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理学院 201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内容和形式

一、民族文化研究所——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或测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

考试科目为《民族学综合》，无指定参考书目。

（2）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

考试科目为《音乐技能测试》，无指定参考书目。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着重考核考生专业基础是否扎实，应用专业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政治品德、专业思想和治学态度。综合面

试采取“面试组导师直接提问，学生思考后回答”的方式，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

少于 20 分钟。

3.外语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听力与口语和专业外语测试。

（3）测试办法及成绩评定

①听力与口语测试：以问答式测试为主，根据学生对题意的理解及回答内容

的准确性由复试小组评定复试成绩，要求用英语回答，满分 50 分。

②专业外语测试：翻译 1-3 段 300 字左右的民族学专业文章，时间 30 分

钟，满分 50 分。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时间 3 小时/门，满分 100 分/门）

加试《中国民族概论》和《命题小论文》。参考书目：《中国民族概论》第一

版，宋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 版。

二、政法与经管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考试科目为《写作》（命题小论文），无指定参考书目。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着重考核考生专业基础是否扎实，应用专业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政治品德、专业思想和治学态度。综合面

试采取“面试组导师直接提问，学生思考后回答”的方式，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

少于 20 分钟。

3.外语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听力与口语和专业外语测试。

（3）测试办法及成绩评定

①听力与口语测试，满分 50 分。以英语问答式测试为主，根据对题意的理

解及回答内容的准确性由复试工作小组评定复试成绩。

②专业外语：翻译 1-3 段 300 字左右的专业外语文章，时间 30 分钟,满

分 50 分。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时间 3 小时/门，满分 100 分/门）

加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参考书目：《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三、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

考试科目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参考书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考试科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参考书目：《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第五版，李秀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参考书目：《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陈万柏、张耀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着重考核考生专业基础是否扎实，应用专业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政治品德、专业思想和治学态度。每个专

业准备 5套题，供学生抽 1套作答，每套题由 4个问题组成；每位考生面试时间

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综合面试分专业进行。

3.外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听力与口语和专业外语测试。

（3）测试办法及成绩评定

①听力：以问答式测试为主，根据对题意的理解及回答内容的准确性由复试

小组评定复试成绩，共测试 5 个问题，要求用英语回答，满分 30 分。

②口语：朗读一篇 250-300 字左右的英文专业英文文摘，时间约 10 分钟，

根据发音、流畅性、准确性打分，满分 20 分。

③专业外语：翻译一篇 300 字左右的英文专业文章，时间 30 分钟,满分 50

分。

四、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

与病理生理学和法医学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系统解剖与组织学》，包括《系统解剖学》和《组织学》。参考

书目：《系统解剖学》，第一版，康健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 年；《组织学与胚

胎学》，第七版，邹仲之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2）免疫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医学免疫学》。参考书目：《医学免疫学》，第六版，金伯泉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病原生物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病原生物学》，包括《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参

考书目：《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刘晶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人体寄生虫学》，第八版，诸欣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包括《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参

考书目：《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病理生

理学》，第八版，王建枝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5）法医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法医病理学》。参考书目：《法医病理学》，第三版，赵子琴、

陈玉川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年。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方式：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测试的考试时间为每生 30 分钟；测试

形式为口试＋实际操作；成绩计算满分为100分，其中口试和实际操作各占50％。

（2）测试内容：包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对相关知识的综合

运用能力等。

3.外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听力与口语和专业外语测试。

（3）测试办法及成绩评定

①听力和口语为现场测试（面试），占外语测试成绩的 50%；

②专业外语测试为专业文章翻译（英译汉），占外语测试成绩的 50%，笔试

1小时。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时间 3 小时，满分 100 分）

（1）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加试科目：《局部解剖学》和《胚胎学》；参考书目：《局部解剖学》，第一

版，康健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版；《组织学和胚胎学》，第七版，邹仲之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版。

（2）免疫学专业

加试科目：《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参考书目：《医学微生物

学》（第八版），刘晶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版；《人体寄生虫学》，

第八版，诸欣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病原生物学专业

加试科目：《生物化学》、和《病理学》；参考书目：《生物化学》（第八版），



查锡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版；《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专业

加试科目：《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参考书目：《生物化学》（第八版），

查锡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版；《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版。

（5）法医学专业

加试科目：《法医临床学》和《法医毒理学》；参考书目：《法医临床学》

（第四版），刘技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版；《法医毒理学》（第

四版），刘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版。

五、临床医学院——内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

检验诊断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含全科医学领域

等专业学位）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内科学专业：考试科目为《内科学》。参考书目：《内科学》，第七版，

钟南山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2）儿科学专业：小儿内科基础与临床方向考试科目为《儿科学》；小儿外

科基础与临床方向考试科目为《外科学》。参考书目：《儿科学》，第七版，沈

晓明，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外科学》，第七版，吴在德、吴肇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3）神经病学专业：考试科目为《神经病学》。参考书目：《神经病学》，第

六版，贾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4）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心血管超声和介入超声方向考试科目为《医

学超声影像学》；介入治疗与研究、神经系统影像诊断与研究方向考试科目为《医

学影像诊断学》。参考书目：《医学超声影像学》，第一版，姜玉新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0 年；《医学影像诊断学》，第二版，白人驹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6 年。

（5）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考试科目为《临床检验基础》。参考书目：《临

床检验基础》，第四版，熊立凡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6）外科学专业：考试科目为《外科学》。参考书目：《外科学》，第七版，

吴在德、吴肇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7）妇产科学专业：考试科目为《妇产科学》。参考书目：《妇产科学》，第

七版，乐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8）眼科学专业：考试科目为《眼科学》。参考书目：《眼科学》，第七版，

赵堪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9）耳鼻咽喉科学专业：考试科目为《耳鼻咽喉科学》。参考书目：《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第七版，田勇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10）全科医学专业：糖尿病社区综合干预研究、高血压病社区综合干预研

究方向考试科目为《内科学》；脑血管疾病社区综合干预研究方向考试科目为《神

经病学》。参考书目：《内科学》，第七版，钟南山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神经病学》，第六版，贾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包括对考生的思想品德等综合素质（占 40%），对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科学学位占 60%，专业学位占 30%）等的考核。专

业学位各专业增加临床基本技能的考核（占 30%）。

3.外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和办法：

①听力：以问答式测试为主，根据对题意的理解及回答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评

分，共测试 5—7 个问题，要求用英语回答，共 20 分。

②口试：阅读并及时口头翻译一篇 250～300 字的专业英文文摘，根据发音、

流畅性、翻译的准确性进行评分，共 20 分。

③专业外语测试：翻译一篇约 500 字的专业英文文献，时间 60 分钟，共 60

分。

六、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考试科目为《流行病学》。参考书目：《流行病学》，第七版，詹思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题型分别为中文名词解释（7题 28 分）、简答题（3



题 30 分）和论述题（2题 42 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对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分析能力、学习动机等方面进

行综合测试。根据考生的研究方向，制定两套不同的面试问答，每套均包含流行

病学的专业基础知识（3大题 45 分）、案例分析（2大题 40 分）和学习动机（1

大题 15 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00 分。

3.外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和分值：

①听力+口语：40 分。

②专业外语：60 分。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时间 3 小时，满分 100 分）

加试科目：《医学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参考书目：《医学微生物学》，

第七版，李凡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生物化学》，第七版，查锡

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七、药学与化学学院——药学、药学（专业学位）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药物化学

考试科目为《天然药物化学》。参考书目：《天然药物化学》，第五版，吴立

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2）药剂学

考试科目为《药物制剂工程技术与设备》。参考书目：《药物制剂工程技术与

设备》，第二版，张洪斌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年。

（3）生药学

考试科目为《生药学》。参考书目：《生药学》，第二版，李萍主编，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2010 年。

（4）药物分析学

考试科目为《药物分析》。参考书目：《药物分析》，第七版，杭太俊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考试科目为《医学微生物学》。参考书目：《医学微生物学》，第七版，李凡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

（6）药理学

考试科目为《临床药理学》。参考书目：《临床药理学》，第五版，李俊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7）临床药学

考试科目为《临床药理学》。参考书目为《临床药理学》，第五版，李俊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版。

（8）制药工程技术

考试科目为《药物制剂工程技术与设备》。参考书目：《药物制剂工程技术与

设备》，第二版，张洪斌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年。

（9）药品检验与质量控制

考试科目为《分析化学》，参考书目：《分析化学》，第七版，李发美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版。

2.综合面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测试 1-专业技能基础知识测试；测试 2-专业技能操作测试（满分 100 分，

每个测试各占 50 分）。

3.外语水平测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专业外语笔试：翻译一篇英文资料（满分 60 分，时间 1个小时）。

（2）听力及口语测试：直接对话（满分 40 分，时间 10 分钟）。

八、教育科学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专

业学位）、小学教育（专业学位）和学前教育（专业学位）专业

1.专业课考试（考试形式：笔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100 分）

（1）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考试科目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参考书目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

文彦、蔡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2）学科教学（数学）专业

考试科目为《数学教学论》。参考书目为《数学教学论》，刘咏梅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3）小学教育专业

考试科目为《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参考书目为《小学教育学》，黄甫全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小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沈德立主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4）学前教育专业

考试科目为《儿童发展心理学》。参考书目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第 3 版），

刘金花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

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着重考核考生专业基础是否扎实，应用专业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政治品德、专业思想和治学态度。综合面

试采取“面试组导师直接提问，学生思考后回答”的方式，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

少于 20 分钟。

3.外语测试(满分 100 分)

（1）测试语种：英语

（2）测试内容：听力与口语和专业外语测试。

（3）测试办法及成绩评定

①听力与口语测试：以问答式测试为主，根据学生对题意的理解及回答内容

的准确性由复试小组评定复试成绩，要求用英语回答，满分 50 分。

②专业外语测试：翻译 1-3 段 300 字左右的专业外语文章，时间 30 分钟，

满分 50 分。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满分 100 分）

（1）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加试科目：《古代汉语》和《文学综合》。参考书目为：《古代汉语》（1-4 册）

（修订版），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 年版。《中国文学史(第 2 版)》1-4 册，

袁行霈、聂石樵、李炳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

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中国文

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张少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文



学理论教程(第 4 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2）学科教学（数学）专业

加试科目：《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数学分析》的参考书目为：《数学

分析（上、下）》，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高等

代数》的参考书目为：《高等代数》，张禾瑞、郝炳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五版。

（3）小学教育专业

加试科目：《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和《小学教育学》；《中小学教育研究方

法》参考书目为《中小学教育科研方法》，邱小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小学教育学》的参考书目为《小学教育学》，黄甫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 年版。

（4）学前教育专业

加试科目：《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和《幼儿园课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参考书目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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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参考书目为：《幼儿园课程》（第 2版），朱家雄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