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

参考书目 

  

说明： 

101 思想政治理论、201 英语一、202 俄语、203 日语、204 英语二、301 数学一、302 数学二、303 数学三、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为国家统一命题科目，我校不指定参考书目。 

请点击相应院系查询 

001政法学院 009音乐学院 016信息工程学院 022初等教育学院 

004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美术学院 017化学系 023地球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国

际化示范学院 

005教育学院 012外国语学院 018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024管理学院 

006文学院 013数学科学学院 019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025学前教育学院 

007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014物理系 020教育技术系  

 

008历史学院 015生命科学学院 

021城市环境过程和数字模

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001 政法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肖前、黄楠森等 

716 法学综合一 《法理学》（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张文显 

716 法学综合一 《中国宪法》（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版 许崇德 

716 法学综合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

四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马怀德 

718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基础》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王浦劬主编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18 法学综合二 
《刑法学（第五版）》普通高

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 
法律出版社，2016 年 7 月第五版 张明楷 

818 法学综合二 《民法》（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王利明 



818 法学综合二 

《刑事诉讼法（第四版）》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四

版 
陈卫东 

820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

程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沙健孙等 

856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

研室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6 高德胜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道德教育的 20 个细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 月 高德胜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学校道德教育原理》 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檀传宝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课程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施良方 

912 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

萨特及其后》 
后浪 

塞缪尔·E.斯塔姆、

詹姆斯·费舍尔 

912 西方哲学 《简明语言哲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嘉映 

912 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史》 商务 罗素 

912 西方哲学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人民出版社 刘放桐 

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18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基础》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王浦劬主编 

75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

建设工程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本书编写组 

81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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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版 7 月  



820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

程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沙健孙等 

005 教育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333 教育综合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 12月第二版 
全国 12 所重点师范

大学联合编写 

333 教育综合 《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陈琦、刘儒德  

333 教育综合 《教育研究导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宁虹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普通心理学》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彭聃聆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

3 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张厚粲、徐建平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心理测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金瑜 

714 教育学基础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二

版） 

全国 12 所重点师范

大学联合编写 

714 教育学基础 《现代教育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 黄济、王策三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心

理学（3）中外教育史（4）教

育研究方法。 

  

775 心理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普通心理学（2）实验心

理学（3）人格心理学（4）心

理统计学（5）心理测量学、（6）

发展心理学。 

  

816 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决策新论--教育组

织决策机制的系统分析》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孟繁华 

816 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学 《教育经济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 3 月第四版 靳希斌 

816 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的理论与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5年 12 月出版 傅树京 

816 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学 《教育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 月 范先佐 



816 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第三

版 
陈孝彬、高洪源 主编 

870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林崇德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课程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施良方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学校道德教育原理》 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檀传宝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道德教育的 20 个细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高德胜 

871 思想政治教育学 《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6 高德胜 

872 语文专业素养 

不指定参考书，考察范围为：

语言、文学基本常识、阅读、

写作 

  

873 数学基础 《数学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873 数学基础 《高等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版  北京大学 

874 综合物理 《力学基础》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版 漆安慎、杜蝉英等 

874 综合物理 《电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版 梁灿彬 

875 普通化学 《无机化学》（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等三校

合编第四版（2002） 

875 普通化学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占先 主编第二版

（2007） 

875 普通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 主编第三版

（2007） 

876 英语学科教学 

《语言教学的流派（第二版）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第一版（翻印）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876 英语学科教学 

《二语习得引论（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第一版（翻印） 

Muriel 

Saville-Troike 

877 历史教育学 《历史学科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于友西、叶小兵、 赵

亚夫著 

878 地理教育学综合 《地理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陈澄 

879 中外音乐教育史 《西方音乐通史》 上海音乐出版社 于润洋   

879 中外音乐教育史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孙继楠、周柱栓  

880 美术教育学 《美术教育学新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尹少淳 

880 美术教育学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教育部 



880 美术教育学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教育部 

881 计算机应用基础综合考试 《计算机科学导论》（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B.Forouzan  

881 计算机应用基础综合考试 《计算机导论》第二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年 王玉龙 

884 普通生物学基础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 版），2005 年 吴相钰  

914 体育综合 《体育概论》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赵立 主编 

914 体育综合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周登嵩 主编 

917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5月第 3版 陈孝彬 高洪源 

917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的理论与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5年 12 月出版 傅树京 

006 文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354 汉语基础 《古代汉语》（第一、二册） 中华书局，1998 年校订重排本 王力 

354 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黄伯荣、廖序东 

354 汉语基础 《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叶蜚声、徐通锵 

354 汉语基础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洪波 

354 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周建设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中国文化要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程裕帧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刘珣 

710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本不限 袁行霈 

710 中国语言文学 《古代汉语》（第 1 册） 中华书局，1998 年校订重排本 王力 

710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邱运华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心

理学（3）中外教育史（4）教

育研究方法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钱理群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5 月出版 张志忠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王家平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张志忠 

810 汉语综合 《现代汉语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周建设 

810 汉语综合 《古代汉语》（第一、二册） 中华书局，1998 年校订重排本 王力 

810 汉语综合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本不限 黄伯荣、廖序东 

810 汉语综合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洪波 

811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修订版 陶东风 

811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邱运华 

812 语言学与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黄伯荣、廖序东 

812 语言学与汉语基础 《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叶蜚声、徐通锵 

81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史》（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本不限（注：请多

阅读文学史上经典作品） 
郑克鲁 

814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袁行霈 

814 中国古代文学 《历代文学作品选》（6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朱东润 

854 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 《文化产业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胡惠林 

854 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包晓光、徐海龙 

855 影视艺术历史与理论 《当代电影艺术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尹鸿 

855 影视艺术历史与理论 《影视批评：理论和实践》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陈犀禾 

855 影视艺术历史与理论 《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郭庆光 

855 影视艺术历史与理论 《论戏剧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谭霈生 

855 影视艺术历史与理论 《戏剧三人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丁涛 

872 语文专业素养 

不指定参考书，考察范围为：

语言、文学基本常识，阅读，

写作 

  



905 中国古代戏曲史 《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年版 张庚、郭汉城 

905 中国古代戏曲史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修订版 张燕瑾 

916 语言学理论及民族语言文学基础 《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叶蜚声 徐通锵 

916 语言学理论及民族语言文学基础 《汉藏语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任意版本 马学良 

007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10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本不限 袁行霈 

710 中国语言文学 《古代汉语》（第 1 册） 中华书局，1998 年校订重排本 王力 

710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邱运华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钱理群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5 月出版 张志忠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王家平 

8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张志忠 

814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袁行霈 

814 中国古代文学 《历代文学作品选》（6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朱东润 

008 历史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348 文博综合 《中国考古通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张之恒 

348 文博综合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王宏钧 

707 中国考古学综合 《考古学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俞伟超 

707 中国考古学综合 《中国考古通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张之恒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心

理学（3）中外教育史（4）教

育研究方法。 

  

776 历史学基础综合 《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2005 年版 李侃等 

776 历史学基础综合 《世界史》（4 卷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齐世荣 总主编 

776 历史学基础综合 《中国现代史》（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王桧林 

776 历史学基础综合 《中国古代史》（上、下）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朱绍侯 

009 音乐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40 中外音乐史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修订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孙继南 著  

740 中外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

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年版  刘再生 著  



740 中外音乐史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

部分）（现代部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汪毓和 著  

740 中外音乐史  《欧洲音乐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  张洪岛 著  

740 中外音乐史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  钟子林 著  

740 中外音乐史 
《西方音乐通史.音乐卷》修订

本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3 年版 于润洋主编 

762 音乐学基础知识  
《艺术学基础知识》（音乐部

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王次炤  

762 音乐学基础知识 
《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修订

版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 年版 俞人豪等著 

768 中外舞蹈史  《西方芭蕾舞蹈史纲》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年版  朱立人  

768 中外舞蹈史  《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  王克芬  

768 中外舞蹈史 《西方现代舞史纲》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 刘青弋 

779 舞蹈学基础知识 
《艺术学基础知识》（舞蹈部

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王次炤 

779 舞蹈学基础知识 《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 王克芬 

845 和声与作品分析  《和声学教程》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年版  斯波索宾等 著  

845 和声与作品分析  《曲式与作品分析》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年版  吴祖强著  

900 舞蹈概论与作品分析  
《艺术学基础知识》（舞蹈部

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王次炤 

900 舞蹈概论与作品分析  《中外舞蹈作品赏析》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 刘青弋 

010 美术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31 中外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1 出版 李福顺  

731 中外美术史  外国美术简史(增订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03 出版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院美术史系列国外美

术史教研室  

760 美术史论  中国美术简史(新修订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06 出版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 中国美术史教研

室  

760 美术史论  外国美术简史（修订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 3 月  
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

术史教研室  

760 美术史论  艺术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 10月  王宏健  

770 中外设计史  中国艺术设计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年 4 月  吴明娣  

770 中外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3 月  王受之 

770 中外设计史  外国工艺美术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 9 月 张夫也  

780 设计史论 外国工艺美术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 张夫也 

780 设计史论 中国艺术设计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年 吴明娣 

780 设计史论 设计学概论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 年 尹定邦 

780 设计史论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王受之 



830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 10月  王宏建  

897 艺术管理  《艺术品市场概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年  陶宇  

897 艺术管理  《艺术市场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年  章利国  

897 艺术管理  
《向艺术致敬：中美视觉艺术

管理》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  

（美）简.杰弗里，余

丁  

897 艺术管理  《艺术管理概论》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年  曹意强 主编  

903 设计概论  设计学概论(修订本)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 年 6 月  尹定邦  

910 设计素描 设计素描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 董仲恂 

012 外国语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211 翻译硕士英语 《英语人文读本》（英国篇）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封一函 

211 翻译硕士英语 《英语人文读本》（美国篇）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封一函 

357 英语翻译基础 《英语笔译实务》 外文出版社 黄源深 

357 英语翻译基础 《英语笔译能力》 外文出版社 黄源深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中国文化概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陶嘉炜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欧洲文化精要问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宗锋等 

722 英语综合水平（词汇、语法、阅

读、翻译、写作等） 
不指定   

723 俄语专业基础 

《东方：大学俄语》也可参考

黑龙江大学等院校编写的成套

《俄语》相关教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版 
林菱、Н .Г .克雷洛

娃 

728 基础法语（含词汇、语法、阅读、

翻译、写作等） 

不指定，侧重大学四年法语基

础 
  

729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侧重大学四年

日语基础 
  

730 德语基础知识 不指定   

777 西语专业基础 《西班牙语句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董燕生 

823 英语专业知识（英语语言学、英

美文学、英美概况等） 
《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戴炜栋 

823 英语专业知识（英语语言学、英

美文学、英美概况等） 
《新编英国文学选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经国 

823 英语专业知识（英语语言学、英

美文学、英美概况等） 
《美国文学选读》（上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 李宜燮等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罗斯历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李英男等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罗斯地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李英男等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版 吴国华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罗斯国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金亚娜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罗斯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任光宣等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罗斯文学选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张建华等 

824 俄语综合知识 《俄汉汉俄翻译理论与技巧》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年版 程荣辂 

825 法语综合知识（含法国历史文化、

现当代法国概况、中国文化的法语表

述） 

法语版维基百科“法国史”、“法国文学”、“中国史”词条及各类相关链接。 

825 法语综合知识（含法国历史文化、

现当代法国概况、中国文化的法语表

述） 

《欧洲文学史》 商务出版社，2001 年版 李赋宁 编著 

825 法语综合知识（含法国历史文化、

现当代法国概况、中国文化的法语表

述） 

《大国通史--法国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吕一民 

825 法语综合知识（含法国历史文化、

现当代法国概况、中国文化的法语表

述） 

《法国文学选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张放、晶尼编著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汉语日译.日语汉译读本》 不指定 不指定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日本概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立新、孔繁志 主编 

826 日语专业综合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

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本不限 戚雨村编著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日本文学史》 看日文原版书即可，版本不限 不指定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日本语概说》 看日文原版书即可，版本不限 不指定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日本文化史》 岩波书店，日文原版 家永三郎 

826 日语专业综合 
《日本文化的历史》以及相关

书籍 
看日文原版书即可，版本不限 尾藤正英 

827 德语综合知识 
德国文学方面考试不指定参考

书目及文学作品 
不指定 不指定 

827 德语综合知识 《德语国家概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刘翠梅 

827 德语综合知识 《德国概况》 德国驻华大使馆发行  

827 德语综合知识 《德语语言学导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王京平 

827 德语综合知识 《德语国家国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马宏祥、李文红 

827 德语综合知识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Von 

den Anfaengen bis zur 

Gegenwart》 

 Fritz Martini 

876 英语学科教学  

《语言教学的流派（第二版）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翻印）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876 英语学科教学  

《二语习得引论（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翻印）  

Muriel 

Saville-Troike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西方语言学流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刘润清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拉丁美洲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赵德明、赵振江、

孙成敖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西班牙文学简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陈众议、王留栓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西班牙文学选集》 1998 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永信、董燕生、

丁文林 编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语言学教程》2013 年第四版

中文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拉丁美洲文学选集》 2004

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郑书九、常世儒编 

909 西语综合知识（西语国家历史、

地理、文化、文学、翻译等） 
《20 世纪西班牙小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王军 

013 数学科学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432 统计学  《概率引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何书元 

432 统计学 《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何书元 

733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733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  
欧阳光中、姚允龙、

周渊 编著  

733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教程（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忠、方丽萍 著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32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王萼芳、石生明著 

873 数学基础 《数学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873 数学基础 《高等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版 北京大学 

902 物理基础  《量子力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曾谨言  

014 物理系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05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 周世勋 

706 物理学史 《物理学史教程》 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李艳平等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03 综合物理 《电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 梁灿彬 

803 综合物理 《力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或 2005

年第二版 
漆安慎、杜婵英 

874 综合物理 《电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版 梁灿彬 

874 综合物理 《力学基础》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版 漆安慎、杜蝉英等 

015 生命科学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03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相钰等 主编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02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等主编 

864 生态学 《生态学》 科学出版社 林育真 主编 

016 信息工程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48 信号与系统和数字电路 《信号与系统》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陈后金、胡健、薛健 

848 信号与系统和数字电路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阎石主编 

906 C 语言程序设计 《C 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谭浩强 

908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C 语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严蔚敏、吴伟民 

017 化学系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01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李景宁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01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傅献彩等  

875 普通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主编第三版

（2007） 

875 普通化学 《无机化学》（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等三校

合编第四版（2002） 

875 普通化学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占先 主编第二版

（2007） 

911 基础化学 普通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 
浙江大学普通化学教

研室组编 

018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021 城市环境过程和数字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601 高等数学(通用) 《高等数学》（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五版 同济大学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33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伍光和等 

834 经济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李小建 主编 

834 经济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导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第四版 杨万钟 主编 

835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概论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与

应用》 
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邬伦等 

835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概论 《遥感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梅安新 

836 第四纪地质学 《第四纪地质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谢宇平 

837 水文学 《水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黄锡荃 

839 环境科学原理 《环境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刘培桐 

840 管理学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周三多 



852 C 语言程序设计 《C 语言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谭浩强 

878 地理教育学综合 《地理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陈澄 

891 环境工程学 《环境工程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2 版） 蒋展鹏 

913 空间统计学 《地统计学》 科学出版社 
刘爱利、王培法、丁

园圆 

918 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 地质出版社 舒良树主编 

019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39 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学 《古代汉语》（一、二） 中华书局 王力 

739 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游国恩 

763 艺术学基础 《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吉象 

841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理论 《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841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理论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841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理论 《新编书法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购书电话

（010）58581114 转 19 
欧阳中石主编 

880 美术教育学 《美术教育学新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尹少淳 

880 美术教育学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教育部 

880 美术教育学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教育部 

882 书法知识 《新编书法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欧阳中石 

020 教育技术系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750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何克抗等编著 

750 教育技术学 《教学系统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7次印刷 
何克抗，林君芬，张

文兰编著 

750 教育技术学 《教学设计原理（第 5 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加涅等著，王小明等

译 

750 教育技术学 《现代教育技术基础教程》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任剑锋著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57 计算机应用基础 《数据结构》（C 语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严蔚敏、吴伟民 

857 计算机应用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第 3 版）》

高等院系计算机应用技术规划

教材*应用型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谭浩强 

881 计算机应用基础综合考试 《计算机科学导论》（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B.Forouzan 

881 计算机应用基础综合考试 《计算机导论》第二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王玉龙 

022 初等教育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333 教育综合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 12月第二版 
全国 12所重点师范大

学联合编写 

333 教育综合 《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陈琦、刘儒德  

333 教育综合 《教育研究导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宁虹  

774 教育学基础综合 

该科目不指定参考书，考试内

容主要包括 

（1）教育学原理、（2）教育

心理学、（3）中外教育史、（4）

教育研究方法。 

  

883 科学技术史自然学科教学设计 《科学技术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月 张密生  

883 科学技术史自然学科教学设计 《自然科学学习与教学设计》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9 月 陈刚  

889 小学课程与教学 《课程与教学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艳红 

023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化示范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601 高等数学(通用) 《高等数学》（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五版 同济大学 

833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伍光和等 

835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概论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与

应用》 
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邬伦等 

835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概论 《遥感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梅安新 



837 水文学 《水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黄锡荃 

852 C 语言程序设计 《C 语言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谭浩强 

913 空间统计学 《地统计学》 科学出版社 
刘爱利、王培法、丁

园圆 

024 管理学院 

75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

建设工程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本书编写组 

765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月第一版。

2011 年 11 月第 9 次印刷 
陈振明 主编 

765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王乐夫、蔡立辉主编 

81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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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版 7 月  

898 政府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一版 黄新华 主编 

898 政府经济学 《政府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 年 4 月 鲁照旺、赵新峰著 

901 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4 月第一版 丁跃潮 编著 

 

025 学前教育学院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915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第 3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黄人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