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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阳光宣言】

请不要用页数来衡量复试宝典的价格，如果光看页数、厚度，几页纸也就值几毛钱。复试宝典的

价值在内容！

复试资料极难收集，因为学校不公布任何复试信息。这是我们花了大量心血，发动了身边 N 多

同学打听、收集和精心整理。有了这份复试宝典，可以让大家复试比其他人准备的更充分，成功录取

的概率也大大提高！要知道每年都有初试高分的考生，因为复试没有好好准备，导致表现糟糕而直接

被刷！

这是我们付出心血的劳动成果，而我们认为这份劳动成果价值能值这么些报酬，如果您认为不值，

请不要购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噢。

感谢各位师弟师妹理解！

【第二部分：购买说明】

注意：结合每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其资料项目也有细微差异。购买时请大家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

在“给卖家留言”注明好。定价以清单价格为准！



卡巴秘籍系列精品资料版权由卡巴学长考研工作室所有 盗版必究 南大南师苏大考研资料辅导 关注公众号：卡巴学长考研

2023届南京大学复试资料终稿目录

2015南京大学复试资料终稿目录 .............................................................................................................................................3

一、商学院 .......................................................................................................................................................................... 5

1.政治经济学 全套优惠价：140元 .........................................................6

2.西方经济学 全套优惠价：150元 .........................................................6

3.世界经济学 全套优惠价：60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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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量经济学 全套优惠价：140元 .........................................................7

9.金融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7

10.企业管理 01—06方向 全套优惠价：100元 .........................................................7

11.企业管理 07方向 全套总价：20元 ............................................................... 8

12.企业管理 08、09方向 全套总价：40元 ............................................................... 8

13.会计学 全套优惠价：90元 ...........................................................8

14.会计（专硕） 全套总价：10元 ............................................................... 8

二、法学院 .......................................................................................................................................................................... 8

1.法律硕士（非法学） 全套优惠价：14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2.法学理论 全套总价：9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3.经济法 A组 全套总价：9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4.民商法 全套总价：9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政府管理学院 ............................................................................................................................................................14

1.行政管理 全套优惠价：90元 ...........................................................14

四、社会学院 ....................................................................................................................................................................15

1.社会学 全套优惠价：100元 ............................................................... 16

2.社会工作 全套优惠价：100元 ............................................................... 16

五、文学院 ........................................................................................................................................................................ 16

1.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套优惠价：12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2.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12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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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国语学院 ................................................................................................................................................................17

1.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与文化方向 全套总价：90元 ............................................................17

2.英语笔译 全套总价：90元 .........................................................17

3.日语笔译 全套总价：90元 .........................................................17

七、新传院 ........................................................................................................................................................................ 17

1.新闻学 全套总价：90元 .............................................................17

2.传播学 全套总价：90元 .............................................................17

3.新传专硕 全套总价：90元 .............................................................17

八、生科院 ........................................................................................................................................................................ 18

1.生态学 全套总价：110元 ........................................................... 23

九、建筑学院 ....................................................................................................................................................................24

1.城乡规划 全套总价：90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买前必看注意事项：

复试一般在 3 月份，给大家复试准备的时间不像初试的时间那么长了。

一般初试考完觉得考得还可以话，休整几天后就要着手复试的准备。

复试不是所有专业都有资料，目前我们有的为详情清单描述的内容，大

家购买前一定要认真看一下详情描述或咨询客服确认，请不要直接下单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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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10 元为基本价，实际价格以各专业清单为准，请找到自己专业。例如

政治经济学价格为 80 元，则拍的时候选择数量“8”，然后备注南大政治经

济学。如果不熟悉，请旺旺联系客服，拍错的一律不发货。

2.资料价格，请不要用页数来衡量价格，如果光看页数、厚度、几页纸也就几毛

钱，资料的价值体现在内容和信息上！这是我们付出的劳动成果，而我们认为这份劳

动成果价值能值这点辛苦报酬，如果个别同学认为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值这个价，还是

请谨慎购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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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学院

1.政治经济学 优惠价：8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3-2005，2007-2010，2014 年，2019 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姐学长完整回忆整理，2019年少四道论

述题，其他为完整版)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18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15题

2.西方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0-2010 年

3.世界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3-2010年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 2004-2010 年

5.国民经济学 优惠价：3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3,2004,2006,200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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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业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4-2010 年

7.国际贸易学 优惠价：80元

（1）复试笔试真题：2003-2010 年，（2013 2014 2017 回忆版）

（2）复试答案：2003-2004 年，10 元/年

（3）复试题库：以下内容共计 25页 ， 40 元

是根据所找的历年真题以及书本内容整理，多是一些专业名词、概念的定义、说明，根据

情况做了一些补充，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结算与实务三本书的。

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笔记题库

8.数量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1）复试笔试真题：2003-2010 年

9.金融学 优惠价：9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4-2010 2014 2018-2019 年

10.企业管理 01—06方向 优惠价：90元

（1）复试笔试真题：企业管理综合 2007-2010 年，10 元/年

真题+答案：2015-2019 年

（2）20 届学姐复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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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院

1、法学理论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 年 10 元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13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10题 20元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3、原初试《法理专业综合》真题+答案 2010-2017，2019 年 80 元

4、原初试《西方法律思想史》笔记 44页 40 元

（3）另赠送 19届学姐复习经验 1页（含专业课面试题 10题）

11.企业管理 07方向（市场营销） 优惠价：8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9-2010年，2012-2019 10元/年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3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4题

12.企业管理 08、09方向 优惠价：4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07-2010 年，10 元/年

13.会计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1995-1998，2003-2010 年，10 元/年

14.会计（专硕） 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2010 年（无答案），2013-2014（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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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宪法与行政法学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

现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

题笔记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

切勿直接下单。

1、《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综合》真题+答案：2010 年-2019 年(无 15) 80 元

2、《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张千帆笔记，44页 ，40 元

3、《行政法》胡建淼三版笔记，65页，60 元（ＯＫ）

4、《行政诉讼法》马怀德四版笔记，45页，30 元

5、上岸学长线上备考经验 15页（90 元）

3、刑法学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刑法专业综合》真题+答案：2010-2015、2018、2020 年 80 元

2、《刑事诉讼法》笔记，131 页 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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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法学》孙国祥二版笔记，135 页 80 元

4、诉讼法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诉讼法学专业综合》真题+答案 2010-2020 年（无 18） 80 元

2、《刑事诉讼法》笔记，131 页 80 元

3、《民事诉讼法》笔记，78页 50 元

5、经济法 A 组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经济法专业综合一》真题+答案 2010 年-2020 年 80 元

2、《民法》笔记，71页 50 元

3、《经济法学》笔记，368 页 180 元

6、经济法 B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6-2018 年 30 元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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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法专业综合二》真题 2010 年-2020 年 答案 2015 年-2020 年 80 元

2、《德国概况》73页，60 元

3、《经济法学》368 页，180 元 5、《法学热点》52页，50 元

4、《民法》67页，50 元 6、《德语热点》25页，30 元

7、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环境与资源专业综合》真题无答案：2010 年-2014、2019-2020 年（无 12 年）80 元

2、《行政法学》胡建淼三版，76页，60 元

8、国际法学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年 20元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2、《国际法专业综合》真题 2010-2020 年 答案 2010-2019 年 80 元

3、《现代国际法》笔记 82页，60 元。赠送题库 37页

4、《国际经济法》笔记 78页 ，60 元。赠送题库 30页

5、《国际私法》笔记 96页，60 元。赠送题库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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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律史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3 年，2017 年 20 元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法律史综合》真题+答案 2010-2020 年 80 元

2、《外国法律制度史》35页 30 元

3、《中国法制史》35页 30 元

4、《中国法律思想史》30页 30 元

10、民商法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年 20元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

改在复试考专业课，复试目前没有更多可参考资料，卡巴学长现把之前相关初试真题笔记

涉及的挑出，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

单。

1、《民商法专业综合》真题+答案 2010 年-2020 年 80 元

2、《商法》116 页，80 元

3、《民法》魏五版 80页，60 元

4、《民事诉讼法》91页，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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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律硕士（法学）

南大在 21-22届指定法硕复试参考书为马工程教材，也是法学学硕初试教材，

因为大家在复试准备时间本身就不多，参考也都是往届的信息，需要借鉴法学

学硕初试资料参考的同学可以联系客服购买。

1.法律硕士（法学） 优惠价：90元

(说明：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法律硕士复试原版真题，以下真题是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

最完整版本传承下来的，参考价值极高！)

1、复试笔试真题：2005-2015，2018-2019年（18年有部分答案赠送，其他年份无答案）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5题，英语口语题 2题，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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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律硕士（非法学）

三、政府管理学院

2.法律硕士（非法学） 优惠价：12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法硕综合[非法学]：2005-2020年（20有答案其它年份无答案）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传承下来)

3、20届学长复试经验以下共计（7页）纸质版

4、另赠送 18届学长复习经验 2页（含专业课面试题 10题，英语面试题 12题）

1.行政管理 全套总价：7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7年以前真题,2017-2019年，2022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2017年以前

41题,2017年 6题,2018+2019共 9题，2022年 3题)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16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15题

2.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 全套总价：20元

（1）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10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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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学院

3.社会保障 全套总价：3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4年 2016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 10题，英语面试题目汇总 10题

4.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全套总价：4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2020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长学姐回忆完整版整理)

（2）20 届、22 届复试情况概述 2页：包含专业课面试题目 2题，英语题目 2 题。

如需要笔试指定书《卫生保健经济学》可联系学长另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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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学院

1.社会学 全套优惠价：10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1-2015年，2019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20届复试情况概述

（3）2019届学长复习经验赠送 1页（含面试题专业课 13题，英语 13题）

2.社会工作 全套优惠价：50元

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1-2012，2013，2015 年，共 1 页，10 元/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10题，英语口语题 10题

1.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30元

复试笔试真题：2008-2012 年，共计 4页，10 元/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6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4-2019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姐学长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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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国语学院

七、新传院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汇总 10题，英语听力口语题目汇总 10题

1.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与文化方向 全套总价：30元

（1）复试笔试真题：2013 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长学姐回忆整理,赠送 19届学姐复试经验

含面试题 11题,共 2页)

2、日语语言文学 全套总价：3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7年，2019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20 届复试情况概述 4 页：包含专业课面试题目 5 题，英语题目 1 题。

3.英语笔译 全套总价：30元

往年面试题目汇总 36题

4.日语笔译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年

1.新闻学 全套总价：1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3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传播学 全套总价：1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3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3.新传专硕 全套总价：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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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息管理学院

1、图书馆学

2、档案学

重要说明：南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在 21-22 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

卷，复试根据专业不同考察，复试没有更多资料，目前只有之前初试档案学专业课相关资

料，大家根据需要可单独购买，大家先向客服索要截图确认再下单，切勿直接下单。

1、《原初试档案学真题答案》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3年,2015-2020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复试经验宝典以下共计 6页

（3）2019届学姐复习经验赠送 1页（含面试题专业课 7题，英语 7题）

1、图书馆学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9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4题)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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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历年真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源，大家务必仔细研究，从中找出考试重点、出题模

式等变化方向。学校不提供任何答案，本答案由卡巴高分研究生学长整理，2020 真题暑期

发送电子版）

1、《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真题 1999-2020 年（无 15）

2、《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答案 2003-2020（无 15）年

2、《笔记》

（说明：参考书内容庞杂，跨考生很难准确抓住南大复习方向、考点重点。本套笔记对考

点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助力考生不再走弯路，直接命中考点复习)

包括：《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新知识点补充内容》

3、《讲义+模拟题》

（说明：导师讲义为导师给研究生授课讲义，跨校考生补充参考；强化模拟卷每一套题均

配有详细解答，对考研试题的全真模拟，推荐）

包括：《档案现代化管理》景红老师讲义，52页；《档案学概论》景红授课讲义，43页

《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模拟题 4 套

以上 1-3 原档案学初试优惠价：200 元

3、出版学

原出版学初试真题无答案《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2008-2012 年 30 元

4、图书情报专硕

本套资料清单如下：

1、图书情报 全套总价：199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答案

1、《专业能力测试》真题 2022年（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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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检索》真题+答案：2017-2021 年（注 20 年远程复试无答案）

3、2003-2007，2011-2016（2007 年有答案，其它无答案整理）

二、笔记

（说明：书内容庞杂，要准确抓住我校复习方向、考点重点并非易事。高分笔记对这些进

行了全面整理。）

1、《信息资源管理概论》笔记，33页

2、《信息检索（多媒体）教程》笔记，65页

3、《英语讲义》，36页（赠送，本讲义为学姐当时备考收集）

三、补充习题（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书本知识）

1、《信息检索》课后习题解析，22页

2、《信息检索》名词解释含答案，7 页

3、《信息资源管理概论》名词解释含答案，11页

三、复试经验 （含往年面试题）

四、《 赠送电子版》

（注意：赠送资料只是给大家的额外福利哦，同学如果需要，收到纸质资料觉得满意的话，

五星好评后写几句评语然后联系旺旺，我们会第一时间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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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专硕

此套资料 1-2 项为原电子与通信工程初试资料，2020 届初试改科目考信号与系统，复试考

电子与通信综合，故之前初试资料建议参考复习

一、真题答案（纸质版）

（说明：①历年真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源，大家务必仔细研究，从中找出考试重点、出题

模式等变化方向。②学校不提供任何答案，由卡巴高分研究生学长精心整理，手写复印版。）

1、《电子技术基础 B》（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真题 2000-2008、2012-2018 年

2、《电子技术基础 B》（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独家答案 2005-2008、2012-2018 年

二、学霸研究生笔记、讲义（纸质版+电子版）

（说明：①专业课由南大自主命题，跨考生很难准确抓住南大复习方向、考点重点。借助

学姐笔记、导师讲义可以少走弯路，命中考点复习。②笔记由南大本校考学姐整理，本专

业笔记极难收集整理，大家珍惜哦。③赠送资料是给大家的额外福利，同学们如需要，在

确认收货时联系下，将第一时间发送）

纸质打印版：

1、《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路）》高分笔记,学姐工整手写整理,86 页

2、《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路）》导师讲义,研究生上课讲义,83 页

赠送电子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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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路》

私人高分笔记+重点精点笔记 2 份,学姐手写整理,共 79 页

4、《数字电路》期末试卷 5 套

5、《数字电路》本科教学 ppt

6、《模拟电路》期末试卷 2 套,本科课堂拍摄

7、《模拟电路》本科教学 PPT

8、《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五版)课后习题答案,189 页

9、《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第五版）课后习题答案,340 页

三、电子院考研面试相关纸质版 此项可单独购买:90 元

1、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知识点总结 17页

2、电路基础知识点总结 12页

3、数电和模电知识点总结 26页

4、数字图像处理知识点总结 16页

5、数字信号处理 10页

6、通信原理知识点总结 10页

7、大学物理 8页

四、电子院考研面试相关专业英语词汇纸质版 此项可单独购买:90 元

1、半导体 16 页 5、数学信号处理 13页

2、电磁场微波 4 页 6、通信原理 2 页

3、普通物理学 39页 7、信号与系统 8 页

4、数字图像处理 46页 8、硬件（模电 数电 电路） 10页

五、赠送 20 届复试经验 1 页，含专业课面试题目 10 题

1-5 项全套优惠价：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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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海外学院

十一、生科院

1.海外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6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6,2019年，2020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姐学长回忆整理，2019为四道，2016为四道，2020为三道概述)

（2）20届复试经验

（3）往届学姐复习经验赠送 1页（含面试题专业课 10题，英语 10题）

1.生态学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1，2013 年，共 2 页，10 元/年；（2010 与 2012 年只是说

明了题型，赠送，）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套总价：3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8-2019 年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汇总(10题)



卡巴秘籍系列精品资料版权由卡巴学长考研工作室所有 盗版必究 南大南师苏大考研资料辅导 关注公众号：卡巴学长考研

十二、环境学院

十三、化学化工学院

十四、地理与海洋科学院

1.环境工程学（电子版） 全套总价：50元

1、二次面试 PPT,9张

2、20 届复试情况概述 6 页，以下为目录

2.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 内容很少，联系学长确认

1.材料与化工 全套优惠价：120元

（1）化学工程复试笔试真题+答案：2015-2017,2019年

（2）实验考试试卷:2019

（3）19届听力原文三篇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学姐学长回忆整理)

（4）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汇总(10题)

1.自然地理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1）自然地理学笔试专业课真题无答案：2016-2020年（2018与往年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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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马克思主义学院

九、建筑学院-------------------------------------往下待定

3、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弃用）

【适用专业】：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考试科目：642 生物化学二、834 分子生物学 A

1、《真题答案》

（说明：历年真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源，大家务必仔细研究，从中找出考试重点、出题模

式等变化方向。学校不提供任何答案，本答案由卡巴高分研究生学姐精心整理，word 打印

纸质版。）

1、《642生物化学二》真题 1997-2019年（无 16） 答案 2013-2019 年（无 16）

2、《834分子生物学 A》真题 2001-2014,2018-2019年 答案 2013-2014,2018-2019 年

2、《大纲解读》

（说明：对南大考点进行框架梳理，是跨校、跨专业考生第一时间了解考研重点和方向的

直观资料！）

1.马中国化 全套优惠价：30元

2021复试题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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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生物化学二》大纲解读 2、《834 分子生物学 A》大纲解读

共 4页

3、《学霸笔记》

（说明：①南大考题大多出自杨荣武老师的《生物化学原理》、《分子生物学》，对于这

2本书要做到不留死角，把握了这 2本书，专业课拿到 110+不成问题。②另外三本书不是

重点，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可作为补充参考，在备考紧张时不必在

此耗费过多心力。③笔记由学姐历时近 3个月精心整理，系统梳理出了南大的考点、知识

点。）

1、《生物化学原理》（杨荣武）笔记，125页

2、《生物化学》（王镜岩）笔记，2页

3、《分子生物学》（杨荣武）笔记，56页

4、《Molecular Biology》（ Robert Weaver）笔记，2页

5、《现代分子生物实验》（郑伟娟）笔记，2页

4、《考研胜经》

（说明：很多外校考生对我校考研信息不甚了解，本胜经将彻底解决大家的疑虑。word 打

印）

包括：本专业概况、导师介绍（含邮箱）、提前联系及选择导师建议、近三年分数线、考

研参考书及考察范围解读、学长学姐状元考研经验等。共 15页

卡巴学长独家赠送资料（电子版）

（注意：赠送资料只是给大家的额外福利哦，同学们如需要，在确认收货时联系下，将第

一时间发送）

1、《分子生物学》课堂笔记，陈平老师主讲，60页

2、《分子生物学》讲义，张敏跃老师编，91页



卡巴秘籍系列精品资料版权由卡巴学长考研工作室所有 盗版必究 南大南师苏大考研资料辅导 关注公众号：卡巴学长考研

3、《生物化学》上、下册课堂笔记，陈钧辉、杨荣武老师主讲，共 194页

全套优惠价：260 元

2.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真题答案》

1、《原子核物理》真题 1999-2014 年

3、《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真题 2001-2002 年 -赠送真题

4、光学

《真题答案》

2、《光学》真题无答案：2000 年-2018 年


	2023届南京大学复试资料终稿目录
	买前必看注意事项：
	复试一般在3月份，给大家复试准备的时间不像初试的时间那么长了。一般初试考完觉得考得还可以话，休整几天
	复试不是所有专业都有资料，目前我们有的为详情清单描述的内容，大家购买前一定要认真看一下详情描述或咨询
	购买方式：
	10元为基本价，实际价格以各专业清单为准，请找到自己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价格为80元，则拍的时候选择
	2.资料价格，请不要用页数来衡量价格，如果光看页数、厚度、几页纸也就几毛钱，资料的价值体现在内容和信
	1.政治经济学                           优惠价：80元
	2.西方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3.世界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5.国民经济学                                 优惠价：30元
	6.产业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7.国际贸易学                                 优惠价：80元
	8.数量经济学                                 优惠价：50元
	9.金融学                                     优惠价：90元
	10.企业管理01—06方向                 优惠价：90元     
	11.企业管理07方向（市场营销）         优惠价：80元
	13.会计学                              优惠价：50元
	14.会计（专硕）                         优惠价：50元

	二、法学院 
	1、法学理论
	2、宪法与行政法学
	3、刑法学
	4、诉讼法
	5、经济法A组
	6、经济法B
	7、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8、国际法学
	9、法律史

	重要说明：因南大法学院学硕在21-22届进行了科目改动，初试所有学硕考一套试卷，现改在复试考专业课，
	1、《法律史综合》真题+答案2010-2020年 80元
	10、民商法
	11、法律硕士（法学）
	南大在21-22届指定法硕复试参考书为马工程教材，也是法学学硕初试教材，因为大家在复试准备时间本身就
	1.法律硕士（法学）                    　 优惠价：90元
	12、法律硕士（非法学）
	2.法律硕士（非法学）                     优惠价：120元

	三、政府管理学院
	1.行政管理                                全套总价：70元
	2.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             　 全套总价：20元　
	3.社会保障                              全套总价：30元
	4.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全套总价：40元

	四、社会学院
	1.社会学                                 全套优惠价：100元
	2.社会工作                               全套优惠价：50元

	五、文学院
	1.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30元
	(南京大学从来不公布复试原版真题，真题是由历届若干位学长学姐回忆整理)  
	2.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60元

	六、外国语学院
	1.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与文化方向             全套总价：30元
	2、日语语言文学                              全套总价：30元
	（2）20届复试情况概述4页：包含专业课面试题目5题，英语题目1题。
	3.英语笔译                                     全套总价：30
	4.日语笔译                                     全套总价：20

	七、新传院
	1.新闻学                                     全套总价：10元
	2.传播学                                     全套总价：10元
	3.新传专硕                                   全套总价：120元

	八、信息管理学院
	1、图书馆学
	1、图书馆学                              全套总价：20元
	2、档案学
	3、出版学
	4、图书情报专硕
	本套资料清单如下：
	1、图书情报                           全套总价：199元

	九、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十、海外学院
	1.海外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60元

	十一、生科院
	1.生态学                                     全套总价：20元

	十二、环境学院
	1.环境工程学（电子版）                            全套总价：50元
	2.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  内容很少，联系学长确认

	十三、化学化工学院
	1.材料与化工                              全套优惠价：120元

	十四、地理与海洋科学院
	1.自然地理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十五、马克思主义学院
	1.马中国化                            全套优惠价：30元

	九、建筑学院-------------------------------------往下待定
	3、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弃用）
	2.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4、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