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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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复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01001001001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科学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邓轲邓轲邓轲邓轲；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791-838975490791-838975490791-838975490791-83897549

070500070500070500070500
地理学

（全日

制）

01010101自然地理学

普通地理学

(不招收经管、语

言、文法、艺术、

体育、医学类考

生；不招收同等学

力考生；不招收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

自学考试和网络

教育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

《普通地理学》，王铮、夏海斌、吴静，科学出

版社，2010年。

02020202人文地理学

03030303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070900070900070900070900
地质学

（全日

制）

01010101矿物学、岩石学、

矿床学

矿床学
1、岩石学

2、构造地质学

《矿床学教程》，姚凤良、孙丰月 主编，北京：

地质出版社，2006年。

《岩石学简明教程》，肖渊甫、郑荣才、邓江红，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

《构造地质学》，徐开礼、朱志澄，北京：地质

出版社，2009年。

02020202地球化学

03030303古生物学与地层

学

04040404构造地质学

05050505第四纪地质学

06060606铀矿地质学

081800081800081800081800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全日制）

010101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矿床学
1、岩石学

2、构造地质学

《矿床学教程》，姚凤良、孙丰月 主编，北京：

地质出版社，2006年。

《岩石学简明教程》，肖渊甫、郑荣才、邓江红，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

《构造地质学》，徐开礼、朱志澄，北京：地质

出版社，2009年。

085217085217085217085217地质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120405120405120405120405土地资源管理（全日

制）

土地资源管理

学

1、土地经济学

2、地籍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学》（第二版），王万茂主编，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土地经济学》（第六版），毕宝德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地籍管理》，叶公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年。

002002002002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与测控技术与测控技术与测控技术学院；学院；学院；学院；联系人：肖昆；联系电话：联系人：肖昆；联系电话：联系人：肖昆；联系电话：联系人：肖昆；联系电话：13097205398130972053981309720539813097205398

070800070800070800070800地球物理学（全日制）

01010101固体地球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基

础

1、计算方法

2、应用地球物

理学原理

《地球物理学基础》，史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计算方法与实习》（第四版），袁慰平、孙志

忠等，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应用地球物理学原理》，张胜业、潘玉玲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年。

081800081800081800081800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全日制）

02020202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85217085217085217085217地质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085203085203085203085203 仪器仪表工程<<<<专业

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单片机原理

1、数字电子技

术

2、微机原理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第一版），周伟，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 年。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阎石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http://www.360buy.com/writer/%E7%8E%8B%E9%93%AE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E5%A4%8F%E6%B5%B7%E6%96%8C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E5%90%B4%E9%9D%99_1.html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zuozhe=%D2%A6%B7%EF%C1%BC&xuanze=3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zuozhe=%CB%EF%B7%E1%D4%C2&xuanze=3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d6%a3%c8%d9%b2%c5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b5%cb%bd%ad%ba%ec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zuozhe=%D2%A6%B7%EF%C1%BC&xuanze=3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zuozhe=%CB%EF%B7%E1%D4%C2&xuanze=3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d6%a3%c8%d9%b2%c5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b5%cb%bd%ad%b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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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第一版），周伟，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 年。

000017171717核核核核科学与工程科学与工程科学与工程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学院；学院；联系人：王云；联系电话：联系人：王云；联系电话：联系人：王云；联系电话：联系人：王云；联系电话：15070435723150704357231507043572315070435723

082700082700082700082700
核科学

与技术

（全日

制）

01010101核能科学与工程

核辐射测量原

理

1、原子物理学

2、辐射剂量与

防护

《核辐射测量原理》，汤彬，葛良全，方方，刘

义保等编，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11年；《原子

核物理实验方法》（修订第三版），复旦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编，原子能出版社，1997
年。

《原子物理学》（第四版），杨福家，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8年。

《辐射剂量与防护》，霍雷，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年。

02020202核燃料循环与材

料

03030303核技术及应用

04040404辐射防护及环境

保护

085226085226085226085226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专业学位>>>>（全日制、非全日

制）

核辐射测量原

理

1、原子物理学

2、辐射剂量与

防护

003003003003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联系人：马文洁；联系电话：联系人：马文洁；联系电话：联系人：马文洁；联系电话：联系人：马文洁；联系电话：0791-838972600791-838972600791-838972600791-83897260

077600077600077600077600
083000083000083000083000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全

日制）

01010101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学

1、环境化学

2、无机及分析

化学

《环境工程学》（第 3版），蒋展鹏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3年。

《环境化学》，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02020202环境工程

081500081500081500081500
水利工

程（全

日制）

01010101水文学及水资源

专门水文地质

学

1、水文地球化

学

2、地下水动力

学

《专门水文地质学》（第三版），曹剑峰等编，科

学出版社，2006年。

《水文地球化学》，李学礼、孙占学、刘金辉编

著，原子能出版社，2010年。

《地下水动力学》，薛禹群编，地质出版社，2007
年。

02020202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

081800818008180081800000
地质资

源与地

质工程

（全日

制）

03030303地质工程

专门水文地质

学

1、工程地质学

基础

2、水文地质学

基础

《专门水文地质学》（第三版），曹剑峰等编，科

学出版社，2006年。

《工程地质学基础》，唐辉明主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2008年。

《水文地质学基础》，张人权、梁杏等编著，地

质出版社，2010年。

04040404核废物地质处置

085217085217085217085217地质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085229085229085229085229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环境工程学

1、环境工程微

生物学

2、水污染控制

工程

《环境工程学》（第 3版），蒋展鹏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3年。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周群英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2年。

《水污染控制工程》，高廷耀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4年。

085213085213085213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业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03030303市政工程

水质工程

1、水分析化学

2、水处理微生

物学

《水质工程学》（第二版），李圭白等，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

《水分析化学》（第四版），黄君礼，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13年。

《水处理微生物学》，张胜华，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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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04004004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何健何健何健何健；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3517007472135170074721351700747213517007472

077500077500077500077500
081200081200081200081200
计算机

科学与

技 术

（全日

制）

01010101计算机系统结构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上机考

试）

1、软件工程

2、数据库原理

与应用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四版），谭浩强等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软件工程导论》（第五版），张海藩，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2年；《软件工程与管理》（第二

版），覃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教程》，俞俊甫，北京邮电

大学出版社，2011年；《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申时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02020202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03030303计算机应用技术

085208085208085208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
业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通信原理

1、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

2、信息论与编

码

《通信原理》（第 7版），樊昌信、曹丽娜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阎石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2006年。

《信息论与编码》（第二版），曹雪虹、张宗橙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005005005005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喻能喻能喻能喻能；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5797874375157978743751579787437515797874375

070300070300070300070300
化 学

（全日

制）

01010101无机化学

综合化学
1、无机化学

2、物理化学

《大学化学》（上下册），傅献彩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1999年。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

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5年。

02020202分析化学

03030303有机化学

04040404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

080502080502080502080502材料学（全日制）
材料分析测试

方法

1、无机化学

2、材料科学概

论

《材料分析方法》，周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

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

《材料科学概论》，许并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2年。

085216085216085216085216化学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化工工艺学

1、无机化学

2、有机化学

《化工工艺学》，徐绍平等，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

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高鸿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006006006006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联系人：朱立；联系电话：联系人：朱立；联系电话：联系人：朱立；联系电话：联系人：朱立；联系电话：0791-838976280791-838976280791-838976280791-83897628

077402077402077402077402 //// 080902080902080902080902
电路与系统（全日制）

单片机原理

1、电路

2、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单片微机原理及应用》（第三版），丁元杰主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电路》（第五版），邱关源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年。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85210085210085210085210控制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C 语言程序设

计

1、电路

2、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二版），谭浩强等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电路》（第五版），邱关源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年。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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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85201085201085201085201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材料力学

1、机械原理

2、制造技术基

础

《材料力学》（第 5 版），刘鸿文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4年。

《机械原理》（第七版），东南大学机械学学科组，

郑文纬，吴克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版），卢秉恒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007007007007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赵建彬赵建彬赵建彬赵建彬；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791-0791-0791-0791-83897863838978638389786383897863

120200120200120200120200
工商管

理（全

日制）

01010101会计学

管理学

1、市场营销学

2、企业战略管

理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周三多，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市场营销学》（第五版），吴健安主编，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年。

《企业战略管理》(第二版)，王方华主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15年。

02020202企业管理

03030303旅游管理

04040404技术经济与管理

125300125300125300125300会计<<<<专业学位>>>>（全

日制、非全日制）

财务与会计

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

1、成本会计

2、会计学原理

《财务会计学》（第 8版），戴德明等，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5年；《财务管理学》（第 7版），

荆新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成本会计（新编）》（第 3 版），张维宾，立信

会计出版社，2013年。

《新编会计学原理—基础会计》（第 17版）， 李

海波、蒋瑛，立信会计出版社，2015年。

008008008008文法学院；文法学院；文法学院；文法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邵邵邵邵睿睿睿睿；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8607083699186070836991860708369918607083699

050100050100050100050100
中国语

言文学

（全日

制）

01010101文艺学

文学作品赏析
1、写作

2、外国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郁贤浩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选》（1917—2013）（第三版），朱栋霖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现代写作教程》（第三版），董小玉、刘海涛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外国文学史》（第三版），郑克鲁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5年。

02020202语言学及其运用

语言学

03030303中国古代文学

04040404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50505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

035101035101035101035101法律（非法学）<<<<专业

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035102035102035102035102法律（法学）<<<<专业学

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民事诉讼法

1、民法

2、刑法

法律（非法学）

同等学力考生

可不加试

《民事诉讼法》（第七版），江伟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5年。

《民法》（第六版），王利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5年。

《刑法》（第七版），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6年。

009009009009理学院；理学院；理学院；理学院；联系人：胡彬；联系电话：联系人：胡彬；联系电话：联系人：胡彬；联系电话：联系人：胡彬；联系电话：18507916629185079166291850791662918507916629

070100070100070100070100
数 学

（全日

01010101基础数学

常微分方程
不招收同等学

力考生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高等教育

出版社。02020202计算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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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00003333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04040404应用数学

010010010010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欧阳霞欧阳霞欧阳霞欧阳霞；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791-838974910791-838974910791-838974910791-83897491

030501030501030501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自然辩证法

不招收同等学

力考生

《自然辨证法概论》，胡伯项主编，江西高教出

版社，2012年。

030503030503030503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全日制）

马克思主义哲

学基本原理

不招收同等学

力考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第 3版），陈先

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011011011011测绘工程学院；测绘工程学院；测绘工程学院；测绘工程学院；联系人：周清；联系电话：联系人：周清；联系电话：联系人：周清；联系电话：联系人：周清；联系电话：0791-838972590791-838972590791-838972590791-83897259

070500070500070500070500地理学（全日制）

0303030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制图原

理与方法

1、测量学

2、空间分析

《计算机地图制图原理与方法》，杜培军、程朋

根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

《数字地形测量学》，潘正风等 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5年。

《空间分析》（第二版），郭仁忠，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

081600816008160081600000
测绘科

学与技

术（全

日制）

01010101大地测量学与测

量工程
测量平差基础

1、工程测量学

2、GPS测量原

理及应用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第二版），武汉大

学测绘学院测量平差学科组编著，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9年。

《工程测量学》，李青岳等编，测绘出版社，2008
年。

《GPS测量原理及应用》（第三版），徐绍铨、

张华海、杨志强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

02020202摄影测量与遥感 摄影测量学

1、遥感概论

2、GPS测量原

理及应用

《摄影测量学》（第二版），王佩军等，武汉大学

出版社，2010年。

《遥感导论》，梅安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GPS测量原理及应用》（第三版），徐绍铨、

张华海、杨志强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

03030303地图制图学与地

理信息工程

地理信息系统

原理

1、计算机制图

原理与方法

2、空间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龚健雅，科学出版社，

2001年。

《计算机地图制图原理与方法》，杜培军、程朋

根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

《空间分析》（第二版），郭仁忠，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

120405120405120405120405土地资源管理（全日

制）
土地管理学

2、测量学

3、土地信息系

统

《土地管理学总论》，陆红生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2015年。

《数字地形测量学》，潘正风等 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5年。

《土地信息系统》，刘耀林，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085215085215085215085215测绘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GPS 测量原理

及应用

1、测量平差基

础

2、工程测量学

《GPS测量原理及应用》（第三版），徐绍铨、张

华海、杨志强、王泽民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第二版），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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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测绘学院测量平差学科组编著，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9年。

《工程测量学》，李青岳等编，测绘出版社，2008
年。

013013013013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联系人：梁炯丰；联系电话：联系人：梁炯丰；联系电话：联系人：梁炯丰；联系电话：联系人：梁炯丰；联系电话：0791-838790220791-838790220791-838790220791-83879022

081401081401081401081401岩土工程（全日制）

081800081800081800081800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0005555工程地质（全日制）

085217085217085217085217地质工程<<<<专业学位>>>>
（全日制、非全日制）

工程地质学

1、基础工程

2、岩土工程勘

察

《工程地质学概论》，李智毅主编，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1994年。

《基础工程》（第 3版），莫海鸿、杨小平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岩土工程勘察》，刘之葵编，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2年。

085213085213085213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业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01010101岩土工程

02020202结构工程

混凝土结构设

计原理

1、结构力学

2、基础工程

《混凝土结构上册：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

五版），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合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

《结构力学 I》（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基础工程》（第 3版），华南理工大学等三校合

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012012012012抚州师范学院抚州师范学院抚州师范学院抚州师范学院（抚州校区）（抚州校区）（抚州校区）（抚州校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王一定王一定王一定王一定；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794-82580730794-82580730794-82580730794-8258073

040108040108040108040108职业技术教育学（全

日制）
职业教育学

1、教育学

2、心理学

《职业教育学》，刘春生、徐长发主编，教育科

学出版社，2002年版（2013年重印）。

《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9年。

《心理学导论》，黄希庭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

045100045100045100045100教育硕士教育硕士教育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专业学位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抚州校区）（抚州校区）（抚州校区）（抚州校区）（全日制、非全日制）（全日制、非全日制）（全日制、非全日制）（全日制、非全日制）

012 抚 州师

范学院；联系

人：王一定；

联系电话：

0794-825807

3

045101045101045101045101教育

管理
教育学

1、教育学原理

2、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王道俊、王汉澜主编，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9年。
《教育学原理》（第 1版），扈中平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8年。

《教育心理学》（第 1版），莫雷主编，教育科学

出版社，2007年。

045103045103045103045103学科

教学（语文）
文学史综合

1、写作

2、现代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古代文学

史》，郭预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现代写作教程》（第二版），董小玉、刘海涛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五版），黄伯荣、廖

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2月。

045104045104045104045104学科

教学（数学）

数学教学论
1、线性代数

2、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数学教学论》，曹一鸣、张生春主编，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线性代数》（第五版），同济大学编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7年。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谢式千、

潘承毅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045104510451045100002222学科

教学（思政）

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

1、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 2 版），陈万柏、

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07年。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888586.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5%88%98%E4%B9%8B%E8%91%B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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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2、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5版，本书编

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005 化 学生

物与材料科

学学院；联系

人：喻能；联

系 电 话 ：

15797874375

045104510451045106060606学科

教学（化学）
有机化学

1、无机化学

2、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第一版），乐长高等编，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2012年。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

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分析化学》（第五版），（上册），武汉大学，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045104510451045107070707学科

教学（生物）
分子生物学

1、细胞生物学

2、遗传学

《现代分子生物学》（第 4版），朱玉贤，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年。

《细胞生物学》（第 4版），翟中和，高教版，2012
年。

《现代遗传学教程》，贺竹梅，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009 理学院；

联系人：胡

彬；联系电

话 ：

18507916629

045104510451045100005555学科

教学（物理）

物理课程教学

论

1、光学

2、原子物理学

《中学物理教学概论》（第三版），闫金铎、郭玉

英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光学教程》（第三版 或 第四版），姚启均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或 2008年。

《原子物理学》，褚圣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014 外 国语

学院；联系

人：陈勇；联

系 电 话 ：

0791-838975

48

045108045108045108045108学科

教学（英语）

英语课程与教

学论

1、英语语言学

2、英语写作

《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王蔷，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6年。

《语言学教程》（第 4版）（中文本），胡壮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葛传槼英语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

015 体 育学

院；联系人：

李博；联系电

话 ：

13576080876

045104510451045112121212学科

教学（体育）
专项技能测试

1、运动生理学

2、教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第二版），王瑞元、苏全生主

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

《教育心理学》（第 1版），莫雷主编，教育科学

出版社，2007年。

016 艺 术学

院；联系人：

齐慧君；联系

电 话 ：

18779411216

045104510451045113131313学科

教学（美术）
素描

1、美术教育学

2、美术概论

《美术教育学》（新编），尹少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9年。

《美术概论》，王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

045104510451045111111111学科

教学（音乐）

声乐方向：自选

中外声乐作品

各一首；

器乐方向：一首

练习曲、一首乐

曲；

舞蹈方向：基本

功、技巧展示，

剧目一个

1、基本乐理

2、音乐教学法

（声乐、器乐方

向）；舞蹈教学

法（舞蹈方向）

《基本乐理通用教材》，李重光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0年
《音乐教学法》，廖乃雄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社，2005年。

《舞蹈教育学》，吕艺生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