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初、复试参考书目（专业学位）

专业学位 专业名称及代码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参考书目
同等学历及跨专业加
试参考书目

1253
会计

《财务会计》：戴德明,林
钢,赵西卜.财务会计学（第
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财务管理》：荆新，王化
成，刘俊彦.财务管理学（第
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管理学》：周三多，
陈传明，贾良定.管理
学：原理与方法（第六
版）, 复旦大学出版
社；
《西方经济学》: 高鸿
业等.西方经济学（微
观部分·第七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35
法律

035101
法律（非法学）

《民法学》（第五版），王
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
著，法律出版社，2017年09
月版；
《刑法学教程》（第四
版），张明楷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6年08月版。

《法学概论》（第十二
版），吴祖谋、李双元
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6年08月版。035102

法律（法学）

0451
教育硕士

045101                   
教育管理

 333教育综合：《教育学》，王
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9年版；《中国教育史
》，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年版；《外国教育
史》（上、下）,王天一等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教育心理学》，袁书卷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
860课程与教学论：《现代课程与
教学论》，黄甫全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11年版。

《学校管理学》（第四
版），萧宗六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张晓华主
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年版；
《教育心理学》，袁书
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年版。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论
》，李伟主编，科学出版
社，2013年版；《信息技术
教学论》(第二版)，雷体南
、叶良民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3年版。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普通心理学》（第4版），
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2年版。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861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思想
政治学科教学新论》（第二
版），刘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政治学：《政治学导论》，
杨光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1年版;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王
军旗 、华昊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版。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862中学语文教材教法: 倪文锦《
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荣
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教育
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语文教学论》，李景阳
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现行课程标准；初中、高中
《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
版社。

（1）中外文化常识  
（2）写作 《中国文化
概论》，张岱年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西方文化
概论》，方汉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863数学综合:（数学分析、数学
教学论）参考书目：《数学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数学教学
论》（第二版），曹一鸣，张生
春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代数》，王萼芳，石
生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解析几何》，
吕林根，许子道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第四版）。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参考书目：《中学数学
教学设计》（第二
版）.何小亚等编.科学
出版社,2012年版。



0451
教育硕士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864普通物理学:《力学》，漆安
慎、杜婵英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热学教程》，黄淑清
、聂宜如、申先甲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电磁学》，梁灿彬、秦光
戎、梁竹健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4;《光学教程》，
姚启钧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865基础化学:《无机化学》，王
书民，周春生，张君才等编，科
学出版社;《无机化学(第
2版)》，宋天佑，徐家宁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基础化学(第3
版)》，谢吉民编， 科学出版社
。

《无机化学实验(第4版)》，
赵新华等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无机化学实验》，许琼
等编，科学出版社;《基础化
学实验》， 刘汉标，石建
新，邹小勇编，科学出版社;
《基础化学实验(第2版)》，
孟长功，辛剑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620普通生物学：《陈阅增普通生
物学》，吴湘钰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普通生物学》，顾德
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学论》，李秉德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版；《课程理论》，施良方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
版；普通生物学《新理念生
物教学论》（第一版），崔
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中学生物教学论》
（第二版），刘恩山，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生物课标与教材
分析（2）中学生物教
学设计参考书目：《中
学生物课程标准与教材
分析》.崔鸿主编, 科
学出版社, 2012年版；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与
案例研究》，崔鸿主
编,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868《语言教学的流派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 理查德
（Richards，J.C.）、罗杰斯
（Rodgers，T.S.）著，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第二版），2008年
版；《英语教学法教程》，王蔷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
版），2006年版。

《英语教学法教程》，王蔷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二版），2006年版。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869历史教学论：《历史教学论
》，赵克礼主编，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3年版。

《史学概论》，庞卓恒等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870地理综合：含自然地理与人文
地理：（1）自然地理学（第
4版），伍光和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2）人文地理学，赵
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
。

《新编地理教学论》，杨新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
版。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871学校体育学：《学校体育学
》.沈建华,陈融 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0年版。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版

《运动生理学》.邓树
勋，王健，乔德才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运动解剖
学》李世昌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跨专业加试参考书目：
《体育学概论》杨文
轩，陈琦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年版。



0453
汉语国际
教育

354《现代汉语》（上下册），黄
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7年版。《语言学纲要》
（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
华书局，2010年版。
445《中国文化要略》（第
3版），程裕祯编，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7年版。《对外汉
语教学心理学》，徐子亮著，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
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

《现代汉语通论》（第
2版），邵敬敏主编，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文化概论》，张
岱年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4年版；
《西方文化概论》，方
汉文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

0855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第八版），濮良
贵、纪名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何
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或《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卢秉恒主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机械原理》（第七版），
孙桓、陈作模、葛文杰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何宁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或《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卢秉恒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工程力学》（第二
版），北京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机械制图》
（第五版），清华大学
工程图学及计算机辅助
设计教研室编，刘朝儒
、高政一等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机械制
图习题集》（第四
版），清华大学工程图
学及计算机辅助设计教
研室编，许纪旻、高政
一、刘朝儒等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控制
工程基础》（第二
版），王积伟、吴振顺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气工程

《电路》（第五版），邱关源、
罗先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动控制原理》（第五版），
胡寿松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科目：电力系统分析或
自动控制原理任选一门 
复试参考书目：《电力系统
分析》（第二版），孟祥萍
、高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自动控制原理》（第
五版），胡寿松主编，科学
出版社。

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
加试参考书目：《电机
学》（第五版），李发
海、朱东起主编，科学
出版社。《电力电子技
术》（第五版），王兆
安、刘进军主编，机械
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