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考 书 目

（一）初试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611 民族学概论

《民族学通论》（2版修订本），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人类学概论》（第一版），庄孔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811 中国民族史概要 《中国民族史概要》，王钟翰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

812 民族音乐概论 《民族音乐概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

813 民族民间美术概论 《少数民族民间美术概论》，潘梅、杨和远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

814 经济学综合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1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微观经济学原理》，高鸿业名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宏观经济学原理》，高鸿业名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815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金炳镐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2012年。

6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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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82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631 基础医学综合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八版，周爱儒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李凡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细胞生物学》第四版，翟中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41 西医综合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八版，周爱儒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内科学》(第八版)，王吉耀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外科学》(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353 卫生综合

《环境卫生学》（第八版），杨克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社会医学》（第五版），李鲁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卫生统计学》（第八版），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651 药学基础一

《药剂学》（第八版），方亮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药理学》（第八版），朱依谆、殷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药物化学》（第八版），尤启东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652 药学基础二

《有机化学》（第八版），陆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无机化学》(第七版)，张天蓝、姜凤超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分析化学》（第八版），柴逸峰、邸欣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349 药学综合

《药剂学》（第八版），方亮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药理学》（第八版），朱依谆、殷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药物分析》（第八版），杭太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333 教育综合
《全日制攻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大纲与指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

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

831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上、下）》（增订五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832 初等数学 《初等数学研究》，李长明、周焕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833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王本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834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虞永平、王春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816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概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第 1版），周明甫、金星华主编，民族出版社，2006
年。



661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 4版），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861 普通生态学 《普通生态学》（第三版），尚玉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871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郑君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881 计算机基础

《数据结构》（第 5版），严蔚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308 护理综合

《基础护理学》第 6版，李小寒、尚少梅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内科护理学》第 6版，尤黎明、吴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外科护理学》第 6版，李乐之、路潜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二）复试参考书目

专业代码 专 业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

政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

版），李秀林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8年。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陈万柏、

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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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100100 基础医学

病原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刘晶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人体寄生虫学》（第八版），诸欣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系统解剖学》（第八版），柏树令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等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3年。

《病理生理学》（第八版），王建枝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病理学
《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

医学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第六版），金伯泉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100201 内科学 内科学
《内科学》(第八版)，王吉耀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年版。

100202 儿科学

儿科学
《儿科学》（第八版），王卫平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外科学
《外科学》(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第七版），贾建平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学 》(第八版)，张学军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超声影像学
《医学超声影像学》（第一版），姜玉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版。

医学影像诊断学
《医学影像学》（第七版），白人驹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临床检验基础
《临床检验基础》（第五版），刘成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版。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
《外科学》（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第八版），谢幸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12 眼科学 眼科学
《眼科学》（第八版），赵堪兴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八版)，田勇泉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学
《肿瘤学概论》(第一版)，王冠军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217 麻醉学 麻醉学
《麻醉学》(第三版)，杨拨贤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年版。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第三版)，申文龙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4年版。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内科学

《内科学》(第八版)，王吉耀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年版。

105102
儿科学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儿科学》（第八版），王卫平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外科学
《外科学》(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第七版），贾建平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学 》(第八版)，张学军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医学超声影像学
《医学超声影像学》（第一版），姜玉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版。

医学影像诊断学
《医学影像学》（第七版），白人驹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专业学位）
临床检验基础

《临床检验基础》（第五版），刘成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版。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外科学

《外科学》（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第八版），谢幸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眼科学

《眼科学》（第八版），赵堪兴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八版)，田勇泉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5116
麻醉学

（专业学位）
麻醉学

《麻醉学》(第三版)，杨拨贤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年版。

105117
急诊医学

（专业学位）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第三版)，申文龙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4年版。

105127
全科医学

（专业学位）
全科医学

《内科学》(第八版)，王吉耀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年版。

105128
临床病理学

（专业学位）
病理学

《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3年版。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第八版），詹思延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7年。

105300 公共卫生（专业学位） 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第八版），詹思延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7年。

100700 药学

药物分析
《药物分析》（第八版），杭太俊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6年。

临床药理学
《临床药理学》（第五版），李俊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1年。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 8版），李三鸣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6年。

105500
药学

（专业学位）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八版），柴逸峰、邸欣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临床药理学
《临床药理学》（第五版），李俊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1年。

药事管理
《药事管理学》（第 6版），杨世民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医院药学
《医院药学概要）（第三版），张明淑、于倩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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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1-4册）（修订版），王 力主

编，中华书局，1999年。



文学综合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1-4册，袁行霈、聂石

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

儒敏、吴福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郑克鲁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6年。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张少康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8年。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专业学位）

数学教学论
《数学教学论》，刘咏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年。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上、下）》（第四版），华东师

范大学数学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五版），张禾瑞、郝鈵新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045115
小学教育

（专业学位）

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
《小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沈德立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中小学教育科研方法

《教师如何做研究》，郑金洲主编，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中小学教育科研方法》，邱小捷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4年。

小学教育学
《小学教育学》，黄甫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

045118
学前教育

（专业学位）

儿童发展心理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第三版），刘金花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陶保平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第二版），朱家雄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071300 生态学

植物学
《植物学》 (第二版)，陆时万、吴国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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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第三版），周德庆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年。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教程》(第 1版），王镜岩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保护生物学
《保护生物学》（第三版），张恒庆、张文辉

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专业学位）

电子电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

路）

《电路》（第五版），邱光源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6年。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一版），王中训主

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专业学位）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第 4版），张尧学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年。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王珊、萨师煊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05400
护理

（专业学位）
护理学导论

《护理学导论》第 4版，李小妹、冯先琼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