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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教育专业

【考试科目】《教育学》、《心理学》

【命题范围】

《教育学》

教育学及其发展；教育及其本质；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教

育；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概述、课程开发、课程改革；教学概述、教学理论与规律、教学实施；教

师与学生。

《心理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起源与发展、研究任务与研究内容；心理发展理论；认知心理；需要、动机和

情绪情感；智力、能力和创造力；人格心理；教师心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书目】

《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一版

《心理学》，姚本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三版

二、学前教育专业

【考试科目】《教育学》、《心理学》

【命题范围】

《教育学》

教育学及其发展；教育及其本质；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教

育；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概述、课程开发、课程改革；教学概述、教学理论与规律、教学实施；教

师与学生。

《心理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起源与发展、研究任务与研究内容；心理发展理论；认知心理；需要、动机和

情绪情感；智力、能力和创造力；人格心理；教师心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书目】

《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一版

《心理学》，姚本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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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言文学专业

【考试科目】《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

【命题范围】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的性质；声母、韵母、声调；汉字概说；汉字

的形体；汉字的结构；使用规范汉字；词汇；词的结构类型；词义的性质；词义的构成；同义词和

反义词；熟语；语法的性质；词类；实词；虚词；短语；句法成分；句型；句类；单句语病的检查

与修改；修辞概说；辞格。

《中国古代文学》

《诗经》；屈原与楚辞 ；《孟子》；《庄子》；《史记》；建安文学； 陶渊明与田园诗；《春江

花月夜》；王维；孟浩然 ；李白；高适；岑参；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柳永；苏轼；周邦

彦；陆游；辛弃疾；关汉卿与《窦娥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汤显祖与“临

川四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

【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6版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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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考试科目】《文化产业概论》、《艺术学概论》

【考试目标与要求】

《文化产业概论》主要考查文化产业的概念、理论等基础知识。要求考生了解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掌握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知识，初步具备文化项目创意、策划的能力。

【命题范围】

《文化产业概论》

文化的三要素与符号；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况；文化经济的基本特征；文化资本；创意阶级的兴起与 3T 理论；文化产业与

国家软实力；文化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九大类别；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文化产业模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文化内容产业与市场策略；

文化产业品牌战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

《艺术学概论》

艺术起源的多元决定论的内容；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基本概念及特征；实

用艺术的审美特征；实用艺术的主要种类；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艺术；语言艺术；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艺术鉴赏。

【参考书目】

《文化产业概论》，李思屈、李涛，浙江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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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药工程专业

【考试科目】《药物制剂技术》、《药事管理与法规》

【命题范围】

《药物制剂技术》

概述、药物剂型、药典与药品标准；干燥常用技术、粉碎、过筛、混合操作； 液体制剂概述、表面

活性剂、真溶液型液体制剂、胶体溶液型液体制剂、混悬剂、乳剂；热原；浸出制剂、有效成分的

提取、常用的浸出制剂；散剂；颗粒剂的制备；硬胶囊剂；片剂的制备；软膏剂；气雾剂。

《药事管理与法规》

药品质量及监督管理、药事管理与药事管理学；药事管理组织机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的主要内容；新药与新药注册管理、仿制药品?进口药品及非处方药的注册管理、药品补充申请与药

品再注册、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药品标准的管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价格、广告、包装管理；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麻醉药品的管理、医疗用品的管理、放射品的管理；中药管理；药品生产

管理；GMP 及其认证管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

类管理、互联网药品信息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药品与定点药店管理；医疗机构的药事组织及药学服

务、处方管理和调剂业务、医疗机构的制剂管理、医疗机构的药品管理；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参考书目】

《药物制剂技术》，张健弘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二版

《药事管理与法规》，陈红艳 时健，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一版

六、中药学专业

【考试科目】《中药学》、《无机化学》

【命题范围】

《中药学》

总论部分：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中药的产地与采集、中药的炮制、中药的性能、中药的作

用与功效、中药的应用；各论部分：解表药、泻下药、温里药、理气药、消食药、补虚药。

《无机化学》

原子结构与周期系、化学键与分子结构、配位化合物的化学键理论、溶液、化学平衡、弱电解质的

电离平衡、氧化还原反应。

【参考书目】

《中药学》，唐德才，吴庆光，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

《无机化学》，铁步荣、杨怀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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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酿酒工程专业

【考试科目】《微生物学教程》、《白酒生产技术》

【命题范围】

《微生物学教程》

微生物与人类；细菌；放线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和衣原体；真核微生物概述；酵母菌； 丝状真

菌；病毒；亚病毒因子；病毒与实践；微生物的 6 类营养要素；微生物的营养类型；营养物质进入

细胞的方式；培养基；测定生长繁殖的方法；微生物生长规律；影响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有害

微生物的控制；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与菌种资源的开发；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白酒生产技术》

白酒的分类；世界蒸馏酒的种类；霉菌；酵母菌；细菌；制曲原料；酿酒原料；生产用水；原料浸

润与蒸煮；大曲制作技术；小曲制作技术；纯种细菌培养技术；白酒生产有关有酶类；糖化与发酵；

风味物质的形成；蒸馏；白酒贮存；白酒勾兑与调味；浓香型大曲酒；清香型大曲酒；酱香型大曲

酒；其它香型大曲酒；白酒风味特点；白酒中香味组分特点及形成原因；白酒的异味及有害成分；

白酒的品评。

【参考书目】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3 版

《白酒生产技术》，肖冬光，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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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物工程专业

【考试科目】《微生物学教程》、《白酒生产技术》

【命题范围】

《微生物学教程》

微生物与人类；细菌；放线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和衣原体；真核微生物概述；酵母菌； 丝状真

菌；病毒；亚病毒因子；病毒与实践；微生物的 6 类营养要素；微生物的营养类型；营养物质进入

细胞的方式；培养基；测定生长繁殖的方法；微生物生长规律；影响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有害

微生物的控制；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与菌种资源的开发；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普通生物学》

生物的基本特征；生物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 构成生命的元素；原生质的分

子组成； 糖蛋白； 细胞的基本结构；细胞周期和细胞分裂；细胞的生长、分化、衰老和死亡；生

物催化剂-酶；生物对取食或捕食的防卫；生物对病原菌的防卫；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细胞核、

染色体与遗传基因；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遗传物质的发现；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物分类

的等级；生物的分界；生物的命名法则；生物与无机环境；生物与有机环境；生态因子作用的特点；

种群的概念；种群的基本特征；生物群落的基本特征；生态系统；人与环境；20 世纪以来生命科学

发展的成就；生物技术的建立和发展；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特点。

【参考书目】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3 版

《普通生物学》，胡金良，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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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应用统计学专业

【考试科目】《统计学概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命题范围】

《统计学概论》

概率论基础；统计数据及其来源；统计数据整理和展示；统计数据特征分析；抽样分布、点估计、

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的基本问题、单侧参数检验、双侧参数检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随机变量；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矩、协

方差矩阵；切比雪夫不等式、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

【参考书目】

《统计学概论》，章前 王成理 盖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 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郭文英 刘强 孙阳 陈江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版

十、运动康复专业

【考试科目】《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命题范围】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的定义、基本术语，学习运动解剖学的目的、基本观点；细胞和细胞间质，人体的基本

组织，器官与系统；运动系统概述，肩、肘、髋、膝关节的组成、结构特点及运动方式，运动上肢

的主要肌肉，运动对运动系统的影响；脉管系统概述，心血管系统，运动对脉管系统的影响；神经

系统概述，中枢、周围神经系统，运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的定义及研究方法； 机体内环境与稳态； 肌肉收缩过程；三种供能系统的特点； 血液

的理化特性与功能； 血红蛋白与运动； 气体交换的过程； 肺泡通气量； 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动脉血压及其影响因素； 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力量素质与影响力量素质的主要生理学因素；

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无氧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最大摄氧量和影响因素； 运动性疲劳及

产生机制； 运动技能的形成。

【参考书目】

《运动解剖学》，李世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运动生理学》，邓树勋、王健、乔德才，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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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物流管理专业

【考试科目】《管理学原理》、《现代物流概论》

【命题范围】

《管理学原理》

管理的概念、性质和基本职能；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管理原理与方法；管理技能；管理角色；

泰罗科学管理的要点及其贡献；一般管理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霍桑试验及其结论；管理理

论丛林；把握管理环境的涵义；组织的环境结构；环境分析方法；组织文化；决策的原则；决策的

依据；决策的类型；决策的影响因素；计划的涵义；目标制定的步骤；目标管理的定义；目标管理

的要素；目标管理的过程；计划的构成要素；计划的类型；计划的层次体系；计划的编制步骤；计

划的编制方法；战略管理的定义与过程；组织的定义、类型；组织设计定义、原则及要素；管理幅

度与管理层级；管理幅度的影响因素；常见的组织结构及其优缺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人力资源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模块内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区别；领导的涵义；领

导权力来源；领导者素质构成；领导理论；激励；沟通；控制的涵义、类型、方法；创新的涵义；

创新的作用；创新的内容；创新的过程；创新管理的原则。

《现代物流概论》

物流的概念、特点；物流管理的内容与特征；物流标准化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形式；物流系统及其

构成；物流系统的特征、模式、物流系统优化目标；物流系统的要素；物流系统分析的概念，物流

系统分析的特点、原则和方法；物流系统评价的概念、目的、程序；物流系统评价的标准、指标；

运输的概念、作用，运输管理的原则；各种运输方式的特点；运输合理化的因素，运输合理化的途

径；仓储管理的概念；仓储的功能、仓储管理的内容；仓储的业务内容；仓储合理化的概念、标志，

仓储合理化的措施；库存控制的类型，库存控制的方法；配送的概念、要素、特点；配送路线的选

择、配送的流程、配送的模式配送的合理化；配送中心的概念、功能；配送中心选址的影响因素；

包装管理、装卸搬运管理和流通加工管理；包装的概念、功能、类型、材料；装卸搬运；流通加工

的概念、作用、类型，流通加工的合理化；信息、物流信息的概念、物流信息的类型和特点；物流

信息系统的概念、结构与开发，物流信息系统的特点与功能；企业物流的概念、类型，企业物流的

合理化；供应物流的概念、供应物流的服务方式，供应物流的模式、采购管理；生产物流的概念、

计划、控制、JIT，生产物流的特点；销售物流的概念、流程、主要环节，销售物流的模式、服务、

DRP；回收物流和废弃物物流；国际物流的概念；国内物流与国际物流的比较，国际物流的特点；国

际化采购、国际化生产；国际物流的运输方式；保税物流的概念、功能，保税物流的特点与形式；

物流成本的概念、物流成本的影响因素，物流成本的特征、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物流成本的构成；

物流成本管理的概念、意义，物流成本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的概念、类型和

运作模式；外包与物流业务外包的概念、类型、优势与劣势；绿色物流；精益物流；冷链物流；共

享物流；电子商务物流。

【参考书目】

《管理学原理》，高文伟、陈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

《现代物流管理基础》，蔡昭君、范兴兵、陈新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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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子商务专业

【考试科目】《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

【命题范围】

《管理学原理》

管理的内涵；管理者；管理学；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早期管理思想及管理理论萌芽；古典管理理

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理论丛林；当代管理理论；预测的含义及步骤；预测的种类和方法；决策

的类型、特征、程序与方法；计划的概念与分类；计划的编制程序与方法；目标管理；组织概述；

部门划分；组织结构的类型；集权与分权；领导理论；领导和领导工作；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对

人性的认识；激励概述；沟通的含义与沟通过程；沟通的类型；有效的沟通；控制工作概述；控制

工作的原理与类型；控制方法与技术。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的发展历史阶段；市场营销环境；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购买决策；产业市场消费主体；企

业营销决策；企业营销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调研；营销战略；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策略；营

销策略组合；产品生命周期；产品及整体产品；产品组合；品牌与商标；包装；新产品的开发；沟

通；营销沟通组合；广告；广告媒体的选择策略；人员推销；定价；定价的基本方法；定价策略；

新产品定价；分销渠道及构成，渠道策略；中间商；连锁商店与特许经营；企业营销组织；营销计

划；营销控制；网络调研；网络营销渠道；大数据营销；微信营销；微博营销；搜索引擎营销。

【参考书目】

《市场营销学》，岳俊芳、吕一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五版

《管理学原理》，王光健，胡友宇，石媚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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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商务英语专业

【考试科目】《综合商务英语》、《国际贸易实务》

【命题范围】

《综合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 1、2 册）

《国际贸易实务》

商品的品质、数量和包装：包括品质的数量条款、包装的种类、标志、包装条款;商品的价格:包括

有关价格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常见的六种价格术语、报价核算和价格条款；货物的运输：包括海

洋运输方式、运输条款、海运提单；货物运输保险：包括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主要险别、保险费的计

算、保险条款的规定；货款的支付：包括支付工具、汇付、托收、信用证；不可抗力、索赔和仲裁：

包括不可抗力的含义及处理、争议与索赔的处理、仲裁的含义及条款；合同磋商:包括出口成本的核

算、询盘、发盘、还盘及接受。

【参考书目】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1》，徐小贞，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2》，徐小贞，中国商务出版社，2014。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实务第 4—11 章），郑光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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