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45 页 

2022 年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022 年哲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 

2022 年商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 

2022 年法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8 

2022 年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13 

2022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15 

2022 年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0 

2022 年文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2 

2022 年外国语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7 

2022 年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8 

2022 年历史学院近代史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9 

2022 年历史学院考古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1 

2022 年语言学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4 

2022 年工业经济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6 

2022 年民族学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7 

2022 年生态文明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40 

2022 年社会发展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41 

2022 年日本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43 

2022 年美国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44 

2022 年亚洲太平洋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45 

 

  



第 2 页 共 45 页 

2022 年哲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1   联系人：  许老师 

院系名称： 哲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519550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颜利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 

3.非洲哲学 

1.马工程教程《马克思主义哲

学》 

2.非洲哲学概况 

010102 中国哲学     

  儒家哲学 周勤勤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哲学史 

3.儒家哲学 

1.《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李

存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宋明理学》，陈来，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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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商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3   联系人：  林老师 

院系名称： 商学院   联系电话： +86-10-65268038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科研楼 823 邮编： 100006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120203 旅游管理     

  旅游与现代服务业 夏杰长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管理学原理 

3.旅游管理 

1.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戴维•韦弗，劳拉•劳顿，《旅游管理》（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四版），商

务印书馆，2015 年版。 

020204 金融学     

  国际金融与投资 裴长洪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金融学 

1.裴长洪主编，《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

6》，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2.[美]弗里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

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金融经济学 钟春平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1.Hal R. Varian, Microecono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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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学原理 

3.金融学 

2.N.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2015 

  金融理论与政策 何德旭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金融学 

1.裴长洪主编，《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

6》，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2.[美]弗里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

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金融理论与政策 汪红驹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金融学 

1.Carl E. Walsh,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The MIT Press) fourth edition, 2017; 

2.Jianjun Miao, Economic Dynamics in 

Discrete Time (The MIT Press) second 

edition, 2020; 

3.Yves Hilpisch, Python for Finance: 

Mastering Data-Driven Finance, 2018; 

4.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2009; 

5.黄达、张杰, 《金融学》（第五版）, 2020。 

  金融服务业 田  侃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金融学 

1.[美]弗里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

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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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兰克•J•法博齐，《金融市场与金

融机构基础》； 

3.罗斯，《公司理财》； 

4.弗兰克•K•赖利，《投资分析与组合

管理》。 

020205 产业经济学     

  服务经济学 荆林波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产业经济学 

江小涓等著：《服务经济——理论演

讲与产业分析》，2014 年，人民出版

社 

  流通理论与政策 依绍华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产业经济学 

1.《中国流通理论前沿》（5）（6）

（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产业经济学》： 苏东水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3.《流通原理》： 田村正纪著，吴小

丁、王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4.《流通概论》：夏春玉等著，东北

财经大学出版社； 

5.《中国流通产业运行问题——基于

产业组织及其制度的基础理论考

察》：何大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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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近五年人大复印资料《贸易经

济》。 

  互联网经济 李勇坚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产业经济学 

1.《比特经济》：舒华英著，商务印

书馆，2012； 

2.《互联网金融手册》：谢平等，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分享经济》：张新红，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16； 

4.《计算广告》：刘鹏、王超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5。 

120203 旅游管理     

  
旅游产业与休闲经

济 
宋  瑞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管理学原理 

3.旅游管理 

1.《旅游经济学》：宋海岩、吴凯、

李仲广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2010 年； 

2.《休闲学》：郭鲁芳，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2 年； 

3.《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维尔

著，聂小荣，丁丽军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 年。 

020203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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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理论与政策 闫  坤 

1.汉语及中国

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财政学 

1.哈维·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佩吉·马斯格雷

夫：《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3.闫坤等著：《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

政策分析（2008-2009）》、《中国宏

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2010-

2011）》、《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

策分析（2012-2013）》、《中国宏观

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2014-

2015）》、《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

策分析（2016-2017）》，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4.闫坤主编：《新中国财政学研究 7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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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法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4   联系人：  于老师、赵老师 

院系名称： 法学院   联系电话： +86-10-64054224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十五号 邮编： 100720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101 法学理论     

  法理学、法律社会学   胡水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法理学 

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法理学 贺海仁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法理学 

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2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比较法制史 张  生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法律思想史 

3.中国法制史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与民主理论 李  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法理学  

3.宪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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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学 

莫纪宏 

翟国强 

刘小妹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法理学  

3.宪法学 

 

  行政法学 
周汉华 

吕艳滨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行政法学 

3.宪法学 

 

  中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 李洪雷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行政法学 

3.宪法学 

 

030104 刑法学     

  中国刑法学 

刘仁文 

李卫红 

何庆仁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 刑法学 

3.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 邓子滨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刑法学 

3.刑事诉讼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物权法、侵权法 孙宪忠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民法总论、破产法、保险法 邹海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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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债权法、侵权责任法 龚赛红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民法总论、债权法 谢鸿飞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亲属法 薛宁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债权法 张广兴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民法总论、合同法、物权法 朱广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民法总论、合同法、数据法 姚  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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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法学 徐  卉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民事诉讼法学 

 

030107 经济法学     

  公司法、证券法 陈  甦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证券法 陈  洁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社会

法基本理论 
谢增毅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经济法总论、财税金融法 席月民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金融法、公司法 赵  磊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商法学、经济法学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法 刘洪岩 1.汉语及中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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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理学 

3.环境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 
朱晓青 

柳华文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公法 

3.国际人权法 

 

  国际私法 沈  涓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公法 

3.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 刘敬东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公法 

3.国际经济法 

 

0301Z2 ★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版权

法 
李明德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 管育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法学 

3.知识产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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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5   联系人：  翁老师 

院系名称： 政府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1360379 

通讯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 11 号 邮编： 102488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201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与当代中

国政治发展 

周少来 

王炳权 

柴宝勇 

樊  鹏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

言》；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五

月十八日》；马克思：《法兰西内

战》； 

列宁：《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

析》、《论人民民主专政》、《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

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二、三卷）； 

  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 
张树华 

唐  磊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3.比较政治学 

  行政管理 贠  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3.行政管理 

  政党政治 田改伟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3.中外政党制度 

  政府政策与公共治理 蔡礼强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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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政策分析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

析》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塞缪

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罗伯特·达

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

版社 1987 年版。 

“社会保障”研究方向主要参考书：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

主义的三个世界》；贝弗里奇：《贝

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

务》。 

  社会保障 薛在兴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政治学理论 

3.社会保障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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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6   联系人：  刘老师 

院系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5195690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史 
姜  辉 

吕薇洲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林建华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世界社会主义 潘金娥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国外左翼政党与社会主义运动 于海青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程恩富 1.汉语及中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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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政治经济学 

  
中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政策 
程恩富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

学比较研究 
余  斌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侯为民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政治经济学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 李慎明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研究 桁  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思

潮研究 
张小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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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辛向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金民卿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理论热点问题 樊建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龚  云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钟  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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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刘志明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 贺新元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 郑一明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国外马克思主义 

 

0305Z1 党的建设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邓纯东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

论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陈志刚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

论 

 



第 19 页 共 45 页 

  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 戴立兴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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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8   联系人：  李老师 

院系名称： 国际关系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519576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20105 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宇燕 

冯维江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宏观经济学 
姚枝仲 

张  斌 

1.2.同上 

3.国际宏观经济学 
 

  国际金融 
高海红 

徐奇渊 

1.2.同上 

3.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 东  艳 
1.2.同上 

3.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王永中 

高凌云 

1.2.同上 

3.国际投资 
 

  发展经济学 毛日昇 
1.2.同上 

3.发展经济学 
 

  开放宏观经济计量 刘仕国 1.2.同上  



第 21 页 共 45 页 

3.开放宏观经济计量 

030207 国际关系     

  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 袁正清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关系理论 

3.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徐  进  

  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 薛  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 徐秀军  

  网络空间安全与国际治理 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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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文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09   联系人：  张老师 

院系名称： 文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5195461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50101 文艺学     

  
文艺理论与媒介

研究 
陈定家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

商务印书馆，2000 年 

  文艺基础理论 丁国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 

▲ 陆贵山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选讲》（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 丁国旗著：《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

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年 

050104 
中国古典文

献学 
    

  宋辽金元文献 郑永晓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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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辽金元文献 ▲ 刘扬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宋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版 

▲ 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

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 黄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论》，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3 年版 

  唐宋文学与文献 陈才智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唐宋文学与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4 年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050105 
中国古代文

学 
    

  中国古代文论 王秀臣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中国文学批评史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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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商

务印书馆，2010 年 

▲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商

务印书馆，2015 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文学 
吴光兴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

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王运熙、杨明著：《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 王运熙、杨明著：《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唐宋文学 刘  宁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唐宋文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4 年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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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及海外

汉学 
石  雷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明清文学及海外汉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

书馆，2011 年 

▲ 罗宗强著：《明代文学思想史》，中

华书局，2019 年 

▲ 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商务

印书馆，2010 年 

▲郭英德著：《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2 年 

050106 
中国现当代

文学 
    

  中国当代小说 李建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现代小说理论与当代小

说评论写作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

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 李建军著：《小说修辞研究》，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三联书店，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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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研

究 
周亚琴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中国当代文学及新诗史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

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050108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文学人类学 谭  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 

3.文学人类学前沿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

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叶舒宪著：《文学人类学教程》，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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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外国语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10   联系人：  潘老师 

院系名称： 外国语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519558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汉英诗歌翻译 傅  浩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汉英诗歌常识 

3.英汉互译 

 

  
英语现当代文论、

英国文化研究 
徐德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西方现当代文论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当代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汉学 
侯玮红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俄罗斯文学史 

参考书目：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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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11   联系人：  王老师 

院系名称： 新闻传播学院   联系电话： +86-10-87791662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9 号 邮编： 100021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50301 新闻学     

  
应用新闻学、智能传

播与社会发展 
漆亚林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媒体融合与智能传播 

3.新闻传播实务 

 

050302 传播学     

  
新媒体传播、视觉传

播、传媒与社会治理 
罗自文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传播学史与传播理论 

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1.能够运用汉语进行沟通与写作 

2.掌握基本的媒介分析理论与方法 

3.了解媒介产业的运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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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历史学院近代史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12-202   联系人：  冯老师 

院系名称： 历史学院近代史系   联系电话： +86-10-8742091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 1 号 邮编： 100101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60200 中国史     

  台湾史 
李细珠 

褚静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3.台湾史 

 

  中外关系史 

葛夫平 

陈开科 

戴东阳 

侯中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3.中外关系史 

 

  中华民国史 罗  敏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3.中华民国史 

 

  中国近代政治史 
李细珠 

马忠文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3.中国近代政治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 卞修跃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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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近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思想史 
邹小站 

贾小叶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近现代史 

3.中国近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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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历史学院考古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012-204   联系人：  雷老师 

院系名称： 历史学院考古系   联系电话： +86-10-874209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 1 号 邮编： 100101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60100 考古学     

  
中国新石器时

代考古 

陈星灿 

李新伟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考古学通论 

3.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6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 

2.《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0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3.《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4.《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5.《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6.《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编著。 

  夏商周考古 
王  巍 

施劲松 

1.2.同上 

3.夏商周考古 
同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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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良高 

许  宏 

  汉唐考古 

朱岩石 

董新林 

刘振东 

刘  瑞 

1.2.同上 

3.汉唐考古 
同上 1-6 

  古文字学 
冯  时 

严志斌 

1.2.同上 

3.古文字学 

同上 1-6 

“古文字学”方向另加参考书：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高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古文字类编》，高明，中华书局，1980 年。 

  
中国古代玉器

研究 
刘国祥 

1.2.同上 

3.中国古代玉器考古 

同上 1-6 

“中国古代玉器考古”方向另加参考书： 

《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 

杨虎、刘国祥、邓聪，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

年；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古方，科学出版社，2005 年；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

度）》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12 年； 

《瑶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3 年； 



第 33 页 共 45 页 

《反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 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5 年； 

《殷墟妇好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

出版社，1989 年。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文物出版社，1980

年。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植物考古 王树芝 
1.2.同上 

3.植物考古 

同上 1-6 

“植物考古”方向另加参考书：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 理论、方法和实践》， 科

学出版社，2010 年。 

Deborah M. Pearsall. 

《Paleoethnobotany-A Handbook of Procedures》. 2nd 

Edition. Academic Press, Inc., San Diego. 2000. 

  遥感考古 刘建国 
1.2.同上 

3.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同上 1-6 

  冶金考古 刘  煜 
1.2.同上 

3.夏商周考古 
同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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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语言学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104   联系人：  张老师 

院系名称： 语言学系   联系电话： +86-10-8519538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音学 
李爱军 

胡  方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实验语音学 

3.语言学理论 

 

  

汉语句法学 胡建华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句法学 

3.语言学理论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张伯江 

方  梅 

王灿龙 

储泽祥 

项开喜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现代汉语 

3.语言学理论 

 

  

汉语历史语法 
杨永龙 

赵长才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汉语史 

3.语言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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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学 

沈  明 

谢留文 

刘祥柏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古代汉语 

3.汉语方言学 

 

  

汉语史 王志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汉语史 

3.语言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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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工业经济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402   联系人：  赵老师 

院系名称： 工业经济系   联系电话： +86-10-68016879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6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包容性绿色增长 李  钢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经济学原理 

3.工业经济学 

 

120201 会计学     

  
人工智能与财务分

析 
张金昌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管理学原理 

3.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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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民族学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504   联系人：  刘老师 

院系名称： 民族学系   联系电话： +86-10-6893233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院 6 号楼 邮编： 100081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303 人类学     

  当代人类学 张继焦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跨文化研究 

3.中华传统文化 

 

030401 民族学     

  世界民族 周少青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世界民族 

3.区域国别 

 

1.要求提供详细的前期学术科研

情况材料和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汉人社会、海外华

人 
曾少聪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族学概论 

3.中华文化概论 

1.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2. 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2 版。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

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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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中国民族文化 王剑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族学概论 

3.中国民族研究 

 

  
气候变化与民族地

区可持续发展 
蒋  尉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民族学概论 

3.中国民族研究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类型学 黄成龙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中国语言文字 

3.中国语言研究 

1.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

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 

2. 陈其光编著，《中国语文概要》，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3. 戴庆厦，《语言调查教程》，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4. 李宇明主编，《当代中国语言学

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9年。 

  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李云兵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语言学概论 

3.汉藏语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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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民族文献语言学 孙伯君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语言学概论 

3.文献学概论 

1.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

论》，中华书局，1987 年。 

2.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

书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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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生态文明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507   联系人：  罗老师 

院系名称： 生态文明研究系   联系电话： +86-10-652656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7 号 邮编： 100710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202Z1 城市经济学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理论与方法（城市

经济理论与方法） 

单菁菁 

李恩平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综合考核  
 

  
绿色城镇化与区域

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

可持续发展（城市

经济发展战略、城

市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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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发展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508   联系人：  张老师 

院系名称： 社会发展系   联系电话： +86-10-85195422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30301 社会学     

  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  张  翼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 

 

  发展社会学 沈  红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发展社会学 

 

  社会政策 葛道顺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社会政策 

 

  
志愿服务、青年与网络 

 
田  丰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志愿服务、青年与网络 

 

  社会保障 房连泉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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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法 余少祥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社会法 

 

  社会治理 韩克庆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 

3.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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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日本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602   联系人：  杜老师 

院系名称： 日本研究系   联系电话： +86-10-64039028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 100007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202 国际政治     

  
日本国家战略、中

日关系研究 
杨伯江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当代日本 

3.中日关系 

仅招收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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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美国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605   联系人：  邵老师 

院系名称： 美国研究系   联系电话： +86-15201113147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北楼 邮编： 100007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202 国际政治     

  
美国政治与中美关

系 
刘卫东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美国政府与政治 

3.当代中美关系 

1.李道揆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

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版。 

030207 国际关系     

  

东北亚国际关系 李  枏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政治理论 

3.东北亚国际关系 

1.王传剑著：《双重规制：冷战后

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2.可参考任何国家出版的《近现

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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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亚洲太平洋研究系国际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代码： 607   联系人：  马老师 

院系名称： 亚洲太平洋研究系   联系电话： +86-10-189114359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 100007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备注 

030206 国际政治     

  亚太政治 董向荣 

1.汉语及中国概况 

2.国际政治理论 

3.亚太政治 

1.《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

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 

2.《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

觉》（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

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