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参考书目 
 

专业 参考书目 备注 

基础英语  无 
接近英语专
业八级考试
水平 

英语语言文学 无 
作文、翻译、
学术论文写
作 

基础日语  
1. 大学日语专业教材新版 
2. 国际日语能力测试 1级  

 

日语语言文学 
1.《日语语言学》不限版本 
2.《日本文学史》不限版本  
3.《日汉汉日翻译教程》不限版本 

 

汉   语  

1.《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凡高校使用的教材
均可参考）  
2.《古汉语通论》郑铁生编写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
4-10 章）2004 

 

基础法语  

1.《法语》 (第 1-4 册) 马晓宏 外语教研出版社 
2002 
2.《法国语言与文化》童佩智、陈丽瑜 外语教研出
版社 2005 
3.《法国文学选集》张放、晶尼 外语教研出版社 
2000  

 

法语语言文学 

1. 《新编法译汉教程》，冯百才，外文出版社，2003 
2. 《汉译法实践》，岳扬烈，1987  
3. 19-20 世纪主要法国文学作品原著和译著，不限
版本 
4. Xavier DARCO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Hachette, 1992 或任意一本法国文学
史著作（版本及译本不限）  
5. Jean-Paul 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
rature（法英版均可） 
6.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法语版）, Seuil, 1953 
7. 《汉法翻译教程》，罗顺江、马彦华，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 
8. 《法汉翻译新教程》，马彦华，罗顺江，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8。 

 

基础俄语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 (语法，词汇，言
语技能，言语礼节，修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俄语语言文学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国情文化知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俄罗斯历史》 戴桂菊 李英男主编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06   
3.《俄罗斯地理》 戴桂菊 李英男主编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06   
4. 《俄罗斯文化》 戴桂菊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7   
5.《当代俄罗斯》 戴桂菊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08. 
6.《俄罗斯文学简史》郑体武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2006 
7.《新时代俄语通论》（上、下册），张家骅主编，
商务印书馆，2006 年 

 

基础德语  

1.《标准德语语法》，Dreyer，Schmitt，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 2，3》，佩尔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德语语言文学 

1. Storch, Geunther,2001: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 Eine Didaktik. Fink  
2. 《德语高级写作》 Ralf Glitza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05  
3.《德国文学史》  余匡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德国文学简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Karl-Heinz Wüst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5.《文学与认识》 王炳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基础西班牙语  

1.新版《现代西班牙语》1-4 册，董燕生、刘建，
外研社  
2.《新编西班牙语阅读课本》1-4 册 李多 外研社 
2000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1.《西汉翻译教程》孙家孟等 上海外教社 1988 
2.《西汉翻译教程》盛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3.《西汉口译实用理论与技巧》常世儒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08 年  

 

基础韩语  

1.《韩国语》 1-4 册 李先汉等 民族出版社  2007
或最新版          

2.《延世韩国语教程》5-6 册 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版 

3．新标准韩国语（高级 1,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基础印尼语 

1.《基础印尼语》(1-3 册)，朱刚琴、杨安华，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王辉、唐慧、陈扬，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 

3.《印尼汉翻译教程》，唐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4.《印度尼西亚概况》，唐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5.《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唐慧，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基础缅甸语 

1.《缅甸语教程》（1-6 册）,汪大年等,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4 年 
2.《基础缅甸语》（1-4 册）,钟智翔,尹湘玲,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 
3.《缅甸文学史》,姚秉彦,李谋,杨国影,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2014 年 
4.《缅甸文化概论》,钟智翔,尹湘玲,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2014 年 
5.《缅汉翻译教程》,钟智翔,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2012 年 

 

基础柬埔寨语 

1.柬埔寨语基础语音教程，郑军军，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2015 
2.柬埔寨语（1-4 册），邓淑碧等，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1993 
3.柬埔寨语阅读教程（1-2 册），卢军，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2017 
4.柬汉翻译教程，钟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亚非语言应用研究 

韩语应用语言学方向： 
1.《白峰子韩国语语法词典》白峰子 世界图书出版

社 2008  
2.《大学韩国语语法》王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中韩翻译教程 》前 9课 主编 张敏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5 
4.《韩中翻译教程 》 张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韩国文学作品选读》（上、下） 金英今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东南亚研究方向： 
1.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大学出版
社，1996 年； 
2.《东南亚概论》，祁广谋、钟智翔著，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2013 年 

 

欧洲语言文学 
（基础意大利语） 

1.《大学意大利语教程》（1-4 册） 王军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意大利文化简史》 王军、王苏娜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10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 

1.《意大利文学选集》沈萼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00 
2.《意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周莉莉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0 

 

欧洲语言文学 
（基础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语言文学） 

1. 《环球葡萄牙语》（1-4 册） 卡拉·亚历山德
拉·瓦尔加斯·德奥利韦拉 商务印书馆 2016 
2. 《葡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俞翔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 
3. 《经贸葡语》 叶志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4.《翻译教程》纽马克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5.《巴西文学》 孙成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基础阿拉伯语 

1.《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大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新编阿拉伯语》 1-4 册 国少华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06 
3.《阿拉伯语基础语法》 1-4 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1999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1.《实用阿拉伯语语法》上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1999 
2.《阿拉伯文学作品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阿拉伯语汉语翻译教程》刘开古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1998 
阿拉伯语主要报刊及网站 

 

语言符号学 

1.《语言学教程》（Linguistics A Course Book）
胡壮麟 主编（第四版） 
2.《语言符号学》王铭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中央文献翻译理论与
实践 

1.《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国外翻译研究
丛书之三十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 5
月 

 

东北亚研究 
1.《当代国际关系》丁金光、李广民 时事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外国文学史》上、下 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6 
3.《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乐黛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古代文学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以后版本； 
2.《古代汉语》一、二册 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不限
版本； 
3.《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高校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以后版本； 

 



中国现当代文学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以后版本 
2.《外国文学史》（修订版） 郑克鲁主编 高校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以后版本 
3.《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0 年以后版本 
4.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吴福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以后版
本 
5.《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以后版本 

 

汉语言文字学 

1.《现代汉语》（增订 5版）（上、下） 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2.《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1-4） 王力主编 中
华书局 1999 年  
3.《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叶蜚声、徐通锵著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著 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  
5.《应用语言学导论》 陈昌来著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哲学 

1. 哲学原理：高等教育通用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简明读本》主编 李晓萍 蓝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2. 哲学文献翻译：《汉英对照西方哲学名篇选读
（上、下）》韩水法、张祥龙、韩林合编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4 年版 

 

理论经济学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
七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 
1.《管理学》（第三版）周三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0 
2.《高级管理学》 赵丽芬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政治学理论 

1.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概论》，《政治学概论》
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2.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第三版），谢庆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版 

 

国际政治 

1. 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概论》，《政治学概论》
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2. 国际关系综合：《当代国际关系》，丁金光、李
广民主编，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当代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倪世雄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版；《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陈岳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外交学  



 

新闻传播学 

1.《新闻学概论》（第 6版），李良荣，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 
2.《传播学教程》（第 2版），郭庆光，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 
3.《中国新闻传播史》（第 3版），方汉奇，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第 2版），陈力丹、
王辰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网络传播概论》（第 4版），彭兰，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7 
注：新闻采写、编辑、评论、广告公关实务不列参
考书目。 

 

二外  

1.日语：《标准日本语》（初级上 / 下册、中级上
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版）  
2.德语：《新编大学德语》（1-2 册）第二版 朱建
华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法语：《新大学法语》（1-3 册）李志清主编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第 1版 
4.俄语：《俄语》全新版（1-4 册）邓军主编 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5.英语：《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4 册）   文
秋芳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6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1-2 册）北京外国语
大学 董燕生编 外研社  
7.朝鲜语：《韩国语 3》李先汉 金京善编著 民族
出版社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