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2023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材及教学资料选用汇总表

序号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教师姓名 教师工号 教材名称 作者 版别 出版社 出版时间 ISBN 类别

1 人文与艺术学院 经济哲学专题 0305J22004 专业必修课
朱敏，谷

飙

20160191,

20074089
经济哲学 刘敬鲁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 9787300097657 其他境内教材

2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中国哲学思想专题 0303042006 专业选修课 李国斌 20180283 中国哲学史（上下）
方克立、郭齐勇、冯达文

、陈卫平、孙熙国
第二版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6月 9787010108414

马工程重点教

材

3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现代逻辑 0305J22011 专业选修课 付敏 20130122 逻辑学 何向东等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2月 9787040500899
马工程重点教

材

4 人文与艺术学院 教学测试与评估
0552003039

专业必修课 周利云
20130134 教育学原理 项贤明、冯建军、柳海民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1月 9787040509380

马工程重点教

材

20130134 教学测试与评估 张洁编著 第一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9787307192119 其他境内教材

5 人文与艺术学院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0552003034 专业必修课 郑莉娟 20180235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吕必松 第五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9787301126011 其他境内教材

6 人文与艺术学院 教学调查与分析
0552003037

专业必修课 刘晓晶 20083121

教育学原理 项贤明、冯建军、柳海民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1月 9787040509380
马工程重点教

材

课堂教学分析：理论视角 殷晓静 第一版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9787565127816 其他境内教材

7 人文与艺术学院 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 0552003035 专业必修课 胡朗 20200295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 叶军 第一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4月 9787513557801 其他境内教材

8 人文与艺术学院 多媒体课件制作 0552003014 专业选修课 王征 20074013 多媒体课件制作 沈士强、朱以强 第二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9787303208487 其他境内教材

9 人文与艺术学院 科研伦理与学术论文写作 0552003055 专业选修课 涂庆红 20061045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设计与论文

写作
周小兵 第一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7月 9787521327168 其他境内教材

10 人文与艺术学院 汉语国际劳动力市场与职业伦理 0552003058 专业选修课 牟方志 20110111 国际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就业 曹宗平 第一版 科学出版社 2015年6月 9877030435637 其他境内教材

11 人文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与伦理 0552003024 专业必修课 李应红 20041018 新闻传播法教程 魏永征 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9787300269436 其他境内教材

12 人文与艺术学院 融媒策划与营销传播 0552003007 专业必修课 孙莉 20041025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 龙思思 第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9787300297408 其他境内教材

13 人文与艺术学院 商务英语翻译 0552003009 专业必修课 黄志华 20013008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 段云礼 第三版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9787566320179 其他境内教材

14 人文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0552003060 专业必修课 杨霜 20074103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刘海龙 第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2月 9787300086293 其他境内教材

15 人文与艺术学院 财经新闻研究与实践 0552003021 专业选修课 何春梅 20150163 国际财经新闻知识与报道 周乃蓤 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年3月 9787302313519 其他境内教材

16 人文与艺术学院 论文写作训练 0552003048 专业选修课 谢林子 20200296 整合营销传播 肯尼思•克洛 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9787204039388
马工程重点教

材

17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现代经济学理论及实践 0305J22014 专业选修课 刘金石 20074011 西方经济学 颜鹏飞,刘凤良,吴汉洪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
2019年9月

9787040525533（上)

9787040525540（下)

马工程重点教

材

18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现代经济学理论及实践 0552003012 专业选修课 刘金石 20074011 西方经济学 颜鹏飞,刘凤良,吴汉洪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
2019年9月

9787040525533（上)
9787040525540（下)

马工程重点教
材

19 人文与艺术学院 对比语言学 0552003057 专业选修课 卢俊霖 20220462 对比语言学十讲 朱磊，杨春雷，许余龙 第一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年9月 9787544657617 其他境内教材

20 人文与艺术学院 礼仪与国际关系 0552003059 专业选修课 杨霜 20074103 涉外礼仪教程 金正昆 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9787300256580 其他境内教材



21 人文与艺术学院 国际传播研究 0552003052 专业选修课 李城 20180141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 戴元光、石义彬 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8月 9787040543414
马工程重点教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