。
大四上学期准备考研期间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山东赛区二等奖。

科研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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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时与另外两名同学合作完成了《****模型》论文，成绩优秀。
大三时与五名同学组队参加了创新性课程暨本科生训练计划，历时半年完成了《xxxx
问题的调查研究》，成绩为优秀。
复习考研期间与两名同学组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经过团队合作和努力，
仅三天时间完成了《****定位问题研究》论文，获得山东赛区二等奖。

学术成果
题目：******的**电子现金系统
 学术构想与思路：
已有的公平电子现金系统除中央银行外还需依赖于引进其它可靠第三方对用户进行追踪。
为了简化在线交易的过程并有效规避交易的风险，设想基于 ACJT 群盲签名技术和秘密共
享技术提出一个不需要其它可靠第三方的新的公平电子系统，该系统比 Lin Chen 等基于
LR98 群盲签名给出的一个除央行外无需其他第三方的多银行公平电子现金系统更高效、
更安全。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群盲签名技术，设计除央行外无其它可靠第三方的多银行公平电子
现金系统。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何不依赖第三方便可实现对违法的电子现金的追踪。
实习经历



大一、大二时在院学生会的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活动的前期宣传，由于表现优异，期
间申请到学校 5000 元的赞助金。
在课余时间做过兼职和家教，教过初中和高中数学和高中的信息学奥赛。

特长爱好



从小就喜欢学习计算机技术，初中时获得过全市计算机竞赛第一名，通过了计算机等级
考试二级 QBasic，并且获得信息学奥赛山东省烟台地区二等奖。
喜欢像篮球、足球之类的团体运动，也喜欢象棋、围棋和跳棋等。

3.导师写信范例
尊敬的 x 老师
您好!
我叫 xx，来自 xx，是 xx 大学 xx 学院 xx 专业的学生，意向报考贵校的环境工程（专硕），我的初试成
绩为 xx 分（其中专业课成绩为 xx,专业排名为 xx）。通过学院网站，了解到您的研究方向是 xx，也查阅了
您发表的相关文章,如《xx》，作为 xx 专业的我，十分希望深入学习了解 xx，非常希望能成为您的研究生，
在您的指导下深入学习。
校内学习期间我顺利完成规定课程及实验，获得两次三等奖学金，顺利通过四六级考试，并利用课余时
间自学 Office、Auto CAD、Photoshop 等软件操作。校外我曾于 xx 厂、xx 厂及 xx 公司进行实习，了解学习
了 xx 工艺，xx 工艺的实地构造与流程，对于 xx 的处理也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极大的提升了我的专业理论知
识水平。同时我还积极参加校内实践活动，曾担任校 xx 副部长，负责校团委官方微信的运营与编辑，以及
校音乐坊社长，这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管理和运营能力。
相比于 xx 和 xx，xx 才是更大的挑战，在保证 xx 的时候，xx 处理的节能降耗与成本也是一大难题，我
深知自己的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还远远不够，希望今后能在老师您的指导下深入学习研究，为水资源的改善
和有效使用作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感谢您在忙碌的工作之中抽时间阅读我这封信，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提前祝您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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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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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校复试真题展示
1.心理学/教育学
北师大心理学专业
1.英文自我介绍
2.如果你有 500 万，你打算怎么使用它？
If you have got 5 million yuan，how will you deal with it?
3.用 5 个英语词汇描述自己？
please use 5 words to describe yourself.
4.你认为什么是快乐？
How do you think about happiness?
首都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
1.在生活中你遇到过什么心理问题，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解释并说出解决办法。
What kind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you have ever met? Try to explain them and your
ways to solve them by using the professionally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2.积极心理治疗与传统心理治疗的关系
Tell u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itive psychotherapy and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1.英文自我介绍
2.为什么选择这个心理学专业？
Why do you choose this major?
3.心理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What did psychology bring to you?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
1.英语面试：请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2.老师提问：你阅读过哪些书籍，请谈谈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本。
What kind of books have you read? Can you share your favorite one and why?
3.问答环节：
你怎么打算度过你的研究生生活？
How do you plan to spend you post-graduated life?
你大学期间有没有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Have you ever published any related thesis before?
安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
1.简短的自我介绍
2.老师提问：
请谈谈你的家庭情况？
Please talk about your family.
为什么会选择安师大？
Why do you choose our school?
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
What do you plan to do after you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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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类
北京大学法硕专业
（英语复试笔试）考查英语听力，共 10 分，考查形式是给定一篇长文章，填 10 个空，
文章读三遍，完成填空选项，专业词汇较多，难度稍大，需多积累专业词汇，加强训练。
中国政法大学法硕非法学
1.英语笔试只有听力：一共三段对话，难度略难于六级听力
2.英语面试：
请简单做一个英文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专业热点：请你谈谈对“反腐”的看法
Please show your ideas about the“anti-corruption”.
南开大学法硕专业
1.英文自我介绍
2.根据自我介绍提问题：
你如何看待法律
How do you think of Law?
介绍你读过的一本法律书籍
Please introduce a book about Law that you have read .你为什么喜欢法律
Why do you like Law?
对外经贸大学法硕专业
1.英文笔试
英文法则翻译（摘选自《侵权责任法》66-68 条原文）
Wher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caused by two or more polluters，the seriousness of liability
of each polluter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pollutant，volume of emission and
other factors. Where any harm i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r the fault of a third party，
the
victim may require a compensation from either the polluter or the third party. After making
compensation，the polluter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reimbursed by the third party.
2.英文面试：英文自我介绍

3.MPAcc
西南财经 MPAcc
1.为什么选择报考我们学校？
Why do you choose here？
2.资本机构的理论有哪些？
What are the theories of Capital structure?
3.你的英语怎么样？
How is your English?
上海财经大学 MPAcc
1.说说你研究生阶段有什么打算？
How do you plan to spend your post-graduated life?
2.怎么看待递延资产？
How do you think of Deferred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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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么是无形资产的摊销？
What is the amortiz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中国人民大学 MPAcc
1.请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2.抽题目作答：
请说明一下网络技术对学生学习有什么影响？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do you think network on students’study?
请说明一下电脑对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do you think computer on work?
暨南大学 MPAcc
英语面试：
1.请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2.你大学本科主要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What is your major in college?
3.为什么选 MPAcc 这个专业？
Why do you choose MPAcc to further your study?
4.请谈谈你的家乡。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family?
中国海洋大学 MPAcc
1.请先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briefly.
2.英语问题
你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为什么？
What kind of books have you read? Can you share your favorite one and why?
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
What is your favorite festival?

4.医学类
北大医学部
1.英文自我介绍
2.结合考生的科研进行提问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bout your researches.
3.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What impressed you most in your life?
4.老师给考生一段英文文献，考生读一遍再翻译
昆明医科大学临床专硕
1.英语自我介绍
2.英语问题：
谈谈你的家庭？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family？
你来自哪儿？
Where are you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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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考研?
Why do you choose to further your study?
湖南师范大学药学专业
1.英文自我介绍
2.读一篇英文文献并且翻译
3.谈一谈你的毕业论文设计的思路
Please talk about the thinking of your thesis?
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
1.自我介绍（部分同学会考查英文自我介绍）
2.念一段英语文献，根据问题回答
3.翻译专业词汇

5.其他类
暨南大学计算机系
1.请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2.你家乡在哪里？请简要介绍一下。（最常问）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3.请阅读英语短文，进行简要翻译
4.你喜欢看美剧吗？能介绍一个你看过美剧吗？
Do you like watch American TV dramas? please introduce one.
深圳大学计算机
1.英文自我介绍
2.根据自我介绍提问：
本科是哪个学校？专业是什么？
Where did you graduate from and what is your major?
大学期间获得过哪些奖？
What kind of rewards do you have got?
某 MTI 院校
1.谈谈你对翻译的理解。
Talk about y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rpreting.
2.怎样提高你的双语能力？
How to improve your bilingual ability?
3.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哪些著名的教授吗？你了解他们的作品吗？
How many Professors do you know in our school? What kind of articles do you know?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
英文面试：
1.请简单做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
2.研究生期间你想做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What kind of direction you want to study and research in your postgraduate time?
3.最近读过的什么书？能简单分享一下吗？
What kind of book have you read recently? Can you share it?
专业问题：
1.谈谈媒体时代对国际传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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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influences does media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谈谈对现在流行的婚恋类网站的看法？
How do you think the popularity of match-making website?
某英语语言学类院校
1.什么是语言学的主要分支？
What’s the main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2.现代语法和传统语言学的不同点是什么？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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