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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201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书目
注：从 2009 年起，教育部提倡各招生单位不指定参考书目。我校部分学院不再提供相关考试科目的参
考书目。考生可根据报考专业和考试科目自行选择相关参考书作为参考。

0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参考书目
电磁数学（I）

《数学物理方法》，何淑芷、陈启流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数学物理方法》，吴崇试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随机过程及其应用》，陆大，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8，2002 年 3 月 8 次印
刷； 《随机过程》，汪荣鑫，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7，12，2002 年 12 月
第 9 次印刷；
《数理统计》汪荣鑫，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0，2001 年 7 月 11 次印刷。
电磁理论（I）

《高等电磁理论》，傅君眉、冯恩信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工程电磁理论》，楼仁海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1983 年版；
《工程电动力学》，王一平等编著，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

光波导理论与应用

《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叶培大、吴彝尊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1981 年版；
《介质光波导及其应用》，秦秉坤、孙雨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现代通信原理

《现代通信原理》，曹志刚、钱亚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现代信号分析与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胡广书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信号编码理论

《数据压缩》，吴乐南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年版；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ROBERT J. McELIECE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版。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范明，孟小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版。

移动计算基础

《移动计算原理——基于 UML 和 XML 的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Reza B'Far(礼
萨·愽法尔)编著， 顾国昌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医学传感器与测量

《生物传感器》，张先恩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Second Edition, John D.
Enderle 等编著，2005 年，Elsevier Academic 出版。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基础教程》（第 2 版）（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
程体系规划教材），徐士良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上下册），M. W. 艾森克，M. T. 基恩 著（2000 年第四版），
高定国、肖晓云 译，荆其诚 审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第六版）（英文版），（美）约翰·肖内西，尤金·泽
克迈斯特，珍妮·泽克迈斯特，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年版。

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韩世辉，朱滢编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数据结构及应用算法》，严蔚敏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算法设计与分析》，王晓东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人工智能
计算机网络

《人工智能》，马少平、朱小燕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版。
TCP/IP 详解 卷 1:协议 W.Richard Steven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版；
TCP/IP 详解 卷 2:实现 赖特 (Wright)、史蒂文斯 (Stevens)、 陆雪莹 ，
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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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系统》，C.M.Krishna, Kang G.Shi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020 生命科学学院参考书目
植物分子生物学

《植物分子生物学》Clark MS 主编，顾红雅、瞿礼嘉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施普林格出版社，1998 年版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版

植物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植物学》叶创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武维华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植物生理学》曹仪植、宋占武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动物生物学

《动物生物学》许崇任、程红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二版
《动物生物学》陈小麟,方文珍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四版

高级生化专题

《生物化学》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三版
《蛋白质分子基础》陶慰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多肽科学

《Peptides: Chemistry and Biology》Norbert Sewald 等著,Wiley,2009 年第
二版
《肽：化学与生物学》刘克良，何军林编，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神经肽基础与临床》路长林等著，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一版

理论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原理》（4–11 章）孙儒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物竞争理论》王刚、张大勇编，陕西科技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进展

《细胞生物学》（第 4 版）翟中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主办

植物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发育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张红卫编，高教出版社，2013 年第三版

动物生理学

《生理学原理》梅岩艾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动物生理学》欧阳五庆编，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动物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原理》孙儒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三版

环境生物学

《环境生物学》蒋志学、邓士谨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鸟类学

《鸟类学》郑光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月第二版

动物解剖学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杨安锋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第二版

组织学

《现代组织学》（第一版）成令忠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年
《组织学与胚胎学》邹仲之、李继承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 月第八
版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第三版)寿天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三版
《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杨雄里编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原著
第五版

环境动物学

《环境生物学》熊治廷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6 月版

生态毒理学

《生态毒理学原理》(原著第 2 版) (美)迈克尔 C.纽曼/迈克尔 A.昂格尔|译者:
赵园/王太平；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印刷
《生态毒理学》孟紫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 月

遗传毒理学

《遗传毒理学》印木泉编，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环境遗传毒理学》，孔志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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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资源学》姜成林等编，科学出版社
《实用微生物学》王文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农业生态学

《旱农学》西北农业大学主编，农业出版社
《农业生态学》骆世明编，湖南科技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曹仪植、宋占武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导论》戴维·费雷费尔德著，刘承健、蔡武城译，复旦大学出版
社，1988 年版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余叔文编，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癌生物学》Weinberg, R.A.著，詹启敏、刘芝华译，科学出版社，2009

分子免疫学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第 5 版）（美）阿巴斯（Abbas，A.K.），（美）利希
曼（Lichtman，A.H.）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4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金伯泉，第二版，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1
《草原调查与规划》，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

生态经济学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分析》徐建华、段舜山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区域经济学》周起业、刘再兴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7
《细胞生物学》郑国錩主编，高教出版社，1990 版

分子细胞生物学进展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2011
《植物分子生物学》，Clavk 主编，顾红雅等译， 高教出版社 1998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美]萨姆布鲁克等，科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第 3 版/研究生）
，杨恬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版

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C.D.Allis 等编著，朱冰、孙方霖主译，科学出版社，2009

分子和发育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郑国錩主编，高教出版社，1990 版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7
《Molecular cloning》，Sambrook 主编，第三版
《geneVII/VIII》

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陆学艺主编，张琢、马福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版
《社会研究方法》高燕，王毅杰编著，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版

膜分子生物学

《膜分子生物学》隋森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级生物物理学

《生物物理学》赵南明、周海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电子显微学理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N MICROSCOPY OF MACROMOLECULAR ASSEMBLIE
S》,JoachimFrank 著，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微生物学专题

《微生物资源学》姜成林等编，科学出版社
《实用微生物学》王文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工艺学

《新编生物工艺学》俞俊棠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微生物遗传学

《普通微生物遗传学》丁友昉，南开大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专题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美]萨姆布鲁克等，科学出版社

畜牧学概论

《畜牧学概论》李建国主编，农业出版社，2004

反刍动物营养学

《反刍动物营养学》冯仰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

土壤学

《土壤学》黄昌勇，主编(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微生物环境治理

《现代环境微生物学》王兰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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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生态学》
，蔡晓明编著，科学出版社，2000，中科院研究生教学丛书。

021 资源环境学院参考书目
经济地理学

《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扬、梁进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经济地理学》刘艳芳等，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2012 年第六次印刷

自然地理学Ⅱ

《自然地理学》伍光和、王乃昂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考古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编著，高教出版社，2002 年版

城市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美]理查德·P．格林、詹姆斯·B．皮克著，中国地理学会城
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译校，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计量地理学

《计量地理学》徐建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梁山等编著，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年版

遥感原理与应用

《遥感导论》梅安新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赵荣、王恩涌、刘继生、张小林、周尚意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旅游地理学

《旅游地理学》保继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自然资源学原理

《自然资源学原理》 (第 2 版)，蔡运龙

科学出版社，2011 版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第八版）
，汤姆·蒂坦伯格（Tom Tietenberg）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版
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邬伦、刘瑜、张晶等著，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遥感应用分析原理和方法》 赵英时 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专题地图制图原理

《专题地图编制》黄仁涛、庞小平、马晨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韦玉春、汤国安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John R.Jensen 著，陈晓玲等译

气候学

《气象学与气候学》
，周淑贞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水文学

《水文学原理》芮孝芳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年版

地貌学

《地貌学原理》杨景春、李有利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与科学》
（原书第 2 版）英 Paul A.Longley 著，张晶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2007 年版

第四纪环境

《第四纪环境》夏正楷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徐化成编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年版

土壤地理学

《土壤地理学》朱鹤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球系统科学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毕思文编著，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综合自然地理学

《综合自然地理学》伍光和、蔡运龙编，高教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

自然资源学

《自然资源学原理》
（第二版）
，蔡云龙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出版

遥感概论

《遥感导论》梅安新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环境学

《环境学概论》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环境科学学报》
、
《中国环境科学》
、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研究》4 种刊物的
有关论文

环境地学

《环境地学》赵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二版

环境规划与管理学

《环境管理学》叶文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环境规划学》郭怀诚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微生物学》王家玲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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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球化学

《环境地球化学》戎秋涛主编，地质出版社，1998 年第二版

环境地学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生物学

《环境生物学》孔繁翔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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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物学》蒋志学、邓士谨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监测

《 环 境 监 测 》 奚 旦 立 ， 孙 裕 生 等 编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2004 年 第 3 版

环境污染数值模拟

《应用数值分析》杰拉尔德·惠特莱(美)，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022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参考书目

草地农业生态学

《草地农业生态学》任继周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

动物生理生化

《动物生理学》
（第五版）赵茹茜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动物生物化学》(第三版)周顺伍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

家畜生态学

《家畜生态学》
（第一版）廖新俤，陈玉林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
025 大气科学学院参考书目

大气动力学

《大气动力学》
，刘式适、刘式达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气候动力学》
，李崇银编，气象出版社

数值天气预报

《数值天气预报》 沈桐立等编著，气象出版社
《大气数值模式的设计》
，廖洞贤编著，气象出版社
《数值天气预报》
，张玉琳编著，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

天气学

《现代天气业务》
，矫梅燕等编著，气象出版社

大气物理学

《大气物理学》
，盛裴轩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空气污染气象学

《空气污染气象学教程》
，蒋维楣等编著，气象出版社

动力气象学

《大气动力学》
，刘式适、刘式达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动力气象》
，吕美仲，侯志明，周毅等编著，气象出版社，2004 年版
026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参考书目

力学基础包括以下基本知识涵盖的课程：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
，
（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力学教研组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5
《工程力学》
，
（上册）兰州铁道学院<<工程力学>>编写组编---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76

数学物理方程

《数学物理方程》复旦大学数学系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5
《数学物理方程》桂子鹏，康盛亮编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9
《数学物理方程》严镇军编.--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9.12

连续介质力学

《应用连续介质力学》杜庆华，郑百哲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10
《张量和连续介质力学》戴天明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4
《 连 续 介 质 力 学 》（ 上 册 ） 连 续 介 质 力 学 基 础 = Continuum Mechanics:
Foundations for Continuum Mechanics/吕洪生，曾新吾编著-.--长沙:国防科
技大学出版社，1999-

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材料结构科学》
（上册）温树林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5
《X 射线结构分析与材料性能表征》滕凤恩，王煜明，姜小龙主编.--北京:科学
出版社，1997.12

风沙物理学

《风沙地貌与治沙工程学》吴正等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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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力学

《工程地质力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编.北京:地质出社，1985.3

数值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方法》李乃成，邓建中编.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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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方法》
（上、下册）林成森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3
工程流体力学

《工程流体力学》归柯庭，汪军，王秋颖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工程流体力学》李持久主编-.--北京:机械出版社，1980

高等结构力学

《弹性力学》（上、下册），徐芝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三版；
《结构力学教程》(上册)，龙驭球、包世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结构有限元分析方法》，姜晋庆、张铎编，宇航出版社，1990 年版；
《结构动力学计算方法》，L.米罗维奇著，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 年版；
《弹性系统的稳定性》，武际可、苏先樾著，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智能材料结构》，陶宝祺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1997 年版；
《电磁固体结构力学》，周又和、郑晓静著，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董时富等编，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卫生统计学》，方积乾等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第六版。

地质工程学科课程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张倬元等编，地质出版社，2003 年第三版。

高等岩石力学

《高等岩石力学》，周维垣编，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年第一版。

高等土力学

《高等土力学》，龚晓南著，地质出版社，2001 年第三版。

构造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徐开礼等著，地质出版社，1993 年第二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岩土力学

《岩体力学》，沈明荣，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
《理论土力学》，沈珠江，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地质工程学

《地质工程与工程地质》，孙广忠，地质出版社，1992 年第二版。

031 基础医学院参考书目
分子生物学

《医学分子生物学》（供研究生用）查锡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 版

遗传学

《医学遗传学》左伋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年第 4 版

分子肿瘤学

《分子肿瘤学》詹启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科学

《耳科学》姜泗长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李凡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出版

医学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主编马兴铭、丁剑冰，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1 版
或《医学免疫学》曹雪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6 版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J.G.尼克尔斯等著，杨雄里等译，科学出版社，
2008 版；《神经生物学》许绍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 版

多肽科学

《神经肽基础与临床》路长林，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0 版
《肽：化学与生物学》休厄德.贾库布克著，刘克良等译，科学出版社，2005 版

神经解剖学

《神经解剖学》李云庆主编，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七版

内科学

《内科学》陆再英、钟南山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七版

病原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景涛 史大中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第 2 版)主编杨克虎，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循证医学》主编李幼平,副主编杨克虎，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药理学

《药理学》
（第二版）陈建国主编，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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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

《药剂学》
（第六版）崔福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 查錫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七版

系统解剖学

《系统解剖学》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第 7 版

细胞生物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王培林，杨康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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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历史学院参考书目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词典》
，朱杰勤、黄邦和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多卷本)，白寿彝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 年以后各年版；
剑桥中国古代史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02 年版；
《国史大纲》
，钱穆，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魏晋南北朝史纲》 韩国磐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魏晋南北隋唐史三论》唐长孺著，武大出版社，1993 年版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吴枫著，齐鲁书社，1982 年版；
《敦煌学辑刊》
、
《敦煌研究》创刊以来有关论文

063 民族学研究院参考书目
民族学概论

《民族学概论》高永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中国少数民族通论》杨建新著，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
《文化人类学》[美]威廉.A.哈维兰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民族志基础与经典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斯蒂芬 L.申苏尔等编、康敏译，重庆
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民译，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江村经济》费孝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民族理论与政策

《民族政治学概论》高永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本）费孝通著，中央民大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吴仕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周传斌著，民族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王钟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修订本）
，杨建新著，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
《中国民族史研究 60 年》达力扎布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藏学通论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恰白.次旦平措、陈庆英、格桑益西著，西藏古籍出版
社 1996 年版
《藏学概论》王尧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民族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概论》高永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民族社会学》马戎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民族社会学》赵利生著，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侯钧生主编，第 3 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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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鍨、张一兵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典文献导读》王维平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最近一年各
期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顾海良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1 月第一
版
《重新理解马克思》，俞吾金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价值研究》，王维平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庄福龄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赵麟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问题研究》
，刘先春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
版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张耀灿、郑永廷等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一、二卷），2011 年版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王学俭编著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一、二卷），
2011 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旭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段治文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出
版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学概论》(第 3 版)，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版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 2 版），俞正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版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美） 詹姆斯 ·多尔 蒂， 小罗 伯特 ·普 法尔茨 格
拉夫著，阎学通 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同等学力加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吴树青主编 高教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版
《政治学原理新编》王学俭 张新平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月版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