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5853 

专业 文艺学 

参考书 
1.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

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3.朱志荣《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汉语言文字学 

参考书 

1．《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 王力；2．《现代汉语》高等

教育出版社，黄伯荣、廖序东。3．《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参考书 

1．《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 王力 2．《中国文学史》，高

等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编。 3．《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

杜泽逊著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参考书 
1.《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编；2.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主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方向） 

参考书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等主编；2．《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方向） 

参考书 
1．《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主编；2．《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参考书 
1．《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亚非卷)，南开大学出版社，朱维之主编。2．《东

方文学史》，郁龙余、孟昭毅主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320 

专业 政治学理论 

参考书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二版。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3．《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2019 年；4．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5．徐

大同主编：《现代西方政治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马德普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比较政治制度 

同等学力加试 2 中国政治思想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曹沛霖：《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专业 中外政治制度 

参考书 
常士訚：《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东亚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曹沛霖：《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比较政治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政学原理 



同等学力参考书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二版。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专业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参考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等学力加试 1 毛泽东思想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田克勤 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蒲国良：《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专业 中共党史 

参考书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毛泽东思想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邓小平理论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 

 

专业 国际政治 

参考书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 4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当代中国外交 

同等学力加试 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同等学力参考书 
曲星等：《当代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李景治等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专业 社会学 

参考书 

1.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贾春增编：外

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 版。 3.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 1 版。4. 《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 4 版，风笑天著。 

同等学力加试 1 西方社会学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中国社会学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参考书 
1.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3.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4.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社会工作导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社会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参考书 
《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王思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社会研究方法》（第四版），风笑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专业 公共管理（学术） 

参考书 

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张成福等：《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陈桂生：《政府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同等学力参考书 

吴春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专业 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 

参考书 

王乐夫，蔡立辉，丁煌 等 编 《公共管理学》（精编版）/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

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196 

专业 中国史（近现代史方向） 

参考书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教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同等学力加试 1 史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世界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庞卓恒等主编：《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于廑、齐

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版。 

 

专业 中国史（除近现代史以外的其他方向） 



参考书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史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世界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庞卓恒等主编：《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于廑、齐

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版。 

 

专业 世界史（含各个方向） 

参考书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六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中国通史 

同等学力加试 2 史学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近代史》编

写组：《中国近代史》高教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庞卓恒等主编：《历史学概论》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专业 考古学 

参考书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古汉语 

同等学力加试 2 先秦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侧重前 2册）； 

沈长云：《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专业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含各个方向) 

参考书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李晓东：《文物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古汉语 

同等学力加试 2 先秦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侧重前 2册）； 

沈长云：《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数学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367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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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 
常微分方程：王高雄，第三版，1-5章内容 

复变函数：钟玉泉，第三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化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532 

专业 无机化学 

参考书 
《无机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宋天佑等

著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物理化学 

参考书 《物理化学》（第五版）高教出版社，傅献彩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有机化学 

参考书 《有机化学实验》，兰州大学等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分析化学 

参考书 
《分析化学》（第三版）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等编《分析化学实验》（第三版），华

中师范大学等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材料与化工 

参考书 《基础化学》 徐云升等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025 

专业 自然地理学 

参考书 
1.《自然地理学》（第四版）高教教育出版社，2008 年，伍光和主编；  

2.《现代自然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王建主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人文地理学 

参考书 
1.《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二十一世纪教材，第二版， 

2.《区域分析与规划》（第二版），崔功豪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参考书 
1.《地理信息科学导论》科学出版社，崔铁军； 

2.《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科学出版社，赵英时等。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环境地理学 

参考书 《环境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  朱颜明、何岩等编著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027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参考书 

1.《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 4版）》，张尧学，宋虹，张高 编著，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尉敏，刘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3.《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2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计算机组成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2 计算机网络 

同等学力参考书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编著，第七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专业 电子信息 

参考书 

1.《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 4版）》，张尧学，宋虹，张高 编著，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尉敏，刘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3.《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2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计算机组成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2 计算机网络 

同等学力参考书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编著，第七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 

 

外国语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213 

专业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参考书 无 

同等学力加试 1 无 

同等学力加试 2 无 

同等学力参考书 无 

 

专业 翻译硕士（英语） 

参考书 无 

同等学力加试 1 无 



同等学力加试 2 无 

同等学力参考书 无 

 

专业 翻译硕士（朝鲜语） 

参考书 无 

同等学力加试 1 无 

同等学力加试 2 无 

同等学力参考书 无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540688 

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参考书 

1.《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6

月； 

3.《古代汉语》（校订重排版），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参考书 

1．《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卢福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 5月（第二版）； 

2．《语言学纲要》，徐通锵、叶蜚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修订版； 

3．《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增订 5版； 

4．《古代汉语》，王力，校订重排本（1-2册），中华书局； 

5．《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月第 2版； 

6．《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6月第 3版； 

7．《语言教学原理》，盛炎，重庆出版社，2006年 6月 1 日第 1版； 

8．《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王建勤，商务印书馆，2009年 8月； 

9. 《汉语语言学问题》，张旭，商务印书馆，2015年 8 月，第 1版； 

10.《中华人文精神读本》，王锡三，商务印书馆，2015 年 8月，第 1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体育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599 

专业 体育人文社会学 

参考书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潘绍伟，于可红，2009 年第 2 版； 

《体育管理学》人民体育出版社，作者高雪峰、刘青，2009 年 12 月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体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体育社会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体育教学论》毛振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2版； 

《体育社会学》卢元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3版。 

 

专业 体育教育训练学 

参考书 
《运动训练学》，人民体育出版社，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2008 版；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潘绍伟，于可红，2009 年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体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教育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体育教学论》，毛振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版； 

《教育学》张乐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2版。 

 

专业 体育硕士（体育教学领域） 

参考书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潘绍伟，于可红，2009 年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体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教育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体育教学论》毛振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2版； 

《教育学》张乐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2版。 

 

专业 体育硕士（运动训练领域） 

参考书 《运动训练学》，人民体育出版社，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2008 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体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教育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体育教学论》毛振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2版； 

《教育学》张乐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2版。 

 

管理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781 

专业 图书馆学 

参考书 
马费成、宋恩梅、赵一鸣，信息管理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信息检索 

同等学力加试 2 文献学基础 

同等学力参考书 
赖茂生，科技信息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1版（2003年第六次

印刷） 

 

专业 情报学 

参考书 
马费成、宋恩梅、赵一鸣，信息管理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信息检索 

同等学力加试 2 文献学基础 

同等学力参考书 
赖茂生，科技信息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1版（2003年第六次

印刷） 

 

专业 档案学 

参考书 
马费成、宋恩梅、赵一鸣，信息管理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信息检索 

同等学力加试 2 文献学基础 

同等学力参考书 
赖茂生，科技信息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1版（2003年第六次

印刷） 

 

专业 企业管理 

参考书 
加里·阿姆斯特朗，菲利浦·科特勒，王永贵，市场营销学，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第 12版 中国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人力资源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 2 企业战略管理 

同等学力参考书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厦出版社 2.廖泉文，人力资源管理，高教

出版社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参考书 许庆瑞，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宏观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微观经济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高鸿业，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业 会计学 

参考书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管理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会计学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2 企业战略管理 

同等学力参考书 
1．吴国萍，会计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迈克尔·波

特，竞争战略，华厦出版社 

 

专业 图书情报硕士(MLIS) 

参考书 
马费成、宋恩梅、赵一鸣，信息管理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信息检索 

同等学力加试 2 文献学基础 

同等学力参考书 
赖茂生，科技信息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1版（2003年第六次

印刷） 

 

音乐与影视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608 

专业 电影学 

考试科目 英语（20%）、电影创作与评论（20%）、专业问答（60%） 

参考书 
《故事》，罗伯特·麦基著，中国电影出版社；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

写作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1 影视评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中外电影史 

同等学力参考书 
《故事》，罗伯特·麦基著，中国电影出版社；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

写作基础》 

 

专业 艺术硕士(音乐领域） 

考试科目 英语（15%）、曲式与作品分析（15%）、技能展示（70%） 

参考书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同等学力加试 1 和声 

同等学力加试 2 音乐名作 

同等学力参考书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专业 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 

考试科目 英语（20%）、曲式与作品分析（20%）、专业问答（60%） 

参考书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袁静芳著，上海音乐出版社（中国艺术大系从书）

2000；《民族音乐学概论 》（增订版）伍国栋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同等学力加试 1 和声 

同等学力加试 2 音乐名作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袁静芳著，上海音乐出版社（中国艺术大系从书）

2000；《民族音乐学概论 》（增订版）伍国栋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专业 音乐学（声乐演唱与教学、钢琴演奏与教学） 

考试科目 英语（20%）、曲式与作品分析（20%）、技能展示（60%） 

参考书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同等学力加试 1 和声 

同等学力加试 2 音乐名作 

同等学力参考书 《曲式与作品分析》李吉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专业 舞蹈学 

考试科目 英语（20%）、舞蹈专业知识问答（20%）、技能展示（60%） 

参考书 
中国舞蹈史（中国舞蹈史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西方芭蕾舞史 

同等学力加试 2 舞蹈作品分析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中国舞蹈史（中国舞蹈史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芭蕾舞史纲（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

重点教材），朱立人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533 

专业 植物学 

参考书 植物学（教材），植物学报、植物生理学报、菌物学报（期刊）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动物学 

参考书 普通动物学第四版（刘凌云，郑光美），高教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水生生物学 

参考书 
翟中和主编《细胞生物学》、朱玉贤主编《现代分子生物学》，沈萍等主

编《微生物学》及水产动物免疫与内分泌调控领域最新研究进展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遗传学 

参考书 遗传学（第 3版），刘祖洞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细胞生物学 

参考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高教出版社，第四版 ；《现代分子生物

学》，朱玉贤主编，高教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生态学 

参考书 基础生态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美术与设计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036 

专业 130500 设计学—视觉与数字媒体设计方向 

参考书 《世界近现代设计史》——王受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世界近现代设计史》——王受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专业 130500 设计学—服饰文化与服饰设计方向 

参考书 《服装学概论》---李当岐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服装学概论》---李当岐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业 130500 设计学—环境设计与城市艺术方向 

参考书 《环境艺术设计》---郑曙旸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环境艺术设计》---郑曙旸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专业 130400 美术学 

参考书 

1. 《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 《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3. 《美的历程》李泽厚主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1.《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3.《美的历程》李泽厚主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专业 135108 艺术设计 

参考书 《设计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李立新著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设计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李立新著 



 

专业 135107 美术 

参考书 

1.《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3.《美的历程》李泽厚主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2 专业面试 

同等学力参考书 

1.《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3.《美的历程》李泽厚主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129 

专业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专业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030507 党的建设 

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专业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版、

2018 版，郑永廷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专业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新闻传播学院 2020 年研究生复试内容 

联系电话：23766150 

专业 新闻学 

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 1 新闻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传播学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专业 传播学 

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 1 新闻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传播学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专业 广播电视艺术学 

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 1 广播电视艺术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文艺综合 

同等学力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专业 新闻与传播 

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 1 新闻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2 传播学概论 

同等学力参考书 同学院官网公布的《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 

 

法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330 

专业 法律史 

参考书 

1.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或第二、三版； 

2.李贵连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或 2010 年

第二版； 

 

专业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参考书 

1.周叶中主编：《宪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2.《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专业 刑法学 

参考书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专业 民商法学 

参考书 

1.《民法学》编写组：《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2.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3.2019年12月23日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4.《商法学》编写组：《商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专业 诉讼法学 

参考书 

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2.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年版； 

 

专业 经济法学 

参考书 1.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专业 法律（非法学） 

参考书 

1.《民法学》编写组：《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2.2019年 12月 23日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专业 法律（法学） 

参考书 

1.《民法学》编写组：《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2.2019年 12月 23日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经济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054 

专业 政治经济学 

参考书 

1.《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主编卫兴华、顾学荣；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七版，主编高鸿业。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西方经济学 

参考书 

1.《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主编卫兴华、顾学荣；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七版，主编高鸿业。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世界经济 

参考书 

1.《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主编卫兴华、顾学荣；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七版，主编高鸿业。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经济学院 MF 中心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23766117 

专业 金融硕士（025100） 

参考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第七版，高鸿业主编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521（刘老师）或者 qq 群 1060976820 

专业 物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 

参考书 

物理背景的参考书目： 

《普通物理学》（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程守洙、江之永 

材料背景的参考书目： 

《材料科学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潘金生、仝建民、田民波. 

同等学力加试 1 电动力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电动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郭硕鸿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汪志诚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2516 

专业 信息与通信工程 

参考书 
谭浩强编《C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何方白编《现代通

信概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电路分析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2 微机原理与应用 

同等学力参考书 
邱关源编《电路(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何宏编《微型计算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 

参考书 
谭浩强编《C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何方白编《现代通

信概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电路分析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2 微机原理与应用 

同等学力参考书 
邱关源编《电路(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何宏编《微型计算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业 电子信息 

参考书 谭浩强编《C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何方白编《现代通



信概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电路分析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2 微机原理与应用 

同等学力参考书 
邱关源编《电路(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何宏编《微型计算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部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143 

专业 基础心理学 

参考书 黄希庭、张志杰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实验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2）张厚粲、徐建平著，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专业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参考书 黄希庭、张志杰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实验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2）张厚粲、徐建平著，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专业 应用心理学 

参考书 黄希庭、张志杰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实验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2）张厚粲、徐建平著，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专业 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书 黄希庭、张志杰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实验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2）张厚粲、徐建平著，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专业 
应用心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学校心理学、老年与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用户体验、

临床与心理咨询方向） 

参考书 黄希庭、张志杰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实验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同等学力参考书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2）张厚粲、徐建平著，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教育学部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联系电话：022-23766374 

专业 教育学原理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课程论、教学论）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数学教学论） 

参考书 

1.历年数学高考试题 

2.高中数学教材 

3.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第 4版）（上册）.2012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地理教学论） 

参考书 

1.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王恩涌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综合自然地理学.伍光和.蔡运龙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近年中高考地理真题、近年中高考地理模拟题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物理教学论） 

参考书 

1.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阎金铎、郭玉英.中学物理教学概论(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教育史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比较教育学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前教育学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参考书 

1.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李季湄、冯晓霞主编.《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初等教育学 

参考书 
1.袁振国主编.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项贤明主编.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参考书 1.裴娣娜.教育科研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教师教育 

参考书 

1.陈永明.教师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版 

2.中公版·教师招聘考试专用教材：教育理论基础知识·中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教育管理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教育技术学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游泽清.多媒体画面艺术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语文） 

参考书 
1.现行统编本初、高中语文教材 

2.郑桂华著.中学语文教学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数学） 

参考书 

1.历年数学高考试题 

2.高中数学教材 

3.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第 4 版）（上册）.20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物理） 

参考书 

1.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阎金铎、郭玉英.中学物理教学概论(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化学） 

参考书 

1.房喻.徐端均.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靳莹.盖立春.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霍爱新.靳莹.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专业 学科教学（生物） 

参考书 

1.刘恩山.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郑晓蕙.生物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英语） 

参考书 
1.初试 908 英语教育理论参考书 How to teach English  Jeremy Harmer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历史） 

参考书 

1.陈志刚、翟霄宇.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出版社.2012. 

2.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3..近三年高考文综历史天津卷试题 

4.近三年高考文综历史全国卷试题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学科教学（地理） 

参考书 

1.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王恩涌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综合自然地理学.伍光和.蔡运龙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近年中高考地理真题、近年中高考地理模拟题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现代教育技术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游泽清.多媒体画面艺术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专业 小学教育 

参考书 

1.《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3.《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教育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2 心理学基础 

同等学力参考书 
1.张大均.教育心理学（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专业 学前教育 

参考书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李季湄、冯晓霞主编.《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版； 

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2017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 1  

同等学力加试 2  

同等学力参考书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CA%AE%B6%FE%CB%F9%D6%D8%B5%E3%CA%A6%B7%B6%B4%F3%D1%A7%C1%AA%BA%CF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