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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疆师范大学 2023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

参考书目（非全日制）

学院代码、专业代

码、专业名称、研究

方向

指导教师

招

生

人

数

学

制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254 国际商务

002 商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李慧玲、王维然、李全胜、

徐妍、祖建新、李志翠、董

晔、刘晖、阿布来提·依明、

陈军、郭辉、蔡玉洁、沙依

甫加玛丽·肉孜

8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英语二202俄语任

选

③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

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专业综合(含
国际贸易、国

际市场营销)

0351 法律硕士

003 政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

学）

陈彤、白丽、吕睿、茹克

娅·霍加、吾守尔、张峥、

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王

国龙、江钦辉、郭蓓

8 4年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律硕士专业基

础（非法学）

④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

法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法理学

0352 社会工作

005 历史与社会

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 关丙胜、严学勤、杨小燕、

岳素君、王欣、郭宏斌、马

继红

8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社会工作导

论

0451 教育硕士

0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

045102学科教学（思

政）

宋新伟、张峥、徐国松、任

新丽、张秀红、张丽娟、侯

兰梅、王建华、锋晖、吴常

柏、陈玲、阿不力孜·沙吾

提、谢玲、谢程程、陶晶、

吴秀红、谭小攀、王汐牟、

罗志佳、杨婷婷

5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50 思想政治学科教

学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

004 教育科学学

院

045101 教育管理

赵建梅、毛菊、于影丽、李

尽晖、张海燕、张兴、汤允

凤、王媛、热孜万古丽·阿

巴斯、李顺雨、陈得军、阿

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杨

丽雪、斯雯

6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英语二202俄语任

选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51 教育管理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学校管理学

009 数学科学学

院

045104学科教学（数

学）

杨军、董玉成、侯传燕、刘

婷、李昌成、徐波、赵爱华、

曹卫兵、刘文清

6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59 数学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现代数学基

础

010 物理与电子

工程学院

045105学科教学（物

理）

张冬波、路俊哲、秦晨、王

林香、邹艳波、何久洋
7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60 物理教学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课堂教学能

力测试

018 心理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

育

买合甫来提·坎吉、董莉、

焦江丽、刘毅、贾永萍、李

莉莉、刘贵雄、伊力扎提·麦

麦提、徐春霞

8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64 心理学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心理咨询的

理论与技术

0651文物与博物

馆

004 历史与社会

学院

065101 考古学

于建军、胡兴军、赵莉、张

小刚、陈爱峰、武海龙、王

永强

5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48 文博综合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综合知识

065102 博物馆学 叶尔米拉、付昶、李春长 3

065103 文化遗产
艾山江·阿不力孜、锋晖、

祖木拉提·哈帕尔、马晓娟
3

065104 文物保护 杨华、黄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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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 电子信息

011 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

085404 计算机技

术

潘伟民、年梅、陈炳才、杨

勇、张海军、彭成、齐向伟、

李勇、艾孜尔古丽·玉素甫、

陈媛媛、刘战东、刘文、丁

男、樊小超、李海芳、赵新

元、李娟、任鸽、陈彦敏、

王伯超、陈建伟、马新春、

温明、曾文潇、薛化建

8 3年

①101 政治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14 数据结构

1.英语

2.专业面试

3.程序设计基

础

1252 公共管理

003 政法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石路、彭无情、马凤强、陈

彤、王平、唐文睿、姚学丽、

陈琪、苏闻宇、周普元、蔡

江帆、魏勇、马晨、顿时春、

孙静、黄毅、王艳、朱宪臣、

魏寒梅、郭益海、蒲雪梅、

马文涛、马骁骊、于尚平、

梁哲喜

14 3 年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

论

2.外语

3.专业面试

4.公共管理综

合知识

1351 艺术硕士

017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
康书增、郐振明、周静、魏

东、周尊圣、李建国、褚晓

莉、赛力克江·沙提、王静

7 4年

①101 政治

②204英语二203日语任

选

③718 中国美术史及作

品鉴赏

④819 外国美术史及作

品鉴赏

1.外语听说

2.专业复试

（1）造型表现

（2）命题创作
02 油画 李勇、莫合德尔·亚森、赵

培智、刘建新、买买提·艾

依提、蔡永生、张雷震、腰

进发、袁志刚、高江、伊力

夏提·吐尔逊、努尔买买提.

俄力玛洪

03 水彩粉画 隋立民、欧阳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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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代码 科目名称 代码 科目名称

101 思想政治理论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437 社会工作实务

201 英语一 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

202 俄语 814 数据结构

203 日语 819 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204 英语二 850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

302 数学二 851 教育管理学

331 社会工作原理 859 数学基础

333 教育综合 860 物理教学论

348 文博综合 864 心理学基础

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

398 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

718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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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考试科目主要参考书目

0254 国际商务

初试科目：《国际商务》（第三版），韩玉军，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复试科目：《国际贸易》（第三版）胡俊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3版；《国际市

场营销》（第二版）陈文汉、孙畅，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同等学力加试：《国际贸易》（第三版）胡俊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3版；《国

际市场营销》（第二版）陈文汉、孙畅，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0351 法律硕士

初试科目：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及法学）、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及法学）均为国家

统一命题科目，以国家考试大纲为准。

复试科目：《法理学》，综合基础知识，不指定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经济法学》，张守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上、下），《刑法学》编写组、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

035200 社会工作

初试科目：《社会工作导论》，王思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 版；《社会学教

程》，王思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5 版；《社会学研究方法》，风笑

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 版；《个案工作》，许莉娅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 年第 2 版；《小组工作》，刘梦、张和清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第 2版；《社区工作》，徐永祥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 版。

复试科目：《社会工作导论》，王思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版。

同等学力加试：《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库少雄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

版；《社会政策概论》，关信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版。

0451 教育硕士

初试科目：

333 教育综合：《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3版；《中外教育简史》（上下册），杜宪成、王保星，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第 1 版；《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4 月第 3 版。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初试科目：《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胡田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2 月，第 3 版。

复试科目：《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6

同等学力加试：《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

论》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045101 教育管理

初试科目：《教育管理学》陈孝彬、高洪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版。

复试科目：《学校管理学》（第五版），萧宗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年。

同等学力加试：《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项贤明、冯

建军、柳海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七版），周三多、陈传明、刘子馨、贾良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初试科目：《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 月；《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第 6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6 月。

复试科目：《数学分析》，华东师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6 月第 4 版；《数学教

育概论》第三版，张奠宙、宋乃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6 月。

同等学力加试：《数学方法论与解题研究》第二版，张雄、李得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7 月；《高等代数》，张禾瑞，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 5 版。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初试科目：《中学物理教学概论》，阎金铎、郭玉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4版。

复试科目：课堂教学能力测试

同等学力加试：《大学物理简明教程》（力学部分），赵近芳，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 版；《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电磁学部分），赵近芳，北京邮电大学

出版社，2016 年第 3 版。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初试科目：《普通心理学》，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 版）；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董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复试科目：《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 江光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叶浩生，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厚粲、徐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 版（修订版）。

0651 文物与博物馆学

065101 考古学、065102 博物馆学、065103 文化遗产、065104 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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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

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文物·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年；《考古学理论》（修订版），陈淳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古

代中国考古学》，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复试科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

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文物·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年。

同等学历加试：《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

恩著，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文物保护学》，王蕙贞著，

文物出版社，2009 年。

0854 电子信息
085404 计算机技术

初试科目：《数据结构（第二版）》，严蔚敏、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月。

复试科目：《C 语言程序设计（第 2 版）》，马秀丽、李筠、刘志妩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20 年 9 月； 《软件工程导论（第 6 版）》，张海藩、 牟永敏，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

同等学力加试：《计算机组成原理（微课版）（第一版）》，谭志虎，邮电出版社，2021
年 3 月；《数据库系统原理及应用教程（第 5 版）》，苗雪兰、刘瑞新等编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 4 月。

1252 公共管理
125200 公共管理：

初试科目：《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为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及公布大

纲。

复试科目：《公共管理学（第三版）》，黎民、倪星，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05；《公共

政策导论（第五版）》，谢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07。

跨专业或同等学力加试：《政治学概论(第二版）》，《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0.09；《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三版）》，谢庆奎，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6.05。

1351 艺术硕士
135107 美术

初试科目：《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组编，《中国美术史

及作品鉴赏》教材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第二版；《外国美术

史及作品鉴赏》，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组编，《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

赏》教材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第二版。

复试科目：写生

同等学历加试：写生


	045116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