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哲学社会学学院
61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811 西方哲学史 欧洲哲学通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冒从虎主编

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616

哲学综合（含西方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秀林
欧洲哲学通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冒从虎

813
科学技术哲学（含自然辩证

法）
自然辩证法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郭贵春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大椿

经济与管理学院

625 信息管理概论 《信息管理概论》（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柯平 高洁主编
814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815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848 运筹学 《管理运筹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韩伯棠
849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梯云
866 高级物流学 《高级物流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 董千里

法学院

618

综合课（一）（包括法理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诉讼
法学（含民事诉讼法学、刑

事诉讼法学））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赵肖筠 史凤林
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月版
宪法学编写组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法律出版社 陈晋胜、彭云业
民事诉讼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宋朝武

刑事诉讼法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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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 陈卫东主编

816
综合课（二）（包括经济法
学 、民法学、刑法学）

经济法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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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 经济法学编写组

民法学（第七版）（新编21世纪法
学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利民主编

刑法学（第七版）
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

合出版
高铭喧、马克昌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40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基础》（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王浦劬 主编

《政治科学》（第九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  王浦

劬、林震等译
国际政治学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李少军主编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853 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张小劲 景跃进 著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

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著  

曹沛霖等译 

马克思主义学院

61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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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编写组 

8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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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编写组  

教育科学学院

333 教育综合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培青
外国教育史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吴式颖

教育学基础（第三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
教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大均

860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 陈孝彬 高洪源
862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王本陆
864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雷雳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发展心理学（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雷雳
人格心理学（第七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陈会昌译
普通心理学（第四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聃龄

社会心理学 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杨宜音，张曙光

继续教育学院
333 教育综合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培青
外国教育史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吴式颖

教育学基础（第三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
教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大均

881 职业教育学 职业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建富

体育学院

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教育
学、体育概论、运动训练

学）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
体育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杨文轩、杨霆主编
运动训练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田麦久主编

346 体育综合
学校体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潘绍伟、于可红主编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版 王瑞元、苏全生主编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体育学院

346 体育综合
运动训练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田麦久主编

文学院

624 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1-4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中国现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程光炜等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童庆炳

825 语言基础
《古代汉语》 北岳文艺出版社 白平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

820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础
《民间文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钟敬文 

631 戏剧影视理论
《影视艺术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星等
《中外戏剧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彦君

《中国电视文艺学》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张凤铸

851
综合考试（含文史基础知识

、艺术概论）
《中国文学史（1-4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吉象

354 汉语基础
《古代汉语》 北岳文艺出版社 白平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中国文学史（1-4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刘珣

新闻学院

623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新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工程
《中国新闻传播史》 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汉奇
《外国新闻传播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朱维之

传播学教程 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庆光
《新闻理论教程》 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

824 新闻与传播实务

新闻采访与写作 武汉大学出版社 喻继军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丁法章

新媒体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彭兰
广告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工程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新闻写作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明华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新闻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何梓华 成美

外国语学院

211 翻译硕士英语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杨立民、徐克容

213 翻译硕士日语

新编日语（1-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平、陈小芬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外国语学院

213 翻译硕士日语 日语综合教程（5-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陆静华、 谭晶华、陈小芬、季

林根、皮细庚
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杨树曾

241 二外日语 新编日语（1-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平、陈小芬
242 二外德语 大学德语（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书良、顾士渊、黄崇岭
243 二外法语 简明法语教程（上、下） 商务印书馆 孙辉
244 二外俄语 大学俄语东方（新版，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史铁强
246 二外英语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杨立民、徐克容

357 英语翻译基础
高级汉英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宏薇
高级英汉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致礼、周晔

359 日语翻译基础
日汉互译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高宁、张秀华

青空文库 www.aozora.gr.jp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中国文化通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敏、王克奇、王恒展
中国文化概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陶嘉炜

626 语言学与写作

语言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
新编语言学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润清、文旭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10th ed. Wadsworth Vict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

学英语写作——从创新思维到批判
思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在新

627 基础日语
日语（5-8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陈保生等

日语综合教程（5-8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陆静华、 谭晶华、陈小芬、季

林根、皮细庚

628 基础俄语
大学俄语东方（新版，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史铁强

俄语（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827 英美文学与翻译

英国文学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常耀信

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经国
美国文学选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陶洁
高级汉英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宏薇
高级英汉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致礼、周晔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外国语学院

828 专业日语
日语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翟东娜、潘钧
日本文学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 肖霞
日本文化史 岩波新书 家永三郎

829
俄语综合（含俄罗斯文学和

俄罗斯国情）

俄国文学史（第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任光宣
俄罗斯国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金亚娜

现代俄语通论 商务印书馆 王超尘、黄树南

历史文化学院

611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基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物出版社2004年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348 文博综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

 《中国考古通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张之恒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王宏钧

649 世界历史
《世界史》全六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吴于廑、齐世荣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648 中国历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绍侯
中国近代史（1840-1919) 中华书局 杨策、龚书铎等
中国现代史（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桧林、郭大钧

中国近现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敏、彭南生
史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史学概论编写组

中国历史文选 商务印书馆 张大可
中国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乔治忠

826
旅游学综合（旅游学概论、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学概论》（第六版）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李天元

《旅游规划与开发》（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马勇

《中国旅游地理》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 罗兹柏，杨国胜

数学科学学院

632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三版）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旦大学数学系 欧阳光中，朱

学炎，金福临，陈传璋

833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

研室前代数小组
834 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潭浩强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数学科学学院

432 统计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大学出版社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861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

学出版社
陈后金，胡健，薛健

865 自动控制原理三 《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       科学出版社 胡寿松

333 教育综合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培青
外国教育史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吴式颖

教育学基础（第三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
教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大均

882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济大学数学系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633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概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卫.丁.格里菲斯（贾瑜 译）
835 普通物理 基础物理学教程 高教出版社 陆果
839 激光原理 激光原理 国防工业出版社 周炳琨 高以智
840 电子线路 电子线路 高教出版社 梁明理
841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 高教出版社 郑君里

环境与资源学院

844 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保护概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林肇信
634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伍光和

842
数学基础30% 《大学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季坚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  济

846
环境学导论 《环境学导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何  强
数学基础30% 《大学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季坚

分子科学研究所
622 物理化学（不含结构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 高教京 傅献彩
836 无机化学（不含配位化学） 无机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曹锡章
838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 高教京 胡宏纹

化学化工学院

622 物理化学（不含结构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 高教京 傅献彩
836 无机化学（不含配位化学） 无机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曹锡章
837 分析化学（含仪分） 分析化学（第五版） 高教京
838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 高教京 胡宏纹
857 物理化学（工科） 物理化学（第五版） 高教京

科技史研究所
617 世界科技史

《自然科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梅森
《科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丹皮尔

832 中国科技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杜石然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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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科技史研究所
832 中国科技史

《中华科学文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李约瑟

黄土高原研究所
635 生态学基础 《生态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杨持
843 植物学 《植物生物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周云龙
858 环境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导论》(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2012年 朱颜明，何岩等

生命科学学院

639 生物化学A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847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翟中和
338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850 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   2010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阚建全

339 农业综合知识一
植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强胜

普通遗传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业华
植物生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肖浪涛、王三根

341 农业综合知识三
食品卫生学  2003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何计国
食品法律法规与标准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吴澎

食品分析 科学出版社 谢笔钧
869 植物保护学 植物保护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洪富

生物技术研究所
639 生物化学A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847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翟中和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876 数据结构+C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C语言版、C程序设计(第
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严蔚敏、谭浩强

86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C程序设计(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谭浩强
电力工程系 875 电路 电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邱关源（第五版）

自动化系
845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 科学出版社 胡寿松
现代控制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豹

880 锅炉原理 电厂锅炉原理及设备 中国电力出版社 叶江明

音乐学院

629
综合考试（中国音乐史、外
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耀华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人民音乐出版社 杨荫浏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 上海音乐出版社 汪毓和
西方音乐通史 上海音乐出版社 于润洋

830
音乐基础理论（和声、曲

式）
和声学教程 人民音乐出版社 斯波索宾

曲式与作品分析 上海音乐出版社 钱仁康、钱亦平

831 艺术概论 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吉象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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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音乐学院

641 中外舞蹈史
中国舞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袁禾

西方现代舞史纲 上海音乐出版社 刘青弋

美术学院 630

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福顺

外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工艺美术史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田自秉
外国工艺美术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夫也

书法史 中国书法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丛文俊等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642 有机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
639 生物化学A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837 分析化学（含仪分） 分析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汉大学 
847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翟中和

613 药学专业基础综合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分析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汉大学 
生理学（第六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姚泰主编

350 中药专业基础综合

中药鉴定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康廷国
中药药剂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傅超美

中药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凌一揆
中药化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匡海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871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天柱，石磊，贾小平
872 环境工程学 环境工程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蒋展鹏等主编

环境科学研究所 844 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保护概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林肇信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注：参考书目仅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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