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联系电话：崔老师
0433-2436500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1文艺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01：中国古典文艺学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02：中、韩、日古代诗学比较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03：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5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7：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1：中西文论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
版）

《中国文学理论
批评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
西方文学理论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9月

复试科目名称：

1.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美学史（第二版）
《中国美学史》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2.文艺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新编 程正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第
二版）

《当代西方文学
思潮评析》编写
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 《中国古代文学
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2.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史（三版）
郑克鲁     蒋
承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

外国文学史（第二版）
《外国文学史》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现代汉语及对外汉语教学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汉朝（外）语言对比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朝汉语翻译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5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8：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黄伯荣 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现代汉语（第二版） 邵敬敏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2：语言学理论及对外
汉语教学或朝鲜语语法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 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对外汉语教学引论 刘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标准国语语法论（표준국어
문법론）

南基心(남기심) 塔(탑)出版社，2002

复试科目名称：

1.现代汉语语法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陆俭明 沈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对外汉语教学/朝汉语
翻译/古代汉语（任选一
门）

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吕必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汉朝朝汉翻译基础 金永寿 全华民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

古代汉语 郭锡良等 商务印书馆，1999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1 朱栋霖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要略（第四版） 程裕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07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现代汉语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语言对比及第二语言（汉语）教学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古代汉语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6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9：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 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学
习指导书》

王洪君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3：现代汉语及古代汉
语或现代汉语及朝鲜语语
法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黄伯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现代汉语通论 邵敬敏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

古代汉语（非对比方向） 郭锡良等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标准国语语法论（对比方
向）

南基心 塔出版社 2003年

复试科目名称：

1.现代汉语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陆俭明 沈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古代汉语或朝鲜语语
法

古代汉语知识教程 张双棣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1 朱栋霖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通论 陈书禄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语言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中外汉文典籍关联研究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3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7：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6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4：文献学 文献学 杜泽逊 中华书局2008.01

复试科目名称：

1、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05

2、韩国汉文学 韩国文学史 韦旭昇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07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郭锡良等 商务印书馆2008.04

2、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7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中朝（韩）古代作家作品关联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6人
（不含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7：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6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5：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 袁世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07

复试科目名称：

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04

2.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郭锡良 等 商务印书馆，2010.09

加试科目名称：

1.写作 现代写作教程 董小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7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

2.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

版）
邱运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9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01: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02:东北地域文学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03：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北亚文学关联
研究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6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7：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6：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 郭志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孟繁华 程光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复试科目名称：

1、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选（一）             2
、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
学（二）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乔以钢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 朱维之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1、现代汉语（一）      
2、大学写作（二）

现代汉语 黄伯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现代写作教程 董小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第四单
元科目、考生可以
使用韩国语答卷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中朝韩古代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中朝韩日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5人
（不含推免）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7：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6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17：比较文学与中外文
学史

比较文学 金宽雄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 朴正阳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朝鲜古代文学 许辉勋、蔡美花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复试科目名称：

1、朝鲜现当代文学 朝鲜现当代文学 金柄珉 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

2、西方文学 西方文学 金宽雄、尹允镇 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
1、翻译 汉朝朝汉翻译基础 金永寿、全华民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写作 写作基础 金虎雄、禹尚烈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210亚非语言文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13人（不含推免）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朝鲜语言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朝鲜文学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 朝鲜-韩国文化与传播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10人
（不含推免）

243：英语二外或244：日
语二外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21：语言文学基础理论
《语言学概论》 岑运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
版）

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65：朝鲜语言文学综合
《朝鲜语语法》

金哲俊、
金光洙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3）

朝鲜文学史（近现代部分） 金柄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6)

复试科目名称：

朝鲜语言研究方向

1、古代朝鲜语
《朝鲜语发展历史》 金光洙、姜美花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9）
《朝鲜古文献选读》 金光洙、姜美花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

2、朝鲜语语义学
《朝鲜语语用学》 金香花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

《国语语义学》 任志龙 塔出版社 2011年

朝鲜文学研究方向

1.朝鲜韩国当代文学 朝鲜韩国当代文学 金柄珉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6）

2.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金秉活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12）

朝鲜-韩国文化与传播方向

1、韩国文化概论 《韩国文化的理解》 林静淳著尹敬爱，王妍 大连出版社（2012）

2、传播学概论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加试科目名称：

朝鲜文学研究方向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

1、朝鲜语规范通论 《朝鲜语规范集》解说金哲俊、金光洙、池东恩、金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8）

2、朝鲜语文体学 《朝鲜语文体学》 金光洙、金哲俊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

朝鲜文学研究方向

1.朝鲜古代文学作品论 朝鲜文学作品选 李光一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8）

2.中国朝鲜族文学 朝鲜族文学史 李光一、金虎雄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3)

朝鲜-韩国文化与传播方向

1、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网络传播概论》（第四
版）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新闻学原理 《新闻学概论》（第二版） 何梓华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韩汉对比(只招收非朝校考生）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韩国语言文化(只招收非朝校考生）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13人
（不含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43：英语二外或244：日
语二外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21：语言文学基础理论
《语言学概论》 岑运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
版）

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23：韩国语综合知识

韩国语通论（한국어통론)
姜宝有、全永根
、王丹、廉光虎
、金永寿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9）

高级韩国语（1,2）
马今善、李敏德

、沈贤淑等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8年

复试科目名称：

1、韩国语语法理论                  大学韩国语语法 王丹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韩国语言文化 韩国文化的理解
林敬淳著，尹敬
爱 王妍译

大连出版社（2012）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1、韩国语阅读 首尔大学韩国语(6)
首尔大学语言教

育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2、韩国语写作 新编韩国语写作
金长誉、[韩]李

炳一、韩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03学科教学（语文）（全日制）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CET）

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不区分研究方向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37人
（不含推免）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42：汉语言文学综合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 郭志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版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
版)

孟繁华，程光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古代汉语 郭锡良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复试科目名称：

1.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王文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现代中国文学选评 乔以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程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6

2.写作 现代写作教程 董小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联系电话：田老师
0433-2436713

专业（领域）名称：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不区分研究方向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17人
（不含推免）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54：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黄伯荣、廖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叶蜚声、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四

版）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复试科目名称：

1、对外汉语教学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 徐子亮、吴仁甫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现代汉语语法 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 邵敬敏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语言学基础 语言学常识十五讲 沈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5111朝鲜语笔译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生要求：
1.全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考试成
绩达到425分（含
425分）以上；
2.朝鲜语专业毕业
生需持有全国朝鲜
语专业八级证书；
3.非朝鲜语专业毕
业生需持有TOPIK5
级（含5级）以上证
书；
4.上述三项条件中
满足其一即可。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不区分研究方向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19人
（不含推免）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16：翻译硕士朝鲜语 《高级韩国语(1、2)》 马今善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

《高级韩国语(上、下)》 崔羲秀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2003）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62-朝鲜语翻译基础

汉朝朝汉翻译基础 金永寿、全华民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中朝翻译基础 金  日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

朝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韩东吾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汉语基础写作教程 朱霞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

翻译硕士百科知识参考资料 卢雪花、金日 延边大学翻译学科组编

复试科目名称：

1、翻译理论
翻译概论 许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刘宓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翻译实务
中韩口译教程 卢雪花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韩中翻译教程（第三版） 张敏、朴光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

1、基础韩国语知识 《基础韩国语(1、2、3、4)
》

张英美等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6)

2、现代汉语知识 现代汉语(上、下) 黄伯荣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朝汉文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55112朝鲜语口译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考生要求：
1.全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考试成
绩达到425分（含
425分）以上；
2.朝鲜语专业毕业
生需持有全国朝鲜
语专业八级证书；
3.非朝鲜语专业毕
业生需持有TOPIK5
级（含5级）以上证
书；
4.上述三项条件中
满足其一即可。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不区分研究方向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20人
（不含推免）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16：翻译硕士朝鲜语
《高级韩国语(1、2)》 马今善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

《高级韩国语(上、下)》 崔羲秀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2003）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62-朝鲜语翻译基础

汉朝朝汉翻译基础 金永寿、全华民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中朝翻译基础 金  日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

朝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韩东吾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汉语基础写作教程 朱霞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

翻译硕士百科知识参考资料 卢雪花、金日 延边大学翻译学科组编

复试科目名称：

1、翻译理论
翻译概论 许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刘宓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翻译实务
中韩口译教程 卢雪花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韩中翻译教程（第三版） 张敏、朴光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考生

需加试

1、基础韩国语知识 《基础韩国语(1、2、3、4)
》

张英美等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6)

2、现代汉语知识 现代汉语(上、下) 黄伯荣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