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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加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编著者 出版社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工程

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社会学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7年 8月

010102 中国哲学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工程

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社会学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7年 8月

010105 伦理学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工程

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社会学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7年 8月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工程

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社会学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7年 8月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工程

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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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030100 法学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马工程教材） 《中国法制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9年

1月

行政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马工程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

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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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加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编著者 出版社

030200 政治学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简史》 本书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 2月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

论》（马工程教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二版，2021年 4月

120400 公共管理

政治学 《政治学原理》 王惠岩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年

2月

行政法学
马工程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学》（仅限行政法部分）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

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8年
8月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无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
无

035102
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 《经济法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8年

8月

行政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马工程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

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8年
8月

020100 理论经济学

经济学说史 《经济学说史》 姚开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3 版，

2016 年 04月版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上册）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

版，2019年 07月版

120200 工商管理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下册）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

版，2019年 07月版

统计学 《统计学》（第 7版） 贾俊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01

月版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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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加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编著者 出版社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学（第 8版） 于富生 黎来芳 张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学（第九版） 孙茂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专业学位）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修订本）
吴文侃

杨汉青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6月版

心理学 《心理学》 黄希庭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 7月版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修订本）

吴文侃

杨汉青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6月版

心理学 《心理学》 黄希庭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 7月版

083500 软件工程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王珊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9月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左孝凌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年 4

月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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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Z1 运动康复与健康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5201 体育教学（专业学位）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5202 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 季浏，殷恒婵，颜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第六版） 赵斌，张钧，刘晓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101 文艺学

美学基础理论
《美学原理》（第二版）（马

工程）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

订本）
钱理群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

订本）
钱理群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训诂学 《训诂学》 苏宝荣、武建宇 语文出版社 2005年版

古文学基础 《古诗文要籍叙录》 金开诚、葛兆光 中华书局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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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美学 《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汉语言文字学基础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 王力 中华书局 2018年版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概论 《文学理论》（马工程）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

订本）
钱理群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学位）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

订本）
钱理群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工程）

（第二版）（上中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词汇学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 张韵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三版）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三版 重

排版)2017年版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俄语实践能力
《大学俄语（东方新版）》1-4

册
史铁强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第 2
版

俄语听力 《俄语电视新闻选》 高中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第 1

版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学 《日语概论》
翟东娜

潘 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第 1版

高级日语 《新编日语》1-4 册
周 平

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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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英语词汇学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 张韵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三版 重

排版)2017年版

055101 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英语词汇学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 张韵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三版 重

排版)2017年版

055102 英语口译（专业学位）

英语词汇学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 张韵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三版 重

排版)2017年版

135101 音乐(专业学位)
音乐理论基础 《音乐理论基础》 李重光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年版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 王宏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版

130100 艺术学理论

美学概论 《美学原理》（第二版）

《美学原理》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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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艺术评论 《电影批评》（第二版） 戴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广播电视新闻实务 《广播电视新闻业务》 常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新媒体实务 《新媒体导论》 彭兰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135105 广播电视

视听语言 《视听语言教程》（第二版） 李玲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中国影视史
《中国电影艺术史》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教程》

周星

黄会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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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理论基础 《音乐理论基础》 李重光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年版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 王宏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版

130400 美术学

素描 无

色彩 无

135107 美术（专业学位）

素描 无

色彩 无

135108 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素描 无

色彩 无

060100 考古学

考古学概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考古学通论》 孙英民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月版

考古学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考古学通论》 孙英民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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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0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方向）

01先秦史

02秦汉史

03唐宋史

04简牍学

05 中国古代社会经

济史

06 中国古代思想文

化史

07历史文献学

08 史学理论及史学

史

古汉语基础 《古代汉语》（1—4册） 王 力 中华书局 1999年 5月版

史学概论 《史学概论》 庞卓恒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060200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方向）

09钱币学

10 中国近现代政治

史

11 中国近现代社会

文化史

12 中国近现代社会

经济史

13 中国近现代环境

史

14 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与文化

15 近现代政党与社

会变迁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 李侃等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上、下） 王桧林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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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00 世界史
专业外语 无

西方史学史 《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月版

040101 教育学原理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课程理论与实践

02教学理论与实践

03 科学教育理论与

实践

04课程与教学改革

05课程社会学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6物理学科教学论

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

《力学》 漆安慎、杜婵英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2005年

《电磁学》 赵凯华、陈熙谋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2006年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周世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07化学学科教学论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二版） 万洪文、詹正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3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上、下册)（第

六版）

李景宁、杨定乔、潘玲、汪朝阳

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08中学生物学课程

与教学论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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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06 高等教育学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401Z1 教师教育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40201 基础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第 2版）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史》（第二版）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第 2版）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史》（第二版）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40203 应用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第 2版）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史》（第二版）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45101
教育管理

（专业学位）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专业学位）

教育传播学 《教育传播学》（第二版）
南国农

李运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第 2版） 何克抗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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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学位）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第 2版）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史》（第二版）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45400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第 2版）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史》（第二版）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47101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78401 教育技术学

教育传播学 《教育传播学》（第二版）
南国农

李运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第 2版） 何克抗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70200

物理学

01凝聚态物理

02理论物理

03光学

原子物理 《原子物理》 褚圣麟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教程》 周衍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09年

04无线电物理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2010年

电磁学 《电磁学》 赵凯华，陈熙谋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11年

070400 天文学

原子物理 《原子物理》 褚圣麟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教程》 周衍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09年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5%B5%E5%87%AF%E5%8D%8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7%86%99%E8%B0%8B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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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01 自然地理学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教程》 王静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世界地理 《世界地理》 杨青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7月）

070502 人文地理学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教程》 王静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世界地理 《世界地理》 杨青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7月）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教程》 王静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世界地理 《世界地理》 杨青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7月）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专业学位）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 朱维之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王力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专业学位）

原子物理 《原子物理》 褚圣麟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教程》 周衍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09年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专业学位）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万洪文、詹正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0年

3月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 东北师大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上下册，第四版）

（2004.7）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专业学位）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现行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教育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概论》 薛伟强等主编 北京师大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3 页 共 17 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加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编著者 出版社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专业学位）

中学地理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解

读》

韦志榕，朱翔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9月）

地理教学技能
《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

手册》
任国荣 科学出版社（2017年 8月）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专业学位）

钢琴即兴伴奏与弹唱 初中音乐教材 编写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第 1版

音乐学基础知识
《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修订

版）》
俞人豪、周青青等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专业学位）

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

下）
肖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专业学位）

近世代数 《近世代数基础》 张禾瑞 高等教育出版社，1978年（修订本）

实变函数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 程其襄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四版）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专业学位）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出版

（第 4版）

遗传学 《遗传学》 刘祖洞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 3月第 4

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专业学位）

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年修订）
教育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 2月

中学英语教学设计 《英语教学设计》 鲁子问 康淑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7月

第一版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专业学位）

色彩（或正书创作） 无

素描（或行草书创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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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00 数学

点集拓扑 《点集拓扑讲义》 熊金城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2020

年 6月

复变函数 《复变函数论》 钟玉泉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13

年 8月

070301 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上册）第一版 唐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8月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上、中、下，

共 3 册）第二版
申金山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4月

070302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上册）第一版 唐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8月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上、中、下，

共 3 册）第二版
申金山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4月

070303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上册）第一版 唐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8月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上、中、下，

共 3 册）第二版
申金山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4月

070304 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上册）第一版 唐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8月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上、中、下，

共 3 册）第二版
申金山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4月

071001 植物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02 动物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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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03 生理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05 微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07 遗传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09 细胞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300 生态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0710Z1 化学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黄占景、葛荣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李春喜、姜丽娜、邵云、张黛静

主编
科学出版社，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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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专业学位)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2017 版《义务教育小学科学

课程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科学课程教学论 《新理念科学教学论》 崔鸿，张海珠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王珊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9月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左孝凌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年 4

月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六版） 白中英等 科学出版社，2019年 8月第六版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左孝凌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年 4

月

085404 计算机技术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王珊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9月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左孝凌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年 4

月

0450105 学前教育学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
褚宏启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版

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第三版） 杨汉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45118 学前教育

学前心理学 《学前心理学》 陈帼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幼儿园活动设计与实施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

施》
朱家雄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5年
12月

0401J1 家政学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中国家政思想史 《中国家政思想史》 薛书敏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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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00 旅游管理（专业学位） 无

0401Z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

意识教育

小学教育学 《小学教育原理》 谢维和、李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45115 小学教育（专业学位）

小学教育学 《小学教育原理》 谢维和、李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