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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学 学术

901 经济学基础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弹性理论及其应
用、消费者选择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
论、不完全竞争理论、收支模型、IS-LM模
型、AD-AS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
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劳动
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循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2 金融学 学术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3 产业经济学 学术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4 国际贸易学 学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
论编写组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5 劳动经济学 学术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01 地方治理与经济转型 专业

902 公共管理基础（含政治理论）

含行政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学（精编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乐夫等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02 社会管理 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含哲学原理和
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

国家统编大学政治理论课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专业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300 会计 01 公司财务 专业

903 会计综合（含政治理论）

含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财务会计学（第十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戴德明等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300 会计 02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 专业 财务管理学（第九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化成等

0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300 会计 03 非营利组织会计 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含哲学原理和
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

国家统编大学政治理论课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 904 文献学概要

掌握文献、文献学的含义。目录的起源和
演变，目录的分类，目录的体例，版本的
起源和发展，版本的重要性。校勘的起源
及重要性，校勘的条件。文献的辑佚方
法，辨伪的方法。类书和丛书的概念，及
主要类书、丛书的名称。掌握出土文献、
敦煌文献的基本常识。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 中华书局 杜泽逊

0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01 戏剧戏曲学 学术
905 经典戏曲鉴赏

经典戏曲作品要求掌握王季思主编的中国
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所
列20部古典戏曲名著。

中国古代十大悲剧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季思

0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02 戏剧影视文学 学术 中国古代十大喜剧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季思

0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03 广播电视艺术学 学术

906 影视艺术鉴赏

要求掌握影视艺术的特点、生产、语言、
文化、批评等内涵，并结合影视发展史与
理论，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综合性的鉴赏
评价。

影视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旭光、戴清

0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04 电影学 学术 影视作品分析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周振华

004 文学院 030304 民俗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 907 民俗学

民间的生产习惯、社会组织及制度、行为
规范、精神事象等；民俗学理论、民俗史
和民俗学史、民俗学田野作业；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民俗与旅游等民俗学的应用。

民俗学概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钟敬文

中国民俗学 长春出版社 乌丙安

004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学术 9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等文学体式的时代演迁；文
学大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
舍、沈从文、赵树理、王蒙、汪曾祺、莫
言……）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当代经典性
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子诚

004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术 909 古代汉语

常用工具书知识；汉字的知识；词义知
识；特殊句式和语序变化等语法知识；上
古和中古音韵知识；修辞的类别和特点；
古代文献注疏常识，古书的注释、标点和
翻译。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王力

004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3 中国古代文学 学术 9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等文学体式的时代演迁；文
学大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
舍、沈从文、赵树理、王蒙、汪曾祺、莫
言……）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当代经典性
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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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4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术 9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等文学体式的时代演迁；文
学大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
舍、沈从文、赵树理、王蒙、汪曾祺、莫
言……）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当代经典性
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子诚

004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术 90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等文学体式的时代演迁；文
学大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
舍、沈从文、赵树理、王蒙、汪曾祺、莫
言……）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当代经典性
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子诚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01 历史文献学 学术

910 中国通史

历史人物（思想、主要事迹及评价）、事
件（发生背景、内容及历史影响）、制度
（建立、内容及评价）、思想文化、史料
分析。

中国古代史（上、下，2004年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绍侯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02 专门史 学术 中国近代史(1994年第四版) 中华书局 李侃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03 中国古代史 学术
中国现代史（上、下，2004年第二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桧林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04 中国近现代史 学术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300 世界史 01 世界近现代史 学术

911 世界近现代史

历史人物（思想、主要事迹及评价）、事
件（发生背景、内容及历史影响）、制度
（建立、内容及评价）、思想文化、史料
分析。

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
1994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060300 世界史 02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学术
世界史·现代史编（上、下，

1994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01 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建设 专业

912 旅游综合（含政治理论）

旅游规划（方法、理论、资源评价)；旅游
目的地建设（理论、方法、案例）；旅游
概念、旅游产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
等；旅游的本质、特征与起源；旅游体
验；旅游流；旅游容量。

旅游目的地管理(2021年)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黄安民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02 乡村休闲与文化旅游 专业
旅游学概论（第一版，2022年）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邓爱民，任斐

基础旅游学(2015年) 商务印书馆 谢彦君

00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03 旅游战略与遗产管理 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含哲学原理和
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

国家统编大学政治理论课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英国文学 学术

913 英美文化
英语国家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现
状；英国和美国文学中主要的作家、作品
知识以及对作品进行赏析的能力。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上下册，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永涛等007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2 美国文学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3 西方文论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01 日本文化 学术
914 日本文学与文化

日本文学、历史、文化、风俗、现状；日
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主要作家、作品知识以
及对作品赏析能力。

日本の歴史（上中下）
岩波新書                       
中公新書                           
角川書店

井上清著                      
大久保喬樹著         
日本文学大系編007 外国语学院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02 日本近代文学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学术

913 英美文化
英语国家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现
状；英国和美国文学中主要的作家、作品
知识以及对作品进行赏析的能力。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上下册，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永涛等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2 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英汉对比与翻译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4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学术

007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13 英美文化
英语国家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现
状；英国和美国文学中主要的作家、作品
知识以及对作品进行赏析的能力。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上下册，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永涛等

007 外国语学院 055106 日语口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14 日本文学与文化
日本文学、历史、文化、风俗、现状；日
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主要作家、作品知识以
及对作品赏析能力。

日本の歴史（上中下）
岩波新書                       
中公新書                           
角川書店

井上清著                      
大久保喬樹著         
日本文学大系編

007 外国语学院 055111 朝鲜语笔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15 韩国文学与文化
韩国文学、历史、文化、风俗、现状；
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主要作家、作品知识
以及对作品赏析能力。

韩国社会与文化 朴银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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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01 教育学原理 学术

916
综合考试（教育哲学、普通心

理学）

人性论与教育；认识论与教育；价值论与
教育；伦理学与教育；教育哲学与教师；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感觉、知觉、意识
和注意、记忆、思维、语言；动机和情绪
、情感；能力和人格。

教育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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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中英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02 教育史 学术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03 学前教育学 学术
普通心理学（2019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聃龄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04 高等教育学 学术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Z1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

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 916

综合考试（教育哲学、普通心
理学）

人性论与教育；认识论与教育；价值论与
教育；伦理学与教育；教育哲学与教师；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感觉、知觉、意识
和注意、记忆、思维、语言；动机和情绪
、情感；能力和人格。

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2019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石中英   

普通心理学（2019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聃龄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01 基础心理学 学术

917
综合考试（认知心理学50%，

咨询心理学50%）

认知心理学的对象与方法；关于知觉、注
意的研究；记忆结构、短时记忆、长时记
忆的研究；表象、概念、问题解决的研
究；推理及言语研究。心理咨询和心理治
疗的关系及发展趋势；会谈技术；心理治
疗与心理诊断；心理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行为治疗的理论与技术；以人为中心的治
疗理论及过程；合理情绪治疗的理论与方
法；森田治疗的理论与方法。

认知心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甦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术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铭怡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03 应用心理学 学术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18 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教育与经济发
展、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教育供给与需
求、教育与就业、教育投资及其负担模
式；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师的劳动报
酬、学生资助制度。

教育经济学新编（第四版，2015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范先佐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19 信息技术教学论

信息技术教学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标
准，特点、原则，教学方法与技能；教学
系统设计；信息技术学生学习能力与信息
素养培养；信息技术教师能力与专业发
展；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评价等。

信息技术教学论（第二版，2013年9
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雷体南、叶良明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20 咨询心理学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关系及发展趋势；
会谈技术；心理治疗与心理诊断；心理分
析的理论与方法；行为治疗的理论与技
术；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论及过程；合理
情绪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森田治疗的理论
与方法。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铭怡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1 网络远程教育 学术

921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教育技术学研究基础、教育技术学研究设
计、文献研究、实验研究法、调查研究法
、内容分析法、行动研究、数据的处理与
分析、质性研究、研究论文撰写等。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2017年
2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幼如、李克东008 教育科学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2 大数据与智慧教育 学术

008 教育科学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3 信息技术教育 学术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1 基础数学 学术

922 近世代数

等价关系与集合的分类；群与子群的基本
性质及应用；置换群与循环群、商群；群
的同态基本定理及其应用；环的定义及性
质，整环，除环，域，无零因子环的特
征，子环，理想的定义，环的同态基本定
理，最大理想和商域；唯一分解环、主理
想环、欧氏环的定义及关系。

近世代数基础（修订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禾瑞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2 计算数学 学术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术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4 应用数学 学术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学术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学术

923 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的概念，数据基本类型，C
语言程序的流程控制，模块化程序设计，
数组，指针，用户数据定制类型和文件。

C语言程序设计（第5版，2017年
8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 谭浩强

00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2 网络系统安全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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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1 理论物理 学术

924 高等数学

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
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
应用、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
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

高等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济大学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学术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学术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4 凝聚态物理 学术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05 光学 学术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学术

925 数字电子技术
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
路；半导体存储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
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模数与数模转换。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阎石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学术

01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3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1 分子物理与化学 学术

924 高等数学

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
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
应用、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
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

高等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济大学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2 原子物理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学术

926 无机化学

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的理论；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知识，元素的结构特
征，以及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原子参数的
周期性变化；电离平衡、沉淀溶解平衡、
氧化还原平衡、配合平衡等知识及有关计
算；元素的单质和重要化合物的结构、性
质和用途。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编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 化学 02 分析化学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 化学 04 物理化学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 化学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73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73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2 材料学 学术

0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73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3 材料加工工程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1 植物学 学术

927 普通生物学（一）

涵盖生命科学主要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理论，以生命的八个属性为重点，掌握结
构与功能的关系，包括细胞和生物大分子
、稳态、免疫、代谢、生殖、生理、发育
、遗传、生物发生、形态解剖、系统分类
等内容。

普通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阅增主编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2 动物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3 微生物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4 遗传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5 细胞生物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06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01 植物生态学 学术

928 普通生物学（二）

涵盖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的基本理论，掌握
生物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包括细胞和生物
大分子、发育、进化、形态解剖、系统分
类和生态学等内容。

普通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阅增主编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02 生态系统生态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03 修复生态学 学术

012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04 微生物生态学 学术

013 地理科学学院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学术 929 环境学概论
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
物与环境、环境规划、全球环境问题、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学概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培桐

013 地理科学学院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学术 930 经济地理学

经济活动的区位及其影响因素；各种区位
理论的内容、实质及使用范围；区域经济
的结构、变化规律及相关的理论学说；经
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作用及意义。

经济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小建

013 地理科学学院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术 929 环境学概论
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
物与环境、环境规划、全球环境问题、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学概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培桐

013 地理科学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29 环境学概论
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
物与环境、环境规划、全球环境问题、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学概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培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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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体育学院 040300 体育学 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学术 931 体育社会学

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
功能及地位；体育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体育与现代社会；体育文化；体育与人的
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体育人
口；社区体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与体
育；体育的社会问题；体育与社会控制；
体育社会学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等。

体育社会学(2018年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卢元镇

014 体育学院 040300 体育学 02 运动人体科学 学术 932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骨骼
肌机能、血液、循环、呼吸、物质与能量
代谢、肾脏机能、内分泌机能、感觉与神
经机能、运动技能、有氧、无氧工作能力
、身体素质、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变化规
律、环境与运动能力、运动机能生理学评
定、儿童少年生长发育与体育运动。

运动生理学(2012年第一版) 人民体育出版社 王瑞元  苏全生  

014 体育学院 040300 体育学 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术 933 运动训练学

竞技体育概述、运动训练学发展概况；项
群训练理论；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运动
训练的基本原则；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运动员技术能力及
其训练；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训练；运动
训练计划的制订、实施与控制；运动队的
管理等。

运动训练学(2017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田麦久

014 体育学院 040300 体育学 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术 934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起源、发展、
内容、分类、特点、价值和功能，民族传
统体育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展望。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2015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戴国斌

014 体育学院 045201 体育教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35 专业综合素质测试

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专业领域可选择一项
运动专项参与运动技能测试；社会体育指
导专业领域进行指导技能与活动设计测试
。

014 体育学院 045202 运动训练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014 体育学院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015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01 中国画 学术 936 国画创作

015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02 油画 学术 937 油画创作

015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03 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学术 938 命题设计

015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04 书法 学术 939 书法临摹与创作

015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创作研究 专业 936 国画创作

015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2 油画创作研究 专业 937 油画创作

015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3 视觉传达设计创作研究 专业 938 命题设计

015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04 书法创作研究 专业 939 书法临摹与创作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学术 940 课程与教学论

现代教学论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走向；现代
教学的含义与特征；现代教学论发展的理
论基础；现代教学观念与基本原理；现代
课程观与课程设计；现代学习观与教学策
略；现代教学技术发展；现代教学质量分
析与评价；现代教学论流派；课程的本质
和类型；课程理论基础；课程理论流派；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活动方式；课
程模式；课程评价；课程管理；课程改革
。

现代教学论基础(2015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裴娣娜

课程与教学论（2008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钟启泉

第 5 页，共 11 页



山西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科目情况一览表

学院
代码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学位
类型

科目
代码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范围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2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1
政治综合（含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中学政治学科教学

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
的本质及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
势；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共产主义
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中学政治课程概
述；中学政治课程标准（最新版）和教
材；中学政治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
学政治的教学过程；中学政治的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中学政治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中学政治的学习及其指
导；中学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1年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第
三版，201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田庚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3 语文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2
语文综合（含现代汉语、古代
文学、语文学科教学论、写

作)

现代汉语的特点，语音的性质与结构，词
汇的结构与意义，短语、句子的结构与分
类，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及发展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代
表性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学
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语言文学和语文
课程与教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初、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性质，语文课程目
标与理念，语文课程资源，语文教材及分
析，阅读教学设计，写作教学设计，口语
交际教学设计，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语文教师素养。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

新编写作学通用教程（2013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谢志礼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2017年） 中华书局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2016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林祥

中学语文教学设计（2016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靳彤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4 数学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3 数学综合

数列（函数）极限、一元函数的连续性、
一元函数微分学与积分学、数项级数、函
数列与函数项级数、幂级数、傅里叶级
数；行列式、矩阵理论、线性空间理论、
线性变换理论。现代数学教育发展、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数学教学原则、数学教学模式、中学
数学教学设计、数学概念教学、数学命题
教学、数学解题教学、数学教育热点问题
研究。

数学分析（上、下册）（第四版，
2011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高等代数（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数学系

数学教学论（第二版，2020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一鸣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5 物理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4
物理综合（普通物理、物理教

学论）

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基本知识体系及应用；初、高
中物理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物理教学过
程、物理实验教学、物理概念教学、物理
规律教学、物理复习与练习教学、物理实
践活动教学、物理教学评价。

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电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凯华等；

中学物理新课程教学概论（2008年2
月，第一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阎金铎郭玉英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6 化学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5 化学综合

化学课程的编制与变革、化学教材设计及
内容建构、化学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化
学课堂教学技能、化学实验及实验教学研
究、化学探究式教学、化学学习策略、信
息技术与化学课程整合、化学教师的专业
发展、初、高中化学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
、学科核心素养、初高中化学课程内容、
初高中化学课程实施建议等。
无机化学：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分子
结构、晶体结构、配合物、化学热力学基
础、化学平衡常数、化学动力学基础、水
溶液、酸碱平衡、沉淀平衡、电化学基础
、配位平衡、氢和稀有气体、卤素、氧族
元素、氮磷砷、碳硅硼、非金属元素、金
属通论、s、p、ds、f区金属等。
有机化学：烷烃、单烯烃、炔烃和二烯烃
、脂环烃、对映异构、芳烃、有机化合物
的结构表征、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
酸及其衍生物、含氮等有机化合物、杂环
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

化学教学论（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知新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等编

有机化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景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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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7 生物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6 生物综合

中学生物学课程、科学本质与生物学素养
、生物教育有关的学习和教学理论、基本
教学技能、教学策略、直观教学与直观教
具、现代教育技术的利用、中学生物学实
验、生物学教师的备课、生物教育的评价
、生物学校外活动与教学中的安全、生物
学教师的教育研究。初、高中生物学课程
性质与基本理念、学科核心素养、初高中
生物学课程内容、初高中生物学课程实施
建议等。涵盖生命科学主要学科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以生命的八个属性为重
点，掌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包括细胞和
生物大分子、稳态、免疫、代谢、生殖、
生理、发育、遗传、进化、生物发生、形
态解剖、系统分类和生态学等内容。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2013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荣华，郭申生主编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20年修
订)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
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普通生物学（2014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阅增主编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8 英语学科教学论 学术 947 英语综合

外语教学流派，英语课程大纲、英语教材
分析，英语课程设计，英语语音、语法、
词汇基础知识及教学，英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及教学，学习者因素，
文化与语言教学，语言测试等。

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蔷

现代外语教育学（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舒白梅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1
政治综合（含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中学政治学科教学

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
的本质及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
势；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共产主义
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中学政治课程概
述；中学政治课程标准（最新版）和教
材；中学政治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
学政治的教学过程；中学政治的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中学政治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中学政治的学习及其指
导；中学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1年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第
三版，201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田庚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2
语文综合（含现代汉语、古代
文学、语文学科教学论、写

作)

现代汉语的特点，语音的性质与结构，词
汇的结构与意义，短语、句子的结构与分
类，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及发展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代
表性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学
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语言文学和语文
课程与教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初、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性质，语文课程目
标与理念，语文课程资源，语文教材及分
析，阅读教学设计，写作教学设计，口语
交际教学设计，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语文教师素养。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

新编写作学通用教程（2013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谢志礼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2017年） 中华书局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2016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林祥

中学语文教学设计（2016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靳彤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3 数学综合

数列（函数）极限、一元函数的连续性、
一元函数微分学与积分学、数项级数、函
数列与函数项级数、幂级数、傅里叶级
数；行列式、矩阵理论、线性空间理论、
线性变换理论。现代数学教育发展、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数学教学原则、数学教学模式、中学
数学教学设计、数学概念教学、数学命题
教学、数学解题教学、数学教育热点问题
研究。

数学分析（上、下册）（第四版，
2011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高等代数（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数学系

数学教学论（第二版，2020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一鸣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4
物理综合（普通物理、物理教

学论）

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基本知识体系及应用；初、高
中物理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物理教学过
程、物理实验教学、物理概念教学、物理
规律教学、物理复习与练习教学、物理实
践活动教学、物理教学评价。

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电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凯华等；

中学物理新课程教学概论（2008年2
月，第一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阎金铎、郭玉英

第 7 页，共 11 页



山西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科目情况一览表

学院
代码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学位
类型

科目
代码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范围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5 化学综合

化学课程的编制与变革、化学教材设计及
内容建构、化学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化
学课堂教学技能、化学实验及实验教学研
究、化学探究式教学、化学学习策略、信
息技术与化学课程整合、化学教师的专业
发展、初、高中化学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
、学科核心素养、初高中化学课程内容、
初高中化学课程实施建议等。
无机化学：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分子
结构、晶体结构、配合物、化学热力学基
础、化学平衡常数、化学动力学基础、水
溶液、酸碱平衡、沉淀平衡、电化学基础
、配位平衡、氢和稀有气体、卤素、氧族
元素、氮磷砷、碳硅硼、非金属元素、金
属通论、s、p、ds、f区金属等。
有机化学：烷烃、单烯烃、炔烃和二烯烃
、脂环烃、对映异构、芳烃、有机化合物
的结构表征、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
酸及其衍生物、含氮等有机化合物、杂环
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

化学教学论（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知新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等编

有机化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景宁主编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6 生物综合

中学生物学课程、科学本质与生物学素养
、生物教育有关的学习和教学理论、基本
教学技能、教学策略、直观教学与直观教
具、现代教育技术的利用、中学生物学实
验、生物学教师的备课、生物教育的评价
、生物学校外活动与教学中的安全、生物
学教师的教育研究。初、高中生物学课程
性质与基本理念、学科核心素养、初高中
生物学课程内容、初高中生物学课程实施
建议等。涵盖生命科学主要学科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以生命的八个属性为重
点，掌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包括细胞和
生物大分子、稳态、免疫、代谢、生殖、
生理、发育、遗传、进化、生物发生、形
态解剖、系统分类和生态学等内容。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2013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荣华，郭申生主编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20年修
订)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
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定

普通生物学（2014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阅增主编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7 英语综合

外语教学流派，英语课程大纲、英语教材
分析，英语课程设计，英语语音、语法、
词汇基础知识及教学，英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及教学，学习者因素，
文化与语言教学，语言测试等。

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蔷

现代外语教育学（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舒白梅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8 中国历史综合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
（至1949年），关注大的历史节点，能对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民族、外
交、军事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有所认识，具
有较为清晰的历史思维，在一些基本历史
问题上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中国现代史（2001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绍侯

中国现代史（1994年） 中华书局 李侃

中国现代史（2008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 陈廷湘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49
地理综合（含自然地理、人文

地理、地理教学论)

1.自然地理：行星地球、地壳、气候、水
文、地貌、土壤、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规
律、人类与自然地理环境；2.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的研究主题、理论及方法，人口
、人种与民族，农业、工业、聚落的起源
与发展，语言、宗教、旅游与地理环境，
全球政治格局、人类行为与行为空间 3.地
理课程与教学：地理课程的价值与目标、
地理学科知识及其教学、地理学科能力及
其培养、地理教学媒体、地理学习方式

自然地理学（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 刘南威

人文地理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荣，王恩涌等

地理课程与教学论（第二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孝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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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50 体育学综合

体育教学要素；体育教学目标的结构；体
育教学过程及其规律，体育教学原则体
系；体育教学内容分类；体育课堂教学的
结构、组织与实施；体育教学计划与设
计，体育教学模式，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与
应用；体育教学环境及其优化，体育教学
配合的理论与方法；体育教学研究的主要
方法与手段。

体育教学论（2017年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毛振明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51 中外美术史论

史前美术、先秦美术、秦汉美术、 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美术、隋唐美术、五代宋元
时期美术、明清及近代美术、现代美术。
原始、古代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美术、17、18世纪欧洲美术
、19世纪欧洲及美国美术、20世纪西方美
术。

中国美术简史（2003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贺西林等

外国美术简史（2003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贺西林等

016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52 科学与技术教育综合

科学教育概念及特征；科学教育的目的；
科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科学教育的主要途
径；科学教育课程；科学教育教学过程；
科学教育的教学原则与方法；科学教育评
价；科学教育教师；国内外科学教育发
展：STEAM教育

科学教育概论（现代科技教育参考系
列，2003年）

科学出版社 顾志跃

017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1
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史、民族

音乐学、音乐教育学）
学术 953 音乐学概论 音乐史学、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音乐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 俞人豪

017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2

音乐表演与教学研究（声乐、
钢琴、二胡、竹笛、西洋木管
、打击乐、小提琴、小号、手

风琴）

学术 954 表演技能 基础性练习曲、大型乐曲及视奏（唱）

017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3 舞蹈学 学术 955 舞蹈技能 成品剧目及即兴编创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1 声乐演唱 专业 956 声乐演唱

1.中国歌剧选曲或外国歌剧咏叹调任选一
首。
2.中外艺术歌曲各一首（外国艺术歌曲必
须用原文演唱）。
3.中国作品一首。
4.自弹自唱一首（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2 钢琴演奏 专业 957 钢琴演奏

1.练习曲一首（肖邦及以上程度）。2.复
调作品或巴赫平均律一首。3.奏鸣曲快板
乐章。4.中外大型作品一首。5.视奏一首
（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3 二胡演奏 专业 958 二胡演奏
1.大型乐曲三首。
2.高级练习曲一首。
3.视奏一首（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4 竹笛演奏 专业 959 竹笛演奏
1.大型乐曲三首。
2视奏一首（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5 西洋木管演奏 专业 960 西洋木管演奏
1.不同风格的大型独奏曲三首。
2.视奏作品片段一首。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6 音乐教育 专业 961 音乐教育

1.音乐技能（声乐演唱、器乐演奏、自弹
自唱等）。
2.现场说课15分钟（以最新版中小学音乐
教材为依据）。
3.教学技能综合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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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7 艺术指导（钢琴） 专业 962 艺术指导（钢琴）

1.练习曲一首（程度不低于车尔尼740）。
2.复调作品一首（程度不低于三部创意
曲）。
3.大型乐曲一首。
4.歌剧咏叹调一首（演唱人员自带）。
5.视奏伴奏作品一首（中外艺术歌曲、器
乐作品片段,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8 小提琴演奏 专业 963 小提琴演奏

1.练习曲一首。
2.复调作品一首。
3.中大型作品（协奏曲或奏鸣曲，均演奏
快板乐章）一首。
4.视奏一首（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09 小号演奏 专业 964 小号演奏

1.古典奏鸣曲或大型协奏曲一首（第一乐
章或第二、三乐章）。
2.技巧性乐曲一首。
3.高级练习曲一首。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10 手风琴演奏 专业 965 手风琴演奏

1.巴洛克风格作品一首。
2.技术性较强的中大型作品一首（中、外
乐曲均可）。
3.视奏一首（现场抽签）。

017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11 打击乐演奏 专业 966 打击乐演奏
1.练习曲一首。
2.中大型作品一首。
3.视奏作品片段一首。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

967
哲学综合考试（含马克思主义
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

史）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在当代的
最新发展，主要的西方哲学流派及基本观
点，以儒墨道法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基本内
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2020年版（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02 伦理学 学术 西方哲学史2019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03 宗教学 学术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2021版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

968 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考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包括马
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021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1年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0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

020 食品科学学院 086003 食品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69 食品工艺学

食品的腐败变质及其控制；食品的低温保
藏；食品罐藏；食品的干制保藏；食品的
腌制与烟熏；食品的化学保藏；食品辐射
保藏等。

食品工艺学导论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马长伟、曾名勇

020 食品科学学院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 969 食品工艺学

食品的腐败变质及其控制；食品的低温保
藏；食品罐藏；食品的干制保藏；食品的
腌制与烟熏；食品的化学保藏；食品辐射
保藏等。

食品工艺学导论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马长伟、曾名勇

021 传媒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1 影视传播 专业

970 全媒体理论与技术

掌握媒介融合理论，全媒体新闻采集、制
作技术；掌握报纸、电视、广播、网络、
手机等不同媒介上的内容生产、平台运营
、技术应用、效果监测等方面基础知识。
掌握影视作品创作、影视项目运营、影视
文化与影视艺术传播的基本概念、相关基
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对电影、电视、纪录
片、微电影、网络视听节目等领域的影视
传播现象进行综合评析。

影视传播学 中山大学出版社 史可扬

021 传媒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2 全媒体实务 专业 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咏华

021 传媒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3 晋文化传播 专业 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彭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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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传媒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01 影视理论与技术 学术 906 影视艺术鉴赏

要求掌握影视艺术的特点、生产、语言、
文化、批评等内涵，并结合影视发展史与
理论，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综合性的鉴赏
评价。

影视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旭光、戴清

影视作品分析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周振华

022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030300 社会学 01 社会学 学术

971 西方社会学理论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社会
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当代社会学理
论等。

西方社会学理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宋林飞022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030300 社会学 02 人口学 学术

022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030300 社会学 03 人类学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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