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 ２０２１ 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
003 地理与环境学院（0791-88132900 张老师）
070500 地理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自然地理学

林珲、张奇、陈晓玲、赖格英、胡启武、廖金宝、
丁明军、王鹏、简敏菲、鲁顺保、潘家祎

02 人文地理学

林珲、张林秀、方朝阳、郑林、钟业喜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珲、吴炳方、王野乔、齐述华、吴波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6 地理学综合
③ 01 方向：3028 自然地理学
02 方向：3029 人文地理学
03 方向：3030 地理信息科学

3.参考书目
（1）地理学综合：潘玉君 武友德 编著 陆大道主审. 《地理科学导论（第二版）》，科
学出版社，2014
（2）自然地理学：黄秉维，郑度, 赵名茶.《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04
（3）人文地理学：顾朝林，张敏，甄峰，等. 《人文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2
（4）地理信息科学：张加龙，刘畅，李素敏等.《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 科学出版社,
2018

004 教育学院（0791-88120117 尚老师）

040100 教育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教育学原理

何齐宗、裘指挥

02 高等教育学

张意忠、刘小强、万文涛

03 教育技术学

钟志贤

04 课程与教学论

杨南昌、戴永冠、刘春燕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7 教育原理
③ 01 方向：3031 中外教育思想史
02 方向：3032 高等教育学
03 方向：3033 教育技术学
04 方向：3034 课程与教学论

3.参考书目
（1）教育原理：①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②金一鸣：《教育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③何齐宗
主编：《当代教育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④沃尔夫冈·布列钦卡著，
胡劲松译：《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中外教育思想史：①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3）高等教育学：①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③贺国庆、王保星、朱
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④布鲁贝克著，王承绪译：《高
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⑤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
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4）教育技术学：①祝智庭主编：《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1 年版；②钟志贤：《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促进学习者发展》，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③杨南昌：《学习科学视域中的设计研究》，教育科学出
版社 2010 年版；④理查德·E.梅耶著，盛群力等译：
《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师给

教师的建议》，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⑤戴维·乔纳森、简·豪兰等著，任友群
等译：
《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一个建构主义者的视角》，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⑥近五年《电化教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等教育技术学科CSSCI期
刊中的理论研究类论文。
（5）课程与教学论：①钟启泉主编：《课程与教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②施良方、崔允漷主编：《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③巨瑛梅、刘旭东编著：《当代国外教学理论》，教育科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

009 心理学院（0791-88120280 朱老师）
040200

心理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认知心理学

李富洪

02 心理测量学

罗照盛、涂冬波、董圣鸿、蔡艳

03 临床心理学

刘明矾

04 健康心理学

叶宝娟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2 心理学研究方法
③ 01 方向：3007 认知心理学
02 方向：3008 心理测量学
03 和 04 方向：3009 临床与健康心理学

3.参考书目
（1）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 舒华，张亚旭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认知心理学：①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
（第 4 版）第二部分（3-8）章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2 年；②Anderson 著 《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
（第 7 版中译本）秦裕林
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年；③《认知心理学》，Eysenck等编，2005 年第五版中译本

第 15-16 章，高定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心理测量学：①《心理测量学》，戴海琦主编、罗照盛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②《心理统计学》，胡竹菁主编、董圣鸿、张阔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③《项目反应理论基础》，罗照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④《心理与教育测量
学原理》，漆书青、戴海琦、丁树良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临床与健康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第七版），（美）戴维.H.巴洛
（David

H.Barlow），（美）V.马克·杜兰德；黄峥，高隽，张婧华等译，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

011 文学院（0791-88120297 刘老师）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文艺学

赖大仁、詹艾斌、詹冬华

02 中国古代文学

李舜臣

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江腊生、吴志峰

04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唐伟胜

05 汉语言文字学

李小军

06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楚群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熊小玉、陈乃良、曾振华、刘传红、邱新有

08 现代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

李勇忠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3 文学评论写作（01、02、03、04、07 方向）
② 2010 语言学基础（05、06、08 方向）
③ 01 方向：3010 文艺理论
02 方向：3011 中国古代文学

03 方向：3012 中国现当代文学
04 方向：3013 西方文学
05 方向：3014 汉语语法学
06 方向：3043 社会语言学
07 方向：3015 文化艺术与传播
08 方向：3016 应用语言学

3.参考书目
（1）文学评论写作：无参考书目
（2）文艺理论：①【美】卡勒：
《文学理论》
（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
版社 1998 年；②【英】拉曼塞尔登：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6 年；③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④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中国古代文学：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②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07 版；③刘松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年版；④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
出版社。⑤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4）中国现当代文学：①颜敏、王嘉良主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下册），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9 年；②谢冕、孟繁华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 卷本），山东教
育出版社 1998 年；③王晓明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4 卷本），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④朱寨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⑤陶东风主
编：《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5）西方文学：①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
年版；②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③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 ④傅修延：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⑤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6）汉语言文字学：①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②陆俭明《现

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③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1989
年；④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7）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①邢福义《汉语语法三百问》商务印书馆 2002；②陈章太
《语言规划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5；③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
《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 2010，2010，2015；④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
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 2010；⑤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13。
（8）文化艺术与传播：①《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沃纳·塞佛林，小
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②《作为文化的传播》
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华夏出版社 2005 版；③《艺术哲学》刘纲纪著，武汉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④《艺术形态学》
（俄罗斯）卡冈著，凌继尧 金亚娜译，学林出版社 2008
年版。
（9）应用语言学：①齐沪杨、陈昌来主编,《应用语言学纲要》
（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出版；②陈昌来主编，
《应用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2007 年出版；③于根元
编，
《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1 年出版；④王伟、左年念、王国念等著，
《应用
语言学导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10）语言学基础：无参考书目，考试范围（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015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791-88320972 吴老师）
060200 中国史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中国古代史

谢宏维

02 中国近代史

张艳国

03 中国现代史

万振凡

04 中国专门史

李平亮、游欢孙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8 中国通史
③ 01 方向：3035 中国古代史料学
02 方向：3036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03 方向：3037 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
04 方向：3038 区域社会经济史

3.参考书目
（1）中国通史：①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第 5 版）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②李
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2017 年版；③王桧林等：
《中国现代史》(上下册)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 年版。
（2）中国古代史料学：①陈高华等：
《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出版社版（不限出版年）；
②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中华书局版（不限出版年）；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3）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①张艳国等：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②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与尺度》，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4）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①何友良：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
出版社 1996 年版；②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5）区域社会经济史：①常建华：《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②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9 年版；③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
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16 数学与统计学院（0791-88120367 张老师）
070100 数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杨健夫、王泽佳、龙薇、陈冬香、孔令华

02 代数与拓扑

郭小江、徐晓泉

03 现代分析

丁惠生

04 智能控制与复杂系统

覃锋、李红海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5 现代数学基础
③ 01 方向：3024 偏微分方程理论
02 方向：3025 代数与拓扑综合
03 方向：3026 实分析与复分析
04 方向：3027 三角模理论与图谱基础

3.参考书目
（1）现代数学基础：《泛函分析讲义》
（上册），张恭庆、林源渠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2）偏微分方程理论：《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第二版,Lawrence C.Evans编著，
American Math Society, 2010.
(3)代数与拓扑综合:①《Algebra》，Thomas W. Hungerford,

Springer-Verlag, 世界图书出

版社， 1974（中译本：《代数学》， Thomas W Hungerford 著, 冯克勤译，湖南教育出版
社，1985）；②《一般拓扑学基础》（修订版），张德学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5.
（4）实分析与复分析：《Real and Complex Analysis》, Walter Rudin, McGraw-Hill, Third
Edition, 1986.
（5）三角模理论与图谱基础：①《Triangular Norms. Volume 8 of Trends in logic》. E.P.
Klement, R. Mesiar, E. Pap编著，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2000；②《图论》,J.A.
Bondy U.S.R. Murty著，Springer 出版社Graduate Texts in Mathematics series，2008.

018 化学化工学院（0791-88120692 雍老师）
070300

化学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无机化学

陈祥树、钟声亮、刘庆燕、何纯挺、杜恣毅

02 分析化学

汪莉、宋永海、谭宏亮

03 有机化学

丁秋平、王涛、孙建松、陈知远、万结平、刘云云、
雷爱文、廖维林、蔡明中、俞初一、张庆举

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侯豪情、盛寿日、陈义旺

05 化学生物学

涂宗财、彭以元、叶新山、杜宇国、朱笃、
陈雪岚、谢建坤、易现峰、邹峥嵘、罗向东、
卢乃浩、魏美才、袁涛

06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欧阳楚英、徐波、刘三秋、袁彩雷、王志朋、王茹敏

07 物理化学

卢章辉、张小亮、杨振、陈水亮、陶端健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4 综合化学
③ 01 方向：3017 高等无机化学
02 方向：3018 高等分析化学
03 方向：3019 高等有机化学
04 方向：3020 高分子化学
05 方向：3021 化学生物学
06 方向：3022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07 方向：3023 普通化学

3.参考书目
（1）综合化学：①《无机化学》 武汉大学、吉林大学

上、下册 第三版 高教出版社 1994；

②《无机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第四版 高教出版社 2001；③《有机化学》 胡宏纹 第二
版 高教出版社 2001；④《大学化学基础》 荣国斌、苏克曼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2）高等无机化学：①高等无机化学 / 陈慧兰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②无
机合成与制备化学/作者：徐如人，庞文琴，霍启升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3）高等分析化学：①《分析化学》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②《仪
器分析》朱明华等编，高教出版社，第四版；③《21 世纪的分析化学》 汪尔康等编， 科
学出版社
（4）高等有机化学：①《有机化学》 李景宁、杨定乔 等，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②《高等有机化学--反应、机理与结构》（美）史密斯，马奇编著，李艳梅译；③《高等
有机化学》 魏荣宝 (作者, 编者)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④《高等有机化学》 荣国
斌等，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5）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科学简明教程》，董炎明编，科学出版社
（6）化学生物学：①《化学生物学基础》，刘磊，陈鹏，赵劲、何川编著，科学出版社；
②《生命化学基础》周晴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7）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①《固体物理导论》（美）基泰尔著，项金钟，吴兴惠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ISBN：7-5025-7183-3，
（2005）②Electronic structur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methods, （ 美 ）， Richard M. Mart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ISBN:0-52-178285-6, (2004).③《量子化学计算方法与应用》，林梦海编著，科学
出版社，ISBN：7-03-012616-5（2004）；④Minimax Theorems,作者：M. Willem, 出版社：
Birkhauser 1996. ⑤ Ellip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作者：Qing Han and
Fanghua Lin; 出版社：Amer. Math. Soc. 1997.
（8）普通化学：《普通化学》第六版,浙江大学普通化学教研组编，徐瑞均等人修订。

026 马克思主义学院（0791-88120510 刘老师）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祝黄河、曾建平、刘仁营、韩玲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王员、康凤云

03 思想政治教育

汪荣有、吴瑾菁、韩桥生

0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张艳国、沈桥林

05 党的建设

周利生、尤琳、黄恩华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③ 01 方向：30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02 方向：3002 中共党史
03 方向：3003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04 方向：3004 中国近现代史
05 方向：3005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3.参考书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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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修订版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 版；②《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 版
（3）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1-2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版
（4）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版
（5）中国近现代史：①李侃等：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2004 版；②王桧林：
《中国现
代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版。
（6）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无参考书目。

032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
（0791-88120478 许老师）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研究方向及指导老师
01 管理决策

梅国平、付剑茹、温利民、李云峰、张明林、汪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汪浩、秦敏、龚俊、王明文、余敏、曾雪强、
叶继华、王昌晶

03 服务科学与工程

李晓园、赵卫宏、唐天伟

04 创新与发展管理

陈运平、钟昌标、张敬文、黄小勇

2.考试科目
① 1001 英语
② 2009 管理理论与方法
③ 01 方向、03-04 方向：3039 管理经济学
02 方向：3040 数据库系统

3.参考书目
（1）管理理论与方法：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复旦出版社 2018 年
修订版。
（2）数据库系统：王珊，萨师煊，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3）管理经济学：保罗·基特，菲利普·扬，斯蒂芬·艾弗尔 著，王春香，张志强 译，
《管理经济学:决策者的经济学工具(第 7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