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教学院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教材选用表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19级汉语言文学（非师范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中国古代文学（四） 978-7-04-050108-7（上）
978-7-04-050109-4（中）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第二版 袁世硕、陈文新 吴强 马工程教材

2 中国文学批评史 978-7-04-050110-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第二版 黄霖、李春青、
李建中

陈先涛 马工程教材

3 比较文学 978-7-04-050105-6 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第二版 曹顺庆、孙景尧
、高旭东

刘康凯 马工程教材

4 训诂学与文献学 9787040484434  训诂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第二版 郭芹纳 丁俊苗

5 训诂学与文献学 9787101030709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 中华书局 2008年修订版 杜泽逊 丁俊苗

6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9787302549147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第2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 谭祖雪、周炎炎
编著

吴兵

7 美学 978-7-04-050091-2 美学原理（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尤西林 章杏玲 马工程教材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19级广告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广告摄影 9787518429943 广告摄影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0第4版 张西蒙 袁华

2 消费者行为与营销策略 9787111505501 消费者行为学：基于消费者洞察
的营销策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第1版 吴柏林 田淼琪

3 会展策划 9787313175946 会展策划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第1版 杨慧敏 雷若欣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 2019级学前教育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303178711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第
2版）

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
版社

2014年8月 吕耀坚、孙科京 朱小泉

2 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303217458 幼儿园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
版社

2020年12月 苟增强 刘建伟 朱小泉

3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 9787567595774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2版 施燕，韩春红 阮诗文

4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576002225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版 施燕 阮诗文

5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9787302519478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王萍 柳泳

6 三字书写 9787564749059 书法教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曹常青 胡传双

7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与应用 9787040502541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8 由显斌 左彩云 朱明

8 师幼互动方法与实践 9787307158344 师幼互动方法与实践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06 刘晓红主编 张平

9 亲子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9787309109085 0-3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与指导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陈雅芳 吴芸

10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ISBN：9787040419993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3月 李生兰 陶玮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19级广播电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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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港台电影赏析 9787106018238 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 王海洲 胡雪梦

2  微电影创作综合训练 9787302549185 微电影创作实录与教程（第二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李宇宁 张萌萌

3 广播电视节目策划与写作 9787309151251 电视节目策划学（第三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胡智锋 毛莎莎

4 电视新闻评论 9787309093377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第五版 丁法章 李亚萍

5 广播电视现场报道 9787504386953 大小屏现场直播报道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1.10第1版 宋晓阳 刘威 卜洪漩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 2020级汉语言文学（非师范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外国文学（一） 978-7-04-050106-3（上）  
978-7-04-050107-0（下）

外国文学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第二版 聂珍钊、郑克鲁
、蒋承勇

施小琼 马工程教材

2 民间文学  9787562239550  《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刘守华 陈建宪 徐兴菊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4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5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6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7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8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0级广告学（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9787040511758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第2版 李良荣 许洁

2 影视广告制作 9787115402585 影视广告设计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第1版 李静 刘畅

3 广告创意与策划 9787301303498 广告策划与创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第2版 刘刚田、田园 李文娟

4 市场营销学 9787300277868 市场营销学通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第8版 郭国庆 王莹

5 市场调查与分析 9787111552925 市场调查与预测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第1版 杨勇 张荣荣

6 广告文案写作 9787300270531 广告文案写作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第4版 郭有献 李艳

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8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9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10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11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12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13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9787546182230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黄山书社 2018 方习文 童明均、
王玉晶等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应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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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教育心理学 ISBN：9787303241576 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第3版 陈琦 刘儒德 张碧影

2 心理统计学 ISBN：9787303254262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第5版 张厚粲，徐建平 张碧影

3 实验心理学 ISBN：9787107335211 实验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年第2版 郭秀艳 邹长华

4 心理咨询理论 ISBN：9787117269261 咨询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年第3版 杨凤池 郑艳

5 变态心理学 ISBN：9787117267304 变态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1年10月 刘新民 甘超

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7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8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9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10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11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0级学前教育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学前儿童保育学 9787519123543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第三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年 唐林兰、陈威 陶玮

2 幼儿园课程 9787309147650 幼儿园课程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胡娟 柳泳

3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9787300260617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刘名卓 著，朱
家雄 编

倪冰

4 教育统计与测量 9787030666130 教育统计与测量 科学出版社 2021年第1版 梅松竹 吴芸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6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7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8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9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10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0级广播电视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导演基础 9787565725203 电视导演基础（第2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10.1 李思婳，李康 张萌萌

2 电视节目制作 9787301263396 电视节目制作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1.01 杨晓宏、李兆义 黄颖

3 播音与主持 9787565714771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12第1版 中国传媒大学播
音主持艺术学院

卜洪漩

4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9787300272146 新媒体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第3版 匡文波 王宇明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6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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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8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9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10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11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9787546182230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黄山书社 2018 方习文 童明均、
王玉晶等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  2020级网络与新媒体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传播学概论 978-7-04-054341-4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8 戴元光、石义彬 毛莎莎 马工程教材

2 新媒体写作 9787565723568 新媒体写作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喻彬 黄颖

3 新媒体报道与运营实务 9787115514714 新媒体写作与运营 中国邮电出版社 2019第1版 周展锋 卜洪漩

4 数据新闻可视化 978-7-300-26519-3 数据新闻概论（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第2版 方洁 邵晓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SBN  978-7-04-05662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夏明群等

6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辑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夏明群等

7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24-2 新视野大学英语(4)(读写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王钢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8 大学英语（4） 978-7-5135-9016-7 新视野大学英语(4)(听说教程  
智慧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智慧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方灵芝 等  非艺术、体育专业

9 大学英语（4） 978-7-5689-1670-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教程（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同乐等 方灵芝等 所有专业

10 大学英语（4） 978-7-5600-8516-6 实用大学英语阅读教程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同乐等 王钢等  所有专业

11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9787546182230 语言交际艺术与应用写作 黄山书社 2018 方习文 童明均、
王玉晶等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 2021级汉语言文学（非师范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中国古代文学（一） 978-7-04-050108-7（上）  
978-7-04-050109-4（中）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第二版 袁世硕、陈文新 曹栓姐 马工程教材

2 中国现代文学 9787040406849；
9787040406832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三版 朱栋霖 刘康凯

3 中国文化概论 9787303033768 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 张岱年、方克立 徐兴菊

4 中国现代文学  9787040464672；
9787040465808；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151-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朱栋霖 刘康凯

5 中国古代文学（一） 9787532530304；
9787532530311；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6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朱东润 曹栓姐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7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8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9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1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2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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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升本）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古代汉语 9787101132434；
9787101132441；

古代汉语（1-4册） 中华书局 2018年校定重排版 王力 雍淑凤

2 文学概论 978-7-04-054362-9 文学理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2020年（第二版） 王一川 文春凤 马工程教材

3 美学原理 978-7-04-050091-2 美学原理（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尤西林 章杏玲 马工程教材

4 民间文学  9787562239550  《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刘守华 陈建宪 徐兴菊

5 语文教学法 9787040159974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王文彦 蔡 明 江萍

6 教育学 ISBN：9787040509380 教育基本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第1版 编写组 叶磊 马工程教材

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ISBN  978-7-04-05662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周玲玲等

8 形势与政策 ISBN 978-7-5336-9123-3 形势与政策 安徽教育
出版社

周玲玲等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广告学（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9787309131420、D.898 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第3版 黄瑚 查华

2 广告文化学 9787303155002 广告文化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第1版 鞠惠冰 田淼琪

3 广告史 9787300285504 中外广告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第2版 何玉杰 李文娟

4 广告设计（1） 9787122288639 广告设计教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第1版 刘秀伟 周洪波

5 实用美术 9787562182894 设计基础构成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第1版 孙媛媛 石惠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7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8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9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1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2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学前教育 （本科）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教育学原理 978-7-04-050938-0 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教育学原理》编李瑛 马工程教材

2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9787309136333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第二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刘万伦 朱小泉

3 美术（二） 9787567227569 色彩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吴慎峰 曾鹏

4 幼儿教师口语 978-7-04-049805-9 幼儿教师口语(第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8 隋雯 高昕 袁凤琴

5 声乐 9.78731E+12 声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9 卢新予 伍和友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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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8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9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1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2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学前教育（师范专升本）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教师职业素养 9787567587588 综合素质·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周小虎 李瑛

2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303178711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2021年 吕耀坚、孙科京 朱小泉

3 学前儿童保育学 9787519123543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第三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年 唐林兰、陈威 陶玮

4 儿童简笔画与创作 9.78755E+12 学前教育专业简笔画基础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莫树桥 阮诗文

5 幼儿园课程 9787309147650 幼儿园课程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胡娟 柳泳

6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9.7873E+12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2 刘艳珍 马鹰 张平

7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576002218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张明红 张平

8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9787303213269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2017年 郭建 朱平

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ISBN  978-7-04-05662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周玲玲等

10 形势与政策 ISBN 978-7-5336-9123-3 形势与政策 安徽教育
出版社

周玲玲等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应用心理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西方心理学史 ISBN：9787810916578 西方心理学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许波 信中贵

2 发展心理学 ISBN：9787107323409 发展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6月 林崇德 朱平

3 大学文科数学 ISBN：9787040212198 大学文科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姚孟臣 唐徐飞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5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6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7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8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9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2021级广播电视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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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视采访 9787565723056 电视采访：融合报道中的人、故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年（第三版） 曾祥敏 胡雪梦

2 电视摄像（上） 9787307224995 电视摄像基础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10 李志方 张萌萌

3 广播电视史（上） 9787309124415 中外广播电视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郭镇之 史新燕

4 新闻传播与伦理法规 9787309131420、D.898 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第3版 黄瑚 查华

5 计算机平面设计 9787111668701 计算机辅助平面设计—人人都可以 P 和I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12 成振波、杨玲 任冰冰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7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8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9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1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2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盖章）：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专业： 2021级网络与新媒体 
序号 课程名称 书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版本 作者 任课老师

姓名
备注

1 网络传播发展史 9787300103761 网络传播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彭兰 胡雪梦

2 新闻采访 978-7-04-048502-8 新闻采访与写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罗以澄、丁柏铨、张邵晓 马工程教材

3 中国新闻事业史 978-7-04-054419-0 中国新闻传播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8 吴廷俊、哈艳秋 邵晓

4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9787300272146 新媒体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第3版 匡文波 李亚萍

5 网页设计与制作 9787111636465 新媒体网页设计与制作Dreamweave  C 基 、案 、技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第1版 周丽韫 陈立钢

6 影视摄像创作 ISBN：9787504382368 影视导演艺术教程(第2版）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9年第3版 潘桦等 王宇明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SBN  978-7-04-05662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年版 吴多智等

8 形势与政策 CN11-4677/D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时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 吴多智等

9 大学英语读写（2） 978-7-5135-5845-7(07)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杨小虎，赵勇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0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5135-5682-8(0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第三版 郑树棠总主编；
吴勇、 丁雅萍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1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73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读写
译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 第二版 庄智象 毛立群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2 大学英语（2）口语 978-7-5135-3080-4(01)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思辨·学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夏玉和 汪琳 等  
18人

非艺体对口专业

13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 9787302462897 新世界交互英语（第二版）视听
说学生用书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庄智象 王乐 汪琳 等  
18人

所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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