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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 2021 考研复试真题集锦

摘自《7 天攻克考研复试面试》图书配套小手册

文都考研复试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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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 2021 考研复试真题集锦

【心理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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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心理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4.请谈论一个你负责的心理学实验设计

广州大学教育学专业

1.你平时看什么书籍？

2.谈谈你研究生期间的规划

3.你对什么研究方向感兴趣？

4.毕业论文是什么（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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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师教育学原理

（一）英语面试

1.请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2.老师问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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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打算度过你的研究生生活？

How do you plan to spend you post-graduated life?

4.你原来学习的 xx学，为什么跨专业学习教育学？

You were a xx major, why do you choose pedagogics as your new

major?

5.你大学期间有没有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Have you ever published any related thesis before?

（二）专业面试

1.请谈谈金融学和教育学的异同？

Can you tell u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inance and Pedagogics?

2.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理财产品？

Have you ever be exposed to financial product?

3.请简单阐述一个当前的教育问题。

Please choose a current hot educational issue to make a brief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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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

1.简短的自我介绍

抽题目回答：

2.请谈谈钱学森的教育贡献

What are the Tsien Hsue-shen’s educational contributions?

3.高校的基本职能

What are the basic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lleges?

老师提问：

4.请谈谈你的家庭情况？

5.你的本科专业是什么？

6.为什么会选择安师大？

7.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

1.请简单做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

2.请翻译下面这篇英文短文。

3.你怎么打算度过你的研究生生活？

专业课：抽 5答 4

4.请简要谈谈论语的教育思想。

Please share your opinions about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Analects.

5.请谈谈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

Please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knowledge,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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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法硕专业】

北京大学法硕专业（英语复试只有笔试，无面试）

考察英语听力，共 10分，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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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家多

积累专业词汇，加强训练。

中国政法大学法硕非法学

（一）英语笔试只有听力

一共三段对话，难度略难于六级听力

（二）英语面试

请简单做一个英文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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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我介绍提问题：

2.你如何看待法律

3.介绍你读过的一本法律书籍

4.你为什么喜欢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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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英语面试题目）

1.请你谈一谈“举证责任”

2.请你谈谈你的毕业论文

3.你的未来规划是什么？

4.公民的政治权利多少岁？

西北政法法学专业

1.认识在场的各位复试老师吗？

2.你来自哪里？

3.你的朋友怎么评价你？

4.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5.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

6.有过实习吗？实习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7.如果被录取了你有什么规划？

【MPAcc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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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的英语成绩怎么样？

上财 MPACC

1.说说你研究生阶段有什么打算？

2.你之前有过什么样的实习经历呢？

3.怎么看待递延资产和递延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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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无形资产的摊销？

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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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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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大 MPACC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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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请简要谈谈会计人员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Can your tell us what kind of personalities a accountant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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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二）专业面试

1.什么是可回收金额？

What is returnable amount?

2.如何处理商誉减值？

How to deal with goodwill impairment?

3.请简要说明一下经营杠杆/财务杠杆/资本结构的作用

Make a brief statement of operating leverage/financial

leverage/capital structure’s functions.

中国海洋大学 MPAcc

（一）综合面试

1. 请先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briefly.

（二）英语面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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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

What is your favorite festival?

3.如果你事与愿违了怎么办？

What would you do if things don’t happen as you want?

（三）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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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利润与现金流量的关系是什么？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profits and cash

flow?

2.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模块有哪些？

What are the basic modules doe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3.怎样评价企业利润的质量？

How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cooperate profits?

4.注册会计师如何保持怀疑态度？

What kind of skeptical attitude do registered accountants

should hold?

（四）小组讨论

1.开放题：（两难性试题）

你手头有许多重要的工作，你的上司又交给你许多重要工作，你的时

间上一定来不及，你会怎么处理？

If you have already tied up by many urgent and important works

that needed to be done very soon,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r

leaders assign you other critical works , what would you do with

such a short time?

【医学类】

北大医学部

1.英文自我介绍

2.结合该生的科研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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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在 xx 读书，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上研究生？

4.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5.老师给你一段英文文献，你读一遍再翻译

昆医大临床专硕

1.英语自我介绍

2.谈谈你的家庭？Can you talk about your family？

3.你来自哪儿？

4.为什么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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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思路

暨南大学临床医学外科

1.英语自我介绍

2.为什么报外科

3.还问我报的哪位老师的研究方向

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

1.自我介绍（部分同学英文）

2.念一段英语文献，根据问题回答

3.翻译专业词汇

4.在哪儿实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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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暨大计算机系

1.请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Pleas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2.英语面试：你家乡在哪里？请简要介绍一下。（最喜欢问的问题）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东华计算机

3.请阅读下面这篇英语短文，进行简要翻译，并简单概括。

4.你喜欢看每美剧吗？能介绍一个你看过美剧吗？

哈工大计算机系

1.英文自我介绍

2.压力型问题：如果读研期间，你现在已经有分配的任务要做，导师

或者学长学姐又要强行分配给你，你该怎么解决？

深圳大学计算机

1.英文自我介绍

根据自我介绍提问：

2.本科是哪个学校？专业是什么？

3.大学期间获得过哪些奖？

4.为什么工作之后还要考研？当前在公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涉及

的是什么类型的项目？

【金融学】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

1.一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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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问答（抽题）

2.为什么要进行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

3.你觉得银保监的合并对那些全牌照经营的公司，会有什么影响？

what’s the objective of consumer？what’s the objective of

company？

中南财经大学

1.英文自我介绍

2.有没有做过志愿者？

3.对美国总统开启贸易战看法

西南财经大学

1.Self Introduction

2.用英语介绍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微观经济学家

专业课面试

3.什么 MM 定理

4.有效市场的三种形式

5.股利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其他专业】

华南理工大学能源化工专业

（一）专业课问题

1.pm2.5 是什么？

2.工业怎么处理二氧化碳？

3.你知道的实验室处理污水的方法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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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语面试

1.翻译：专业课知识中英互译

2.你研究生计划是什么？

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学专业

（一）综合面试

1.大学什么科目学的最好？

2.研究生的规划是什么？

3.做过的实验有哪些？

4.谈一下实习经历和毕业论文？

（二）英语面试：给定一个话题进行英文辩论

1.抽题回答

2.实操：现场辨认石头种类

某院校城乡规划专业

（一）英文面试

1.请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2.你的本科院校的特色专业与现在你学习专业的联系是什么？

3.你的学长学姐都去做什么工作了？

4.你对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5.你在现在所学专业内最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

（二）综合面试

1.中文自我介绍

2.然后题目箱抽论述题思考一分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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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土木专业

1.要求做 2 分钟中文自我介绍，根据自我介绍提问关于证书、奖学金

的问题

专业课问题

2.钢筋进场需要检验一些什么？

3.钢筋质量检验需要做什么试验？

兰州大学古生物学

1.英语自我介绍，老师通过自我介绍提问题

2.专业课实践能力考核，根据图片讲述其中的专业的知识

3.老师提问，都是专业课知识，很基础，只要基础扎实基本都能回答

上来

华南理工大学造纸专业

（一）英文面试

1.首先是英文自我介绍

2.用英语问我本科学了什么课程。

（二）专业面试：

1.毕业设计是什么内容，什么原理？

2.我打算怎么结合本科专业和调剂专业？

3.问及科研经历的一些专业名词

安徽工业大学工业设计工程

（一）专业课面试

1.婴幼儿产品应该注重哪些人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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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无障碍设计是什么？

3.民族化设计产业的重要性

（二）英文面试

1.你的家乡

2.最喜欢去的地方

3.作为设计师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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