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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录及参考书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01 

基础医学院 

0710 生物学 

01 生理学 

02 神经生物学 

03 遗传学 

04 细胞生物学 

05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09生物综合④809生物化学（二） 

1001 基础医学 

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2 免疫学 

03 病原生物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5 法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699基础医学综合 

002 

生命科学学

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1 学科教学（生物）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33教育综合

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710 生物学 

06 植物学 

07 动物学 

08 水生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08普通生物学④808生物化学（一） 

09 微生物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08普通生物

学④808生物化学（一） 

003 

公共卫生学

院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53卫生综合 

1053 公共卫生（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53卫生综合 

004 

临床医学院 

1002 临床医学 

01 内科学（心血管病） 

02 内科学（血液病） 

03 内科学（消化系病） 

04 内科学（呼吸系病） 

0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6 内科学（肾病） 

07 内科学（风湿病） 

08 内科学（传染病） 

09 儿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99基础医学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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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04 

临床医学院 

10 老年医学 

11 神经病学 

1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3 临床检验诊断学 

14 外科学（普外） 

15 外科学（骨外） 

16 外科学（泌尿外） 

17 外科学（胸心外） 

18 外科学（神外） 

19 外科学（整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9 基础医

学综合 

 

 

 

 

 

 

 

 

20 妇产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③699基础医学综合 

21 眼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9 基础医

学综合 

22 耳鼻咽喉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699基础医学综合 

23 肿瘤学 

24 麻醉学 

25 急诊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9 基础医

学综合 

105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01 内科学（心血管病） 

02 内科学（血液病） 

03 内科学（消化系病） 

04 内科学（呼吸系病） 

0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6 内科学（肾病） 

07 内科学（风湿病） 

08 内科学（传染病） 

09 儿科学 

10 老年医学 

11 神经病学 

12 放射影像学 

13 超声医学 

14 临床检验诊断学 

15 骨科学 

16 外科学（普外） 

17 外科学（泌尿外） 

18 外科学（胸心外） 

19 外科学（神外） 

20 外科学（整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6 临床医

学综合能力（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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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04 

临床医学院 

21 妇产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22 眼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6临床医学

综合能力（西医） 

23 耳鼻咽喉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24 肿瘤学 

25 麻醉学 

26 急诊医学 

27 重症医学 

28 全科医学 

29 临床病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6临床医学

综合能力（西医） 

1054 护理（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8护理综合 

005 

康复医学院 

1002 临床医学 

26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99基础医学

综合 

105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3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6临床医学

综合能力（西医） 

006 

口腔医学院 

1003 口腔医学 

01 口腔基础医学 

02 口腔临床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352口腔综合 

007 

药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2 学科教学（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33教育综合

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703 化学 

01 无机化学 

02 分析化学 

03 有机化学 

04 物理化学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07无机化学④807有机化学 

1007 药学 

01 药物化学 

02 药剂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10药学基础

综合 

03 生药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10药学基础综合 

04 药物分析学 

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10药学基础

综合 



4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07 

药学院 

06 药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③

699基础医学综合或 710药学基础综合 

008 

机械工程学院 

0828 农业工程 

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2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03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302 数学二④812农业机械学（含精准

农业） 

0855 机械（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12 农业机械学（含精准

农业）或 813机械制造工艺学（含夹具） 

00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2 材料学 

03 材料加工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302 数学二④810材料科学基础 

010 

信息电子技术

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11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01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 思想政治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01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3 学科教学（思政）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12 

外国语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4 学科教学（英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1 英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87 俄语（二外）或 288日

语（二外）或 289 朝鲜语（二外）③703 基础英

语④803专业英语 

02 俄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86 英语（二外）或 288日

语（二外）或 289 朝鲜语（二外）③704 基础俄

语④804专业俄语 

03 日语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86 英语（二外）或 287俄

语（二外）或 289 朝鲜语（二外）③705 日语综

合④805专业日语 

04 亚非语言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86 英语（二外）或 287俄

语（二外）或 288 日语（二外）③706 基础朝鲜

语④806专业朝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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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13 

美术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5 学科教学（美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1304 美术学 

01 中国画艺术研究 

02 油画艺术研究 

03 水彩画艺术研究 

04 漆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12专业创作④501造型基础（素描） 

1351 艺术（专业学位） 

01 中国画 

02 油画 

03 水彩画 

04 工艺美术 

05 视觉传达设计 

06 环境设计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712专业创作④501造型基础（素描） 

014 

音乐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6 学科教学（音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日语③711中外音乐史④814音乐分析 

1351 艺术（专业学位） 

07 声乐演唱（含美声、民声） 

08 器乐演奏（含小号、长号、二胡、扬琴） 

09 钢琴演奏（含钢琴、钢琴艺术指导） 

10 指挥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711中外音乐史④814音乐分析 

015 

教育科学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07 教育管理 

08 现代教育技术 

09 小学教育 

10 学前教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454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4 英语二

③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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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016 

经济与管理

学院 

1253 会计（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英语二 

017 

人文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11 学科教学（语文） 

12 学科教学（历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中国古代文学 

04 中国现当代文学 

0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③

702语言与文学基础④802评论写作 

018 

理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13 学科教学（数学） 

14 学科教学（物理） 

15 学科教学（地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 203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710 生物学 

10 生物物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 203

日语③708普通生物学④808生物化学（一） 

019 

体育学院 

0451 教育（专业学位） 

16 学科教学（体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 203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15课程与教学论 

0452 体育（专业学位） 

01 体育教学 

02 运动训练 

03 社会体育指导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2俄语或 203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46体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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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大学（初试）参考书目 

我校下列初试自命题科目均编订了考试大纲，稍后详见各学院网站。 

286 英语（二外）：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2 册）（第三版）郑树棠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287 俄语（二外）： 

（东方）俄语第一册 第二版 史铁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288 日语（二外）：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中级）（上下）（新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289 朝鲜语（二外）： 

《延世韩国语》（1-2）延世大学语学堂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4 年第一版 

308 护理综合： 

《基础护理学》（第六版）李小寒 尚少梅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内科护理学》（第六版）尤黎明 吴瑛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外科护理学》（第六版）李乐之 路潜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333 教育综合： 

《教育学》王道俊 郭文安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孙培青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教育心理学》陈琦 刘儒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外国教育史教程（缩编本）》 吴式颖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346 体育综合： 

《运动生理学》（第一版）王瑞元主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 年 

《运动训练学》（第二版）全国体院通用教材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0 年 

《学校体育学》（第二版）潘绍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彭聃龄主编 北师大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 

《心理测量与测验》（第二版）郑日昌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版 

《儿童发展心理学》（第一版）桑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2009 年 10 月版 

《社会心理学》（第二版）章志光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版 

《管理心理学》（第四版）程正方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2009 年 1 月版 

352 口腔综合： 

《口腔解剖生理学》（第七版）王美青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组织病理学》（第七版）于世凤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七版）张志愿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修复学》（第七版）赵依民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牙体牙髓病学》（第四版）樊明文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353 卫生综合： 

《流行病学》第 8 版 詹思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卫生统计学》第 8 版 李晓松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环境卫生学》第 8 版 杨克敌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第 8 版 邬堂春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8 版 孙长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699 基础医学综合： 

《生理学》（第 9 版）王庭槐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 9 版）周春燕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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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大学（初试）参考书目 

《病理学》（第 9 版）步宏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7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702 语言与文学基础：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朱栋霖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现代汉语》黄伯荣 廖旭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703 基础英语： 

参考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题；《高级英语》（重排版）张汉熙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年版 

704 基础俄语： 

参考俄语专业八级考试题；《大学俄语》（新版 1-6 册）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 

《俄汉双向全译实战教程》（第一版）黄忠廉 白文昌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705 日语综合： 

参考专业日语八级考试题、日本语国际能力测试一级真题及模拟题 

706 基础朝鲜语： 

参考韩国语能力考试中高级考试题；《延世韩国语》5.6 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4 年版 

707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三版）宋天佑 徐家宁 程功臻 王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708 普通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第三版）周云龙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普通动物学》（第四版）刘凌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709 生物综合： 

《医学微生物学》（第四版）张凤民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生理学》（第九版）王庭槐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710 药学基础综合： 

《分析化学》（第八版）柴逸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有机化学》（第八版）陆涛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天然药物化学》（第一版）阮汉利 张宇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年版 

711 中外音乐史：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周柱铨 孙继南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刘再生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 

《西方音乐史简编》沈璇 陶辛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 年版 

《外国音乐简史》王丹丹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 年版 

8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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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802 评论写作： 

《文学批评原理》王先霈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803 专业英语： 

《美国文学简史》（第三版）常耀信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英国文学简史》（新增订本）刘炳善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美概况》（上下册）（第四版）张奎武主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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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教程》（修订本）张培基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The Study of Language》（第二版）George Yul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语言学教程》（第四版）胡壮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04 专业俄语： 

《俄罗斯地理》李英男 戴桂菊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俄罗斯历史》李英男 戴桂菊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实用俄汉汉俄翻译教程》（上下册第 3 版）丛亚平 李可 李建刚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 9 月 

805 专业日语： 

「言語学入門ーこれから始める人のための入門書」 佐久間淳一 加藤重広 町田健 2004 年 

「日本文学史早わかり」 丸谷才一 講談社文芸文庫 2004 年 8 月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入門ー心の中からインターネットまで」船津衛有斐閣アルマ 1996 年 

「ことばと文化ーことばの研究の奥深い理論」 鈴木孝夫 岩波書店（昭和 48 年） 

「研究の進め方ー修士・博士論文を書くまえに」 ダン・レメニイ 同文館出版社（平成 14 年） 

《日汉翻译教程》（第一版） 高宁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806 专业朝鲜语： 

《中韩互译教程》张敏 张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韩国语概论》林从纲 任晓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韩国社会与文化》南明哲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07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五版）李景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808 生物化学（一）：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第五版）张丽萍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809 生物化学（二）：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九版）周春燕 药立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8 月 

810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石德珂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81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7 月 

812 农业机械学（含精准农业）： 

《农业机械学》（第二版）李宝筏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精细农业》汪懋华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813 机械制造工艺学（含夹具）： 

《机械制造工艺及夹具设计》王新荣 王晓霞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14 音乐分析： 

《和声学教程》斯波索宾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1 年版 

《曲式分析基础教程》（第二版）高为杰 陈丹布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815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钟启泉 汪霞 王文静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课程与教学论》李森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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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 

《生理学》（第 9 版）王庭槐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神经生物学： 

《生理学》（第 8 版）朱大年 王庭槐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注：考第九、十章 

遗传学： 

《医学遗传学》（第 3 版）傅松滨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医学遗传学》（第 2 版）税青林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 2 版）蔡少京 霍正浩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1 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医学分子生物学》德伟 欧芹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医学分子生物学》魏晓东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局部解剖学》（第 8 版）刘树伟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适于解剖方向 

《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邹仲之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适于组胚方向 

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第 6 版）曹雪涛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病原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第 3 版）张凤民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医学寄生虫学》（第 4 版）殷国荣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第 8 版）李玉林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病理生理学》（第 9 版）王建枝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第 4 版）赵子琴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版 

《法医临床学》（第 4 版）刘技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版 

学科教学（生物）： 

《普通生物学》 （第四版）陈阅增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植物学： 

《植物生理学》（第七版）潘瑞炽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动物学： 

《动物生态学》（第五版）孙儒泳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水生生物学： 

《基础生态学》（第二版）牛翠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教程 3》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4 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第 8 版 詹思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卫生统计学》第 8 版 李晓松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第 8 版 杨克敌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第 8 版 邬堂春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11 

 

佳木斯大学（复试）参考书目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8 版 孙长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流行病学》第 8 版 詹思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卫生统计学》第 8 版 李晓松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儿童少年卫生学》（第 8 版）陶芳标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公共卫生： 

《流行病学》第 8 版 詹思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卫生统计学》第 8 版 李晓松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内科学（心血管病）： 

《内科学》（第 9 版）陈灏珠 钟南山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心脏病学实践 2019》（第 1 版）陈义汉 丛洪良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 年 9月 

内科学（血液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血液病学》（第 2 版）张之南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 9 月 

《血液与肿瘤疾病》（第 1 版）张梅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内科学（消化系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诊断学》（第 9 版）王学红 卢雪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第 15 版）林果为 王吉耀 葛均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集团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内科学（呼吸系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王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或 2013 年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临床内分泌学》（第 1 版）陈家伦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年 1 月 

内科学（肾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肾脏病学》（第 3 版）王海燕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版 

内科学（风湿病）：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医学免疫学》（第 6 版）曹雪涛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内科学（传染病）： 

《传染病学》（第 9 版）李兰娟 任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儿科学： 

《儿科学》（第 9 版）王卫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老年医学： 

《实用老年医学》汪耀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年版 

《老年医学》李小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版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第 7 版）贾建平 陈生弟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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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大学（复试）参考书目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影像学》（第 6 版）吴恩惠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年版 

临床检验诊断学： 

《诊断学》（第 7 版）陈文彬 潘祥林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年版 

《临床检验基础》（第 4 版）熊立凡 刘成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 

外科学（普外）： 

《外科学》（第 9 版）陈孝平 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诊断学》（第 9 版）王学红 卢雪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第 8 版）吴孟超 吴在德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学、外科学（骨外）： 

《外科学》（第 9 版）陈孝平 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外科学（泌尿外）： 

《外科学》（第 9 版）陈孝平 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外科学（胸心外）： 

《外科学》（第 9 版）陈孝平 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外科学（神外）： 

《外科学》（第 9 版）陈孝平 汪建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外科学（整形）： 

《整形外科学》王炜主编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年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第 9 版）谢幸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眼科学： 

《眼科学》（第 9 版）杨培增 范先群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眼科学》（8 年制第 3 版）葛坚 王宁利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 年版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 9 版） 孙虹 张罗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肿瘤学： 

《肿瘤学概论》（第 2 版）赫捷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麻醉学： 

《临床麻醉学》（第 4 版）郭曲练 姚尚龙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急诊医学： 

《内科学》（第 9 版）葛均波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急诊内科学》（第 4 版)张文武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 年版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概论》（第 5 版）于晓松 季国忠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放射影像学： 

《医学影像学》（第 8 版）徐克 龚启勇 韩萍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医学影像诊断学》（第 4 版）韩萍 于春水主编 2017年 11 月 

《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 放射影像学》 郭启勇 王振常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超声医学： 

《超声诊断学》（第三版）任卫东 常才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12） 

《超声诊断学》 第三版 任卫东 常才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12  

《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 超声医学》 姜玉新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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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超声诊断学》田家玮 姜玉新 张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4 

重症医学： 

《实用重症医学》 刘大为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版 

临床病理： 

《病理学》（第 9 版）步宏 李一雷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儿童康复学》（第 1 版）李晓捷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康复医学概要》（第 3 版）王宁华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实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技术》（第 2 版）李晓捷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版 

护理： 

《内科护理学》（第六版）尤黎明 吴瑛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外科护理学》（第六版）李乐之 路潜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社区护理学》（第四版）李春玉 姜丽萍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技能考核：《护理综合实训》（第一版）李英兰 王爱萍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年版 

口腔医学： 

《口腔解剖生理学》（第七版）王美青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组织病理学》（第七版）于世凤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七版）张志愿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口腔修复学》（第七版）赵依民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牙体牙髓病学》（第四版）樊明文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学科教学（化学）： 

《化学教学论》（第五版）刘知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高广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六版）武汉大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分析化学》（第三版）曾泳淮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曾和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实验》复旦大学等编 庄继华等修订 2004 年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第二版）魏无际 俞强 崔益华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第八版）尤启冬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药剂学： 

《药剂学》（第八版）方亮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版 

生药学： 

《生药学》（第七版）蔡少青 秦路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药用植物学》董诚明 王丽宏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年版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第八版）杭太俊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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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物分析》（第八版）杭太俊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版 

药理学： 

《药理学》（第九版）杨宝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版 

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拖拉机汽车学（上册）》高连兴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51 单片机 C 语言教程》（第二版）郭天祥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机械： 

《机械制造基础》颜兵兵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分析方法》（第二版）周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二版）唐塑飞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王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学科教学（思政）：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英语语言文学： 

《美国文学简史》（第三版）常耀信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英国文学简史》（新增订本）刘炳善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美概况》（上下册）（第四版）张奎武主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英汉翻译教程》（修订本）张培基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The Study of Language》（第二版）George Yul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语言学教程》（第四版）胡壮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俄语语言文学： 

《俄罗斯地理》李英男 戴桂菊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俄罗斯历史》李英男 戴桂菊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实用俄汉汉俄翻译教程》（上下册第 3 版）丛亚平 李可 李建刚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 9 月 

日语语言文学： 

「言語学入門ーこれから始める人のための入門書」 佐久間淳一 加藤重広 町田健 2004 年 

「日本文学史早わかり」 丸谷才一 講談社文芸文庫 2004 年 8 月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入門ー心の中からインターネットまで」船津衛有斐閣アルマ 1996 年 

「ことばと文化ーことばの研究の奥深い理論」 鈴木孝夫 岩波書店（昭和 48 年） 

「研究の進め方ー修士・博士論文を書くまえに」 ダン・レメニイ 同文館出版社（平成 14 年） 

《日汉翻译教程》（第一版） 高宁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亚非语言文学： 

《中韩互译教程》张敏 张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韩国语概论》林从纲 任晓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韩国社会与文化》南明哲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学科教学（英语）： 

《语言教学实用技巧》Michae1 Lewi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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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美术）、美术学、艺术（中国画、油画、水彩画、工艺美术）： 

《中国美术史简编》（第二版）贺西林 赵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8 月 

《外国美术简史》（彩插增订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艺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中国艺术设计史》夏燕靖主编 南京师范出版社 2016-02-01 版 

学科教学（音乐）： 

1 钢琴自弹自唱两首 范围：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 4-9 年级歌曲作品（自选一首、现场抽签一首）

2 合唱指挥一首，作品自选，录音光盘自备 3 中小学音乐教学试讲 15 分钟，内容自选。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理论： 

《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央音乐学院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 

声乐演唱艺术： 

1 美声唱法：外国歌剧咏叹调 1 首（主要指 18 世纪中期及 19 世纪以后的大歌剧咏叹调）； 

艺术歌曲 1 首（中外均可）；中国歌剧选曲或创作歌曲 1 首。 

2 民声唱法：中国民歌或中国古诗词作品 1 首；中国歌剧选段 1 首（男声不限）；中国声乐作品 1 首。 

3 流行唱法：中国流行声乐作品 1 首；欧美流行声乐作品 1 首（原文演唱）；中外音乐剧作品 1 首 

（原文演唱）。 

器乐演奏艺术： 

1 民族器乐：传统乐曲 1 首；现代作品 1 首；风格性作品 1 首。 

2 西洋器乐：古典协奏曲 1 首（第一乐章或二三乐章）；奏鸣曲 1 首（快板乐章）；浪漫时期乐曲 1 首。 

键盘演奏艺术： 

钢琴：自选技术性练习曲 1 首（从下列作曲家的快速练习曲中任选 1 首：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德

彪西、斯克里亚宾、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里盖蒂）；巴赫十二平均律 1 组（包括前奏曲与

赋格）；古典奏鸣曲快板乐章 1 首。 

指挥艺术： 

管弦乐作品 1 首（交响乐快板乐章或单乐章管弦乐作品）；合唱作品 1 首（具有一定指挥技术难度的中外合唱

作品）；视唱练耳（多声部视唱及和弦链接听辨）；器乐演奏或声乐演唱乐曲一首。 

艺术（声乐演唱（含美声、民声））： 

1 美声唱法：外国歌剧咏叹调 1 首（主要指 18 世纪中期及 19 世纪以后的大歌剧咏叹调）；外国艺术歌曲 1 首；

中国艺术歌曲 1 首（含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或近现代艺术歌曲）；中国歌剧选曲或创作歌曲 1 首。 

2 民声唱法：中国民歌 1 首（含传统民歌、民歌改编、戏曲、说唱等多种风格作品）；中国歌剧选段 1 首（男

声不限）；中国古典诗词作品 1 首（包括古人词曲类和近现代创作的古诗词类）；中国声乐作品 1 首。 

艺术（器乐演奏（含小号、长号、二胡、扬琴））： 

1 民族器乐：传统乐曲 1 首；现代作品 1 首；风格性作品 1 首；高级练习曲 1 首。 

2 西洋器乐：古典协奏曲 1 首（第一乐章或二、三乐章）；奏鸣曲 1 首（快板乐章）；技巧性练习曲 1 首；浪

漫时期乐曲 1 首。 

艺术（钢琴演奏（含钢琴、钢琴艺术指导））： 

1 钢琴：自选技术性练习曲 1 首（从下列作曲家的快速练习曲中任选一首：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

德彪西、斯克里亚宾、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里盖蒂）；巴赫十二平均律 1 组（包括前奏曲

与赋格）；古典奏鸣曲快板乐章 1 首；演奏大型外国乐曲 1 首（除巴洛克、古典时期）。 

2 钢琴艺术指导：练习曲一首（程度不低于车尔尼钢琴练习曲 740）；大型乐曲一首（奏鸣曲快板乐章或中外

乐曲均可）；声乐原谱伴奏两首（歌剧咏叹调一首、艺术歌曲一首）（演唱人员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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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指挥）： 

1 合唱指挥：合唱作品两首，具有一定指挥技术难度的中外合唱作品各一首，以歌剧中的合唱或中外经典合

唱作品为主，其中一首必为无伴奏合唱；视唱练耳（多声部视唱及和弦链接听辨）；器乐演奏（包括钢琴）或

声乐演唱乐曲 1 首。 

2 乐队指挥：指挥西方古典或浪漫主义乐队作品 1 首（交响乐快板乐章或单乐章管弦乐作品）；指挥中国管弦

乐或民族管弦乐作品一首；视唱练耳（多声部视唱及和弦链接听辨）；钢琴演奏或其它乐器演奏乐曲 1 首。 

教育管理： 

《学校管理学》杨颖秀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教育学管理学》陈孝彬 高洪源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何克抗 吴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有效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第二版）》何克抗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学》黄甫全 曾文婕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小学教育学》黄济 檀传宝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学前教育： 

《幼儿园课程》（第二版）李森等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学前教育学》（第三版）黄人颂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应用心理：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修订版）董琦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 

《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王重鸣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2 月 

会计： 

《中级会计实务》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财务管理》孙宏斌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年版 

学科教学（语文）：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学科教学（历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第五版）朱绍侯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第一版） 陈振江、江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世界史纲》（第一版）马世力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下册（第二版）赵淡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新一版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朱栋霖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教程》（第二版）曹顺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郑克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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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第三版）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数学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数学分析》（上册）（第五版）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教育概论》（第三版）张奠宙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学科教学（物理）： 

《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第三版）漆安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普通物理学教程-电磁学》（第三版）梁灿彬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学科教学（地理）： 

《中国地理》（第三版）李涛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Ⅰ》（第三版）（必修）朱翔 刘新民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生物物理学： 

《生态学》（第三版）杨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环境生态学导论》（第二版）盛连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基础生态学》（第三版）牛翠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学科教学（体育）： 

《学校体育学》（第二版）潘绍伟 于可红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 

《体育教学论》（第二版）毛振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