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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疆师范大学 2023 年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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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85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17 3 年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

成和发展研究

闫国疆、石路、张轩、

徐国松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哲学经

典著作导读

02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研

究
粟迎春、陶晶、李可心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24 3 年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梁玉春、丁守庆、罗志

佳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及其规律研究

张峥、谭小攀、杨婷婷、

肖志远、吴常柏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29 3 年

01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方

法研究

孙秀玲、张秀红、周月

华、陈玲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

0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究

任新丽、张峥、侯兰梅、

谢玲

0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

观教育研究

宋新伟、阿不力孜·沙

吾提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研究
15 3 年

01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王建华、顿时春、肖志

远、吴秀红、王汐牟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近现代

政治思想史02 新疆近现代地方史研究 李晓曼、张丽娟、锋晖、

吴常柏

002 商学院 27

020202 区域经济学 6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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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区域资源利用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
马海霞、陈学刚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经济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区域经济学02 区域经济开放与合作 陈军、李慧玲

020205 产业经济学 5 3 年

01 区域产业规划与政策 李志翠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经济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产业经济学02 区域产业分工与转型 徐妍、郭辉

020206 国际贸易学 6 3 年

01 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 王维然、冯江华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经济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国际贸易02 跨境要素流动 郭辉、徐妍

020207 劳动经济学 5 3 年

01 劳动就业研究 李全胜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经济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劳动经济学
02 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研

究
刘晖、王凤羽

030403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5 3 年

01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董晔、李志翠、刘晖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702 民族学概论

④803 经济学理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发展经济学
02 民族地区对外经贸合作

研究

陈军、阿布来提·依明、

乌斯曼·尼牙孜

003 政法学院 46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7 3 年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研究
马凤强、徐国松、张锐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④804 西方哲学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著

0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
张轩、卢艳玲

010102 中国哲学 4 3 年

01 中国哲学史研究 路永照、张轩、张锐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④804 西方哲学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哲学史
02 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孙邦金、阿不力米提·乌

买尔、吐尔逊娜依·赛

买提

010105 伦理学 4 3 年

01 伦理学原理与应用研究
张春霞、彭无情、卢艳

玲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④804 西方哲学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伦理学
02 中外伦理史研究

张秀红、努力曼·依米

提、吐尔逊娜依·赛买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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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7 宗教学 16 3 年

01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彭无情、路永照、周普

元、魏寒梅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④804 西方哲学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宗教学原理
02 宗教事务管理研究

马品彦、姚学丽、王平、

木拉提·黑尼亚提、蔡

江帆、郭益海

030105 民商法学 15 3 年

01 民商法基础理论研究

陈彤、麦买提·乌斯曼、

江钦辉、阿不都米吉

提·吾买尔、阿力木

江·依明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法学综合一

④805 法学综合二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民商法学基

础理论

02 民商法实务问题研究
茹克娅·霍加、白丽、

张峥、吾守尔、郭蓓、

陈琪

004 教育科学学院 43

040101 教育学原理 8 3 年

01 教育基本理论

赵建梅、汤允凤、李尽

晖、于影丽、张兴、阿

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教育学基础

02 教师教育
毛菊、张海燕、热孜万

古丽·阿巴斯、多强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1 3 年

01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 付东明、程良宏、韩光

明、伍军、张海燕、姜

玉琴、刘春燕、斯雯、

陈得军、王媛、李顺雨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课程与教学

论

0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03 小学教育

040105 学前教育学 5 3 年

01 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冯江英、李欢欢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儿童发展心

理学、学前教

育学

02 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闵兰斌

040106 高等教育学 5 3 年

01 高等教育原理 程良宏、毛菊、杨丽雪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高等教育学02 高等教育管理
多强、王媛、热孜万古

丽·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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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09 特殊教育学 5 3 年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张玉红、关文军、贾玲、

王苗苗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特殊教育综

合知识

040110 教育技术学 5 3 年

01 教育技术基本理论

王炜、张燕、李海峰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教育技术的

理论与实践
02 网络教学与远程教育

0401Z1 少年儿童组织与

思想意识教育
4 3 年

01 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
多强、冯江英、姜玉琴、

张兴、杨丽雪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儿童青少年

发展心理学

005 历史与社会学院 22

030401 民族学 6 3 年

01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

究

陈怀川、严学勤、王建

华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民族学概论

④806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民族志写作

02 社会文化研究

关丙胜、罗意、艾山

江·阿不力孜、祖木拉

提·哈帕尔、

03 生态人类学 罗意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与政策
3 3 年

0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

究
王建华、锋晖、陈怀川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民族学概论

④806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民族志写作
02 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研

究
王建华、锋晖

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 2 3 年

01 中国北方民族史 巴·巴图巴雅尔、锋晖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民族学概论

④807 中国民族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民族志写作
02 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 锋晖、巴·巴图巴雅尔

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2 3 年

01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艾山江·阿不力孜、祖

木拉提·哈帕尔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民族学概论

④806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民族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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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3 3 年

04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漆志忠、刘学兵、行冬

梅、王振娜、李文海、

萧长啸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学历史教

学技能

060200 中国史 6 3 年

01 中国专门史
白海提、马晓娟、阿布

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中国史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历史文献与

写作
02 中国近现代史 盖金伟、闫存庭

006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74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05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朱建军、赵新华、夏敏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语文课程与

教学论

050101 文艺学 6 3 年

01 中国文学批评史 宋晓云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文学批

评史

02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

评
刘霞

03 西方文论 刘长星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6 3 年

01 现代汉语 李志忠、张全生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语言学概论

02 汉语史 夏国强、程瑶

03 语义语用学 周珊、刘宏宇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3 年

01 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吴华峰、周燕玲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古典文

献学
02 西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孙文杰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5 3 年

01 先秦两汉文学 夏国强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古代文

学史

02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

学
姚晓菲、魏娜、孙文杰

03 宋元明清文学
姚晓菲、徐军华、周燕

玲、吴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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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3 3 年

01 中国现代文学 沈维琼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国现当代

文学与批评
02 中国当代文学 沈维琼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
47 3 年

01 语言文化比较 赵江民、洪勇明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中国文学综合

④808 现代汉语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语言与文化

02 语言教学
王阿舒、刘宏宇、刘韵

华、赵霞、张洁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语言教学

03 翻译理论与实践

赵江民、洪勇明、李遐、

安德源、伊克巴尔·吐

尔逊、胡潇元、希日娜

依·买苏提、斯迪克

江·伊布拉音、热孜

婉·阿瓦穆斯林、刘韵

华、赵霞、艾克拜尔•

吐尼亚孜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翻译理论与

实践

007 外国语学院 7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06 英语

古丽米拉·阿不来提、

李嘉东、龙玉红、陈爽、

吴曦

①101 政治

②242 二外日语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听说

2.专业面试

3.英语教学法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5 3 年

01 英语语言与语言教学
魏玉清、杨新璐、古海

波、刘韶华、龙玉红

①101 政治

②242 二外日语

③707 基础英语

④809 英语综合

1.外语听说

2.专业面试

3.英语语言学02 英语语言与翻译 李英军、贺继宗

03 俄语语言与语言教学

伊力米热·伊力亚斯、

王娟

①101 政治

②242 二外日语 241 二外英

语选一门

③708 基础俄语

④810 俄语综合

1.外语听说

2.专业面试

3.俄语语言学04 俄语语言与翻译

008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5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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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际中文教育理论研究 伊莉曼·艾孜买提、吴

勇毅、 王静、陈志国、

刘立新、吴成年、张洁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任选

③709 现代汉语研究

④811 语言学概论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应用语言学

02 国别区域语言与教育研

究

吴应辉 、李雅、尹春

梅、刘伟乾、刘运红

03 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 朱晓军、尹小荣、胡炯

梅、李琰

009 数学科学学院 29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07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杨军、董玉成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现代数学基

础

070101 基础数学 13 3 年

01 椭圆偏微分方程 韩菲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数学分析

④812 高等代数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现代数学基
础

02 数理统计 董翠玲

03 多复变与复几何 何勇

04 复分析 杨祺、杨锦华

05 数学教育 董玉成

070102 计算数学 8 3 年

01 流形与小波 王刚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数学分析

④812 高等代数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现代数学基
础

02 微分方程理论及数值模

拟
顾海波、张新东

03 人工智能及应用
姑丽加玛丽·麦麦提艾

力

070104 应用数学 6 3 年

01 图论与网络推断 边红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数学分析

④812 高等代数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现代数学基
础02 组合图论 买吐肉孜·买司地克

01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
22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08 中学物理教学研究 张冬波、路俊哲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中学物理教

学概论

070201 理论物理 4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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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量子信息理论 艾合买提•阿不力孜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1 量子力学

④813 普通物理（力学、电

磁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光学教程02 团簇物理
路俊哲、邹艳波、买吾

兰·热合曼

070205 凝聚态物理 5 3 年

01 微纳光学 帕尔哈提江•吐尔孙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1 量子力学

④813 普通物理（力学、电

磁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光学教程

02 纳米功能材料 戴鹏鹏、王林香

03 计算凝聚态物理 买吾兰江·热合曼

070207 光学 9 3 年

01 发光学 艾尔肯·斯地克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1 量子力学

④813 普通物理（力学、电

磁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光学教程

02 光功能材料 戴鹏鹏、沈丽娜

03 新型激光光源 塔西买提•玉苏甫

04 激光光谱 布玛利亚•阿布力米提

05 非线性光学材料 向梅

06 分子光谱 秦晨

070208 无线电物理 2 3 年

01 计算电磁学 帕尔哈提江·吐尔孙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2 信号与系统

④813 普通物理（力学、电

磁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

02 电磁场理论及应用 韩振华

03 智能检测与系统控制 王静

011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
7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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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计算机应用

基础

083500 软件工程 5 3 年

01 软件工程

潘伟民、年梅、陈炳才、

杨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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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14 数据结构

1.英语

2.专业面试

3.程序设计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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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

院
66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10 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

叶茂、李艳红、迪丽努

尔•阿吉、李雁飞、祝

斌、戴雪荣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地理教学论

070501 自然地理学 26 3 年

01 自然资源开发与规划
李艳红、迪丽努尔·阿

吉、孙慧兰、张瑞波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3 自然地理学

④815 人文地理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综合自然地

理学

02 绿洲生态建设与规划

王勇辉、麦麦提吐尔

逊·艾则孜、韩炜、李

新建、徐海量

03 干旱区景观生态研究

叶茂、马倩、杨余辉、

陈亚宁、桂东伟、李发

东

04 干旱区环境演变与灾害

防治

武胜利、毛东雷、郝帅、

何清、买买提艾力·买

买提依明、张同文

070502 人文地理学 20 3 年

01 旅游开发与规划
陈学刚、孙浩捷、谢雪

梅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3 自然地理学

④815 人文地理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人文地理学

进展

02 城市地理与规划

阿里木江·卡斯木、胡

江玲、安瓦尔·买买提

明、雷军、杜宏茹、权

晓燕、

03 区域经济与规划 陈学刚、董晔、黄佛君

04 文化地理与文化产业

规划
黄佛君、孔翔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18 3 年

01 资源环境遥感

阿里木江·卡斯木、李

新国、杨涵、杨雪峰、

包安明、杨莲梅、李均

力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3 自然地理学

④815 人文地理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遥感概论

02 空间信息分析与应用

玉素甫江·如素力、毋

兆鹏、王雪梅、昝梅、

陈冬花

013 化学化工学院 51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10

11 中学化学教学理论与实

践

关明、曾竟、李桂新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化学教学论

070301 无机化学 14 3 年

01 无机材料化学
王英波、粟智、姚翔、

王富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4 无机化学

④816 有机化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 综 合 化 学

（含分析化学

上下册和物理

化学）

02 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

及性能研究
杜虹、车圆圆、潘世烈

070302 分析化学 18 3 年

01 生物与环境分析

关明、李桂新、陈平、

马晓利、努扎艾提•艾

比布、赵志西、王庆、

马玉花、吉恒莹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4 无机化学

④816 有机化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 综 合 化 学

（含分析化学

上下册和物理

化学）02 天然产物分离与分析

关明、迪里努尔•马力

克、李茵萍、白希、邱

洪灯、田树革

070303 有机化学 9 3 年

01 有机合成

阿布都热西提•阿布力

克木、阿不都热合曼•

乌斯曼、罗时玮、李小

娟、储向龙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4 无机化学

④816 有机化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 综 合 化 学

（含分析化学

上下册和物理

化学）
02 有机功能材料

曾竟、阿孜古丽·木尔

赛力木

070304 物理化学 8 3 年

01 电化学 粟智、阿孜古丽·木尔

赛力木、蔡燕军、常爱

民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4 无机化学

④816 有机化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 综 合 化 学

（含分析化学

上下册和物理

化学）

02 催化化学
曾涵、吴畏、冶育芳、

王传义、张克江

014 生命科学学院 49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 年

12 生物课程与教学研究
张瑞、马晓东、赵惠新、

庄伟伟、吕海英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普通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12 3 年

01 植物生态学
张元明、马晓东、刘彬、

庄伟伟、郝兴明、陈亚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1.外语

2.专业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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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桂东伟、董正武、

王雷、闵孝君

③715 生物化学与技术

④817 普通生物学

3.植物学

02 资源植物

李进、吉腾飞、吕海英、

艾克拜尔·依米提、刘

隋赟昊、苏志豪、田中

平、李波

03 植物分子生物学 张道远、郑勇、陈永坤

071002 动物学 15 3 年

01 动物生态学 季荣、于非、何岚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5 生物化学与技术

④817 普通生物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动物学

02 动物发育生物学
叶小芳、张永军

03 动物细胞及分子生物

学
扈鸿霞、王晗、袁亮

071005 微生物学 10 3 年

01 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

多样性及系统进化
张伟、付建红、郑蓓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5 生物化学与技术

④817 普通生物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微生物学
02 微生物生态

朱艳蕾、马晓林、田永

芝、张志东

03 应用微生物
努尔古丽•热合曼、张

瑞、刘小莉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10 3 年

01 植物逆境生理生化与

分子生物学

赵惠新、张道远、李晓

荣、陈凌娜、郑勇、张

经博、周小云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5 生物化学与技术

④817 普通生物学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分子生物学

02 基因组学与比较基因

组学

臧建业、娄凯、黄耿青、

葛风伟、李艳红

03 应用生物化学

赵和平、赵惠新、李艳

红、李金玉、阿迪拉·吐

尔逊塔依

015 体育学院 31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7 3 年

01 群众体质研究 凌静、宋全贞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6 体育学基础理论

1.专业面试

2.专业笔试

《 体 育 社 会

学》《体育教

学论》

02 中华体育文化研究 庞辉、孙剑

03 社会治理与体育发展研

究

曾建明、臧留鸿、祖菲

娅·吐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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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7 3 年

01 运动促进健康的机制研

究
高刚、姜涛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6 体育学基础理论

1.专业面试

2.专业笔试

《 运 动 解 剖

学》《运动生

物化学》

02 运动与慢性病防治
曹玉萍、何恩鹏、阿里

木江·依米提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15 3 年

01 新时代学校体育教学改

革研究

马嵘、阿不拉·玉素甫、

郭风兰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6 体育学基础理论

1.专业面试

2.专业笔试

《 体 育 社 会

学》《体育教

学论》

02 新时代体教融合与学校

运动训练发展研究
李谦、任奇红、况明亮

03 运动训练发展研究 马业康、刘秀峰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2 3 年

01 中华武术研究

0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

03 民俗民间体育研究

刘洋、黄春梅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6 体育学基础理论

1.专业面试

2.专业笔试

《 体 育 社 会

学》《体育教

学论》

016 音乐学院 23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23 3 年

01 音乐教育学

巴吐尔·巴拉提、付晓

东、陈怡、杨志刚、孙

国军、刘洁、肖尧轩、

梁秋丽、牛欢、李莉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音乐与舞蹈史（01—

04 方向考中外音乐史；05

方向考中外舞蹈史）

④818 作品分析（01—04 方

向考音乐作品分析；05 方向

考舞蹈作品分析）

1.外语口试

2.专业笔试

3.专业口试

4.专业技能展

示：

01 方向：声

乐、器乐作品

各一首；

02 方向：民

歌、器乐作品

各一首；

03、04 方向：

中外音乐作品

共 4 首；

05 方向：舞蹈

成品片段展示

02 音乐人类学

巴吐尔·巴拉提、陈怡、

迪力夏提·帕尔哈提，

刘莉、刘洁、肖尧轩、

杨志刚

03 声乐教学研究
王丛、李晓红、马巧梅、

梁秋丽

04 键盘教学研究（钢琴、

手风琴、电子管风琴） 卞春泉、牛欢

05 舞蹈学 戴虎、刘莉、王泳舸

017 美术学院 10

130400 美术学 7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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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美术教育

王凡、武君、王永亮、

王晓玲、隋立民、唐莉

霞、石妙春、阿卜杜凯

尤木·麦麦提、鲁粲、

薛俊红、殷敏、贾玉婷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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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研究

郐振明、褚晓莉、魏东、

李建国、刘素之、阳艳

华

03 油画创作与教学研究
李勇、刘建新、袁志刚、

莫合德尔·亚森

130500 设计学 3 3 年

01 视觉传达设计理论与运

用研究
董馥伊、马诚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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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设计
02 环境艺术设计理论与运

用研究

李群、李文浩、衣霄、

王磊、肖锟

03 传统工艺保护与发展研

究
热娜·买买提、姜丹

018 心理学院 13

040201 基础心理学 4 3 年

01 脑与认知
贾永萍、刘贵雄、马学

海、李莉莉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心理学史、

心理与教育研

究方法

02 理论与史 李莉莉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5 3 年

01 认知发展与学习心理 焦江丽、伊力扎提·麦

麦提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心理学史、

心理与教育研

究方法

02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闻素霞、董莉

040203 应用心理学 4 3 年

01 学校心理学 买合甫来提·坎吉
①101 政治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1.外语

2.专业面试

3.心理学史、

心理与教育研

究方法

02 临床心理与咨询 徐向东、张石磊

03 组织行为与决策心理学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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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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1 英语一 802 经济学

202 俄语 803 经济学理论

203 日语 804 西方哲学史

241 二外英语 805 法学综合二

242 二外日语 806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302 数学二 807 中国民族史

303 数学三 808 现代汉语

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809 英语综合

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810 俄语综合

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811 语言学概论

702 民族学概论 812 高等代数

7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813 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

704 法学综合一 814 数据结构

705 中国史 815 人文地理学

706 中国文学综合 816 有机化学

707 基础英语 817 普通生物学

708 基础俄语 818 作品分析

709 现代汉语研究 819 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710 数学分析

711 量子力学

712 信号与系统

713 自然地理学

714 无机化学

715 生物化学与技术

716 体育学基础理论

717 音乐与舞蹈史

718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各专业考试科目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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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21 年版。

复试科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第二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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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3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21 年版。

复试科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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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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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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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030506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21 年版。

复试科目：《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刘健青，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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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商学院

区域经济学 020202

初试科目：《微观经济学》（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宏观经济学》（第

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复试科目：《区域经济学教程》（第三版）孙久文、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同等学力加试：《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 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发展经济

学》（第三版）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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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 020205

初试科目：《微观经济学》（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宏观经济学》（第

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复试科目：《产业经济学》，王俊豪，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 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发展经济

学》（第三版）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国际贸易学 020206

初试科目：《微观经济学》（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宏观经济学》（第

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复试科目：《国际贸易》胡俊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 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发展经济

学》（第三版）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劳动经济学 020207

初试科目：《微观经济学》（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宏观经济学》（第

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复试科目：《劳动经济学》,杨河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月第 5版。

同等学力加试：《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 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发展经济

学》（第三版）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030403

初试科目：《人类学概论》,《人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 月；《微观经济学》（第

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宏观经济学》（第七版）高鸿业，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复试科目：《发展经济学》（第三版）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同等学力加试：《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 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区域经济

学教程》（第三版）孙久文、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 月。

003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0101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 9

月第 2版；《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9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8 月第 2版。

同等学力加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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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8 月版。

中国哲学 010102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 9

月第 2版；《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9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3 月版。

同等学力加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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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8 月版。

伦理学 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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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 9

月第 2版；《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9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伦理学》，《伦理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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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8 月版。

宗教学 010107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第 2版；《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9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宗教学纲要》，吕大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同等学力加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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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8 月版。

民商法学 030105

初试科目：《法理学》，孙国华、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5 版；《宪法学》，许崇德、

韩大元、李林，高等教育、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版；《民法》，魏振灜，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1 年第 8版；《商法学》，范健、王建文，法律出版社，2021 年第 5 版；《民事诉讼

法学》，宋朝武、汤维健、李浩，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2 版。

复试科目：《民法》，魏振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8 版；《商法学》，范健、王建文，法律出

版社，2021 年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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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原理 040101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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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第 3 版；

《教育心理学》，张大均，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3 版。

同等学力加试:《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版；《外国教育史》，

吴式颖、李明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3版。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1.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0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03.小学教育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课程与教学论》，张华，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年。

同等学力加试:《教学模式论》，高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学习论》，施良方，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学前教育学 040105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桑标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6 月第 1 版；《学前教育原理》，

岳亚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同等学力加试:《中外学前教育史》，胡金平、周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 1 版；《幼儿园

课程》，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 2版。

高等教育学 0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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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新编高等教育学》，潘懋元、吴丽卿、黄锦汉、刘小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2版；《高等教育学概论》，杨德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1版。

同等学力加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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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研究方法》，邵光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6 月，第 1 版。

特殊教育学 040109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特殊教育学(第二版)》，雷江华、方俊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月第 2 版；《特殊

教育研究方法（第二版）》，杜晓新、宋永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月第 2 版；《特

殊教育导论》，（美）哈拉汗等著，肖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第 11 版。

同等学力加试：《特殊教育学基础》，盛永进，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张巧明、杨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教育技术学 040110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教育技术学》，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教学设计原理(第五版)》，(美)

加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第 2 版）》，谢幼如、李克

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教育技术学导论》，黄荣怀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

（第 2 版）》,谢幼如、李克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0401Z1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儿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周宗奎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1版。

同等学力加试:《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叶奕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5 版；《教育研

究方法基础》,温忠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 3版。

005 历史与社会学院

民族学 03040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030402、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030405

初试科目：《人类学概论》，《人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 月版；《文化人类学

理论方法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版。

复试科目：《民族志：步步深入》，大卫·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年 3 月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 1 月版；

《中国文化史》，冯天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1 月版。

中国少数民族史 030404

初试科目：《人类学概论》，《人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 月版；《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杨建新主编，民

族出版社，2012 年版。

复试科目：《民族志：步步深入》，大卫·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年 3 月第 3版。

同等学力加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 1 月版；

《中国文化史》，冯天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1 月版。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4.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技能训练》，薛伟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 7 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5%A4%A7%E5%8D%AB%C2%B7%E8%B4%B9%E7%89%B9%E6%9B%BC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A4%A7%E5%8D%AB%C2%B7%E8%B4%B9%E7%89%B9%E6%9B%BC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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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加试：《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下册），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世

界现代史》（上下册），《世界现代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

中国史 060200

初试科目:《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下册），翦伯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中国近代史》

（第二版·上下册），《中国近代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中国历史文选》（第三版·上

下册），张大可、邓瑞全主编，商务印书馆，2011 年。

复试科目：历史文献与写作，不指定教材。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不指定教材。

006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5.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年。

同等学力加试：《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写作》，不指定教材。

文艺学 050101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写作》谢亚非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文学批评教程》王一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第 4 版。

同等学力加试：《古代汉语》胡安顺、郭芹纳 中华书局 2014 年 7 月 第 3 版；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吕叔湘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1 月 第 1版。

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文献学概要》（修订本） 杜泽逊 中华书局 2016 年 3 月。

同等学力加试：《写作》 谢亚非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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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第三版）胡安顺、郭芹纳主编，中华书局 2014 年 7 月。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四卷本） 袁行霈、许逸民 中华书局，2007 年。

同等学力加试：《写作》 谢亚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古代汉语》 胡安顺、郭芹纳 中华书局，2014 年第三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6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文学批评教程》王一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写作》谢亚非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杨春时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50107（方向 01—03）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增订六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复试科目：《汉语词汇文化》，常敬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二版（方向 01）；

《语言教学原理》盛炎，重庆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一版（方向 02）；

《汉维-维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张敬仪，民族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一版（方向 03）；

同等学力加试：《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方向 01-04）；

《外语教学方法与流派》，武和平，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一版（方向 01-03）；

007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6.英语

初试科目：二外初试：《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复试科目：《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王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普通高中英语课程

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年。

同等学力加试：《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吴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3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211

初试科目：二外初试：《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基础英语、基础俄语：无指定教材，以专业四八级的考试标准为参考。

英语综合：《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梅仁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英国文学史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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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伟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美国文学史及选读》，吴伟仁，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英语教学法教程》，王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俄语综合：《俄语语言国情学测试题》，贾长龙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10；《俄语语言国

情学教程》，贾长龙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10； 《俄罗斯文学史》，任光宣、

张建华、余一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实用俄汉汉俄翻译教程》（上下），丛亚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9；《新俄语教学法》，王保士，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 1版。

复试科目：

英语：《语言学教程》，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第 5版；

俄语：《俄罗斯语言学通史》，郅友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0。

同等学力加试：

英语：《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英语写作手册》，

丁往道、吴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3版。

俄语：基础俄语无指定教材，以专业四、八级考试标准为参照；《俄语实用写作教程》，郭淑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0。

008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5 版；《语言学纲要（修

订版）》，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第 4 版。

复试科目：《应用语言学导论》，陈昌来，商务印书馆，2007 年。

同等学力加试：《古代汉语》（1、2、3、4册），王力，中华书局 ，1999年6月第3版；《中国文化要略》，程裕

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8月第3版。

009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7.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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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数学 070101、计算数学 070102

初试科目：《数学分析》，华东师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6 月第 4 版；《高等代数》，张禾瑞，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 5 版。

复试科目：《常微分方程》，东北师范大学微分方程教研室，高教出版社，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复变函数论》，钟玉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4 版；《实变函数与泛函分

析基础》，程其襄、张奠宙、胡善文、薛以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6 月第 4 版。

应用数学 070104

初试科目：《数学分析》，华东师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6 月第 4 版；《高等代数》，张禾瑞，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 5 版。

复试科目：《近世代数》，张禾瑞，高等教育出版社，1978 年 5 月第 1 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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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加试：《复变函数论》，钟玉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4 版；《实变函数与泛函分

析基础》，程其襄、张奠宙、胡善文、薛以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6 月第 4版。

01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8.中学物理教学研究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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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学力加试:《力学》，漆安慎、杜婵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3 版；《电磁学》，梁灿彬、秦

光、梁竹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4版。

理论物理 070201、凝聚态物理 070205、光学 070207、无线电物理 070208

初试科目:

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教程》，周世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 版；

普通物理：《力学》，漆安慎、杜婵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3 版；《电磁学》，梁灿彬、秦光

戎、梁竹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4版；

信号与系统：《信号与系统》，吴大正，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5 版。

复试科目:《光学教程》，姚启钧，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第 5 版；《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6 年第六版

同等学力加试:《电动力学》，郭硕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3版；《理论力学教程》，周衍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4版。

0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0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研究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信息技术导论》，杨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 月；《数据结构（第二版）》，严蔚敏、

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

同等学力加试:《C 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马秀丽、刘志妩、李筠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9 月；《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

软件工程 0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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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10.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新编地理教学论》，陈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同等学力加试：《地理科学导论》，白光润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2017 版）解读》，韦志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6 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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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 070501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伍光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4版；《人文地理学》，赵荣，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综合自然地理学》，蔡运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第 3 版。

同等学力加试：《地貌学原理》，杨景春、李有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3 版；《土壤地理

学》，李天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 3版。

人文地理学 070502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伍光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4版；《人文地理学》，赵荣，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人文地理学及野外实习教程》，孔翔，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8 月第 1 版。

同等学力加试：《经济地理学（第三版）》，李小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6 月第 3 版；《文化地

理学》，周尚意、孔翔、朱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70503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伍光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4 版；《人文地理学》，赵荣，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复试科目:《遥感概论》，梅安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同等学力加试：《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第三版) ，韦玉春等，科学出版社, 2019 年；《地理信息系统

概论》(第二版)，汤国安等，科学出版社，2019 年。

013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11.中学化学教学理论与实践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化学教学论》，刘知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

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无机及分析化学》，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5

版；《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周青、单旭峰、王军翔，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 版。

无机化学 070301,分析化学 070302,有机化学 070303,物理化学 070304 四个专业

初试科目:《无机化学》（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第 5 版；《有机化学》（上下册），李景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11 月

第 6 版。

复试科目:《分析化学》（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4 版；《物理

化学》（上下册），傅献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5 版。

同等学力加试:《无机化学》（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0 年 9 月第 5 版；《有机化学》（上下册），李景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11 月第 6版。

014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12.生物课程与教学研究

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普通生物学》(第二版)，王元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同等学力加试:《人体解剖生理学》（第三版），左明雪，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遗传学》（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901997


24

三版），李再云、杨业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植物学 071001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上、下册（第四版），朱圣庚、徐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生物化

学简明教程》（第六版），魏民、张丽萍、杨建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普通生物学》

(第二版)，王元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复试科目：《植物学》（第二版），马炜梁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8 月。

同等学力加试：《植物生理学》（第八版），王小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3 月；《细胞生物学》，

丁明孝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5版。

动物学 071002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上、下册（第四版），朱圣庚、徐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生物化

学简明教程》（第六版），魏民、张丽萍、杨建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普通生物学》

(第二版)，王元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复试科目：《普通动物学》，刘凌云、郑光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4版。

同等学力加试：《细胞生物学》，丁明孝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5 版；《动物生物学》，陈小

麟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4版。

微生物学 071005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上、下册（第四版），朱圣庚、徐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生物化

学简明教程》（第六版），魏民、张丽萍、杨建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普通生物学》

(第二版)，王元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复试科目：《微生物学》第八版， 沈萍，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同等学力加试：《细胞生物学》第四版，翟中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现代分子生物学》（第

四版），朱玉贤，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或《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赵亚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年。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010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上、下册（第四版），朱圣庚、徐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生物化

学简明教程》（第六版），魏民、张丽萍、杨建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普通生物学》

(第二版)，王元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复试科目：《现代分子生物学》（第五版），朱玉贤、李毅、郑晓峰、郭红卫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或《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赵亚华，科学出版社，2011 年。

同等学力加试：《细胞生物学》（第 5 版），丁明孝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教程》，龙子江、宋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0 年。

015 体育学院：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初试科目:《学校体育学》，潘绍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三版；《体育心理学》，季浏，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 月 第三版；《运动生理学》 ，王瑞元、苏全生，人民体育出版

社，2012 年 2 月 第一版。

复试科目: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社会学》，卢元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 月第四版；《体育教学论》，毛振明，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 年 7 月第三版。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解剖学》，徐国栋、袁琼嘉，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五版；《运动生物化学》，张蕴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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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树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第二版

同等学力加试:《体育管理学》，张瑞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2 月第三版；《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黄汉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三版。

01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30200：

初试科目：

01—04 方向：《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修海林、李吉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第 1 版；

《中国近代音乐史》，汪毓和，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 8 月；《欧洲音乐简史》，钱仁

康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2 月第 2 版；《曲式与作品分析》，吴祖强，人民音乐

出版社，2018 年 5 月；《和声学教程》，伊·斯波索宾，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 年 2 月。

05 方向：《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冯双白、茅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5 月；《外国舞蹈

史及作品鉴赏》，欧建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 月；《中外舞蹈作品赏析》，刘青弋

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1 版。。

同等学力加试:

01—04 方向：《基本乐理》，任达敏编著，人民音乐和上海音乐联合出版，2020 年 3 月第 1 版；《和声

学教程》，伊·斯波索宾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年 7 月第 1 版；《艺术概论》，张瑞

麟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 年 8 月。

05 方向：《舞蹈艺术概论》，隆荫培、徐尔充，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年 6 月。

01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130400、设计学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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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学力加试：写生。

018 心理学院

040201 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02、应用心理学 040203

初试科目:国家统考,参考书目不予列出

复试科目：《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叶浩生，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心理与教育研究方

法》，董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认知心理学》，王甦、汪圣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重排版；《人格心理学》（第

八版），陈会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