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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2023 届复试资料终稿目录
南京师范大学 2022 届复试资料终稿目录 ...............................................................2

一、文学院 ....................................................................................9

1、出版专硕 优惠价:30 元 ............................. 9

2.戏剧与影视学 01 方向：戏剧戏曲学 全套优惠价：70 元 ...........................9

3、戏剧与影视学 02 方向：电影学 全套优惠价：100 元 ..........................9

4.文艺学 全套优惠价：150 元 .......................... 9

5.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02 方向 全套优惠价：150 元 ........................... 9

6.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方向 全套优惠价：40 元 .......................... 10

7.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4 方向 优惠价：20 元 ............................ 10

8、汉语言文字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0

9、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套优惠价：150 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80 元 ......................... 11

11、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130 元 ....................... 11

12.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1

13、应用文体学 全套总价：30 元 ......................................... 11

二、新闻传播学院 .............................................................................12

1.新闻传播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2

2.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2

3.戏剧与影视学 全套优惠价：90 元 ............................ 12

三、公共管理学院 .............................................................................12

2.政治学专业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2

(政治学复试科目 18 后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以上真题为考上的 19 届研究生学姐当时考研时收集的回

忆版) ....................................................................................13

3、行政管理专业 全套优惠价：90 元 ......................... 13

四、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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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套优惠价：40 元 .....................15

02 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全套优惠价：20 元 .....................15

05 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全套优惠价：90 元 .....................15

五、法学院 ...................................................................................16

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2.刑法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4.诉讼法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鉴于法学学硕综合面试时，所提问题会有各专业相关，之前各专业笔试题大家根据自己意向选择购买

(第一大项购买可以有优惠,具体咨询客服) ....................................错误！未定义书签。

1.法学理论 优惠价：30 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2.法律史 优惠价：30 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经济法学 优惠价：20 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国际法学 优惠价：20 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六、商学院 ...................................................................................18

1.金融学 全套优惠价：70 元 ............................... 18

2.企业管理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8

七、教育科学学院 .............................................................................18

1.教育学原理 全套优惠价：40 元 ......................... 18

2.课程与教学论 全套优惠价：40 元 ......................... 18

3.比较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 19

4.学前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9

5.高等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 19

6.成人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 19

7.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9

8.教育领导与管理 全套总价：10 元 ........................... 19

9.德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 19

10.教育技术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9

11.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套优惠价：50 元 ......................... 19

12.小学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20 元 ........................... 19

13、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10 元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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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国语学院 ...............................................................................20

1.英语语言学 全套优惠价：60 元 ......................... 20

2.英美文学/美国文明 全套优惠价：90 元 .......................... 20

3.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90 元 ......................... 21

1、复试笔试面试参考书目、各书目及内容的侧重情况分析 ..........................错误！未定义书签。

2、当天面试流程介绍 ..........................................................错误！未定义书签。

3、专业课面试题目汇总(9 题)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英语听力口语题目(MTI 面试不设置额外的题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5、是否需要提前联系导师 7、复试时是否会看/问平时成绩 6、本专业导师喜欢怎样的学

生 8、复试后如何确定是否录取 ....................................错误！未定义书签。

4.俄罗斯文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1

5.俄语语言学 全套总价：20 元 ........................... 21

6.法语翻译学 全套总价：20 元 ........................... 21

7.法国文学 全套总价：20 元 ........................... 21

8.日本文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21

9.日语语言学 全套总价：50 元 ........................... 21

九、社会发展学院 .............................................................................21

1.社会学 01 方向社会学 全套优惠价：90 元 ........................ 21

2.社会学 02 方向民俗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 21

3.考古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2

4.中国史 全套总价：40 元 .......................... 22

5.世界史 全套总价：20 元 .......................... 22

6.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50 元 .......................... 22

7.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20 元 ......................... 22

十、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22

1.对外汉语 全套优惠价：120 元 ........................ 22

2.汉语国际教育 全套优惠价：120 元 ........................ 22

十一、数科院 .................................................................................23

1.数学 ...................................................................................23

数学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数学综合：近世代数、实变函数、计算方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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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上科目五选二，复试资料极难收集，可以参考历年以下复试真题： ...........................23

1.基础数学 全套优惠价：80 元 ..........................23

2.计算数学 优惠价：60元 .............................23

3.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优惠价：30元 ..............................23

4.应用数学 优惠价：40元 ..............................23

十二、物科院 .................................................................................24

1.物理学 全套总价：50 元 ...........................24

复试真题：《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2003-2011 年，10 元/年 ....................................24

十三、化科院 .................................................................................24

十四、生科院 .................................................................................24

1.生物学 .................................................................................24

生物学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生物学综合，复试资料极难收集可以参考历年以下复试真题： .......24

1.植物学 优惠价：60元 ............................24

2.动物学 优惠价：30元 ............................24

3.生理学 优惠价：40元 ............................24

4.水生生物学 优惠价：30元 ............................24

5.微生物学 优惠价：80元 ............................24

7.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优惠价：50元 ............................25

十五、地科院 .................................................................................25

1.自然地理学 全套优惠价：80 元 ........................ 25

2.人文地理 ...............................................................................25

人文地理专业今年三个方向复试科目为区域分析与规划，复试资料极难收集，以下历年复试真题以作参考

.........................................................................................25

1.人文地理 01方向 全套优惠价：70元 ..........................25

2.人文地理 02方向 全套总价：30元 ...........................25

3.人文地理 03方向 全套优惠价：50元 ..........................25

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套优惠价：50 元 ......................... 25

6.测绘科学与技术 .........................................................................26

测绘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测量综合，复试资料极难收集，以下历年复试真题可供参考：26

1.摄影测量与遥感 全套总价：10 元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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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音乐学院 ...............................................................................26

十七、体育学院 ...............................................................................27

1.体育学/体育教学专业学位/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80 元 .......................... 27

体育学/体育教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学位复试科目为体育保健学、运动训练学、专硕技术面试以下历年复

试真题可供参考原版真题无答案： ...........................................................27

十八、美术学院 ...............................................................................27

1.美术学专业 .............................................................................27

2 原版真题无答案：《西方美术史学史（西方艺术理论）》2005、2009、2011 年，2016 年 ..........27

优惠价：40 元 ............................................................................ 27

2.设计学专业 全套优惠价：10 元 ........................ 27

十九、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27

二十、教师教育学院 ...........................................................................28

2.学科语文 全套优惠价：30 元 ............................. 28

3.学科英语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8

4.学科历史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8

5.学科数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8

6.学科物理 全套优惠价：30 元 ......................... 28

7.学科生物 全套优惠价：20 元 ......................... 28

8.学科化学 全套优惠价：20 元 ......................... 29

9.学科地理 全套优惠价：20 元 ......................... 29

二十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9

二十二、心理学院 .............................................................................29

1.心理学 .................................................................................29

心理学各方向复试科目为基础与应用心理学综合，以下历年真题可供参考 .........................29

1.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9

2.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 29

3.应用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120 元 ....................... 29

2.应用心理（专硕） 全套总价：30 元 .......................... 29

一对一链接 ...................................................................................30

第一部分：购买流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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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资料清单（请挑选自己专业） .........................................................30

复试一对一图片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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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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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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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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院

1、出版专硕 优惠价:30 元

（1）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10题）

2.戏剧与影视学 01 方向：戏剧戏曲学 全套优惠价：70 元

原版真题无答案：《经典戏剧作品赏析》2004-2011、2013 年

《古代戏曲作品评论》2016 年-2017 年

3、戏剧与影视学 02 方向：电影学 全套优惠价：12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影视美学》2004-2005、2009-2011、2016-2017 年

（2）《影视美学》笔记 60页，60 元

（3）20 届学长面试概述 1 页，20 届采用的是远程复试。

（4）19 届学长面试经验 4 页，含专业课面试题目（5 题）英语题目（30题）

（5）22 届学长面试经验概述 1页

4.文艺学 全套优惠:12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文学评论》2002-2003、2005-2010、2013-2019 年

（2015，2018，2019 为回忆版，其他为原版）

（2）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7题）

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5.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02 方向 全套优惠价：8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语言学简史》2003-2011、2013-2018 年

（2013 年,2015,2017,2018 的为接近完整回忆版,其他为原版）

（2）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10题）

http://yz.njnu.edu.cn/pages/sszsml/sszsml_zyDetail.jsp?zydm=050102&nd=2015&yxdm=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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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6.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方向 全套优惠价：40 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中文信息处理基础》2003-2006、2009、2016 年

具体详情如下：2003 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6 年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4 年 程序设计语言； 2009 年 中文信息处理基础

2005 年 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应用基础； 2016 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

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7.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4方向 优惠价：20 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语音学概论》2016 年

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8、汉语言文字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

《语言学理论》/《语言理论与实践》2006-2014（12、13 年为回忆版）、2016 年

《语言学应用》2017 年

（1）复试真题无答案：《国学基础知识》2002-2011、2013-2014、2016-2019 年

（2018-2019 的为回忆版,其他为原版）

(2)复试宝典经验以下共 3 页

http://yz.njnu.edu.cn/pages/sszsml/sszsml_zyDetail.jsp?zydm=050102&nd=2015&yxdm=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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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3）赠送 2019 届学长经验共 3 页，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20题）

10.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8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古代文学专题》2004-2011、2013-2014、2016-2017 年

需要本校本专业优秀研究生学姐/长一对一复试辅导可与旺旺学长联系哦！！！

11、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真题：《现当代文学专题》2003-2011 年、2013-2019 年

（2015 年,2018-2019 年为回忆版,其他为原版）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

12.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外国文学专题》2007-2010 年、2014、2016、2017 年

2020 考试科目为外国文学评论写作,之前真题需要的话按要求直接下单即可

13、应用文体学 全套总价：30 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文牍学》2008、2016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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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学院

三、公共管理学院

1.新闻传播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现考试科目为新 F014 新闻传播学综合：

以下原版真题不含答案以作参考

《新闻实务》2003-2011 年、2014、2016-2017 年

《传播实务》2004-2011 年

2.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50 元

现考试科目为 F016 新闻传播业务前沿：

以下原版真题不含答案以作参考

《新闻与传播实务》2011、2013-2014、2016、2017 年

(说明 2013 年为回忆版)

3.戏剧与影视学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电视实务》2011、2013、2015-2017,2019 年

（2015，2017，2019 为完整回忆版，其他为原版）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3 题）英语题目（3题）

1.哲学专业 全套优惠价：50 元

（1）复试回忆版真题无答案：：2016,2018-2019 年

(南师哲学专业 2018 开始改考综合,2016 为原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含原著真题)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9题）

2.政治学专业 全套优惠价：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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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回忆版真题无答案：：2012-2016,2019 年 (少一题)

(政治学复试科目 18后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以上真题为考上的 19届研究生学姐当时

考研时收集的回忆版)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3 题）英语题目（2题）

3、行政管理专业 全套优惠价：90 元

(说明:本专业复试笔试参考书有变化为《公共行政学》（第三版），竺乾威主编，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之前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转型丛书》（第一辑 4 本）赵晖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1）复试笔试真题：《公共行政学原理》2004--2016 年,2018-2019 年 ，

答案 2013-2014 2016 年，10 元/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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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管理复试

重要说明：南师大 F022 复试科目参考书是公共行政学 竺乾威 复旦第 3 版。本套资料包含

相关真题笔记习题库。参考书不包含，如果有同学需要可以联系旺旺单独购买，优惠多多。

【适用专业】：公共管理（专业学位）复试

1、《真题答案》

（说明：历年真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源，通过研究历年真题能洞悉考试出题难度、题型和

规律，了解常考章节和重要知识点，有效指明复习方向提升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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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年学校采用的是远程面试，故没有笔

试真题）

1、F032 公共行政管理学、思想政治理论真题+答案 2013-2014，2016-2019 年

2、补充赠送参考学硕初试 公共管理学真题+答案 2004-2019

2、《重点笔记》

包含：公共行政学

3、习题解答（补充）（是对笔记的补充，为大家提供一个检验复习成果的途径）

包含：公共行政学

4、电子福利

确认收货后觉得资料满意好评后可赠送中英文自我介绍模版及参考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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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学院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01 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套优惠价：4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07，2009-2011，2013-2014 年

02 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全套优惠价：2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马克思主义发展简史》2007-2009 年

05 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2017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8 题）英语题目（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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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学院

法学学硕

重要说明：南师大复试科目参考书是马工程刑诉、民诉、宪法。本套资料包含往年三科相

关真题答案，马工程笔记，及往年面试题等内容。参考书不包含，如果有同学需要可以联

系旺旺单独购买，优惠多多。

【适用专业】：法学院-法学学硕

1、《真题答案》

（说明：历年真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源，通过研究历年真题能洞悉考试出题难度、题型和

规律，了解常考章节和重要知识点，有效指明复习方向提升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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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因特殊原因学校采取的线上面试，

笔试面化了，这边收集了几十位学长的题目给大家参考。学校不提供任何答案，本答案由

高分研究生学长精心整理。）

包含：2004 年-2015 年，2019 年-2021 年

2、《高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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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笔记对南师复

习方向、考点重点进行了全面系统整理，助力考生不再走弯路，直接命中考点复习。)

包含：宪法、民诉、刑诉，三科。

3、《往年面试题》

包含：刑法 5 题/民法 5 题/民诉 6 题/刑诉 5 题）英语题目（14题）

以上内容 1-3 项共 2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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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真题】：法学院-法学学硕

以下早年的学硕各专业复试笔试题大家可根据需要选择

1.法学理论 优惠价：30元

（1）复试真题：《中西法律思想史》2003-2009,2011 年

2.法律史 优惠价：30元

（1）复试真题：《中外法律思想史》2004-2011 年，2015 年

3.经济法学 优惠价：20元

（1）复试真题：《经济法学》2007-2010 年

4.国际法学 优惠价：20元

（1）复试真题：《国际经济法学》2007-2010 年

【适用专业】：法律硕士 1.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2.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说明：以下为法硕复试资料全套价格为 220 元

注意：2018 年以前法学与非法学复试是考一样的

一、真题答案

（说明：2020-2022 届学校采用的是远程面试，故没有笔试真题，本答案为本校优秀研究

生学姐整理。）

1.《法理学》真题 2003-2021 年 答案 2003-2020 年

2.F024 法理学（法学）复试真题 2018-2019 年 答案 2018 年

3.F023 法理学（非法学）复试真题 2008-2018 年 答案 2008-2018 年

二、高分笔记

（说明：南师考研复习时指定两本还是要以公老师书为主，很重要，法理学公丕祥书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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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条理清晰，新出了三版删除了一些内容，本笔记把二版三版教材变化对比进行了说明，

考上的学姐在二版基础上修订了三版内容，性价比很高。之前南师还指定了张文显法理学，

不过这本书也一直不是南师的重点，今年换成了马工程，此书较简单略看。）

1.《法理学》公丕祥笔记，157 页

2.《法理学》张文显笔记，100 页

三、课后习题和复习题库（补充）

（是对笔记的补充，为大家提供一个检验复习成果的途径）

1.《法理学》张文显，课后习题解析+复习题库及解析，200 页

2.《法理学》马工程，复习题库 120 页

四、赠送往年线下的复试宝典经验含民刑题目（5 页）

六、商学院

七、教育科学学院

1.金融学 全套优惠价：7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国际金融学》2002-2011、2013-2014、2016 年

2.企业管理 全套优惠价：5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管理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学》2005-2014 年

1.教育学原理 全套优惠价：4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教育理论综合》2004-2010 年

2.课程与教学论 全套优惠价：4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课程与教学论》2003-2009 年，1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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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比较教育学》2004-2009 年，10 元/年

4.学前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学前教育学与儿童发展心理学》2003-2012 2014 年

5.高等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高等教育学》2003-2009 年

6.成人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成人教育学》2003-2004，2006，2008-2009 年

7.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职业技术教育与科学技术概论综合》2003-2004、2006-2010

8.教育领导与管理 全套总价：1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教育管理学》2009-2010 年

9.德育学 全套优惠价：3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德育学》2004-2009 年

10.教育技术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信息化教育概论》2004-2010、2016 年

11.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套优惠价：5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教育经济学》2004-2012、2014、2016 年

12.小学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2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案例分析及教学设计》2014-2016 年

13、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1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科学技术教育案例分析》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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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国语学院

1.英语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套优惠价：12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英语语言学》2003-2011、2013-2014、2016 年，

答案：2003-2007 年，2010-2011，2013-2014

2.英美文学/美国文明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英美文学》2003-2011、2013、2015-2016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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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会发展学院

3.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汉译英与英文写作》2011 年，2014，2015-2016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9 题）

4.俄罗斯文学 全套优惠价：4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俄罗斯文学》2005-2006、2008-2010 年，10 元/年

5.俄语语言学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俄语语言学》2009-2010 年，10 元/年

6.法语翻译学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法语翻译学》2009-2010 年，10 元/年

7.法国文学 全套总价：2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法国文学》2008-2010 年，10 元/年

8.日本文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日本文学》2006、2008-2011、2014、2016 年，10 元/年

9.日语语言学 全套总价：50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日语语言学》2008-2010、2014、2016 年，10 元/年

1.社会学 01 方向社会学 全套优惠价：9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城乡社区发展研究》2004-2014、2016-2017 年（12 年为回忆版）

答案 2004-2011 年

2.社会学 02 方向民俗学 全套优惠价：5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民俗学专业综合》2007-2009、2011、201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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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3.考古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文物与博物馆基础》2004-2009、2016 年

4.中国史 全套总价：4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中国史综合》2013-2014、2016-2017 年

5.世界史 全套总价：20 元

（1）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世界史专业综合》2008-2009,2017 年

6.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90 元

复试真题无答案《社会工作专业综合》2011、2013-2014、2016-2019 年（18-19 为回忆版）

往年面试题经验 14页，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10题）

7.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2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考古学通论》2016 年

1.对外汉语 全套优惠价：120元

（1）复试真题：《中外语言学史（中外语言学简史）》2007-2013 年，2016，2019 年

（2）复试答案：《中外语言学史（中外语言学简史）》2011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4题）英语题目（13题）

2.汉语国际教育 全套优惠价：120元

（1）复试真题无答案：《语言学基础理论》2009-2011，2016-2019 年

（2）赠送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6 题）英语题目（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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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数科院

1.数学

数学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数学综合：近世代数、实变函数、计算方法、常微分方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上科目五选二，复试资料极难收集，可以参考历年以下复试真题：

1.基础数学 全套优惠价：80元

复试真题：《实变函数》2005-2010，10 元/年

《近世代数》2005-2011, 10 元/年

《实变函数与近世代数》2014 年，10 元/年（注：14 年试题为实变函数与近世

函数两部分类容在一张考卷上，考生选做任意一部分即可）

2.计算数学 优惠价：60元

复试真题：《计算方法（数值分析）》2003-2009、2011 年，10 元/年

3.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优惠价：30元

复试真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007-2009 年，10 元/年

4.应用数学 优惠价：40元

复试真题：《常微分方程》2006-2009、2011 年，10 元/年

5.运筹学与控制论 优惠价：40元

复试试题：《近世代数》2002-2009、2011 年，10 元/年

2.统计学/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全套总价：30元

复试真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007-2009 年，1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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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物科院

十三、化科院

十四、生科院

1.物理学 全套总价：50元

复试真题：《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2003-2011 年，10 元/年

1.化学 01 03 04 05方向 全套总价：80元

复试真题：《有机化学》2003-2012、2014 年，10 元/年

2.化学 2方向 全套总价：30元

复试真题：《分析化学》2007-2011 年，10 元/年

1.生物学

生物学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生物学综合，以下是往年的复试真题，大家根据需要购买

1.植物学 优惠价：60元

复试真题：《植物学》2004-2010、2013 年，10 元/年

2.动物学 优惠价：30元

复试真题：《普通动物学》2008-2009、2011 年，10 元/年

3.生理学 优惠价：40元

复试真题：《生理学》2006-2009 年，10 元/年

4.水生生物学 优惠价：30元

复试真题：《水生生物学》2006-2009 年，10 元/年

5.微生物学 优惠价：80元

复试真题：《微生物学》2003-2009、2011-2012、2014、2016 年，1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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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地科院

6.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试题：《遗传学》2003-2006、2008-2010 年，10 元/年

7.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优惠价：50元

复试真题：《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2004-2009、2011 年，10 元/年

8生态学、水产养殖 全套总价：30 元

复试试题：《普通动物学》2008-2009、2011 年，10 元/年

9.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全套优惠价：40 元

复试真题：《分析化学》2006-2009、2011 年，10 元/年

1.自然地理学 全套优惠价：80元

复试真题：《地貌学》2002-2010、2016 年，10 元/年 （复试科目近几年有变动，2017 年

为环境科学，2018 年为地球化学，近年复试真集很难收集，这些年份复试真题可做参考）

2.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专业今年三个方向复试科目为区域分析与规划，复试资料极难收集，以下历年复

试真题以作参考

1.人文地理 01方向 全套优惠价：70元

复试真题：《城市地理学》2003-2011、2016 年，10 元/年

2.人文地理 02方向 全套总价：30元

复试真题：《区域分析与规划（区域经济学）》2008-2009、2011、2016 年，10 元/年

3.人文地理 03方向 全套优惠价：50元

复试真题：《旅游学与旅游规划（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2005-2011、2016 年

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套优惠价：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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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音乐学院

复试真题：《高等数学》2004-2011 年， 2016 年（缺 1 页） 10 元/年

4.环境地理学 全套优惠价：60元

复试真题：《生态学（环境生态学）》2004-2011、2014、2016 年，10 元/年

5.地理环境遥感 全套优惠价：50 元

复试试题：《高等数学》2004-2010 年，10 元/年

6.测绘科学与技术

测绘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分方向复试科目为测量综合，复试资料极难收集，以下历年复试真

题可供参考：

1.摄影测量与遥感 全套总价：10元

复试真题：《测量学》（之前在初试考的）2009 年，10 元/年

2.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全套总价：10 元

复试真题：《测量学》（之前在初试考的）2009 年，10 元/年

7.旅游管理 全套优惠价：50 元

复试真题：《旅游学与旅游规划（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2005-2011、2016 年

8.土地资源管理 全套总价：10元

复试真题：《土地管理基础》2016 年，10 元/年

9.环境学院环境科学 全套优惠价：60元

复试真题：《生态学（环境生态学）》2004-2011、2016 年，10 元/年

1.音乐学院 全套总价：30 元

复试笔试原版真题无答案：《专业综合》2010、2016-2017 年，1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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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体育学院

十八、美术学院

十九、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1.体育学/体育教学专业学位/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80元

体育学/体育教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学位复试科目为体育保健学、运动训练学、专硕技术

面试以下历年复试真题可供参考原版真题无答案：

《体育管理学》2007-2009、2011、2014 年，10 元/年

《体育保健学》2007-2009 年，10 元/年

《运动训练学、专项技术面试》2003-2011、2014、2016 年，10 元/年

1.美术学专业

1 原版真题无答案：《古代汉语》2005-2006、2008-2010,2016 优惠价：40 元

2原版真题无答案：《西方美术史学史（西方艺术理论）》2005、2009、2011 年，2016 年

优惠价：40元

3 原版真题无答案：《书法理论》2009 年，10 元/年 优惠价：10 元

4 原版真题无答案：《美术教学论》2005-2006、2009 年，10 元/年 优惠价：10 元

2.设计学专业 全套优惠价：10元

原版真题无答案：《摄影理论》2009-2010 年

一、电气工程/能源动力(专业学位) 全套优惠价：30 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电子电路》2009-2011、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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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教师教育学院

1.学科思政 全套优惠价：50 元

往年面试题含专业课面试题目（10题）英语题目（10题）

2.学科语文 全套优惠价：3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语文教学综合基础》\《语文教学论》2002-2007、2009 年，2014，

3.学科英语 全套优惠价：4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英语教学综合基础（英语教学论和基础英语）》2002-2009 年、

2011-2012

4.学科历史 全套优惠价：4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历史教学综合基础（历史教育学）》2002-2006 年、2009

5.学科数学 全套优惠价：4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数学教学综合基础》2003-2006 年、2008-2010

6.学科物理 全套优惠价：3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物理教学综合基础》2003-2009,2011 年

7.学科生物 全套优惠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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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二十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十二、心理学院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生物教学综合基础（生物教学论）》2008-2009 年，2014

8.学科化学 全套优惠价：2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化学教学综合基础》2003、2005-2006 年，2014

9.学科地理 全套优惠价：20元

复试原版真题无答案《地理教学综合基础（地理教学论）》2003、2005、2009 年

复试真题： 《程序设计》2004-2008，10 元/年

1.心理学

心理学各方向复试科目为基础与应用心理学综合，以下历年真题可供参考

1.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40元
复试真题：《基础心理学综合（心理学综合考试）》2004-2009 年，10 元/年

2.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40元
复试真题：《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综合（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2004-2008 年，10 元/年

3.应用心理学 全套优惠价：120元
复试真题：《社会心理学综合（应用心理学综合）》2003-2009、2011 年，10 元/年

复试答案：《社会心理学综合（应用心理学综合）》2003-2009 年，10 元/年

2.应用心理（专硕） 全套总价：30元
复试真题：《人格心理学》2011-2013，1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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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链接

第一部分：购买流程

第二部分：资料清单（请挑选自己专业）

宝贝 10 元价格为基本价，实际价格以各专业清单为准，请找到自己专业。例如，中国

古代文学专业显示（“全套优惠价：80元”，则需要拍 8份。且在给卖家留言注明“中国

古代文学”。如不熟悉，请旺旺联系学长，拍错的一律不予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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