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专业课参考书目 

 
■101哲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01 中国哲学史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冯达文、郭齐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801 外国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复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赵家祥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102文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620 专业论文写作 语言或文学专业学术小论文写作 

825 语言基础与文学理论 
1.《古代汉语》(第一册)(校订重排本)，王力,1999 年 5 月第三版 

2.《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五版 

703 新闻传播史论 
1.《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803 新闻传播业务  

1.《新闻采访写作新编》，刘海贵、尹德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张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新闻评论教程》，胡文龙、涂光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复试科目： 

语文教学论 
1.《语文教育学引论》，阎立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2.《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朱维之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五版 

文艺学 《西方文论史教程》，王一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版版 

应用语言学  
1.《实用现代汉语》，袁彩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应用语言学概论》，于根元主编，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各版次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各版次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北大出版社 

⒉《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大出版社  



新闻学概论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广告学概论  《广告学概论》，陈培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103历史文化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313 历史学基础  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708 档案学基础  《档案学概论》，冯惠玲、张辑哲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710 世界通史 《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2005 年重印 

808 档案管理学  《档案管理学基础》（第三版），陈兆祦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复试科目： 

历史教学论 
不指定参考书 

 

历史文献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杨艳起等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版 

中国文化史 《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朱绍侯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李侃等著，中华书局，2000 年版  

专业外语  
《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和相关外文历史文献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本不限 

 

■104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04 法理学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804 综合知识（宪法学、国际法学） 
1.《宪法》，许崇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2.《国际法》，邵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705 政治学基础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805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逢锦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806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707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807 政策科学  《政策科学》（第二版），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复试科目： 

行政法学、民法学、

刑法学、经济法学

合卷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2.《民法》，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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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版 

 4.《经济法》，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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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概论》，田克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行政管理综合  
1.《组织行为学》 (第二版)，关培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 

2.《21 世纪国家公务员制度》，李和中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  

 

■105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818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五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820 管理学   《管理学》，史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821 经济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册，中山大学统计科学系编，梁之舜、邓集贤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 2 月第三版 

826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马勇等， 旅游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707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复试科目：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秀生、曾国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发展经济学  
1.《发展经济学概论》，谭崇台，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2.《发展经济学》，帕金斯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新论》，庄起善，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下册，中山大学统计科学系编，梁之舜、邓集贤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 2 月第三版 

金融学 
1.《货币金融学》黄宪等，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2.《国际金融新编》，姜波克，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

策 

1.《国际贸易》海闻等，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版  

2.《国际贸易学—理论与政策》 (第 2 版)，佟家栋、周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7

年 12 月 

财务与会计综合考

试 

1.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2011 年 3 月 

2.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2011 年

3 月 

运营管理 《生产与运作管理》（第三版）陈荣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3 版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规划与开发》，马勇、李玺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房地产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王全民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106外国语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44 日语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新版）初级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

会社编，2005 年版 

245 法语 《简明法语教程》上下册，孙辉，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709 综合英语  
1.《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第 5 册，李观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2.《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第 6 册，李观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809 翻译与写作  
1.《实用翻译教程》，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2.《高级英语写作教程》，马红军、毛卓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年版  

复试科目： 

语言学与教学法 

1.《语言学教程》，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张庆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版 

 

语言学与文学  

1.《语言学教程》，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吴伟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版  

3.《美国文学史及选读》，吴伟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1.《语言学教程》，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的原则》，H.D.Brow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版  

 

 

 

■107教育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712 心理学综合 

1. 《心理学教程》，徐学俊、王文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 《实验心理学》，郭季艳、杨治良，人民教育出版社 

3.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厚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心理与教育测量》，戴海崎，暨南大学出版社 

5. 《发展心理学》，林崇德，人民教育出版社 

6. 《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713 教育技术学导论与教学系统设

计 

1.《教育技术学导论》，李芒，金林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教学系统设计》，何克杭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829 数据库原理与 C 语言程序设计 
1.《数据库系统概论》，王珊，萨师煊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 

2.《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 3 版，谭浩强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复试科目：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吴文侃、杨汉清，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课程论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教程》，靖国平、邓银城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计算机网络及教育

应用 

1.《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编著（含光盘），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5 版 

2.《网络应用》，武法提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5 月第 7 版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徐学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109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05 政治学基础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805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逢锦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806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复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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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版 

 

 

 

 

 

 

■201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601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北京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10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二版），华东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602 高等数学与线性代数  
1.《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2.《线性代数》，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811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严蔚敏，清华大学出版社 C 版本  



复试科目： 

数学教学论 《新编数学教学论》，涂荣豹、王光明、宁连华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微分几何 《微分几何》第二版，梅向明，高等教育出版社 

近世代数 《近世代数》，张禾瑞，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变函数 《复变函数》，余家荣，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变函数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概要》（上册），王声望、郑维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梁之舜，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筹学 
《运筹学》，刁在筠、 郑汉鼎、刘家壮、刘桂真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三版）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白中英， 科学出版社  

数据库 《数据库系统概论》，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物理学与电子技术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612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周世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812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学》，马文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603 高等数学 A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813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郑君里，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814 固体物理学  《固体物理学》，黄昆，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复试科目： 

大学物理 《物理学》，马文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五版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

路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闫石，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凝聚态物理  《固体物理学》，黄昆原著、韩汝琦改编，高教出版社，2004 年版  

光学  《光学》，姚启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半导体物理  《半导体物理》，刘恩科，电子工业出版社，第七版 

 

■203化学化工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613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高等教育出版社  

815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曾昭琼，高等教育出版社  



816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化学》第四版，潘祖仁，化工出版社 

复试科目：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三版，武汉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五版，武汉大学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4生命科学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711 教育学综合 

1.《教育学研究方法》，张红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4.《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学与教的心理学》，刘启珍，杨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615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619 生态学 《生态学》，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 版  

614 业务综合二 
1.《分析化学》第四版，武汉大学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有机化学》第三版，曾昭琼，高等教育出版社 

616 业务综合一 
1.《生物化学原理》，张楚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2.《细胞生物学》，翟中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823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陈阅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二版  

817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原理》，张楚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复试科目： 

植物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  

动物生物学  《动物生物学》，陈小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沈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 版  

遗传学  《遗传学》，王亚馥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二版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朱玉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二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原理》，张楚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四版，武汉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5体育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621 体育学综合 

1.《运动生理学》，邓树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7 月版 

3.《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复试科目： 

社会体育学 《社会体育学》，卢元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李世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版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于可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7 月版  

武术 《武术》，蔡仲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206资源环境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617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高等教育出版社  

619 生态学 《生态学》杨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 版 

819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第三版，伍光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623 遥感概论 《遥感导论》，梅安新，高等教育出版社 

827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第一版，陆守一，高等教育出版社 

828 环境工程导论 《环境工程导论》王光辉、丁忠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复试科目： 

生态学  《生态学》，李博、杨持、林鹏，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第一版，赵济，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图学  《新编地图学教程》，蔡孟裔，高等教育出版社 

景观生态规划原理 《景观生态规划原理》，王云才，中国建筑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207材料学与工程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 考 书  

613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高等教育出版社  

815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曾昭琼，高等教育出版社   

816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化学》第四版，潘祖仁，化工出版社  

824 大学物理  《普通物理学》，马文慰，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复试科目：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三版，武汉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固体物理学 《固体物理学》，黄昆原著，韩汝琦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物理》第三版，金日光、华幼卿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