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目 录

山东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介................................................................................................................................................................................... - 3 -
2020 年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 5 -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 5 -
002 经济学院............................................................................................................................................................................................................................................................... - 8 -
003 法学院.................................................................................................................................................................................................................................................................... - 9 -
004 教育学部.............................................................................................................................................................................................................................................................. - 11 -
005 心理学院.............................................................................................................................................................................................................................................................. - 15 -
006 体育学院.............................................................................................................................................................................................................................................................. - 17 -
007 新闻与传媒学院.................................................................................................................................................................................................................................................. - 19 -
008 文学院.................................................................................................................................................................................................................................................................. - 21 -
009 外国语学院.......................................................................................................................................................................................................................................................... - 26 -
010 国际教育学院...................................................................................................................................................................................................................................................... - 29 -
011 历史文化学院...................................................................................................................................................................................................................................................... - 30 -
012 数学与统计学院.................................................................................................................................................................................................................................................. - 32 -
013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 34 -
014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 36 -
015 地理与环境学院.................................................................................................................................................................................................................................................. - 39 -
016 生命科学学院...................................................................................................................................................................................................................................................... - 41 -
01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44 -
018 商学院................................................................................................................................................................................................................................................................. - 46 -
019 公共管理学院...................................................................................................................................................................................................................................................... - 48 -
020 美术学院.............................................................................................................................................................................................................................................................. - 51 -
021 音乐学院.............................................................................................................................................................................................................................................................. - 52 -
022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 54 -
023 环境与生态研究院.............................................................................................................................................................................................................................................. - 56 -
024 图书馆................................................................................................................................................................................................................................................................. - 57 -

2020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 58 -
1.应用统计硕士......................................................................................................................................................................................................................................................... - 58 -
2.国际商务硕士......................................................................................................................................................................................................................................................... - 59 -
3.法律硕士................................................................................................................................................................................................................................................................. - 59 -
4.教育硕士................................................................................................................................................................................................................................................................. - 61 -
5.体育硕士................................................................................................................................................................................................................................................................. - 68 -
6.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 68 -



- 2 -

7.应用心理硕士......................................................................................................................................................................................................................................................... - 69 -
8.翻译硕士................................................................................................................................................................................................................................................................. - 70 -
9.新闻与传播硕士..................................................................................................................................................................................................................................................... - 71 -
10.工程硕士............................................................................................................................................................................................................................................................... - 72 -
11.会计硕士............................................................................................................................................................................................................................................................... - 73 -
12.图书情报硕士....................................................................................................................................................................................................................................................... - 74 -
13.艺术硕士............................................................................................................................................................................................................................................................... - 75 -

2020 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 77 -
2020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81 -



- 3 -

山东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是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学位体系完备、师资人才充沛、社会声誉优良的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19

81 年 3 月，学校被确定为省属重点高等学校；同年 8月，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2012 年 11 月，学校被确定为山东省首批重点建设应用基础型

人才培养特色名校。2014 年 3 月，学校被批准为山东省和教育部共建高校。2017 年 11 月，学校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

办学条件完备：目前，学校有千佛山、长清湖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近 4000 亩（约 258.7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1.05 万平方米。设有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6 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1 个山东省工程实验室、5 个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山东省理论建设重点研究基地、1 个山东省重点

新型智库、4 个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7 个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9 个山东省“十三五”高等学校科研创新平台等 52 个国家级

省部级以上研究培训机构。图书馆馆藏书刊 447.56 万册，数字资源量 63TB。

学科门类齐全：现有 24 个学院（部），87 个本科专业，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4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6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覆盖十大学科门类，学科、专业学位数量居省属高校前列。有 1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有 6 个学科进入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行列，3 个专业（群）获批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重点专业（群），3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库（ESI）学科排名前 1%。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2017 年）中，24 个学科参评，其中有 13 个学科进入 B 及以上等次，是山东省属高校最好成

绩。

导师队伍优良：截至目前，共有研究生指导教师 120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97 人。现有 6 名双聘院士。22 人次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国家“万人计划”，973 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全国“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9 人获全国优秀

教师等国家级荣誉称号，89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人 6次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5 人 1

2 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5人 10 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学校领导连续五届当选山东省委委员。2人次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攀登计划，2 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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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山东省“泰山学者”优势学科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先后 16 人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3 人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1

人入选国家优青。29 人获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科研实力雄厚：“十二五”以来，主持承担国家“863”、“97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59

5 项。2012 年，成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单位；2019 年，成为首个以第一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山东省省属高校。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4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3 项，1 个团队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 个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并获

滚动支持。获得山东省社科重大成果奖 4项、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 项、鲁迅文学奖 1 项，以及“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

山东省自然科学最高奖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励近 300 项。主办 6 种学术期刊。学校获全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状、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育人质量过硬：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2 篇，在“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和“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申报中，

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奖、研究生优质课程、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计划项目、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等 9项研究生教育标志性成果指标，总数连年位列省属高校首位。

国际交流广泛：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强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不断开拓研究生国内外合作交流的渠道，先后与 21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03 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努力探索国内外导师联合指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打造国际化人才培养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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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系，有山东省理论建设工程重点研究基地、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山东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工作室等省级教研平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为山东省重点强化建设基地。学院有博士生导师 9 人，教授 21 人。其中

2人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在读博士和硕

士研究生近 200 人。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山东省第一批立

项建设一流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为 B+等次。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 项，获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 1 项、一等奖 2

项。

电 话：0531-86181662 联系人：孙 杰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10101马克思主义哲学

01马克思主义人学

02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马克思主义哲学

④801西方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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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

社 2009 年版；《西方哲学史》,

张志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①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

史教程》，丁贞彦、臧宏主

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

年版。

②伦理学：《伦理学》罗国

杰主编，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030204 中共党史

01 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现代政治学》，李爱华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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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02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03山东地方党史

③702政治学原理

④802 世界政治经济与

国际关系

第二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概

论》。王慧媞，韩玉贵主编，山

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当

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

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

理》（第五版）李秀林等主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第二版），田克

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④803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简明马

克思主义史》庄福龄主编，人

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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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现

代政治学》李爱华主编，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二版。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0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

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④803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

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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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现

代政治学》李爱华主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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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

与实践研究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二版。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01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02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④803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

思主义概论》，衣俊卿著，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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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②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现

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

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01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

02 思想道德教育

0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教学研究

04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

建设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④803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伦理学：《伦理学》，罗国杰

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一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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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②社会学：吴增基等，《现

代社会学》（第六版），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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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经济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立足高起点，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学校及山东省经济学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

重要基地。学院办学层次齐全，人才培养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留学生教育。学院现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实现了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其中世界经济学科被列为省级重点学

科。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全部任课教师均已取得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 A类和 SSCI

一区等刊物发表 100多篇论文，在国家重点出版社出版著作 20多部，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5项，省级教学比赛一等奖两项。学院服务国家和区

域重大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多项成果被政府或企业采纳应用。

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研究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100%。此外，学院重视人才国际化培养，已经与十多所国外名校

建立合作关系，定期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院讲学。我院研究生有机会申请英国阿伯丁大学的 “1+1+1”双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及其他国外名

校长短期交流项目。欢迎广大学生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电 话：0531-86181072 联系人：周承倜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

参考书目

020100 理论经济学

01 西方经济学

02 世界经济学

0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4 经济学基础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前

十四章）张宗斌主编，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概论（第

三版）》，池元吉 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①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李建平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8 年。

②经济学说史:《经济学说

史》，陈孟熙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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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法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于 2011 年 3 月在原政法学院法律系基础上成立，现拥有法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设有法律史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 5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从 2015 年开始招收法学和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法律硕士，

是省属高校中，同时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为数不多的法学院代表之一。学院有硕士生导师专

职导师 17 人，兼职导师 16 人，法律硕士合作导师 17 人，其中，教授 16 人，副教授 12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123 人。随着“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地

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山东省齐鲁法治文化研究中心”、“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卓越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等多个省级、校级研究中心和基地的建成与发展，学院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学科点建设与科研等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近年来，学院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0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9项、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项目 10 项、省社科基金项目和省软科学项目 20 余项、山

东省法学会项目等厅级项目 20 余项；此外还承担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等横向课题 20 余项，总经费约计 300 余万元。先后出

版学术专著 40 余部，主编教材近 20 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百余篇。共计获得省级科研奖励 13 项、厅级科研奖励 5 项。先后有 10 多人次获得

“（青年）教学能手”、“师德标兵”、“杰出青年”、“十佳教师”、“教书育人优秀导师”等荣誉称号。学院设有标准的“模拟法庭”，有

660 平方米的“法律实验实训中心”和满足法律尽职调查、诊所教育实践课程开设的设备和电子资源；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政府法制办

等单位建有实践教学基地 20 余个。近年来，历届研究生毕业前司法考试通过率达 95%，应届毕业生均有多人考入各级公检法部门、公务员、选调

生及企业、公司法务等岗位，一次性和年底就业率是全校研究生就业率最高的学院之一。

电 话：0531—86181285 联系人：刘亚川琦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30102 法律史

01 中国法律史

02 外国法律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专业综合考试一

（法理学、宪法学、行

《法理学》第五版，张文显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版；《中国宪法》第四版，

胡锦光、韩大元著，法律出版

社，2018 年 8 月版；《行政法

学》第四版，胡建淼著，法律

出版社，2015 年 8 月版；《民

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第四版；

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何勤华，法律出版社第五版。

①经济法：《经济法》，刘

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四版。

②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

讼法学》，樊崇义，法律出

版社第四版，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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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

④805 专业综合考试二

（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法总则讲义》，梁慧星著，法

律出版社，2018 年 5 月版；《刑

法学》第八版，高铭暄、马克

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版。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01 宪法原理与人权保

障

02 行政法原理与法治

政府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专业综合考试一

（法理学、宪法学、行

政法学）

④805 专业综合考试二

（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同法律史专业

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

（第二版），曾宪义主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

①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第二版），孙长永主

编，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

②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第四版），张卫平著，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理论与实务

02 商法理论与实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专业综合考试一

（法理学、宪法学、行

政法学）

④805 专业综合考试二

（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同法律史专业

《民法学》（第七版），分论

部分（除了第一编的其他内

容），彭万林主编，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商法

学：《商法学》施天涛著，法

律出版社，2010 年第四版。

①《证据法学》何家弘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第五版。

②《民事诉讼法》（第四版），

张卫平著，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01司法制度与诉讼文化

02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专业综合考试一

同法律史专业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学》

（第四版），张卫平著，法律

出版社，2016 年版。

①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第六版），陈光中主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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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法理学、宪法学、行

政法学）

④805 专业综合考试二

（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②证据法学：《证据法学》，

何家弘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01 环境法治与经济发

展研究

02 环境法学基础理论

研究

03 比较与国际环境法

研究

①101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专业综合考试一

（法理学、宪法学、行

政法学）

④805 专业综合考试二

（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同法律史专业

环境资源法学：《环境保护法

学》，徐祥民著，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环境法学》（教

育部普通高校国家规划教材），

汪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二版，2011 年。

①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第二版），孙长永主

编，法律出版社，2013 年。

②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第四版），张卫平著，

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

004 教育学部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科齐全、积淀深厚，其前身教育系成立于 1950 年 10 月，是山东师范大学建校时最早设立的六个系之一。2000 年教

育系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教育科学学院，2006 年更名教育学院。2016 年底，整合教育学系、学前教育系、教育技术系、教师教育学院和基

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五大优质资源，组成教育学部。现有教职工 92 人，其中，专任教师 76 人，教授 19 人，副教授 23 人，博士生导师 9 人。现

有博士研究生 38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409 人，非全日制研究生 169 人，留学生 6人，博士后 9 人。学术平台优异，专业发展均衡。现拥有教育

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与课程与教学论 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教育管理等 3 个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拥有教育学原理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设岗学科、山东省省

级强化建设重点学科；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并多次承担“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教育学学科获得了 B+等次，并

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

电 话：0531-86182650 联系人：刘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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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40101 教育学原理

01 德育理论与实践

02 教育哲学研究

03 教师教育研究

04 基础教育改革与

实验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

论》，黄济著，山西教育出版

社，2005 年版。

②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教程》，吴式颖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课程与教学基本理

论

02 课程与教学改革研

究

03 课程与教学设计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课程与教学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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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外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版；《外国教育史教程》，吴

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教育心理学：《当代教育心

理学》，陈琦主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040103 教育史

01 中国教育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①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教程》，吴式颖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版。

②比较教育：《比较教育》,

王承绪、顾明远编，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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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040104 比较教育学

01 国际教育理论与

专题比较研究

02 国别教育问题比

较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王

承绪、顾明远主编，人民教育

出版社，第五版，2015年版；

《当代比较教育学》，冯增俊、

陈时见、项贤明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第二版，2015年版。

①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教程》，吴式颖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版。

②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大出版社，2005 年版。

040105 学前教育学

01 学前儿童课程与

游戏

02 学前儿童发展与

教育

03 学前儿童文学与

艺术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学》，

刘晓东等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①学前心理学：《儿童发展心

理学》，刘金花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②学前教育史：《外国学前教

育史》，周采等主编，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040106 高等教育学

01 高等教育原理

02 高等教育管理

03 高等教育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薛天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高等教育

的生成与变革》，王向华、颜

丙峰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①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版。

②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教程》，吴式颖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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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

学

01 职业技术教育基

本理论研究

02 职业技术教育管

理研究

03 职业指导教育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

教育原理》国家教委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究所编著，经济科

学出版社，1998 年 3 月出版；

《职业技术教育学》张家祥、

钱景舫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 年 6 月出版。

①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导论》

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年 1 月第二版。

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

研究导论》C.M.Charles 著，

张莉莉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03 年 4 月。

0401Z2 基础教育学

01 基础教育理论与实

践

02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

03 基础教育管理与评

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课程与教学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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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外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孙培青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版；《外国教育史教程》，吴

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教育心理学：《当代教育心

理学》，陈琦主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1 计算机教育应用

02 数字媒体技术教

育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教育技术理论

（含教育技术学基础、

教学设计）

④806 软件设计（含 C

《教育技术学导论》，李芒，

金林，郭俊杰 编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3年版；《教学

系统设计》，何克抗、林君芬、

张文兰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6年版；《C程序设计》，

网站设计与开发：《教育技术

学研究方法基础》，谢幼如、

李克东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 HTML5+CSS3+JavaScript 网

页设计入门与应用》，刘爱江，

①多媒体课件开发：《多媒体

课件设计与制作基础》张军征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②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

学》，付建中主编，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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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程序设计、网络技

术基础）

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版；《计算机网络简明教程》，

谢希仁 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7年版。

靳智良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版。

出版社，2010 年版。

005 心理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心理学院成立于 2006年 10月，现下设心理学系、应用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实验教学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 54人，其中专业教师 42人，95%

的专业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在读。学院现有教授 15人，副教授 11人，兼职教授 6人；博士生导师 12人，硕士生导师 25人。学院拥有心理

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心理健康教育和应用心理两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其中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二级学科是山东省“十一五”、

“十二五”特色强化重点学科、山东省人民政府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和山东省高校人类认知和行为发展重点实验室。

学院拥有先进、齐备的心理学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仪器设备；建有山东省最大的心理学专业资料室和电子阅览室，拥有齐全的心理学学术期

刊和专业书籍。学院以创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研究中心为目标，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心理

学专业人才和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电 话：0531-86181172 联系人：侯忠伟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40201 基础心理学

01 人类认知与学

习

02 认知神经科学

03 人格理论与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心理学概论:《普通心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①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理论、实验和应用（第二

版）邵志芳著，上海教育出版

社，2013 年版。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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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04 情绪与认知

研究方法》辛自强著，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040202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01 个性与社会性

发展

02 认知发展与学

习

03 青少年发展

04 创造心理

05 遗传与行为发

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①发展心理学（01、02、03 和

05 方向）：《发展心理学》，

第九版，谢弗著、邹泓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 年。

②教育心理学（04 方向）：《当

代教育心理学》（修订版），

陈琦、刘儒德主编，北京师大

出版社，2007 年版。

①西方心理学史：《西方心理

学的历史与体系》（第二版）

叶浩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

研究方法》辛自强著，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040203 应用心理学

01 心理辅导与健

康促进

02 工业与经济心

理

03 心理测评与人

力资源开发

04 职业规划与创

业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

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人格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黄希庭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①西方心理学史：《西方心理

学的历史与体系》（第二版）

叶浩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

研究方法》辛自强著，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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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体育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体育学院是我国最早设立体育教育专业的院校之一，自 1984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是山东省体育类硕士学位授权点最早、学科门类最全、

方向最多的院校。设有体育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体育硕士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以及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等 8 个硕士培养领域。同时，还

设有“体育课程与教学研究”博士培养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山东省级重点学科，被评为山东省品牌专业。

教师队伍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43 人，其中博士 33 人，硕士 47 人；还聘有国内、外知名教授 20 余人，作为兼职教授和导师。同时与美国、

俄罗斯、意大利等多院校所建立有合作关系，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师资结构优良，研究和教学设施完备，文化积淀深厚，学术气氛浓郁，

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

电 话：0531-86180624 联系人：杨晓慧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40300 体育学

01 体育人文社会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体育学综合（含

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

学、运动生理学，三门

各占 1/3）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于可

红主编，2015 年 12 月第 3 版；

《体育心理学》季浏、殷恒婵、

颜军主编，2010 年 7月第2版；

《运动生理学》王步标、华明

主编，2011 年第 2 版。以上均

为高教出版社。

01 方向：体育概论：《体育概论》，

杨文轩主编，2005年 7 月版，高教

出版社。
①运动解剖学：《运动解剖

学》，李世昌主编，2006 年

7 月第二版。

②运动训练学：《运动训练

学》，田麦久主编，2000 年

版。

02 运动人体科学

02 方向：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理

学》，邓树勋、王健、乔德才主编，

高教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2 版；

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力学》，

赵焕彬主编 高教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3版。

03 体育教育训练

学

03 方向：①体育概论：《体育概论》，

杨文轩主编，2005 年 7 月版，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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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②面试：（体操、田径、篮球、排

球、足球、乒乓球）理论与技术：

（1）《体操》，童昭岗主编，2005

年 7 月版；（2）《田径》，刘建国

主编，2006 年 5 月版；（3）《篮

球》，王家宏主编，2005 年版；（4）

《排球》，黄汉升主编，2005 年 7

月版；（5）《足球》，王崇喜主编，

2005 年 7 月版；（6）《乒乓球》，

孙麒麟、赵卫真主编，2007 年 7 月

版，以上教材均为高教出版社。

04 民族传统体育

学

04 方向：①笔试：《体育概论》，

杨文轩主编，2005 年 7 月版，高教

出版社。

②面试：武术专项理论与技术：《武

术》蔡仲林、周之华主编，高教出

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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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新闻与传媒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新闻与传媒学院历史悠久，前身是 1985 年设立的电化教育专业，1995 年学校在电教系、电教中心、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传播

学院，2011 年专业整合后更名为传媒学院，2017 年 5 月学科整合后更名为新闻与传媒学院。学院设有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新闻学、广

播电视学、数字媒体艺术、播音主持艺术等六个本科专业，以上专业均为省内最早成立。新闻学专业设立于 1986 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设立于 2002

年，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设立于 2005 年，播音主持艺术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设立于 2006 年学，专业覆盖面广、学术底蕴深厚。

现有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与传播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均为山东省最早设立，下设广播电视艺术学（含广播影视语言艺术方向）、电

影学、新闻学、传播学四个二级学科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电影、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三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学院的

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专业结构合理、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完善、科研水平较高的发展格局。

学院现有教职工 81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32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 38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1 人，副高级职称 12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

导师 26 人，聘请校外兼职导师和合作导师 38 人，聘请国内外兼职、客座教授 20 余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优秀研究生导师 1 人，省级师德

标兵 1 人，获省级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 2 人，校级教学名师 3 人、教学能手 5 人，承担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等省级研究生教育课题 6 项，学生每

年在各类专业比赛获得各类奖励 20 余项。

电 话：0531-86182853 联系人：陈军晓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50301 新闻学

01 新闻理论

02 新闻史

03 新闻实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7 新闻传播史论

④807 新闻传播业务

《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新

闻理论教程》何梓华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0 年版；《传播学

教程》郭庆光著，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1 年版；《新闻编辑学（第

2 版）》蔡雯主编，人民大学出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

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

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等

专业学术期刊。

①新闻学概论：《新闻学概论》

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采

访与写作》高钢著，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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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10 年版；《新闻写作》

无具体参考书目。

050302 传播学

01传播学理论与实

践

02 广播影视传播

03 新媒体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8 传媒学理论

④808 传媒实务综合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

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新闻学概论》李良荣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媒

介管理学概论》邵培仁著，高教

出版社 2010 年版；《摄影技艺

教程》颜志刚著，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版；《传媒写作》（无

具体参考书目）

传媒策划与实践：1.《新闻采访与

写作教程》，丁柏铨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期刊：《新闻与传播

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

《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等专业

学术期刊。

①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新

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

角》（第二版），陈昌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外国新闻传播史：《全球新

闻传播史》（第二版），李彬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130300 戏剧与影视

学

01 电影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9 艺术学概论

④809 影视学基础理

论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注，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影视

学实用教程》李掖平主编，中国

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镜

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 18 例》

戴锦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影片解读：《通向电影圣殿》，中

国电影出版社，1993 年版；《电影

叙事学：理论和实例》，李显杰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

现当代文学》（第 3 版），刘

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外国文学：《西方文学经典

导论》王化学著，山东人民出

版社，2005 年版。

02 广播电视艺术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9 艺术学概论

④810 电视艺术与技

术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影视

导演基础》王心语著，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电视

艺术学》高鑫著，北京师范大学

影视分析：无参考书目。

①传播学：《传播学教程》郭

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②中外电影史：《中国电影

史》，钟大丰等著，中国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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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10 年版；《电视摄像》

任金州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影视剪辑编辑艺术》

傅正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电视出版社；《外国电影史》

03 广播影视语言

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9 艺术学概论

④811 播音主持理论

与实践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中国

播音学》张颂著，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2001 年版；《播音发声

教程》刘静敏著，中国海洋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

播音主持基础理论：《播音语言通

论》，张颂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版。

①播音学概论：《播音学概论》

姚喜双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

②普通话语音：《普通话语音

教程》，刘静敏著，中国文史

出版社，2005 年版。

008 文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文学院，文脉悠长，名师荟萃，学风扎实，蕴涵深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享誉学林。1955 年国内首批招收研究生，1981 年国内首批获得硕士

学位授予权，1986 年被批准为山东省重点系科，1998 年山东省属高校文科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山东省属高校文科首批获中国语言文

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6 年山东省属高校文科首批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汉语言文学被评为国家一类特色专业，2017 年中国语言

文学学科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为山东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山东省重点学科。现有教

师 102 人，其中博导 21 人，硕导 64 人；教授 24 人，副教授 41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9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教学科研成果丰硕，近几年连续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近五年获省级以上科研奖励 60 余项，省级以上教学优秀

成果奖 8 项，完成省级教改项目 8 项，主编教材 30 余部，出版著作 200 余部，发表论文 1000 余篇，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 30 余项，省部级科研课

题 100 余项

电 话：0531-86181950 联系人：徐 金



- 22 -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10106 美学

01 中西美学史研

究

02 美学原理研究

03 文艺美学与审

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2 美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美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文

学理论实用教程》，杨守森、周

波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美学原理》，尤西林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美学》，王杰主编、周均平副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专业论文写作：无参考书目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

论

04 语文课程与教

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

础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语文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曹明海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①现代汉语：《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

学出版社，2017 年版。②美学：

《美学原理》，尤西林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美学》，王杰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版。

050101 文艺学

01 文艺学原理与

西方文论

02 文艺美学（含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3 文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文

学理论实用教程》，杨守森、周

波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专业论文写作：无参考书目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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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学）

03 中国诗学与美

学

04 企业审美文化

与文化产业管理

文学理论、中外文学

史基础）

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袁

世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中国文学史》，袁

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新

编》，魏建、吕周聚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

当代文学新编》，王万森、吴义

勤、房福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2 年版；《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050102 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01 词汇理论与应

用

02 对外汉语教学

03 地理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4 汉语基础（自

命题）

《古代汉语》，郭锡良主编，商

务印书馆，1999 年修订版；《现

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汉语阅读与理解：《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

娟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版；《古代汉语》，郭锡良等编，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现代汉

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050103 汉语言文字

学

01 汉语语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汉语阅读与理解：《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

娟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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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汉语词汇学

03 音韵学

04 汉字学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4 汉语基础（自

命题）

版；《古代汉语》，郭锡良等编，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现代汉

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050104 中国古典文

献学

01 语言学文献与

文化研究

02 史学文献与文

化研究

03 文学文献与文

化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4 汉语基础（自

命题）

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古文阅读：《古代汉语》，郭锡良

等编，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中

国古代文学史》，袁世硕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中国

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5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050105 中国古代文

学

01 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古代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3 文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中外文学

史基础）

同文艺学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

袁世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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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6 中国现当代

文学

01 现代中国文学

史研究

02 现代中国作家

研究

03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3 文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中外文学

史基础）

同文艺学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代

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中国

当代文学新编》，王万森、吴义勤、

房福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①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②中国古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史》，袁

世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版。

050108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01 近现代欧洲文

学

02 近现代英美文

学

03 中外文学比较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④813 文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中外文学

史基础）

同文艺学专业

近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

代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②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

文学史》，袁世硕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中

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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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外国语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是创建于 1956年的外国语言文学系，1965年改为外语系，1996年改系建院。2011年与大学外语

教育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下设 5个系，1个教学部，《山东外语教学》、《基础外语教育》2个编辑部和 11个研究中心。5个系分别为英语系、俄语系、日

语系、东方语系（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和西方语系（法语和西班牙语）；大学外语教学部承担全校非英语专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术英语以及本

科生大学英语的教学任务；《山东外语教学》和《基础外语教育》由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山东师范大学主办，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

刊。此外，学院还有中外语言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与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等 11个研究中心。学院拥有“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 1个；拥有外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课程与教学论及教育

硕士、翻译硕士等 8个硕士点。

学院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教育教学水平高、梯队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教授 14人，副教授 36人；此外，每年聘请外籍教师 10余人；

有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42人，校外硕士生导师 12人，获得博士学位与在读博士学位教师 60人。

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并重的发展理念，已形成了自身优势和特色。近五年来，学院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项，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0余项；共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7项；出版国家精品教材 2部、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3部，出版专著、译著 100余

部；在国内外重点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 CSSCI期刊 70余篇；SSCI 期刊 10篇；A&HCI 论文 8篇。《大学英语听说》被评为省级精

品课程。

电 话：0531-86181725 联系人：史闽瑞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及参考书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

论

05 英语课程与教学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基础英语、语言学与教学法综合：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Language Teaching《语言教学实用

技巧》Lewis. M. & Hill. J. 著, 外

①翻译

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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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翻译理论与教学

研究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言学教程》

胡壮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050201 英语语言文

学

01 语言学

02 英语教学研究

03 英美文学

04 跨文化交际研

究

05 文化及文学翻译

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1 俄或 242 日或 243 法

③711 基础英语

④815 综合考试 A（含语言学、

英美文学）

《美国文学简史》（第三版），常

耀信，南开大学出版社；《英国文

学史及选读》（1、2）（重排版），

吴伟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1、2）（重

排版），吴伟仁，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语言学教程》（第五版），

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教程》，胡

壮麟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英美文

学：《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和《美国

文学史及选读》，吴伟仁编，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英国文学简史》，

刘炳善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美

国文学简史》，常耀信编，南开大学

出版社。

①翻译

②写作

050202 俄语语言文

学

01 俄语语言与文

化研究

02 俄罗斯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4 英

③712 基础俄语

④816 综合考试 B（含俄语语

言文化知识、19 世纪俄国文

学、现代汉语）

“东方”《大学俄语》（新版，1-8

册），外研社；《俄国文学史》（上

卷）曹靖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文化阅读》李向东、Я.Н.

Прилкцкая编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版；《俄罗斯社会与文

化》，王英佳编著，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版；《现代汉语》黄伯

荣、廖序东主编，高教出版社，增

订版。

俄语综合考试(含俄语修辞学、20 世

纪俄罗斯文学、俄汉翻译等）：《俄

语修辞学》吕凡等编，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①俄汉翻译

②俄语写作

050205 日语语言文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4 英

各种版日文版的《日本文学史》，

《日本文化史》，不限出版社；《日

高级日语、日本文化与文学：高级日

语，不限版本；各种日文版的《日本 ①基础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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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日本文学与翻译

02 日语教育

③713 基础日语

④817 综合考试 C（含日本概

况、文学常识、现代汉语、日

语教育）

本语概说》，看日文原版书即可，

版本不限；《日本》（上、下册），

大森和夫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最新版；《现代汉语》黄伯

荣、廖序东主编，高教出版社，增

订版。

文学史》、《日本文化史》，不限出

版社；《日本语概说》，看日本原版

书即可，版本不限。

②日语写作

050210 亚非语言文

学

01 韩国文学与翻译

02 韩国语言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4 综合韩国语

④818 韩国文学与文化

《延世韩国语》（5、6），延世大

学韩国语学堂编，世界图书出版

社，2014；《韩国文学史》，尹允

镇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韩国-朝鲜近现代文学史》，

朴银淑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6。

韩国文化、中韩对译（口译）：《中

韩翻译教程》，张敏等编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

①翻译

②写作

050211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01 语言与文化社会

研究

02 应用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1 俄或 242 日或 243 法

③711 基础英语

④819 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基础（含英语语言学、应

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基础知

识）

《语言学教程》（第 4 版），胡壮

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语言学概论》，杨信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英语

教学法教程》（第 2版），王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学

教程》（第 4 版），胡壮麟主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语言学

概论》，杨信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英语教学法教程》

（第 2 版），王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①翻译

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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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国际教育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国际教育学院是我校招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单位，1983 年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学院以留学生教育和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为依托，

2006 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2007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此基础上，2009 年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专业，面向国内外招生。

学院下设汉语国际教育系和留学生教育系，现有专任教师 29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0 人，硕士生导师 15 人，校外合作导师 12 人，省级优

秀硕士生导师 1 人，校级优秀硕士生导师 2 人。专任教师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大多具有国外任教经历，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

学研究能力。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多项。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实践教学能力的培

养，在韩国又石大学孔子学院、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美国中央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西帕拉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韩国蔚山大学

以及国内部分高校建立了二十余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基地，与俄罗斯、美国、罗马尼亚、泰国、韩国等国外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友好教育交流

与合作关系，每年定期选派学生到国内外参加实践教学活动，迄今已有近 200 名中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优秀毕业生走向世界各地的工作岗位，成

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重要力量。

电 话：0531-86182860 联系人：刘 丽

2.招生专业目录见《2020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专业目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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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历史文化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历史文化学院是山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最早设置的学院之一，迄今已有 60 年的历史，已有逾万名学生毕业，并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历

史学专业研究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招生，目前世界史学科已成为博士点一级学科，中国史学科成为硕士点一级学科。全院共有博士生导师 5

人，硕士生导师 20 余人。师资力量雄厚，导师各有所长，研究方向明确，教学认真负责。本学院教师还承担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项目。

并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地方史研究所；山东省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和校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以及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学术地位和影响在国内同等院校中名列前茅。

电 话：0531-86181689 联系人：王 晨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60200 中国史

01 中国近现代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5 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史》（第 5 版），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中

国近代史》，李侃等，中华书

局，1994 年；《中国现代史》，

王桧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中国史简编·古代卷》，

安作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

（第五版），郭大松主编，山

东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1 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马工程”《中国近代史》、高等教

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马

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高等

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李侃等

著，中华书局 1994 年；《中国现代史》

（第 4 版），王桧林主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01 方向：①中国古代史：《中

国古代史》朱绍侯、齐涛、王育

济等主编，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②世界近代史：《世界史》（近

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2 专门史
02、03 方向：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朱绍侯、齐涛、王育

济等主编，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02、03 方向：①历史文选：《中

国古代史史料学》，安作璋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二

版。

②中国近现代史：“马工程”

《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

03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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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马

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中国近代史》（第

四版），李侃等著，中华书局 1994

年；《中国现代史》（第 4 版），

王桧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6 年。

060300 世界史

01 美国史

02 英国史

03 日本史

04 国际关系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716 世界通史

《世界史（古代史遍、近代史

编、现代史编）》（六卷本），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0 年；《全球通

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第

七版，上下册），斯塔夫里阿

诺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01 方向：美国史

《美国史通论》，何顺国编，上海学

林出版社，2001 年版。

02 方向：英国史

《日落斜阳-20 世纪英国》，钱乘旦等

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年版。

03 方向：日本史

《日本史》，吴廷璆主编，南开大学

出版社，1994 年版。

04 方向：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史》，刘德斌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①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中国近现代史：“马工程”《中

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马工

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高

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中国近代史》（第

四版），李侃等著，中华书局 1994

年；《中国现代史》（第 4 版），

王桧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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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数学与统计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学院设有数学系、计算科学系、统计金融系、数学教师教育中心、大学数学教学部、数学实验中心等六个教学科研单位。学院拥有数学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三个二级学科招收博士；拥有数学、统计学两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拥有课程与学科

教学论(数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教育硕士和应用统计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应用数学为山东省“九五”重点学科，基础数学为山东省“十

一五”重点强化学科、“十二五”省级特色重点学科，科学计算与数值仿真实验室为山东省“十二五”和“十三五”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学院

还拥有山东省高等学校骨干学科数学教学实验中心和山东省高等学校骨干学科数学协同创新教学实验中心。

学院现有国家“千人计划”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人，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1人，博士生导师 6人，教授 15人、副教授 23人，山东省

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山东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近五年，学院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余项，省部级项目 50余

项，科研经费达 1000余万元；承担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 12项；出版专著、教材近 30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教研论

文 130余篇，科研论文 900余篇，其中 300余篇被 SCI检索；获国家统计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2项、山东省自然科学

二等奖 1 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多项；获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1项，山东省优秀教材二等奖 2项；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电 话：0531-86180164 联系人：董 星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7数学教学理论与方

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数学教育基本理论：《数学新课程教学

论》，傅海伦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数学教育学基本概论》，

曹才翰，蔡金法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复变函数：《复变函数》(二

版)，钟玉泉编，高教出版社，

88 年版。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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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01 基础数学

01 非线性微分方程

02 半群代数理论

03 解析数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高等代数与

解析几何

④820 数学分析

《高等代数》北京大学代数

几何教研室编，高教出版

社，2003 年版；《解析几

何》吕林根、许子道编，高

教出版社，2001 年版；《数

学分析》（上、下）华东师

大编，高教出版社，1991

年版。

01 方向：常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教

程》（第二版），丁同仁、李承治编，

高教出版社。

02 方向：近世代数：《近世代数》，张

禾瑞编，高教出版社，1990 年版。

03 方向：初等数论：《初等数论》，闵

嗣鹤、严士健编，高教出版社。

①复变函数：《复变函数》(二

版)，钟玉泉编，高教出版社，

88 年版。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070102 计算数学

01 科学与工程计算

02 微分方程数值方

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高等代数与

解析几何

④820 数学分析

同基础数学专业
数值分析：《数值分析引论》，易大义、

陈道琦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①复变函数：《复变函数》(二

版)，钟玉泉编，高教出版社，

88 年版。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070104 应用数学

01 应用微分方程

02 图论与组合优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高等代数与

解析几何

④820 数学分析

同基础数学专业

01 方向：常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教

程》（第二版），丁同仁、李承治编，

高教出版社。

02 方向：概率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程》(第二版)，茆诗松，程依明，濮

晓龙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①复变函数：《复变函数》(二

版)，钟玉泉编，高教出版社，

88 年版。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

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同基础数学专业

不连续控制系统理论：1.Tao Yang,

《 Impulsive Control Theory 》 .

①复变函数：《复变函数》(二

版)，钟玉泉编，高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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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不连续控制系统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高等代数与

解析几何

④820 数学分析

Springer, 2001；2.Francesco Amato,

Roberto Ambrosino, Marco Ariola,

Carlo Cosentino, Gianmaria De

Tommasi, 《Finite-time Stability and

Control》. Springer, 453, 2014.

3. Daniel Liberzon, 《Switching in

Systems and Control》. Birkhäuser,

2003.

88 年版。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071400 统计学

01 应用概率

02 应用统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7 高等代数与

解析几何

④820 数学分析

同基础数学专业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教程》（第二版），茆诗松等编，高

教出版社，2011 年版。

①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应用

多元统计分析》（一版），高

惠璇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②实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

函分析概要》，郑维行、王声

望编，高教出版社。

013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设有物理系和电子系，有国家物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山东省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山东省光学与光子器件重点

实验室、山东省医学物理图像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高校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等重点教学科研平台。学院现有教授 28 人，博士

生导师 12 人，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2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 3 人，泰山学者 3人。在读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 400 余人。学院设有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物理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

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学科教学（物理）、科学与技术教育、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点，其

中物理学被山东省教育厅立项为山东省一流学科（培育）进行重点建设。

电 话：0531-86181576 联系人：杜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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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8 物理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09 基础教育物理课程与教学

改革

10 物理实验课程理论与方法

11 科学教育基本理论及实践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

合

国家统考大纲

专业综合（普通物理 A（含电

磁学、光学）、中学物理教学

法）：《电磁学》，梁灿彬、

秦光戎、梁竹健编；《光学教

程》，姚启钧原著；《中学物

理教学法》，许国梁主编。以

上教材均为高教出版社出版。

①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教程》，

曾慎言著，科学出版社。

②理论力学：《理论力学》，周衍

柏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70200 物理学

01 原子与分子物理

02 光学

03 凝聚态物理

04 理论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8 普通物理 A（含电磁

学、光学）

④821 量子力学

《电磁学》梁灿彬、秦

光戎、梁竹健编，高教

出版社；《光学教程》

姚启钧原著。《量子力

学教程》曾谨言著，科

学出版社。

电动力学：《电动力学》，郭

硕鸿编，高教出版社。

①数学物理方法：《数学物理方

法》，梁昆淼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理论力学：《理论力学》，周衍

柏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774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物理电子学

02 电路与系统

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 A

④822 普通物理 B

《高等数学》（少学时

本）同济大学编，高教

出版社，2006 年第三版；

《普通物理》（二、三

册），程守株编。

模拟电子技术：《电子技术基

础:模拟部分》（第五版）康

华光，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电路：《电路》(第 5 版)》，邱

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基础(第 4版)》，阎石，高等教育

出版社。

080300 光学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光学教程》（第五版），

姚启钧编著，高等教育

电子技术基础（含模电路和数

字电路）：《电子技术基础—

①激光原理：《激光原理》（第 6

版），周炳琨等主编，国防工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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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光场调控技术及应用

02 先进激光技术及应用

03 激光成像与探测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23 光学

出版社。 模拟部分》（第五版）康华光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数

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

阎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社。②电磁学：《新概念物理教

程：电磁学》（第 2版），赵凯华，

陈熙谋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物理电子学

02 电路与系统

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2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阎石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电子技术基

础:模拟部分》（第五版）康

华光，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电路：《电路》(第 5 版)》，邱

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普通物理 B：《普通物理学》（第

五版，二、三册），程守株，高等

教育出版社。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1 智能数字信号处理与传

输

02 多媒体信息处理与集成

03 片上系统设计与 EDA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25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

析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

析》吴大正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微型

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吴

秀清等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

社。

①电子线路基础：《电子线路基

础》（上册），万嘉若编，高教出

版社。

②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

-理论、算法与实现》（第三版），

胡广书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014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设有化学系和化工系，有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分子和纳米探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精细化学品清洁合成

山东省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高校化学成像功能探针协同创新中心、分子与纳米探针中美合作研究中心、山东省绿色化工材

料工程实验室等 7 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学院有博士生导师 21 人，教授 30 人，其中兼职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1 人，拥有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部创新团队、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个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在读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 400 余人。学院有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工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工科）和化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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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论博士及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学科为山东省一流学科，连续多年进入 ESI 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 1%；化学专业是山东省品牌专业和教育

部特色专业，分析化学为山东省重点学科。近五年来承担 973 等高水平项目 90 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国

家发明创业奖 1 项、山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3 项、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在 Nature Commun., Angew. Chem.Int Ed.,

J. Am. Chem. Soc.等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700 余篇。

电 话：0531-86182540 联系人：徐 俊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2 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13 化学学习心理研究

14 化学教师专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

合

国家统考大纲

化学教学论：《化学教学论》

（第五版），刘知新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①无机化学：《无机化学》武汉

大学、吉林大学等合编，高教出

版社，第三版；

②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傅

献彩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070301 无机化学

01 配位化学

02 无机合成与纳米材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9 物理化学

④826 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傅献彩编，

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无机化学》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等合编，高教出

版社，第三版；

无机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

验（I）》，山东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等编，化学工业出版

社，第二版。

①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武汉

大学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②有机化学：《有机化学》，胡

宏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

070302 分析化学

01 分子与纳米探针

02单细胞/单颗粒/单分子

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0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武汉大学

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有机化学》胡宏纹编，

分析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

验》，武汉大学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第五版（上册）。

①无机化学：《无机化学》武汉

大学、吉林大学等合编，高教出

版社，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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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微纳分析与测量装置

04 电分析化学与传感器

05 质谱分析

06 环境与毒理分析

④827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

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傅献

彩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070303 有机化学

01 有机合成化学

02 应用有机化学

03超分子组装与原子簇合

物化学

04 分子光电功能材料化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0 分析化学

④827 有机化学

同分析化学专业

有机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

验（II）-有机化学实验》，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

编，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①无机化学：《无机化学》武汉

大学、吉林大学等合编，高教出

版社，第三版。

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傅献

彩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070304 物理化学

01 理论与计算化学

02 材料物理与化学

03 胶体与界面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9 物理化学

④826 无机化学

同无机化学专业

物理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

验（III）》，山东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等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第二版。

①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武汉

大学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②有机化学：《有机化学》，胡

宏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1 应用化学

02 工业催化

03 化学工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7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胡宏纹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

有机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

验（II）》，山东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等编，化学工业出版

社，第二版。

①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武汉

大学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傅献

彩编，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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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地理与环境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地理与环境学院是山东师范大学建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多年发展构筑了地理学在山东的龙头地位,与本院的环境科学、经济学协同快速发展。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科布点完善。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15 人，教授 19 人。拥有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地理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 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学科教学（地理）、职业技术教育（资

源环境方向）2 个专业硕士学位招生方向。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是山东省重点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山东省人文社科强化建设基地、

山东省强化特色重点学科。学院拥有山东省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山东高校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山东

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土地规划资质等发展平台。近年来在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业绩。每年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比例

高于全校平均水平，较多研究生考上中国科学院各院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继续深造；学院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 30 多项，每年

课题经费超过 1000 万元，在高层次期刊发表论文 150 多篇。欢迎大家报考。

电 话：0531-86181939 联系人：高宝棣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1 地表过程与环境演变

02 水土资源利用与生态修

复

03 气候变化与区域响应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1 高等数学 A

④828 地理学基础

《高等数学》（少学时本）

同济大学编，高教出版

社，2006 年第三版；《普

通地理学》王铮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伍光

和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四版。

①环境学概论：《环境学概论》

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二版。

②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赵荣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二版。

070502 人文地理学

01 经济地理与区域可持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同自然地理学专业

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赵

荣、王恩涌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世界地理：《世界地理》，杨

青山、韩杰、丁四保编，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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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02 城市地理与区域发展

03 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

04 土地利用与区域规划

③721 高等数学 A

④828 地理学基础

第二版，2006 年版；《经济地理

学（第三版）》，李小建等，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8。

育出版社，2004 年版。

②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

伍光和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 年第四版。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01 资源环境信息系统与

GIS 二次开发

02 地理大数据挖掘与应

用

03 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1 高等数学 A

④828 地理学基础

同自然地理学专业

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概

论》，黄杏元、马劲松，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三版。

①遥感概论：《遥感概论》彭望

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②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

伍光和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 年第四版。

0776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1 环境工程

02 环境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 A

④829 环境学概论

《高等数学》同自然地理

学；《环境学概论》刘培

桐等编，高教出版社1995

年第二版。

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学任选一门：

戴树桂主编，《环境化学》（第二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蒋展鹏: 《环境工程学》 (第三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①环境生物学：孔繁翔主编，《环

境生物学》，高教出版社，2000

年；

②生态学：杨持，《生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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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生命科学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学院有一个生物学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涵盖动物学、植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 4 个二级学科；有生物学硕士一级学科和食品科学

与工程硕士一级学科，涵盖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课程与教学论（生

物）8个硕士招生专业。学院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有 3 个，包括学科教学（生物）、食品工程、生物工程。拥有一支入选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第一

二层次、国家杰青、国家级教学名师、泰山学者等组成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学院有博士生导师 27 人，硕士生导师 187 人。

学院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植物学与动物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

大学和研究机构前 1%；2016 年，生物学学科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细胞结构与功能”团队入选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入选

山东省高等学校细胞生物学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生物学博士一级学科位居 30%，为省属高校首位。学院拥有“逆境植物学” 和

“动物抗性生物学”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一个山东省盐生植物工程技术中心，一个省级优秀科研创新团队，2 个省级教学团队。一座 5000 平方

米生命科学中心大楼及逾亿元的仪器设备。具备培养各类研究生的师资及实验条件，所培养的研究生有的成为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有的成为国内

教学名师，受到社会和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电 话：0531—86180716 联系人：师 静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5 生物课程与教学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

础综合

国家统考大纲

专业知识综合：《中学生物教学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燕艳主编，2019

年，第三版；《现代遗传学教程》

贺竹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第三版。

①生物化学：《生物化学》第四

版 朱圣庚 徐长法 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出版

②细胞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翟中和主编，高教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

071001 植物学

01 植物生理及分子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生物化学》第四版，朱

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

植物生理学（01 方向）：《植物生

理学》，王宝山主编，科学出版社，

①动物学：《普通动物学》刘凌

云、郑光美主编，高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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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

02 植物分类及植物资

源学

②201 英语一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出版；《细胞生物学》

翟中和主编，高教出版社，

2011 年第四版。

2004 年版。

植物分类学（02 方向）：《植物学

下册》 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年版。

2009 年第 4 版；

②植物学：《植物学 上下册》

陆时万、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版。

071002 动物学

01 动物生态学

02 动物生理学

03 动物发育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同植物学专业

生态学（01方向）：林育真主编，

《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人体解剖生理学（02 方向）：艾洪

滨主编，《人体解剖生理学》科学出

版社，2015年版。

动物发育生物学（03 方向）：张红

卫主编，《发育生物学（第四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①动物学：《普通动物学》刘凌

云、郑光美主编，高教出版社，

2009 年第 4 版；

②植物学：《植物学 上下册》

陆时万、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版。

071005 微生物学

01 微生物资源与基因

工程

02 微生物育种与发酵

工程

03 生物信息学与生物

大分子计算机模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同植物学专业

微生物学：《微生物学教程》（第

三版），周德庆 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1 年。

①动物学：《普通动物学》刘凌

云、郑光美主编，高教出版社，

2009 年第 4 版；

②植物学：《植物学 上下册》

陆时万、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版。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1 植物分子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同植物学专业

分子生物学：《现代分子生物学》

第四版，朱玉贤等编著，高等教育

①遗传学：《现代遗传学教程：

从基因到表型的剖析》(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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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植物分子遗传学

03 植物细胞生物学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出版社，2013 年 1 月出版。 贺竹梅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02 月出版。

②植物学：《植物学 上下册》

陆时万、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版。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1 细胞结构与功能

02 细胞增殖与信号转

导

03 免疫细胞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同植物学专业

细胞学实验技术：《细胞生物学实

验教程》 （第三版）安利国 邢维

贤主编，高教出版社，2015 年版。

①动物学：《普通动物学》刘凌

云、郑光美主编，高教出版社，

2009 年第 4 版；

②植物学：《植物学 上下册》

陆时万、吴国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版。

071010 生物化学及分子

生物学

01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

学

02 植物基因工程

03 药物生物化学

04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

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2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同植物学专业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生物化学实验教程》（第三版）刘

箭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2

月出版。

①现代分子生物学：《现代分子

生物学》（第四版）朱玉贤编，

高教出版社，2013 年。

②遗传学：《遗传学》（第三版），

刘祖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食品化学》汪东风主编，食品工艺学：《食品工艺学》，夏 ①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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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01 食品生物技术

02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

制

03 食品化学与营养支

持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31 食品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第

二版。

文水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版。

学》，何国庆编，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2016 版；②食品机械

与设备：《食品加工机械与设

备》，崔建云主编，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06 版。

01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其前身计算机科学系成立于 1985 年 12 月（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984 年即开始招生），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和建

设，现已发展成为师资队伍较强、招生规模较大、培养特色鲜明、教学科研突出的学院之一，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省

级特色专业，是学校“山东省名校工程（应用基础型）”重点建设的十个专业之一，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重点专业群建设专业之一；通信工程

专业是省特色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8 人，其中专任教师 94 人，教授 18 人，副教授 26 人，博士生导师 13 人；教师中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山东省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山东省杰出青年 1 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2人、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批专家 2人，2 人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人获

山东省教学名师、2 人获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人获首届泉城学者、1人获山东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

学院拥有 1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3 个专业学位授权领域；拥有 2 个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山

东省重点实验室、2 个山东省教学科研创新团队，拥有 1个国家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山东省高等学校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和 1

个山东省计算机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 1 个山东省“十三五”高校重点实验室。

目前，学院承担国家级课题 30 余项、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获得多项省部级奖励，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优良的师资和先进的实验

设备、科研环境和平台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年硕士毕业生除了升入国内外一流大学及科研院所攻读博士

学位外，就业去向主要分布在高校、机关、银行、软件和通信公司等。

电 话：0531-86181750 联系人：张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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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01 分布式智能计算

02 知识与数据工程

03 网络与信息系统

04 信息安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832 数据结构 A

《数据结构》严蔚敏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三版）

汤子瀛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①编译原理：《编译原理》，蒋

立源编，西北工业出版社。

②概率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魏宗舒编，高教出版社。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01 信息系统与网络信

息安全

02 数据通信理论与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3 计算机网络

或825信号与线性系

统分析

《计算机网络》，谢希仁

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信

号与线性系统分析》，吴

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通信原理：《通信原理》，樊昌信

曹丽娜 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第七版。

①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简明教程》，余孟尝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

②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

理教程》，程佩青主编，清华大

学出版社。

0810Z1 物联网应用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2 数据结构 A

《数据结构》严蔚敏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三版）

汤子瀛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①编译原理：《编译原理》，蒋

立源编，西北工业出版社。②概

率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魏宗舒编，高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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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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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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商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一级学科，下设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管理决策理论与应用、管理工程与工业工程、网络与

网络资源管理和产业组织与管理控制五个博士点。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两个硕士点一级学科，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会计学、企业管

理、旅游管理和技术经济及管理等 5 个硕士授权点。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旅游管理硕士（MTA）、会计硕士（MPAcc）、旅游服务职业技术教

育硕士四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形成了博士、硕士、本科三级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电子商务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和旅游管理系五个系，以及 MBA 教育中心、MTA 教育中心、MPAcc 教育中心、国际 MBA

教育中心。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等 5 个本科专业。

近年来学院共承担科研项目 120 余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30 项。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800 余篇，其中被 SCI、EI 等收录近 300 篇。出版学术专著、

主编教材近 30 部。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 1 项，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科研奖励 30 余项。与韩国、美国等国家

的 10 余所高校建立深层次交流合作关系，与香港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电 话：0531-86182766 联系人：季文芳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决策支持理论与系统分

析

02 大数据管理与系统工程

03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4 离散数学 或

835 管理学 A

《离散数学》左孝凌编，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管理学》周三多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管理信息系统或数据库系统任选

一门。《管理信息系统》，黄梯云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数据库系

统概论》（第三版），萨师煊编，

高教出版社。

①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

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 6 版）》，

[美]库罗斯（James F.Kurose），

[美]罗斯（Keith W.Ross）著，

陈鸣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②概率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魏宗舒编，高教出版社。

120201 会计学

01 会计理论与公司财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管理学》芮明杰，高

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会计学综合（包括财务会计、管理

会计、财务管理）

①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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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司金融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6 管理学 B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②审计学：《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2010 年），《中国

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

（2010 年）。

120202 企业管理

01 企业战略管理与营销

02 人力资源管理

03 供应链管理与跨国经营

04 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6 管理学 B

同会计学

企业管理综合（内容涉及人力资源

管理、企业战略管理、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等学科的基本内容）

①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②房地产经营管理或物流管理

120203 旅游管理

01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和规

划

02 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6 管理学 B

同会计学
旅游综合素质：旅游管理专业本科

生在校学习骨干课程教材。
①区域旅游开发

②基础旅游学（第二版）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01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管

理

02 技术经济评价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6 管理学 B

同会计学

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

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①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

统》，黄梯云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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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公共管理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公共管理学院现有 3 个本科专业、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公共管理硕士一个专业学位授权点。设有“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农村发

展研究中心”“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宗教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现有在校硕士生 400 余人。现有教职工 45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的教师 15 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的人员占专任教师的 95%以上，其中一人获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级项目 5

项，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等各类课题 70 余项，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山东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 余项。学院学生就业

率达 95%以上，多人获国家励志讲学金、省优秀学生、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电 话：0531-86180580 联系人：庞帅康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010103 外国哲学

01 近代西方哲学

02 现代西方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

哲学

④801 西方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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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出版社 2009 年版；《西方

哲学史》,张志伟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现代西方

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

版社，2000 年版。

①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教

程》，丁贞彦、臧宏主编，华东

师大出版社，1989 年版。

②伦理学：《伦理学》罗国杰主

编，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030201 政治学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

论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政治学原理

④802 世界政治经

济与国际关系

《现代政治学》，李爱华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二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

概论》。王慧媞，韩玉贵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

政府与政治》，景跃进，陈明明，

肖滨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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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49 -

关系》，冯特君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二版），田克勤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01 政治制度与政府管理

02 制度变迁与社会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政治学原理

④837 中外政治思

想史

《现代政治学》李爱华编，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二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曹

德本编，高教出版社 2012 年

版；《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马

啸原著，高教出版社 2007 年

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编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

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版。

①世界史（近现代部分）；

②中国近现代史

120401 行政管理

0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

治

02 地方治理与区域发

展政策

03 数字政府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3 公共管理学

④838 行政管理综

合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

蔡立辉、王乐夫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政

治学原理（第三版）》，景跃

进、张小劲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5 年版；《社会

研究方法教程》，袁方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

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①《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

社，2013 年第 5 版；

②管理学，《管理学》，周三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版。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

理

01 区域教育政策与管

理

02 教育经济与财政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3 公共管理学

④839 教育学

《公共管理学》同行政管理；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2008 年第三

版；《教育学基础》，（第三

版）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

联合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

01 方向：《教育管理学：理论·研

究·实践》（第七版），[美]塞

西尔.G.米斯克尔、韦恩.K.霍伊

著，范国睿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教育管理学：概念

与实践》（第五版），[美]伦恩

①教育管理学。褚宏启，张新平.

《教育管理学教程》，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3。

②教育史：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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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教育管理学》（第

三版），陈孝彬、高洪源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版。

伯格、奥恩斯坦著，朱志勇、郑

磊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版。

02 方向：《教育经济学—理论与

实证》，[英]贝尔菲尔德著，曹

淑江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教育财政—效率、

公平与绩效》（第三版），[美]

金等著，曹淑江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程（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120404 社会保障

01 老年社会保障

02 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

卫生

03 劳动力市场理论与政

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3 公共管理学

④840 社会保障概

论

《公共管理学》同行政管理；

《社会保障概论》，孙光德、

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 年第 5 版。

社会学：《社会学概论新修》，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4 版。

①《管理学》（第五版），周三

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②《公共经济学》（第三版），

高培勇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2 年。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1 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农村土地制度与金融

03 土地资源利用与城乡

发展规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3 公共管理学

④841 土地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同行政管理；

《土地经济学》（第七版），

毕宝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6 年版。

土地管理学：《土地管理学总论》

（第六版），陆红生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15 年版。

①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七版。

②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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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美术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美术学院创立于 1951 年，是国家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山东省艺术学科第一个研究生培养单位，教育部美术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单

位，山东省艺术人才重要基地，也是山东省硕士教育历史最长的单位，并于 2017 年获批山东省首个美术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是山东高等

美术教育的新突破。现有艺术学、美术学、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艺术学学科是山东省“十二五”省级

重点学科，美术学、艺术学是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

学院坚持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的建设方针，具有多名在全国、全省美术创作、艺术研究、美术教育研究方面著名的学科带头人。

美术学院现有正教授 6 人，副教授 22 人，教师队伍结构合理、人才齐备。近年来，学院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以科研

为例，近两年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艺术基金。学院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境内外多所院校建立了经常性的师生学术往来。

电 话：0531-86182777 联系人：葛晓霞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1301L1 艺术学

01 艺术美学

02 艺术史与艺术

批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4 艺术学与中外美

术史

④842 艺术美学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中国

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编写，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版；《外国美术简史》（彩插

增订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编写，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美学导论》（第四版），

张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专业论文命题写作：《中西

美术比较》，孔新苗著，山

东美术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国美学史》，张法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版。

①中外美术史：《中国美术简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写，中

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版；《外

国美术简史》（彩插增订版）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写，中国

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

②艺术学概论：《艺术学概论》

彭吉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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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00 美术学

01 中国画创作研

究

02 油画创作研究

03 摄影艺术与影

像传媒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4 艺术学与中外美

术史

④843 美术批评与美术

理论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

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编写，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版；《外国美术简史》（彩插

增订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编写，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美术鉴赏与批评》孔新

苗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专业技能（创作）

①中外美术史：《中国美术简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写，中

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版；《外

国美术简史》（彩插增订版）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写，中国

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

②速写

021 音乐学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拥有我省最早建立的艺术学科。1996 年获得山东省首个音乐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获得山东省首个舞蹈学硕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得山东省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山东省首批音乐与舞蹈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学院的师资力量雄厚，学科

建设完备，教学设施完善，是山东省高层次音乐与舞蹈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导师团队阵容强大，有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现有正教授 21 人（含校外），副教授 25 人（含校外），具备从事研究生科研指导或独

立担负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能力。近年来教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 20 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项；多人获得国际级

（包括 A 类、B 类）、国家级及省部级各种层次的专业比赛奖项。教学成果与人才培养质量在省内乃至全国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良好的

社会声誉。

电 话：0531-86180617 联系人：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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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

及参考书目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1音乐学（中国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

乐、音乐美学）

02作曲技术理论（和声、

作品分析）

03 音乐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5 和声与曲

式

④844 中外音乐

史

《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下册）

杨儒怀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版；《和声学教程》斯波索宾等合

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版；《中

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刘再生著，人

民音乐出版社 2006 版；《中国近代

音乐史简述》刘再生著，人民音乐

出版社 2009 版；《西方音乐通史》，

姚亚平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 版。

论文写作：参考书目与初试

相同

①复调：《复调音乐教程》于苏

贤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版。

②配器：《管弦乐队乐器法》施

咏康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1

版。《管弦乐队配器法》2015

版，施咏康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04 舞蹈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6 舞蹈艺术

概论

④845 中外舞蹈

史

《舞蹈艺术概论（修订版）》，隆

荫培、徐尔充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版；《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

冯双白、茅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0 版；《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

赏》欧建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版。

论文写作：参考书目与初试

相同

①古典芭蕾教学法。参考书目：

《古典芭蕾教学法》李春华编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版。

②舞蹈学基础知识。参考书目：

《舞蹈学基础》吕艺生、毛毳、

武艳、张麟，著，上海音乐出版

社 20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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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1.招生单位简介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是以弘扬和传承齐鲁文化、服务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为宗旨的高等研究机构。本院前身是 1999 年成

立的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2001 年 3 月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 年 6 月经山东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改建成立山东

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本院是集文史哲研究于一体、体现山东师范大学办学特色的科研教学机构，拥有一支学历职称高、年龄结构合理、研究力量雄厚的科研教学

队伍。现设置有中国哲学、中国史、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三个硕士学位点和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博士点，主要培养哲学、

文学、历史学、考古学、齐鲁文化及相关领域从事科研和教学的高素质人才。本院教师治学严谨，教学设备齐全，藏书丰富，学术氛围浓厚，为

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电 话：0531-86180163 联系人：张 磊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010102 中国哲学

01 儒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马克思主义哲

学

④846 中国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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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版；《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张志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

①中国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

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北

大哲学系，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②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

张岂之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0501Z1 区域文化与中

国文学

01 区域文化与中国

古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0 评论写作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文

学理论实用教程》，杨守森、周波

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

文化史》，柳诒徵编著，东

方出版中心 1988 年版等。

①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全

四册），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1999

年第 3 版。

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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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儒家文化与中国

文学发展

④813 文学基础（含

文学理论、中外文学

史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史》，袁世硕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中

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5 年版；《中国现代

文学新编》，魏建、吕周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中

国当代文学新编》，王万森、吴义

勤、房福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外国文学史》，聂珍

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版。

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

六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选》（四册，袁世硕主编，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060200 中国史

04 历史文献研究与

整理

05 中国古代史研究

06 中国古代文明研

究

07 齐鲁文化与儒家

文化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5 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史》（第 5 版），朱绍

侯、齐涛、王育济主编，福建人民

出版社，2010 年；《中国近代史》，

李侃等，中华书局，1994 年；《中

国现代史》，王桧林，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5 年；《中国史简编·古

代卷》，安作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

（第五版），郭大松主编，山东大

学出版社，2015 年。

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选》

（上、下册），周予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或《中国

历史文选》（第一、二、三

册），刘乃和主编，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

朱绍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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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环境与生态研究院

1.招生单位简介

为培育新型交叉学科，提升生态学学科发展，山东师范大学于 2016年 6月成立环境与生态研究院。环境与生态研究院拥有生态学硕士一级学

术学位授权点，下设环境与生态管理、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修复生态学、环境与生态工程等二级研究方向。研究院拥有先进的实验与野外

实习基地。目前，研究院拥有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获得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 1人等组成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专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共计 19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3人，讲师 8人；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具

有博士学位人数 17人，占比 89.47%。年龄层次结构合理，45岁以下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人数 17人，占比 89.47%。在校硕士生 46名，博士生 1名。

目前承担国家课题 5 项，省部级课题及横向课题经费近 500万元。成立 2年以来，依托研究院已经申请专利 20余项，发表论文 20余篇，获山东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电 话：0531-86181293 联系人：赵 铸

2.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071300 生态学

01 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27 普通生态学

④847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态学》（第一版），孙儒

泳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生态学》（第二版）林育真，付

荣恕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年；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 3

版），吴相钰等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 年。

《动物学》（第四版），刘凌云、

郑光美主编，高教出版社，2009

年版。

①生态毒理学：《生态毒理学》（美）

纽曼（Newman,M.C），（美）昂格尔

著（Unger,M.A） 著，赵园、王太平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 月；

《生态毒理学》，孟紫强，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9 年。

②污染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第

3版），王焕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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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图书馆

1.招生单位简介

我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信息资源中心、读者学习中心和学术与文化交流中心，历史悠久，馆藏资源丰富，馆员专业化水平高，设施环境一流。

近年来，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致力于建设服务研究型图书馆，在朝着建设国内一流和全省高校最好的现代化大学图书馆目

标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点师资队伍优良，拥有研究馆员 5 人，副研究馆员 28人，专兼职导师 20余人。与山东省图书馆、山

东省科技情报研究院、山东省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建立了内容丰富的图书情报专业实践基地。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与研

究方面具有较高水平，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连年被评为“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

题 5项。注重加强情报研究与服务能力建设，主动面向学校和社会开展情报研究服务，获“山东省科技情报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主持和参与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0多项。不断开拓和推进图书馆改革与创新工作，在内部管理改革、服务创新、新馆建设和发挥志愿者作用等方面创出特

色，取得扎实成绩，多次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举办的服务创新大赛中获奖，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全民阅读推广先进单位，荣获山东省高校图书

馆管理先进集体和山东省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连续被学校授予十佳单位，志愿服务育人的经验被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向全国推广。

电 话：0531-86181983 联系人：孙玉伟

2.招生专业目录见《2020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图书情报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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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1.应用统计硕士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Applied Statistics”,英文缩写 M.A.S.），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具有良好的统计学背景，系统掌握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开发的知识与技能，具备熟练应用计算机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能够在国家

机关、党群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科研教学部门从事统计调查咨询、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信息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应用统计专门人

才。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

参考书目

025200 应用统计
数学与统计学院

Tel：8618016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2 统计学

贾俊平等，《统计学》（第

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二

版），茆诗松等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①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理

论与方法》（第二版），冯

士雍等编著，中国统计出版

社，2012 年版。

②应用线性回归：《应用线

性回归》，王静龙译，中国

统计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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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商务硕士

国际商务硕士（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简称 MIB），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

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商务基础理论，具备完善的国际商

务知识、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

国际商务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

参考书目

025400 国际商

务

经济学院

Tel：8618107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贸易学（第三版）》，

范爱军 等 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国际金融新编

（第六版）》，姜波克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

易学（第三版）》，范爱

军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②国际市场营销

3.法律硕士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 Juris Master，简称 JM），旨在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

实务型法律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35101法律（非

法学）

法学院

Tel：8618128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 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

（非法学）

国家统考大纲

专业综合：《民法总则讲义》，梁

慧星著，法律出版社，2018 年 5 月

版；《刑法学》第八版，高铭暄、

马克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版；《法

①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江伟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②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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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

学）

理学》第五版，张文显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版；《中

国宪法学》第四版，胡锦光、韩大

元著，法律出版社，2018 年 8 月版；

《中国法制史》第五版，张晋藩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

版。

法》，陈光中主编，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035102法律（法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 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

（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

学）

国家统考大纲

专业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解读》（分论部分），张荣顺

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 4 月

版；《刑法学》第八版，高铭暄、

马克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7 年 8 月版；《法

理学》第五版，张文显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版；《中

国宪法学》第四版，胡锦光、韩大

元著，法律出版社，2018 年 8 月版；

《中国法制史》第五版，张晋藩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

版。

①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江伟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②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陈光中主编，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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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硕士

教育硕士（简称 Ed.M）是具有特定教育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工作需要的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具有较

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能够胜任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并能够理论结合实践开展

创造性的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及参考书目

045102学科教学

（思政）

马克思主义学院

Tel：8618166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2 思想政治学科

基础知识（占 40%）与

教学论（占 60%）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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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二版），

田克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第一篇、第三篇（人民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思想政

治学科教学新论》（第二版），刘强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第 3 版），陈万柏、张

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版。

①伦理学：《伦理

学》，罗国杰主编，

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一版。

②当代中国政治制

度：《当代中国政府

与政治》，景跃进，

陈明明，肖滨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 年版。

045103学科教学

（语文）

文学院

Tel：861819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3 语文教学论

《语文教育学》曹明海主编，山东教

育出版社，2015 年版。

语文教育学：《语文教育

学》曹明海主编，山东人

民出版社，2015 年版。

①现代汉语：《现代

汉语》，黄伯荣、廖

序东主编，高等教学

出版社，2017 年版。

②美学：《美学原

理》，尤西林主编，



- 62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美学》，

王杰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8 年版。

045104学科教学

（数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Tel：8618016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4 数学教育概论

《数学新课程教学论》,傅海伦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科

学与文化的殿堂》，傅海

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4 年版。

①数学史：《中外数

学史概论》，傅海伦，

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②数学教学论：《数

学教学论》，陆书环、

傅海伦，科学出版

社，2007 年版。

045105学科教学

（物理）

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

Tel：8618157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5 普通物理 C(含

力学、电磁学)

《力学》漆安慎，杜婵英编；《电磁

学》梁灿彬、秦光荣、梁竹健编。

中学物理教学法：《中学

物理教学法》（二版）许

国梁主编，高教出版社。

①理论力学：《理论

力学》，周衍柏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电动力学：《电动

力学》，郭硕鸿编，

高教出版社。

045106学科教学

（化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

科学学院

Tel：8618254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26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

合编，高教出版社，第三版。

化学教学论：《化学教学

论》（第五版），刘知新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有机化学：《有机

化学》胡宏纹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

②物理化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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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傅献彩编，高

教出版社，第五版。

045107学科教学

（生物）

生命科学学院

Tel：861807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6 生物综合（细胞

生物学、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现代遗

传学教程》贺竹梅，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第三版。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中

学生物学教学论》，燕艳

主编，科学出版社，第三

版。

①生物化学：《生物

化学》第四版 朱圣

庚 徐长法 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2 月出版。

②动物生理学：《人

体及动物生理学》王

玢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9 年，第三

版。

045109学科教学

（历史）

历史文化学院

Tel：8618168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7 历史教学论

《中学历史教学法》于友西、赵亚夫

主编，高教出版社，2017 年第四版。

历史综合：《中学历史教

学法》（第四版），于友

西、赵亚夫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7 年；《中

国历史》，张岂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世界史》（6 卷本），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①中国通史：《中国

历史》，张岂之主编，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2001 年；

②世界通史：《世界

史》（6 卷本），吴

于廑、齐世荣主编，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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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10学科教学

（地理）

地理与环境学院

Tel：8618193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28 地理学基础

《普通地理学》王铮等编著，科学出

版社，2010年版。

中学地理教学设计：《地

理学习的理论与方法》，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6.05 。

①新课程改革理念：

《当代教育新理念》。

山东省教育厅师范

处编，北京出版社。

②地理课程与教学

论：《地理课程与教

学论》。袁孝亭主编，

东北师大出版社。

045113学科教学

（美术）

美术学院

Tel：8618277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8 美术教学论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王大根著， 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专业论文命题写作：《美

术教案设计》，王大根编

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2007年版；《义务教

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2年版；《普通

高中美术课 程标准》

（2017年版），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8年版。

①中国美术史：《中

国美术简史》，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编写，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0 年版。

②外国美术史：《外

国美术简史》，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编写，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4 年版。

045114现代教育

技术

教育学部

Tel：861826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9 计算机基础

《大学计算机教程》（第 6 版）张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

学导论》，李芒，金林，

郭俊杰 编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年版。

①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

何克抗、林君芬、张

文兰 编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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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②教育技术学研究

方法：《教育技术学

研究方法基础》（第

2 版），谢幼如、李

克东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 年版。

045115小学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0 写作 B

无

教育学：《教育学导论》

李剑萍主编，人民出版

社，2006 年版。

①中国教育史：《中

国教育史》（修订版）

孙培青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②外国教育史：《外

国教育史教程》吴式

颖主编，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8 年版。

045116心理健康

教育

心理学院

Tel：8618117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1 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张景焕主编，山东人

民出版社，2010 年版。

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

学》，第九版，谢弗著、

邹泓等译，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16 年。

①西方心理学史：

《西方心理学的历

史与体系》（第二版）

叶浩生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14 年

版。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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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方法》

辛自强著，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版。

045117 科 学 与

技术教育

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

Tel：8618157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2 科学技术概论

《现代科技导论》（第二版），刘大

椿，何立松，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科学技术史：《新编科学

技术史教程》，刘兵，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一版。

①中学科学教学设

计与案例研究：《新

编科学教学论》，蔡

铁权等，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②自然科学通识综

合：《自然科学概

论》，娄兆文等，科

学出版社。

045118学前教育
教育学部

Tel：861826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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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学前心理学：《学前心理

学》，陈帼眉著，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3 年版。

①中外学前教育史：

《外国学前教育史》，

杨汉麟等著，广西教

育出版社，1993 年

版。《中国学前教育

史》唐淑等主编，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②儿童心理学：《儿

童心理学》，刘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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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版，华东师大

出版社。

045120职业技术

教育

01 资源环境

地理与环境学院

Tel：8618193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4 资源与环境概

论

《资源与环境概论》,王惠编，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学工

业出版社。

生态学：《生态学》，李

博等编著，高教出版社，

2000 年。

①自然地理学，伍光

和等编著，高教出版

社，2008。

②人文地理学，赵荣

等编著，高教出版

社，2006。

02 信息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Tel：8618176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5 数据结构 B

《数据结构》严蔚敏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

综合考试：数据库、网络、

软件工程、计算机文化基

础、EXCEL、WORD。

①编译原理：《编译

原理》，蒋立源编，

西北工业出版社。

②概率统计：《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魏

宗舒编，高教出版

社。

03 旅游服务 商学院

Tel：8618276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6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第三版），李天元，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7 月出版；《旅

游学概论》(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规划教材)，杨莉、毛金凤主编，中国

电力出版社，2016 年 8 月出版。

旅游综合素质：旅游管理

专业本科生在校学习骨

干课程教材。

①管理学

②旅游市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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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育硕士

体育硕士旨在培养在体育领域中，掌握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宽广的体育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体育专业

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及参考书目

045201 体育教学

体育学院

Tel：8618062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国家联考大纲

体育概论：《体育概论》，

杨文轩主编，2005 年 7 月版，

高教出版社。

①运动解剖学：李世

昌主编，2006 年 7

月第 2版。

②运动训练学：田麦

久主编，2000 年版。

045202 运动训练

045204 社会体育

指导

6.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简称 MTCSOL。），旨在培养能够适应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及参考书目

045300 汉语国际

教育
文学院

Tel：861819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

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古代汉语》（修订本），

郭锡良等主编，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增

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①中国现代文学：《中

国现代文学新编》，魏

建、吕周聚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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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刘珣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

社，2007 年；《中国文化要略》（第

4 版），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8 年版；《外国文化

史》,孟昭毅、曾艳兵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跨文化

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年版。

②外国文学：《外国文

学史》，聂珍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国际教育学院

Tel：8618286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基础：《现

代汉语》（增订六版），黄

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7 年版；《中

国文化要略》（第 4 版），

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8 年版。

①中国现当代文学

②写作：不指定教材

7.应用心理硕士

应用心理硕士（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英文缩写为 MAP）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掌握良好心理学基础知识，具有将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某一相关领域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

国防、体育等某一特定职业领域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心理学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

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及参考书目

045400 应用心理
心理学院

Tel：8618117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7心理学专业综

合

参考教育部颁布的应用心理专业硕士考试大纲，

重点考察普通心理学（含心理统计与测量）、发

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内容。主要参考书目包

括：《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 北京师范大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

法》舒华，张亚旭

著 人民教育出版

①西方心理学史：《西

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

系》（第二版）叶浩

生主编，人民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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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心理与教育

测量》，戴海琦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厚粲、徐建平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社会心理学》

侯玉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参考书

中未及部分请参照大纲内容复习）

社 2008 年版。 版社，2014 年版。

②实验心理学：《实

验心理学》郭秀艳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8.翻译硕士

翻译硕士（“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英文缩写为 MTI），旨在培养具有专业口笔译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我校翻译

硕士将结合我校教师教育特色，侧重于培养在相关领域从事英语信息翻译（英语笔译、英语口译）的专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及参考书目

055101 英语笔译

外国语学院

Tel：8618172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

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

④448汉语写作与百科

知识

《高级英语》，张汉熙，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英译汉

教程》，连淑能，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翻译新视野

——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

徐彬，山东教育出版社；《中

国文化通览》，杨敏等，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6）；《翻译

技术教程》（2017）王华树等，

商务印书馆/上海外语音像出

版社。

笔译：《英译汉教程》，连淑

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①综合英语：《高

级英语》，张汉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新）；《高

级英语》巫漪云等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

社

②听力
055102 英语口译

口译：《英语口译教程》（上、

下），仲伟合，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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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闻与传播硕士

新闻与传播硕士（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简称：MJC），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及参考书目

055200 新闻与传

播

新闻与传媒学院

Tel：8618285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

合能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

础

《新闻报道教程》高钢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新闻编辑

学》（第三版），蔡雯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新闻评论

教程》（第二版），马少

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传播学教

程》（第二版），郭庆光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版；《网络

传播概论》（第三版），

彭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2 年版。

专业综合：《大众传播

理论：范式与流派》，

刘海龙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 年版；

《新闻学概论》（第五

版），李良荣著，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新闻与传播研究》《国

际新闻界》《新闻大学》

《现代传播》《新闻记

者》等专业学术期刊。

①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新闻传播史：传

媒社会学的视角》（第

二版），陈昌风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

②外国新闻传播史：

《全球新闻传播史》

（第二版），李彬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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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程硕士

工程硕士培养目标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是为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

管理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

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及参考书目

085208 电子与通信

工程

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

Tel：8618157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数字电子技术

基础 或 825 信号与

线性系统分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信

号与线性系统分析》吴大正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微

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吴秀清等编，第二版，中国

科技大学出版社。

①电子线路基础：《电

子线路基础》（上、下

册），万嘉若编，高教

出版社。

②数字信号处理：《数

字信号处理》（修订

版），王世一编著，北

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Tel：861817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915 数据结构 B

《数据结构》严蔚敏编，清

华大学出版社

综合考试：数据库、网络、

软件工程、计算机文化基础、

EXCEL、WORD。

①编译原理：《编译原

理》，蒋立源编，西北

工业出版社。

②概率统计：《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魏宗舒

编，高教出版社。

085212 软件工程

085231 食品工程

01 天然产物制备技

术

生命科学学院

Tel：861807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食品化学》汪东风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第二

版。

食品工艺学：《食品工艺学》，

夏文水主编，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17 版。

①食品微生物学：《食

品微生物学》，何国庆

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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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天然产物应用工

程设计

③302 数学二

④831 食品化学

社，2016 版。

②食品机械与设备：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

备》，崔建云主编，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版。

085238 生物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8 生物化学

④830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第四版，朱圣

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6 年 12 月出版；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

高教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

细胞学实验技术：《细胞生

物学实验教程》 （第三版）

安利国 邢维贤主编，高教出

版社，2015 年版。

①现代分子生物学：

《现代分子生物学》

（第四版）朱玉贤编，

高教出版社，2013 年。

②微生物学：《微生物

学教程》(第 3 版) ，

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1)。

11.会计硕士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简称 MPAcc），主要面向会计职业，旨在培养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纪观念，系统掌握现代会计学、审计

学、财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对会计实务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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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

称及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125300 会计
商学院

Tel：86182766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会计学综合（包括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①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鸿业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审计学：《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准则》（2010 年），《中国注册会

计师执业准则指南》（2010 年）。

12.图书情报硕士

图书情报专业学位（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 MLIS），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

扎实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图书情报

工作实际问题能力，适应社会信息化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图书情报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

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及参考书目

125500 图书情报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02 情报分析与数据

管理

03 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创新

图书馆

Tel：86181983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版），

马费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古

典文献学基础》，董洪利，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8。

①图书馆学基础：黄忠

宗《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②情报学概论：严怡民

《情报学概论》,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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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艺术硕士

艺术硕士 (英文名称为 Master of Fine Arts，简称 MFA)，旨在为音乐、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美术、艺术设计等艺术创作

领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

参考书目

135101 音乐

01 声乐

02 钢琴、电子管

风琴

03 音乐教育

04 作曲、合唱指

挥、视唱练耳

音乐学院

Tel：861806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44 中外音乐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版；《中国古代音乐

史简述》刘再生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 版；《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刘

再生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 版；《西

方音乐通史》姚亚平主编，中央音乐

学院出版社 2005 版。

和声学：《和声学教程》

斯波索宾等合著，人民

音乐出版社 2008 版。

①复调：《复调音乐教程》

于苏贤著，上海音乐出版

社，2001 版。

②配器：《管弦乐队乐器

法》施咏康著，人民音乐

出版社 2001 版。《管弦乐

队配器法》施咏康著，人

民音乐出版社 2015 版。

135105 广播电视

新闻与传媒学

院

Tel：86182853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10 电视艺术与

技术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影视导演基础》王心语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电

视艺术学》高鑫著，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版；《电视摄像》任金州

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影视剪辑编辑艺术》傅正义著，中

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影视分析：无参考书

目。

①传播学：《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②中外电影史：《中国电

影史》，钟大丰等著，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外

国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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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6 舞蹈

01 舞蹈编导

音乐学院

Tel：861806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45 中外舞蹈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中国舞蹈史及作

品鉴赏》，冯双白、茅慧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0 版；《外国舞蹈史及

作品鉴赏》欧建平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8 版。

舞蹈艺术概论：《舞蹈

艺术概论（修订版）》，

隆荫培、徐尔充著，上

海音乐出版社 2009

版。

①古典芭蕾教学法：《古

典芭蕾教学法》李春华编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版。

②舞蹈学基础知识：《舞

蹈学基础》吕艺生、毛毳、

武艳、张麟，著，上海音

乐出版社 2013 版。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

02 油画

美术学院 Tel：

86182777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917 绘画形式语

言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版；《绘画形式语言

与创作研究》蒋跃著，安徽美术出版

社，2018 年版。

专业命题创作

①中外美术史：《中国美

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史系编写，中国青年出

版社，2010 年版；《外国

美术简史》（彩插增订版）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

写，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 ②速写

135108 艺术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918 现代设计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版；《世界现代设计

史（第二版）》王受之著，中国青年

出版社，2015 年版。

①专业基础技能-设计

素描

②专业命题创作-设计

手绘

①设计史：《世界现代设

计史》（第二版），王受

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 版。

②设计概论：《设计学概

论》，尹定邦著，湖南科

技技术出版社，20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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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

考书目

045101 教育管理
教育学部

Tel：861826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写作 A

国家统考大纲

教育管理学：《学校管理

学》（第四版），萧宗六

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①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与

教学论》，徐继存等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②教育评价：《教育评价与

测量》，金娣、王钢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

年版。

045103 学科教学

（语文）

文学院

Tel：8618063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3 语文教学论

《语文教育学》曹明海主

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语文教育学：《语文教育

学》曹明海主编，山东人

民出版社，2015 年版。

①现代汉语：《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

教学出版社，2017 年版。

②美学：《美学原理》，尤

西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美学》，王杰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045116 心理健康

教育

心理学院

Tel：8961102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教育心理学》张景焕主

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

学》，第九版，谢弗著、

邹泓等译，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16 年。

①西方心理学史：《西方心

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二

版）叶浩生主编，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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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911 教育心理学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

学研究方法》辛自强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版。

125100 工商管理

商学院

Tel：86182798

86180101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管理综合（含管理学、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

学》（第五版），周三多、

陈传明、鲁明泓编著，复

旦大学出版社；《管理信

息系统》（第五版），薛

华成主编，清华大学出版

社。

12520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Tel：86180512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政治

学原理》，王惠岩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②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

学》，黎民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第二版。

125400 旅游管理
商学院

Tel：86182766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旅游综合素质：旅游管

理专业本科生在校学习骨

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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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无④--无

125500 图书情报

01 古籍整理与研

究

02 情报分析与数

据管理

03 图书馆管理与

服务创新

图书馆

Tel：86181983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信息管理学基础》（第

二版），马费成，武汉大

学出版社，2011. 《古典

文献学基础》，董洪利，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①图书馆学基础：黄忠宗《图

书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3。

②情报学概论：严怡民《情

报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2000。

135101 音乐

03 音乐教育 音乐学院

Tel：861806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44 中外音乐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简

述》刘再生著，人民音乐

出版社 2006 版。

《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著，人民音乐出版

社 2009 版。

《西方音乐通史》姚亚平

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社 2005 版。

和声学：《和声学教程》

斯波索宾等合著，人民音

乐出版社 2008 版。

①复调：《复调音乐教程》

于苏贤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版。

②配器：《管弦乐队乐器法》

施咏康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1 版。《管弦乐队配器法》

施咏康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5 版。

135106 舞蹈

01 舞蹈编导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舞蹈艺术概论：《舞蹈艺

术概论（修订版）》，隆

①古典芭蕾教学法：《古典

芭蕾教学法》李春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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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336 艺术基础

④845 中外舞蹈史

版；《中国舞蹈史及作品

鉴赏》，冯双白、茅慧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版；《外国舞蹈史及作品

鉴赏》欧建平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8 版。

荫培、徐尔充著，上海音

乐出版社 2009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版。

②舞蹈学基础知识：《舞蹈

学基础》吕艺生、毛毳、武

艳、张麟，著，上海音乐出

版社 20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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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

方向
招生单位 初试考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 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及参考书目

045201 体育教学

体育学院

Tel：8618062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国家联考大纲

体育概论：《体育概论》，杨

文轩主编，2005 年 7 月版，高

教出版社。

①运动解剖学：李世昌

主编，2006 年 7 月第 2

版。

②运动训练学：田麦久

主编，2000 年版。

045202 运动训练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125100 工商管理
商学院

Tel：86180508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管理综合（含管理学、管理

信息系统）：《管理学》（第

五版），周三多、陈传明、鲁

明泓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第五版），

薛华成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12520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Tel：86180512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政治理论：《政治学原理》，

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②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

黎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125300 会计 商学院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①西方经济学：《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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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6182766 能力②204 英语二③-

无④--无

②会计学综合（包括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高鸿业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②审计学：《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准则》（2010

年），《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准则指南》（2010

年）。

125400 旅游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旅游综合素质：旅游管理专

业本科生在校学习骨干课程教

材。

125500 图书情报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02 情报分析与数据管

理

03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创新

图书馆

Tel：86181983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④--无

国家联考大纲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

版），马费成，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1.《古典文献学基础》，

董洪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①图书馆学基础：黄忠

宗《图书馆学导论》,武

汉大学出版社，2013。

②情报学概论：严怡民

《情报学概论》,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135101 音乐

01 声乐

02 钢琴、电子管风琴

音乐学院

Tel：861806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艺术学概论》彭吉

象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 年版；《中

和声学：《和声学教程》斯波

索宾等合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版。

①复调：《复调音乐教

程》于苏贤著，上海音

乐出版社，20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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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音乐教育

04 作曲、合唱指挥、

视唱练耳

④844 中外音乐史 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著，人民音乐

出版社 2006 版。

《中国近代音乐史

简述》刘再生著，人

民音乐出版社 2009

版。

《西方音乐通史》姚

亚平主编，中央音乐

学院出版社2005版。

②配器：《管弦乐队乐

器法》施咏康著，人民

音乐出版社2001版。《管

弦乐队配器法》施咏康

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5 版。

135105 广播电视

新闻与传媒学

院

Tel：8618285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10 电视艺术与技术

《艺术学概论》彭吉

象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影视导演基础》

王心语著，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版；《电视艺术学》

高鑫著，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

《电视摄像》任金州

著，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2 年版；《影

视剪辑编辑艺术》傅

正义著，中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2017年版。

影视分析：无参考书目。

①传播学：《传播学教

程》郭庆光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②中外电影史：《中国

电影史》，钟大丰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外国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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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6 舞蹈

01 舞蹈编导

音乐学院

Tel：861806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845 中外舞蹈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

象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版；《中国

舞蹈史及作品鉴赏》，

冯双白、茅慧主编，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2010 版；《外国舞蹈

史及作品鉴赏》欧建

平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8 版。

舞蹈艺术概论：《舞蹈艺术概论

（修订版）》，隆荫培、徐尔充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 版。

①古典芭蕾教学法：《古

典芭蕾教学法》李春华编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版。

②舞蹈学基础知识：《舞

蹈学基础》吕艺生、毛毳、

武艳、张麟，著，上海音

乐出版社 2013 版。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

02 油画

美术学院 Tel：

8618277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917 绘画形式语言

《艺术学概论》彭吉

象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 年版；《绘

画形式语言与创作研

究》蒋跃著，安徽美

术出版社，2018 年

版。

专业命题创作

①中外美术史：《中国美

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史系编写，中国青年出

版社，2010 年版；《外

国美术简史》（彩插增订

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编写，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4 年版。

②速写

135108 艺术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

④918 现代设计史

《艺术学概论》彭吉

象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 年版；《世

界现代设计史（第二

版）》王受之著，中

①专业基础技能-设计素描

②专业命题创作-设计手绘

①设计史；《世界现代设

计史》（第二版），王受

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 版。

②设计概论：《设计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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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版。

论》，尹定邦著，湖南科

技技术出版社，20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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