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初试自命题业务课考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221翻译硕士英语
331社会工作原理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346体育综合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

354汉语基础

357英语翻译基础

431金融学综合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
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社会工作概论》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第三版）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英]马尔科姆·派恩著，冯亚丽，叶鹏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新闻采访教程》

张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运动生理学》

邓树勋、王健、乔德才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第三版）

《学校体育学》

董翠香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运动训练学》

田麦久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第二版）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第五版)

《经济心理学》

窦东徽、于泳红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增订六版）

《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

王力

中华书局 (2018)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修订版)

《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
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汉英翻译教程》

陈宏薇、李亚丹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

《英汉语言对比与互译》

张润晗、王素娥、霍盛亚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金融学》

李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第三版)

《公司财务》

刘力、唐国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第二版)

参考金融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2统计学

参考应用统计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3税务专业基础

参考税务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4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参考国际商务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5保险专业基础

参考保险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6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参考资产评估硕士教指委指定大纲

437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委会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2)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新闻学概论》

李良荣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第七版）

440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当代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第三版）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一版）

《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第四版）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中国文化概论》（第4版）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公文写作教程》

白延庆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西方文化史》（第三版）

徐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主编

《刑法学》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第四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最新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最新版)

《社会学教程》

王思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第五版)

《国外社会学理论》（1-24章）

刘少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第二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袁世硕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艺术学概论》

彭吉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第六版)

《西方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第七版)

《宏观经济学》

[美]N·格里高利·曼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第十版)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第九版)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第六版)

《管理理论与实务》

赵丽芬 刘小元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第三版）

《市场营销学》

张云起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人力资源管理》

加里·德斯勒 著；刘昕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第十四版）

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参考

《管理经济学》

吴德庆、王保林、马月才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版 )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参考

《公共管理学》

陈振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 )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参考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 )

《宏观经济学》

[美]N·格里高利·曼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第十版)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612法学综合知识一

61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14社会学理论

617中国文学史
618艺术理论基础
620经济学基础

801经济学

802管理学

803经济学综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等学校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2018 第五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等学校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2019 第七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等学校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2019 第九版)

考试科目
806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812法学综合知识二

813当代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
814社会学方法

817文言阅读与文艺评论写作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第四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茆诗松、周纪芗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第三版)

《民法学》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

法律出版社 (2020 第六版)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第二版)

《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著

法律出版社（2019 第五版）

《社会研究方法》

风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第六版)

《社会统计学》

卢淑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第五版)

《古代汉语（第一、二册）》

王力

中华书局 (1999 第三版)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邱运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严蔚敏等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不指定参考书目

821艺术评论

不设参考书目

901数据结构
（两本书二选一，所有题目选用语
言应一致）

C语言参考书目：数据结构（C语言
版，第2版）

Java语言参考书目：算法（第4版） Robert Sedgewick等著，谢路云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