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生招生考试范围及参考书目 
说明：统考科目没有列出；不提供参考书目的科目也不再列出 

学院 

代码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范围或参考书目 

001 501 微分几何 《微分几何》，梅向明、黄敬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曲线论与曲面论 

001 502 近世代数 
《近世代数基础》，张禾瑞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第一章—第四章以及

扩域的基础知识 

001 503 实变函数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概要》（第三版），王声望、郑维行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范围：实变函数及度量空间部分 

001 504 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除带*的章

节内容外，其余均考 

001 505 概率论 

《概率论》，李少辅、阎国军、戴宁、李俊芬编著，科学出版社。范围：除条

件数学期望、矩母函数与概率母函数、独立不同分布场合下的中心极限定理内容

外，其余均考 

001 5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二版），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编著，高等

教育出版社。范围：除条件数学期望、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内容外，其余均考 

001 507 数学分析与高等代数 
《数学分析》(第四版)，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代

数》（第四版），北京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同 611与 801科目 

001 611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四版），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

除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以及第二十三章内容外，其余均考 

001 801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四版），北京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范围：第一章—第

九章 

001 803 数学教育学 

《数学教学论》（第 2 版）曹一鸣等主编，201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可在网上下载）；《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11年版）》（可在网上下载） 

002 516 力学与电磁学 《大学物理》第三版 B 版（力学、电磁学），张三慧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002 518 原子物理学 《原子物理学》，褚圣麟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2 519 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第三版，郭硕鸿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2 617 电磁学 《电磁学》梁灿彬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2 804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周世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2 806 激光原理 《激光原理》(第 6 版)，周炳琨，国防工业出版社 

002 807 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学》，黄昆著，韩汝琦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2 808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物理性能》，田莳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002 810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封小超，王力邦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 年 

003 532 药学综合 
《药物化学》（第七版），尤启东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药物分析》（第

七版），杭太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003 533 化工综合 
《化工原理》（修订版），姚玉英主编，天津科技出版社；《反应工程》（第

三版），李绍芬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003 534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第五版），浙江大学普通化学教研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621 无机化学 A 
《无机化学》(上下册，第四版)，北京师大、华中师大、南京师大三校合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622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五版），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或《分析化

学》，陈兴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811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三版），南开大学王积涛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003 812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813 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修订版），姚玉英主编，天津科技出版社 

003 814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第七版），尤启东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003 815 无机化学 B 
《无机化学》(上下册，第四版)，北京师大、华中师大、南京师大三校合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816 化学课程与教学论 《化学教学论》（第五版），刘知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4 338 生物化学 《普通生物化学》（第 5版），陈钧辉 张冬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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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包括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三部分，各占 50分。参考教材：植物学（上

册+下册，第二版），陆时万 吴国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植物生理

学》(第三版），王宝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土壤学》（第二版），吕贻忠 

李保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004 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包括食品卫生学、食品安全管理与法规、食品分析与检测技术等三部分，各占

50 分。参考教材：《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主编，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

《食品标准与法规》，艾志录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食品卫生学》，何国

庆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  

004 549 环境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导论》（第二版），盛连喜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004 624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第 5 版），丁明孝 王喜忠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004 627 普通生态学 《基础生态学》(第 3版)，牛翠娟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004 817 植物学 
植物学（上册+下册，第二版），陆时万 吴国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004 818 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第四版），刘凌云 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004 819 生物教学论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刘恩山等编著（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2009 

004 820 农学概论 《农学概论》（第二版），李存东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 

004 822 食品科学概论 《食品科学概论》，张有林，科学出版社，2012  

004 823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004 824 遗传学 《遗传学》（第 3 版），刘祖洞 乔守怡等主编，高教出版社，2013 

005 211 翻译硕士英语 见考试大纲 

005 213 翻译硕士日语 见考试大纲 

005 240 日语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编著：唐磊等,人民教育出版社 

005 241 俄语 
《俄语》第二版（1、2、3册），主编：林宝煊、阎家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005 242 法语 《新大学法语》修订版，（1、2、3册）李志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5 243 德语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1、2、3册），朱建华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005 357 英语翻译基础 见考试大纲 

005 359 日语翻译基础 见考试大纲 

005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见考试大纲 

005 555 英语语言学 
《语言学教程》第四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

教程》第二版，戴炜栋、何兆雄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005 556 英美文学 

《英国文学选读》王守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美国文学选读》常耀信、李

宜燮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英国文学简史》刘炳善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美国文学简史》常耀信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005 557 日语综合测试 

出版年份无要求。《新日本语学入门》,（日）庵功雄著,于日平等译，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日本古典文学赏析》, 刘德润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生必读的日文名篇佳作》刘德润 , 中国宇航出版社；《日本文化史》（第 2

版）, （日）家永三郎 ,岩波书店，以上三项中任选读其一。 

005 565 法语综合测试 
法语基础知识（语法、词法、句法、修辞）；基本技能的综合运用；篇章阅读

理解；法汉文章段落互译。 

005 632 基础日语 《日语综合教程》谭晶华总主编，5，6，7 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05 633 基础法语 
法语基础知识（语法、词法、句法、修辞）；基本技能的综合运用；篇章阅读

理解；法汉文章段落互译；法语写作。 

005 634 欧洲文学史 《欧洲文学史》李赋宁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三册） 

005 635 日本文学史 《日本文学史》李光泽、卜庆霞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005 831 英语写作与翻译 无参考书，注重考查考生的写作与翻译能力 

005 832 日语写作与翻译 无参考书，注重考查考生的写作与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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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833 法语综合 

法国十八、十九、二十世纪主要文学流派和作家，文学文本分析与论述；翻译

理论知识与不同题材篇章翻译；法国历史及其各阶段重大事件与各种文化现象；

语言学与文体修辞学基本知识点及其主要流派。 

005 834 比较文学原理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乐黛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006 346 体育综合 

见考试大纲，参考书目：《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4 月（第二版）；《运动生理学》邓树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4 月

（第三版）；《学校体育学》潘绍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2月（第三

版）） 

006 566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  杨文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006 567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最新版本 

006 568 武术理论 《武  术》    全国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最新版本 

006 569 体育史 《体育史》    谭  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006 570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卢元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二版） 

006 571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邓树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4 月（第三版） 

006 572 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4 月（第二版） 

006 636 体育专业综合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4 月（第二版）；《运

动生理学》邓树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4 月（第三版） 

006 836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2月（第三版） 

007 573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先秦至清代），郭齐勇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007 574 伦理学原理 
《伦理学》编写组：《伦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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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007 575 自然辩证法原理 《自然辩证法概论》，谈新敏、安道玉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007 576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谢庆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007 577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6年 

007 579 西方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 

007 580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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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007 64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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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007 642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政治学概论编

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 

007 841 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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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007 843 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2010年重

印。 

007 844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七版），李景治、林甦、刘丽云、罗天虹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007 845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法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新论》（第二版），刘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出版 

008 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包括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网络技术与应用等三部分，各占 50 分 

008 508 C 语言程序设计 《C 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008 513 数据库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徐久成，王岁花，科学出版社 

008 514 程序设计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徐久成，王岁花，科学出版社 

008 583 C 语言上机编程 《C 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008 584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王珊，高等教育出版社 

008 585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钱乐秋，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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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602 数学（理）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工程数学--线性代数》同济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华科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008 846 数据结构与 C 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清华大学出版社；《C 程序设计》 谭浩强，清

华大学出版社 

008 847 信息技术基础与 C程序设计 
《C 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大学计算机基础》徐久 成，王岁

花，科学出版社 

008 848 信息技术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徐久成，王岁花，科学出版社 

009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见考试大纲 

009 586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09 587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009 588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009 589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中国当

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009 590 中国现当代戏剧影视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董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年；《中国当代戏剧

史稿》，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009 591 中国文学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009 592 对外汉语教育概论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009 594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009 595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四版），朱维之、赵澧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年 

009 596 中外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钟大丰，舒晓鸣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年，《西方电

影史论》，邵牧君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009 597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009 651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009 653 艺术理论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009 852 中国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09 853 中外戏剧史 

《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李修生、赵义山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欧洲戏剧史》，郑传寅、黄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

现代戏剧史稿》，董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009 854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文彦、蔡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010 333 教育综合 见考试大纲 

010 654 计算机网络基础 《计算机网络简明教程》（第三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010 711 教育原理 《教育概论》，叶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年 

010 712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施良方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010 713 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第四版），靳希斌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010 714 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何克抗、郑永柏等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010 715 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010 716 教育心理学 《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等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010 717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修订版）》，祝智庭等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5年 

010 718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第二版），李运林、徐福荫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年 9月 

010 727 心理学原理与研究方法 《普通心理学（第 4 版）》，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生招生考试范围及参考书目 
说明：统考科目没有列出；不提供参考书目的科目也不再列出 

学院 

代码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范围或参考书目 

010 73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佐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0 731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许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0 856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导论》，黄荣怀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010 857 教育管理学 《新编教育管理学》，吴志宏、冯大鸣等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 年 

010 858 小学教学论 《小学教学论》，刘树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010 859 学前教育原理 
《学前教育学》，刘晓东 卢乐珍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20.9；《学前教育学》，

黄人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8 

010 860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当代教育心理学（第 2版）》，陈琦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1 348 文博综合 

《文物学》，李晓东主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

本），王宏钧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国考古通论》，张之恒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11 661 考古学综合 

主要参考书：《中国考古通论》，张之恒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

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王宏钧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辅助参考

书：《考古学概论》，《考古学概论》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011 662 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朱绍侯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中国

近代史》（第四版），李侃等著，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现代史》（第三版）

（上下册），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011 663 世界通史 

主要参考书：《世界通史》（第二版）（三卷），王斯德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9 年；辅助参考书：《世界史》（六卷），吴于廑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1年。 

011 720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李侃等著，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现代史》（第

三版）（上下册），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011 721 世界近现代史 

主要参考书：《世界通史》（第二版）（近现代部分），王斯德主编，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9年；辅助参考书：《世界史》（近现代部分），吴于廑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011 861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朱绍侯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012 664 中外美术史 

《中国美术简史》，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012 665 中外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中国工艺美

术史新编》，尚刚著，高等教育教育出版社，2007年 

012 666 中国书法史 
《大学书法》，赵振乾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书法篆刻》（第二

版）黄惇、李昌集、庄熙祖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012 735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年 

012 736 艺术设计概论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012 869 美术教育基础理论 《美术教育学新编》，尹少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013 669 法理学和宪法学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社（最新版）；《宪

法学》，许崇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013 741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杨紫烜、徐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

版) 

013 742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013 743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013 870 民法学和刑法学 
《民法学》,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刑

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014 671 和声学 《和声学》，斯波索宾等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014 672 
中外舞蹈史与 

舞蹈基础理论 

《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中国近现代当

代舞蹈发展史》，王克芬、隆荫培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年；《西方现代

舞史纲》，刘青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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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746 专业主科 根据报考方向不同，考试内容不同，见参考书目后详细说明 

014 871 西方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 
①《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著，上海音乐出版社；②《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

刘再生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014 874 舞蹈艺术概论 《舞蹈艺术概论》，隆荫培 徐尔充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 

015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包括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三部分，各占 50分。《农业经济学》

(第 2 版)，李秉龙，薛兴利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发展经济

学》（第 2版），马春文、张东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管理学》

（第３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015 431 
金融学综合（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 5 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15 75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苏晓红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年 

015 752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第５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15 753 经济学说史 《经济学说史》（第２版），姚开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15 754 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第 2 版），马春文、张东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015 755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第 3 版），吴建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015 756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学》，荆新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5 756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学，荆新等，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015 757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部分》，夏长森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015 778 金融学 《金融学》，曹龙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015 779 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吴晓求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015 780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杨胜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015 781 财会综合 
财务会计学(第九版)，戴德明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财务管

理学，荆新等，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015 782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学(第 12 版)，戴德明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015 783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吴大军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 4版,2017年版 

015 876 西方经济学（宏观、微观） 《西方经济学》（第 5 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15 877 管理学 《管理学》（第３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015 878 农业与农村区域发展概况 《农村发展概论》（第 2版），陶佩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018 331 社会工作原理 
《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社

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工资格考试教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 

018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包括农村政策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三部分，各占 50分。《农村政策与法

规新编教程》，顾相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农业经济学》，赵维清等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等编，复旦大学

出版社。 

018 437 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社工资格考试教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 

018 784 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8 785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8 786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018 882 农村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钟涨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8  社会工作专业 

复试参考书目 

《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个案工作》

（第二版），许莉娅，高等教育出版社；《小组工作》（第二版），刘梦，高等

教育出版社；《社区工作》，徐永祥，高等教育出版社 

018  农村发展专业 

复试参考书目 

《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

（第五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019 601 数学（理） 《高等数学》（第四版），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9 766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第三版），奚旦立、孙裕生、刘秀英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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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768 环境工程原理 《环境工程原理》（第二版）胡洪营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9 769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戴树桂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9 883 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保护概论》(修订版)，林肇信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 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包括动物遗传学、动物生理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等三部分，各占 50 分。《鱼类

生理学》魏华、吴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麦康森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鱼类育种学》赵金良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020 687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 722 水生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第二版)，赵文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 

020 770 鱼类增养殖学 《鱼类增养殖学》王武等，中国农业出版社 

020 891 鱼类学 《鱼类学》谢从新等，中国农业出版社 

021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包括农村政策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三部分，各占 50 分；《中国农业政策与

法规》，何忠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农业经济学》（第 2版），

李秉龙，薛兴利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第五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21 776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规划与开发》（第三版），马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021 777 旅游经济学 《旅游经济学》（第三版），田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021 877 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21 896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22 517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占 40%），童诗白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占 40%），阎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占 20%，

吴慎山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022 520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上下册），郑君里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22 521 微机原理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张菊鹏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022 809 电路基础 《电路》（第 5版），邱关源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23 681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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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68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少儿教

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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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连生主编：《教育心理学》（第四版），上

海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23 758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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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760 伦理学 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4 年 

023 761 中国现当代史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023 762 教育学原理 胡德海主编：《教育学原理》（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023 88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陈万柏、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年 

024 578 公共管理原理 
《公共管理学》（研究生教学用书），陈振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024 581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周三多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24 582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第 2 版）,丁煌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年 

025 511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物理性能》，田莳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025 515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张晓梅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025 897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第 2 版)，张联盟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音乐舞蹈学院复试科目 746 专业主科考试内容及要求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专业 

方向 01 钢琴演奏艺术与教学研究：所有乐曲应为独奏

作品，背谱演奏。 

⚫ 演奏四首作品：①技术性练习曲一首（相当于车尔尼

740以上程度）；②古典时期奏鸣曲或变奏曲一首

（相当于贝多芬奏鸣曲快板乐章程度）；③复调乐曲

一首（巴赫平均律曲集中任选赋格一首）；④中外大

型乐曲任选一首。 

方向 02 中国音乐史研究： 

⚫ 现场论文写作 

⚫ 专业面试 

方向 03 声乐演唱艺术与教学研究： 

⚫ 民族方向演唱四首作品：①中国民族风格作品一首 

②中国歌剧咏叹调一首 ③大型民族声乐作品一首 ④

中国改编或创作歌曲一首。美声方向演唱四首作品

（其中至少有一首中国作品）：①其中原文演唱咏叹

调二首 ②原文演唱外国艺术歌曲一首 ③中国作品一

首。 

方向 04 民族音乐学研究： 

⚫ 现场论文写作 

⚫ 专业面试 

方向 05 舞蹈表演与教学研究： 

⚫ ①舞蹈基本能力测试；②表演二个舞蹈作品 

⚫ 命题编舞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专业 

任选声乐作品二首或钢琴作品二首。 

135101 音乐专业 

方向 01 钢琴演奏艺术：（所有乐曲应为独奏作品，背

谱演奏。） 

⚫ 演奏四首作品：①技术性练习曲一首（相当于车尔尼

740以上程度）；②古典时期奏鸣曲或变奏曲一首

（相当于贝多芬奏鸣曲快板乐章程度）；③复调乐曲

一首（巴赫平均律曲集中任选赋格一首）；④中外大

型乐曲任选一首。 

方向 02 声乐演唱艺术： 

⚫ 民族方向演唱四首作品：①中国民族风格作品一首 

②中国歌剧咏叹调一首 ③大型民族声乐作品一首 ④

中国改编或创作歌曲一首。美声方向演唱四首作品

（四首作品中至少有一首中国作品）：①其中原文演

唱咏叹调二首 ②原文演唱外国艺术歌曲一首 ③中国

作品一首。 

方向 03 琵琶演奏艺术： 

⚫ 演奏四首作品：①传统曲目二首；②现代曲目二首 

方向 04 古筝演奏艺术： 

⚫ 演奏四首作品：①传统曲目二首；②现代曲目二首 

方向 05 合唱指挥： 

⚫ 指挥不同风格中外合唱作品四首 

⚫ 钢琴视奏合唱谱 

方向 06 小提琴演奏艺术：（所有乐曲应为独奏作品，

背谱演奏。） 

⚫ 演奏四首作品：①技术性练习曲一首（大顿特或帕格

尼尼随想曲任选一首）；②莫扎特协奏曲任选一首

（第一乐章）；③大型协奏曲一首（第一乐章或第三

乐章）或大型技巧性作品一首；④中外乐曲任选一

首。 

方向 07 作曲： 

⚫ 声乐曲或室内乐作品写作 

⚫ 钢琴演奏作品两首（练习曲、奏鸣曲、乐曲） 

 

 

报考音乐舞蹈学院，复试时需要钢琴伴奏的考生要求自

带，不得用 CD 或录音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