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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2019年插班生政策

 为贯彻《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神，构
建高等教育“立交桥”，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9年继续开展普通
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19〕24号）等文件规定，
我校结合本校学科特色与培养目标，2019年继续开展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 

      
招生对象为2018—2019年度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本科在校在籍一年级优秀学
生，品德优良，一年级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及格（含第一学期补考及格），
并经学生学籍所在普通高校同意，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每位考生只可报
考一个专业，且未填报其他高校插班生。本校学生不得报考本校插班生。



招生专业

院系 专业 科类 招生人数 报考人数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 文科 4 90

历史学系 历史学 文科 4 84
哲学学院 哲学 文科 4 75

核科学与技术系 核工程与核技术 理科 4 78

航空航天系 理论与应用力学 理科 4 90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环境科学 理科 4 10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理科 4 85



考试科目

文科类专业测试（笔试）科目：

理科类专业测试（笔试）科目：



总分200分
考试时间：14：30-16：00

题型 题量 分值
选择题（词汇语法） 30 60

阅读理解 6*5 60
完形填空 2*20 80

2019年复旦大学插班生考试试题型



总分400分
考试时间：9：00-12：00

题型 题量 分值

综合题 20 400

2019年复旦大学插班生考试试题型



总分400分
考试时间：9：00-12：00

题型 题量 分值

解释名词 12 96
选择题 30 150
简答题 10 100
论述题 3 54

2019年复旦大学插班生考试试题型



英语

数学

文综

六级考研难度，词汇达到托福难度

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全部章节，考
研难度，有几道竞赛题

覆盖面广，包罗万象，古今中外都
要考到

考试难度



《大学英语词汇精练》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参考书

《英语词汇分频记忆手册》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插班生英语宝典》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高等数学》上+下 同济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高等数学习题册》上+下 同济大学数学系

◆ 《上海插班生数学宝典》 同达教育

◆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复习与解题指南》 同济大学

◆ 《高等数学分层练习》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线性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考研数学复习全书》 李永乐

数学参考书



文学参考书

◆《简明中国文学史》骆玉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简史》 李明滨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文学专业考名词解释》

刘加夫 文史出版社 

◆《古代文学史 辅导与习题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文学三十年 学习与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学习辅导与习题集》卜繁燕 陈志

华等编写 齐鲁书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史纲》蒋承勇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 学习辅导与习题集》齐鲁书社

◆《大辞海·语言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史学参考书

◆《世界文明史讲稿》 赵立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史概要》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基础名词解释》《历史学基础论述题》长孙博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白寿彝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斱史学史》张广智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研究》汤因比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为历史学辩护》马克·布洛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碎片化的历史 从<年鉴>到新史学》弗朗索瓦·多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辞海···近代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考古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考研历史名词解释》仝晰纲 文史出版社 

◆《历史》7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学参考书

◆《西方哲学简史》 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三联书店 

◆《中国哲学史 哲学专业考研历年真题解析》文史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邓晓芒 赵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西斱哲学史》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大辞典》张岱年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外国哲学大辞典》冯契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哲学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专业 入围面试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平均分）

汉语言 332
英语≥76，文史哲基础

≥151
历史学 290
哲学 313

核工程与核技术 240

英语≥76，高等数学
≥119

理论力学 287

环境科学 268

生物医学工程 319

2019年分数线



姓名 性别 现就读高校 报考专业 综合总分 总分排名

罗程翔 男 华东政法大学 汉语言 650.8 1

郝紫萱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汉语言 599 2

周哲朴 男 上海师范大学 汉语言 594.8 3

柏雪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汉语言 583 4

曹宇明 女 上海大学 历史学 600.4 1

王婕宇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 559.2 2

敖喻 男 华东政法大学 历史学 559 3

董洪杉 男 上海大学 历史学 552.4 4

王妤宁 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 635.2 1

王怀洲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哲学 585.4 2

吴千禧 男 华东理工大学 哲学 569.8 3

范俊翔 男 上海政法学院 哲学 563 4

倪铭轩 男 上海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593 1

周博修 男 上海师范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556.6 2

李源 男 华东理工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545.6 3

汪在宁 男 上海师范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481.8 4

录取名单



姓名 性别 现就读高校 报考专业 综合总分 总分排名

吴镇宇 男 同济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619.6 1

陈歆睿 男 上海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580.6 2

张泽琰 男 上海建桥学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 545.8 3

赵凯旋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536.6 4

孙杰 男 东华大学 环境科学 621.4 1

舒蒋斌 男 上海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572.4 2

谭逸菲 女 华东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524.2 3

崔湘怡 女 东华大学 环境科学 511.8 4

梅竹松 男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616 1

陈逸凡 男 东华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610 2

陈炫耀 男 华东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605.4 3

薛润哲 女 华东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576.8 4

录取名单



文科：

理科：

2018

文科：

理科
2019

近两年成绩



l教英语的孔老师，他的英语素养十分高，听他的课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大家学累了跟不

上时，老师还会和我们讨论一些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这些观点往往都能给我们

带来很多启示。

l项老师，小小的身板，一件白衬衫，难以想象他上课时声音如此洪亮。每个细

节，每个概念都讲的非常清晰。项老师上的高数课十分有趣，老师甚至会用一

些网络用语来贴近我们，偶尔蹦出的英文单词让课堂充满趣味。项老师讲解题

目并不是枯燥的解释答案，他会着重培养我们自主的思维能力。可以说，我对

高数学习的大门完全是暑假班是项老师给我打开的！

l每周见到孔老师或项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热血在血管中在炸裂、在燃烧，在刺激心脏

的每一次跳动，在接近那似可触及的梦想。回到学校，即使是独自一人，也觉得充满了

力量。当疲惫到周五，再见到他们时仿佛又再一次被灌注了新的血液，去欢腾、去追逐。

学生反馈



l当我第一次听孔老师的英语课时，我有点吃惊于讲课的方式，连珠炮式的单词

仅仅只是从一个词根中衍生出来，还罗列了近义词，反义词，这种启发式的授

课方式是我从未接触到过，我也非常庆幸能有机会感受到这种独树一帜的教学

风格。不仅如此，老师也会穿插着讲一些外国的文化，政治，军事来激发我们

的学习热情，而我们也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同时也赞叹老师的渊博。

“When passion fades,it’s your persistence that will lead you to the goal”老师的这句

话无时无刻不激励着我，我也希望能把这句话送给未来的学弟学妹，考插是场

马拉松，当时和我一起参加考插的伙伴陆陆续续退出的太多太多，我看着他们

一个个的离开，当然也有其他的同学的加入，你可以说不一定坚持就有回报，

但是中途放弃就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l孔老师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极具感染力的讲课方式，在英语学习上给了我无限动力。每

当我要对英语灰心的时候他总是会适时的激励我们。孔老师是我至今最佩服的老师之一！

学生反馈



学生反馈



咨询电话：
021-33626001 33626002
13816119982（许老师）

插班生网址：

QQ交流群： 总部地址：

咨询方式

m.tongdaedu.cn

579880511 杨浦区四平路1388号同济联合
广场C楼203



8月
基本知识点的讲解

课程安排

10月中旬—次年3月底
知识点的系统串讲

11月-4月
精细化辅导

3月底-5月初
冲刺押题

3月-5月
针对各个院校的
出题特点专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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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插班生2018、2019年报录比



同达教育

预祝各位同学考试成功！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