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自命题科目参考范围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考试阶段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001 文学院 初试

（240）梵文 梵文入门 边巴嘉措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第2版

（611）现代汉语（70%）与藏语文
（30%）或（634）藏语文（70%）与

现代汉语（30%）

藏文文法 次多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10月

诗学善说宝瓶 桑达多吉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2版

现代汉语 黄伯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7月 第3版

现代汉语（修订本） 胡裕树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801）民族学（藏学）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王森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宋蜀华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

（802）藏族历史

藏族简史（藏文） 周华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3月 第2版

西藏地方古代史 次旦扎西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

西藏地方近代史 许广智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

（613）藏族文艺学 
诗境明鉴 东噶•洛桑赤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10月

比较文学理论 高尔巴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12月 第2版

（804）藏族文学概论 藏族文学概论 多布杰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12月

（612）文学概论（汉文）
文学理论 马工程教材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版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修订版

（803）西方文论（汉文）
中国文学史 马工程教材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西方文学理论史 董学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614）藏文文献基础 
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 觉顿·仁钦札西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年4月

藏文文法 才旦夏茸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

  （805）藏文古典文献研究
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 高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4年6月 第3版

目录学 东噶•洛桑赤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年4月

（615）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806）汉语综合
古代汉语（修订版、共4册） 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2016年

现代汉语（上下册）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616）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版

（807）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上、下） 谢冕、洪子诚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

（617）藏语言文学基础卷
藏文文法 次多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10月

诗境明鉴 东噶•洛桑赤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10月

（808）藏语言文学卷

藏族文学概论 多布杰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12月

藏族近代文学 嘎玛赤列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藏族现代文学 拉巴群培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藏族文学史（上、下） 拉巴群培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2006年

（809）藏语言文字卷

藏文文法 才旦夏茸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3月 第12版

语言学概论 华侃 民族出版社

语合二卷 不设指定出版社

（810）藏语言文学与佛教文化卷
因明学入门 毛尔盖·桑木旦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6年11月

四宗概述浅析 庆绕旺久 民族出版社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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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考试阶段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001 文学院 复试

民族学基础理论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藏族历史文化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论文写作能力测试（汉）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论文写作能力测试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文学概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 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藏族历史文化 藏族简史（藏文） 本书编写组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4年3月

宗教学
宗教学纲要 何其闽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1月
宗教学纲要 单真卓扎等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5年6月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纲要 罗贤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民族学理论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宋蜀华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

写作（汉）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现当代文学（汉） 不设指定参考书目
藏文文法 藏文文法 次多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藏族文学 藏族近代文学 嘎玛赤列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写作
基础写作教程 尉天骄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2005年

实用写作教程 江少川主编 华中师大出版社 2006年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叶蜚声、徐通锵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上下册）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002 艺术学院 初试

（618）音乐综合理论
音乐作品分析教程 钱仁康、钱亦平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年

和声学教程 斯波索宾等著，陈敏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 增订重译版

（811）音乐综合史论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田可文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年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田可文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年

西藏音乐史 更堆培杰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619）舞蹈综合理论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 罗雄岩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年

（812）舞蹈综合史论
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王克芬、隆荫培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年

西藏民间歌舞概说 丹增次仁 民族出版社 2014年
（620）戏剧综合理论  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艺术研究 强巴曲杰、次仁朗杰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
（813）戏剧综合史论 中国藏戏史 刘志群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621）美术综合理论 美术专业常用技能技法书

（814）美术综合史论
藏族美术史 康·格桑益西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5年

西藏美术史略 丹巴绕旦、阿旺晋美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中外美术简史 张朝阳、张艳荣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622）艺术综合理论
艺术美学 万书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艺术文化学 张伟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年
艺术人类学 方李莉、李修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

（815）艺术综合史论

艺术的故事  [英]贡布里希，范景中译；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4年
中国艺术史 张延风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
[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主编 ，易英 王春

辰 彭筠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336）艺术基础
艺术概论 王宏建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
艺术学概论 彭吉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816）音乐创作 根据指定的音乐素材和音乐意象，创作一首完整室内乐篇章（规定的编制或任意编制）

（817）音乐综合
音乐作品分析教程 钱仁康、钱亦平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年

和声学教程 斯波索宾等著，陈敏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 增订重译版

（818）舞蹈综合理论与创作
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王克芬、 隆荫培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年

西藏民间歌舞概说 丹增次仁 民族出版社 2014年
中国舞蹈编导教程 孙天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819）唐卡白描 西藏绘画 丹巴绕旦、阿旺晋美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年
（820）艺术创作 根据指定的实验艺术创作内容创作一件艺术作品
（821）油画创作 根据指定的创作内容创作一幅油画作品

第 2 页，共 8 页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考试阶段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002 艺术学院 复试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术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艺术理论学术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音乐与舞蹈学学术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美术学学术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音乐创作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音乐表演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舞蹈编导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艺术创作动态认识 不列参考范围

基本乐理 基本乐理教程 童忠良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6年

基础和声 和声学教程 斯波索宾等著，陈敏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 增订重译版

视唱练耳 视唱练耳教程（上册） 熊克炎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3年

舞蹈概论 不列参考范围

舞蹈表演 不列参考范围

戏剧概论 不列参考范围

戏剧表演 不列参考范围

艺术概论 不列参考范围

艺术基础 不列参考范围

舞蹈基本功 不列参考范围

编舞常识 不列参考范围

素描
参考素描、色彩相关教科书

色彩

003 理学院 初试

（822）数学教学论 数学教育概论 张奠宙、宋乃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第3版

（823）中学物理教学论 中学物理教学概论 阎金铎、郭玉英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第4版

（824）化学教学论 化学教学论 刘知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4版

（825）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伍光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4版

（623）数学物理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 梁昆淼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4版

（826）普通物理学 普通物理学（上下册） 胡盘新、汤毓骏、钟季康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第7版

（624）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 第4版

（827）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 潘瑞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3月 第7版

（828）普通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 刘凌云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8月 第4版

（829）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 黄秀梨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3版

（830）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应用 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应用 滨川圭弘 科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版

（625）基础生态学 基础生态学 牛翠娟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7月 第3版

（831）生物多样性科学、原理与实践 生物多样性科学、原理与实践 陈灵芝等 上海科学出版社 2001年8月 第1版

（832）生态系统生态学 生态系统生态学 S.E 约恩森著，曹建军等译 科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第2版

（833）环境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曲向荣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第1版

（834）可持续生态学 生态可持续发展导论 王洪等 东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年9月 第1版

（835）环境学导论 环境学概论 刘培桐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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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考试阶段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003 理学院 复试

普通物理学
普通物理学（上、下） 程守洙、江之永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第7版

大学物理 管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版

数学综合
中学代数研究 张奠宙、张广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1版

中学几何研究 张奠宙、沈文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1版

化学史 化学简史 J.R.波廷顿（作者）/胡作玄
（译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版

地理教学论 地理教学论 王民、仲小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2版

资源与环境概论 资源与环境概论 王敬国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版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热力学·统计物理 汪志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第5版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 周世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2版

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 郭硕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3版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教程  周衍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3版

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学  黄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第1版

进化生物学1 进化生物学 沈银柱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3版

光伏发电系统 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崔容强、赵春江、吴达成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年 第1版

进化生物学2 进化生物学基础 李难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4月 第4版

环境学导论 环境学概论 刘培桐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3版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 戴树桂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版

普通生物化学 普通生物化学 陈钧辉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第5版

遗传学 遗传学 戴灼华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2版

植物学 植物学 马炜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7月 2010重印

光学 光学 姚启钧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5版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项目教程 王卫卫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2016年 第1版

004 工学院 初试

（836）建筑理论与技术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 陈志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年 第4版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罗小未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 第2版

中国建筑史 潘谷西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第6版

中国古代建筑史 刘敦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 第2版

中国现代建筑史 邹德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年

外国建筑历史图说 罗小未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5年

清式营造则例 梁思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

《建筑学报》、《建筑师》、《世界建筑》、《新建筑》、《时代建筑》等相关学术杂志

（837）土力学 土力学 李广信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版

（838）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 龙奴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版

（839）交通工程学 交通工程学 王炜等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2版

（840）管理运筹学 运筹学 寇玮华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版

（841）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 舒良树 地质出版社 2010年 第3版彩色版

（842）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 张加龙等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第1版

（843）工程地质学 土木工程地质 谢强、郭永春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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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考试阶段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004 工学院 复试

建筑设计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 张文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年 第4版

建筑空间组合论 彭一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年 第3版

建筑设计规范大全 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建筑设计资料集 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年 第2版

其它有关建筑设计的教材、参考书、资料集以及常用规范等

专业综合1

基础工程 周景星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李乔主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年 第3版

工程力学 范钦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2版

专业综合2

道路工程 凌天清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9年 第4版

道路交通工程系统分析方法 王炜等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交通规划原理 邵春福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年 第2版

矿产勘查学 矿产勘查学  叶松青、李守义编 地质出版社 2011年 第3版

地球物理勘探 地球物理勘探概论(修订本) 刘天佑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1版

专业综合3

环境地质学 潘懋、李铁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版

基础工程 周景星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土力学 李广信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版

005 医学院

初试

（626）基础医学综合

系统解剖学 丁文龙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医学微生物学 李凡、徐志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8版
医学免疫学 曹雪涛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6版
医学遗传学 左伋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6版

医学分子生物学 周春燕、冯作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2版
生理学 王庭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病理学 李玉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8版

病理生理学 王建枝、殷莲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8版

（627）药学基础综合
药理学 朱依谆、殷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8版
有机化学 陆涛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8版
分析化学 柴逸峰、邸欣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8版

复试

医学遗传学 医学遗传学 左伋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6版
生理学 生理学 王庭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医学微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 李凡、徐志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天然药物化学 天然药物化学 裴月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7版

生药学 生药学 蔡少青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7版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学 杭太俊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8版
药理学 药理学 朱依谆、殷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第7版
内科学 内科学 葛均波、徐永健、王辰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8版
儿科学 儿科学 王卫平、孙锟、常立交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 第9版
老年医学 参考老年医学相关书籍。
外科学 外科学 陈孝平、汪建平、赵继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骨科学 参考骨科学相关书籍。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  谢幸、孔北华、段涛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孙虹、张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肿瘤学 肿瘤学 曾益新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年 第4版

医学生物学 医学生物学 傅松滨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9版
医学细胞生物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陈誉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第6版

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 王建枝、殷莲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8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查锡良、药立波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8版

有机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  邢其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3版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 查锡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年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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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经济与管
理学院

初试

（844）经济学基础
政治经济学 刘诗白、刘灿、丁任重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 第4版

西方经济学（上、下）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第1版

（628）业务综合（一）
产业经济学 肖兴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版

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张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第2版

（845）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黎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6月 第2版

（629）业务综合（二）
政治学基础 王浦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3版

公共政策分析 陈庆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2版

复试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高洪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第4版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 李左东、张若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12月 第4版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 刘永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 第3版

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周三多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5版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肖兴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版

当代中国经济 当代中国经济 
张宇、芦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第2版

赵满华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6年8月 第1版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李坤望、张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2月 第4版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高洪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第4版

行政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5版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 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6版

007 政法学院

初试
（630）法理学 法理学 《法理学》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1版

（846）民族法学 中国民族法学 吴宗金、张晓辉 法律出版社 2004年 第2版

复试

宪法学 宪法学 《宪法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刑法学 刑法（总论） 陈忠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6版

民法学 民法学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4版

008 教育学院

初试
333教育综合

教育学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 第7版

中外教育史 孙培青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3版

简明中国教育史 王炳照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版

外国教育史 张斌贤主编，王晨副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版

教育心理学 张大均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3版

（847）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张东娇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复试

教育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袁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重排本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 约翰·肖内西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年 第4版

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3版

中外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 孙培青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3版

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 廖楚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教育财政学 教育财政学 范先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2版

高等教育学 新编高等教育学 潘懋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高等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管理学 姚启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5版

特殊教育学 特殊教育学 雷江华、方俊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2版

实验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第1版

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 葛詹尼加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眼动研究心理学 眼动研究心理学导论 闫国利、白学军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第1版

咨询心理学 咨询心理学 张日昇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2版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 第3版

变态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苏珊·诺伦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年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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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初试

（631）民族学 民族学通论 林耀华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年

（848）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 吴仕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年

（63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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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84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复试

政治学 政治学原理 王惠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陈万柏、张耀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袁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重排本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 金炳镐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 刘锷何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李景治、林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6版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原理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原理 共青团中央编写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法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法 共青团中央编写

010 财经学院

初试

（850）经济学综合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第7版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第7版                                                                           

政治经济学教程 宋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第12版

（851）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导论 梁小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4版

复试

财政学1 财政学 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 第10版

金融学 金融学 李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第3版

经济法 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经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年

会计综合
财务会计学 戴德明、林钢、赵西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第12版

成本管理会计 孟焰、刘俊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10月 第2版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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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 2018年版

中国税制
中国税制 马海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10版

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年

经济法 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经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年

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 第4版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朱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4版

财政学2 财政学 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 第10版

会计学 基础会计 张捷、刘英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6版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罗珉 科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第2版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学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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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

初试

（633）现代汉语与藏语文（各占50%）

藏文文法 次多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大学藏语文 小侠达娃次仁、小普布次仁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年

现代汉语 黄柏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增订六版
（上、下）

（852）计算机基础综合 计算机导论 杨月江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2版

（853）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 奥本海姆等著，刘树棠（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2版

（854）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

C程序设计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5版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严薇敏、吴伟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计算机操作系统 郑鹏、曾平、李蓉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4版

复试

程序设计基础 C程序设计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5版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 樊昌信、曹丽娜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6版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丁玉美、高西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4版

计算机系统结构

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沈美明、温冬婵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2版

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 第7版

计算机组成原理 白中英、戴志涛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9年 第6版

软件工程
C++程序设计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3版

软件工程导论 张海潘、牟永敏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6版

藏文文法 藏文文法 次多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严薇敏、吴伟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安全手册 韦东山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年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 第7版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杜忠复、陈兆均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 王珊、萨师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5版

012
旅游与外
语学院

初试 （855）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 李天元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第7版

复试
英语语言学基础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 戴炜栋、何兆熊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 第2版

旅游文化学 旅游文化 周毅、刘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第1版

备注：涉及初试科目333教育综合的均参照教育学院所列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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