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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参考书目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原理》，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二版。

公共政策概论 《公共政策导论》，谢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谢庆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育部社科司，2003 年版。

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蔡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中国外交学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李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公共政策导论 《公共政策导论》，谢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行政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叶必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褚宏启、张新平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学》，郑功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政治学原理（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加试）
《政治学教程》，俞可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民族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导论》，周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

义学院加试）
《政治学原理》，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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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年 9 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科学社会主义

概论》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第四版），马春文、张东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 《金融学》（精编版），黄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金融市场学 《金融市场学》，张亦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法社会学教程
《法社会学教程》，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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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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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

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编写组，高等

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中国法制出版社，最新版。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胡德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年 9 月第二版。

学习论 《学习论》，施良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

教育基础理论 《现代教学基础理论》，谢利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信息技术与教育 《信息技术与教育》，黄荣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学系统化设计》，Walter Dick,

Lou Carey, James O.Carey，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王本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教师如何做研究》，郑金洲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莫雷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第二版），朱家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陶保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周登嵩，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杨铁黎，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年 7 月。

民族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概论（第二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中国古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近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现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许莉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刘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语言学理论

1.《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2.《语言学概论》，马学良，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3.《古代汉语》，王力著，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4.《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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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
1.《中国古典文献学》，吴枫著，中华书局，2015 年版。

2.《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朱崇先著，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写作 《应用文写作》，郝立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编辑出版学理论 《编辑出版学理论与技能》，李苓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云南民族文化概要》，王四代，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近世代数基础 《近世代数基础》，张禾瑞，高等教育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教程》（第二版），樊昌信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第五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杨素行，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余孟尝，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力系统分析 电力系统分析（第三版） 夏道止、杜正春 中国电力出版社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第 5版），科学出版社。

信号与系统
1.《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信号与系统》，郑君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程光学 《工程光学》，郁道银，谈恒英（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 《普通物理学》，程守洙，江之永（第 7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化学（不含结构化

学）
《物理化学》(上下册),南京大学傅献彩、沈文霞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无机化学

1.《无机化学》(上下册),北师大等三校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四版。

2.《无机化学》(上下册),宋天佑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3.《无机化学》(上下册),宋天佑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伍越寰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学》，荆新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六版。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学》，戴德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七版。

会计学
1.《初级会计学》，朱小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2.《财务会计学》，戴德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七版。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六版。

现代企业管理
1.《现代企业管理》，伍爱等，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三版。

2.《企业管理学》，王正斌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吴健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五版。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李天元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七版。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学》，李昕，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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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概论》，吴添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会计学原理 《初级会计学》，朱小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第 2版）》，马建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月出版。

课程论
《课程论（高等师范院校专业基础课教材）》，钟启泉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2月版。

教学论
《教学论（高等师范院校专业基础课教材）》，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出版。

体育文化学
1.《体育文化学》，鲁威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2.《体育文化学》，易剑东，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月；

传统体育养生学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学》，邱丕相，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年 3 月。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徐国栋、袁琼嘉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5 版。

《运动解剖学》，李世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3 月。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杨文轩、陈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2 版。

文化人类学概论 《文化人类学教程》，孙秋云主编，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

经济学说史 《经济学说史》（第三版），姚开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中国古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近现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近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中国现代史 凡教育部推荐教材均可。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修订本）（上、下册），郭锡良主编，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