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书目

公共科目 （包含外国语（第二外语）和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001 研究生院

002 社会科学部

003 教育学院

004 中文系

005 新闻传播学院

006 俄语系

007 法语系

008 德语系

009 日语系

010 西班牙语系

011 东方语学院

012 国际关系学院

013 国际商学院

014 翻译学院

015 商务英语学院



外国语（或第二外语）：201英语一、204英语二、202俄语、203日语由国家统一命题，241英语、242俄语、243
日语、244德语、245法语、246西班牙语、247朝鲜语由我校自行命题
241英语：
任选一套大学本科外语专业学生所用英语二外教材

242俄语：
大学俄语《东方》（1-3册），丁树杞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43日语：
《大学日本语》（1-3册），王廷凯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44德语：
《德语》，吴永年、华宗德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45法语：
《法语》（1-3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马晓宏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或 《简明法语教程》（上、

下册），孙辉编著，商务印书馆（任选其中一套）

246西班牙语：
《现代西班牙语》（1-2册），刘元祺、徐蕾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或 《西班牙语速成》（上下册），李

威伦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任选其中一套）

247朝鲜语：
《轻松学韩语》(初级 1、2，中级 1、2)，가나다 韩国语补习班编著，罗远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0551XX翻译硕士（专业外语科目见各院系参考书目）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通识科目）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汉语通识教程》，谭代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档顶端



001 研究生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11基础英语：
高校英语专业现行“精读”类课程高年级教材（任选）

811英语翻译与写作：
《英汉互译实用翻译教程》，冯庆华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或 其他高等院校专业英语英汉互译教材。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等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01英语语言理论与应用：
《语言学教程》（英文修订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教程》（中文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02英语文学：
英语专业本科英美文学史及选读教材

03文化研究：
英语专业本科英语国家概况教材均可

04美国研究：
《当代美国》（第二版），拉塞尔·邓肯、约瑟夫·戈达德（Contemporary America, Russell Duncan and Joseph

Goddard），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05英语教学理论与应用：

Richards, J.C. and Rodgers, T.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Ellis, Ro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现代外语教学》，束定芳、庄智象，上外教育出版社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学教程》（英文修订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教程》（中文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档顶端



002 社会科学部

010103 外国哲学

631哲学综合
《哲学通论》，孙正聿，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上、下），冯友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31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梯利著，伍德增补，商务印书馆

复试参考书目：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主编，人民出版社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档顶端



003 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634教育学基础综合
《教育学原理》王道俊，扈中平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张斌贤，王晨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张红霞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复试参考书目：

《课程论》，奥恩斯坦，汉金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教学论》，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比较教育学》，陈时见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文档顶端



004 中文系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354 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黄伯荣、李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邵敬敏，上海教育出版社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黄伯荣、李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050101 文艺学

622 文艺学综合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22西方文论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英）塞尔登等著、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化研究导论》，（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23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增订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黄伯荣、李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通论》（第 2版），邵敬敏，上海教育出版社
823语言学概论与古代汉语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郭锡良等编，商务印书馆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复试参考书目：

初试参考书目及以下参考书：

《普通语言学概要》(第 2版) 伍铁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陆俭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通识教程》，谭代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627现代汉语与语言学概论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827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郭锡良等编，商务印书馆

复试参考书目：

《语法讲义》，朱德熙，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陆俭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通识教程》，谭代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626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26古代汉语与历史文化
《古代汉语》（共四册），王力著，中华书局，1999

《国史概要》（第四版），樊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王力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

复试参考书目：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叙事学》，杨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传播学概论》，周庆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624文学综合
《中国文学》（第二版，四卷本），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外国文学史》（修订版，上下卷），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824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复试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621中国文学（含古代文学、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上、中、下）章培恒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821欧美文学：
《外国文学史》（第三版）朱维之、赵澧、崔宝衡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比较文学》，陈惇、刘象愚、谢天振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档顶端



005 新闻传播学院

0501Z1 文艺与传媒

625文艺与传媒理论综合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闻学概论》（第四版），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张骏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网络传播学概论》（第 3版），匡文波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825文艺与传媒业务综合
《新闻采访教程》（第 2版），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编辑学》（第 2版），蔡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评论教程》，丁法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下），胡经之、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陈力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55200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新闻采访教程》（第 2版），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新闻编辑学》（第 2 版），蔡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第 5版），丁法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40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新闻学概论》（第五版），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传播学教程》（第 2版），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版

复试参考书目：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科目全部参考书
《广播电视新闻实务》，许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网络与新媒体实务》，郑素侠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文档顶端



006 俄语系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612基础俄语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编著：东方大学俄语（新版）学生用书（1~7册），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812俄语翻译与写作
《俄译汉教程》（修订本），蔡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实战俄语口译》，朱达秋、徐曼琳、华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网络新闻资料（新华网、人民日报俄语网站等）。

复试参考书目：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А.Белошапковой, M.1999
《俄罗斯文化概论》，朱达秋著，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
《新时代俄语通论（上下册）》，张家骅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
《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任光宣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055103 俄语笔译（不区分初复试）

Федоров А. 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
1983.
《俄汉汉俄翻译理论与技巧（增订本）》，程荣辂，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俄译汉教程》（修订本），蔡毅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055104 俄语口译（不区分初复试）

Федоров А. 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
1983.
《俄汉汉俄高级口译教程》，王立刚、彭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实战俄语口译》，朱达秋、徐曼琳、华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2007

文档顶端



007 法语系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初试参考书目：

613基础法语：
《法语》（1-4册），马晓宏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法语阅读课本》，王文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Le Nouveau sans Frontières》（1-3册），CLE INTERNATIONAL.
813法语翻译与写作：
《法汉翻译教程》，陈宗宝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汉译法实践》，岳扬列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语写作：技法与实战》，陈伟、[法]奥迪尔·尚特劳夫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丁雪英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法语语言学教程》，王秀丽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法国文学作品选读》（上下册），赵俊欣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文学导读》，徐真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s》, Dominnique Maitrot, Isabelle Rabut, Société des Editions
culturelles internationales.
文档顶端



008 德语系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初试参考书目：

614基础德语
《高级德语教程》（三年级用），陈晓春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德语教程》（四年级用），蔡幼生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文学与认识》，王炳钧编著，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7
《德语阅读教程》1-4册，冯亚琳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2009

814综合德语
《德国文学简史》（德语），吴涵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德国文化史》李伯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
Baumann, Barbara und Oberle, Birgitta: Deutsche Literatur in Epochen.. Donauwrth: Max Huber 1996

复试参考书目：

《德国文学史》1-5卷，范大灿主编，译林出版社 2006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1-8卷，张玉书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2013

055109德语笔译、055110德语口译
215翻译硕士德语

《高级德语教程》（三年级用），陈晓春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德语教程》（四年级用），蔡幼生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德语语法和翻译一点通》，周永康，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361德语翻译基础
《新德汉翻译教程》，王京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汉德翻译教程》，桂乾元，肖培生，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德汉翻译教程》，张崇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复试参考书目：

《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翻译卷， 钟力平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钱文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文档顶端

http://book.jd.com/10442528.html
http://search.jd.com/?author=%D6%DC%D3%C0%BF%B5&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publisher=%CC%EC%BD%F2%B4%F3%D1%A7%B3%F6%B0%E6%C9%E7&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author=%CD%F5%BE%A9%C6%BD&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publisher=%C9%CF%BA%A3%CD%E2%D3%EF%BD%CC%D3%FD%B3%F6%B0%E6%C9%E7&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author=%D5%C5%B3%E7%D6%C7&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publisher=%CD%E2%D3%EF%BD%CC%D1%A7%D3%EB%D1%D0%BE%BF%B3%F6%B0%E6%C9%E7&book=Y&area=1
http://book.jd.com/10035346.html
http://search.jd.com/?publisher=%CD%E2%D3%EF%BD%CC%D1%A7%D3%EB%D1%D0%BE%BF%B3%F6%B0%E6%C9%E7&book=Y&area=1
http://book.jd.com/10497048.html
http://search.jd.com/?editer=%C7%AE%CE%C4%B2%CA&book=Y&area=1


009 日语系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615基础日语
《综合日语教程》陈小芬编著，新世纪高等学校本科生系列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3月

815日语翻译与写作
《日汉互译教程》高宁、张秀华著，（第二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复试参考书目：

《日语文语语法》，王廷凯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 9月第二版
《日本文学简史》，于荣胜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5月第一版
《日本文化通史》，叶渭渠，北京大学出版社

055105日语笔译、055106日语口译：
213翻译硕士日语
《综合日语教程》，陈小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359日语翻译基础
《高级汉译日教程》，张建华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日语翻译理论与实务》，雷鸣等，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复式参考书目：

《日汉互译教程》，高宁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实用汉日翻译教程》，陶振孝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文档顶端

http://www.china-pub.com/s/?key1=%cd%f5%cd%a2%bf%ad


010 西班牙语系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初试参考书目：

617基础西班牙语
《现代西班牙语》（1-6册）董燕生、刘健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17西班牙语翻译与写作

LEÓN, Mario. Manual de interpretación y traducción. Madrid: Luna Publicaciones, S.L., 2000.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新编奈达论翻译》，谭载喜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复试参考书目：

《西班牙文学选集》，刘永信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拉丁美洲文学选集》，郑书九、常世儒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拉美文化概论》，李多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文档顶端



011 东方语学院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01 朝鲜语方向

初试参考书目：

大学本科朝鲜语专业高年级教材均可

复试参考书目：

《韩国文学论纲》，赵东一编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中文）

《韩国文化理解》，林敬淳，大连出版社，2012 年。（韩、中文）

《韩国概况》，朴永浩，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 （韩文）

《国语学概说》，李基文，太学社，2006。（韩文）

《现代国语通史论》，南基心，太学社，2001 年。（韩文）

《韩汉互译教程》李玉华等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年。（韩、中文）

02 越南语方向

初试参考书目：

大学本科越南语专业高年级教材均可

复试参考书目：

《越南概况》，陈继章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中文）

《越南语言文化散步》，林明华，开益出版社，2002 年。（中文）

《越南文化基础》，陈国旺主编，教育出版社，2006 年。（越文）

《越南语简史》（上），阮善甲主编，教育出版社，2005 年。（越文）

《越南语语法》，阮才谨，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1999 年。（越文）

文档顶端



012 国际关系学院

0502Z1 比较制度学

632国际政治概论
《国际政治学概论》，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832国际政治史
《国际关系史》，袁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复试参考书目：

《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杨公素、张植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当代全球热点问题》，张全义、邹函奇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文档顶端



013 国际商学院

0502Z2 国际商务文化

633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第 6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格里高利•曼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833管理学
《管理学（第三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文化差异管理》，徐子健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国际商务文化》，王正元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303数学三（统考）
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434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商务》，王炜瀚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金融》，杨胜刚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李左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文档顶端



014 翻译学院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611基础英语：
高校英语专业现行“精读”类课程高年级教材（任选）

811英语翻译与写作：
《英汉互译实用翻译教程》，冯庆华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或 其他高等院校专业英语英汉互译教材。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等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EugeneA. Nida.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55101英语笔译、055102英语口译
211翻译硕士英语
高校英语专业现行“精读”类课程高年级教材（任选）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式英语之鉴》，（美）琼·平卡姆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57英语翻译基础
《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庄绎传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级翻译十二讲》，杨全红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055101英语笔译：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李长栓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齐向译道行》，金圣华著，商务印书馆

《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法）达尼尔·葛岱克著，刘和平、文韫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055102英语口译：
《实用口译教程新编——理论技巧与实践》，李芳琴等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文档顶端



015 商务英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11基础英语：
高校英语专业现行“精读”类课程高年级教材（任选）

811英语翻译与写作：
《英汉互译实用翻译教程》，冯庆华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或 其他高等院校专业英语英汉互译教材。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等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21世纪大学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三册），王燕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注：未列出参考书目的考试科目请考生自选教材复习

文档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