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1002梵文 《声明学论新注（1-2章）》 措如次朗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年3月 第1版

2001民族学通论

《民族学通论》 林耀华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年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宋蜀华、白振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

3001藏学

《格萨尔学史稿》 扎西东珠、王兴先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2年

《西藏民间文化若干问题研究》（藏文） 金果次平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09年（2015年精简版）

《藏族文化发展史》 丹珠昂奔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1年4月

《人类学通论》 庄孔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3002藏族历史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西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西藏通史》 陈庆英、高淑芬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

《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 孙林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年

《难迈的步伐：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 罗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2002文艺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 董学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一版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册） 张少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二版

《西方文学理论史》 董学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第一版

3003民间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国民间文艺学》 段宝林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 第一版

《藏族文化发展史》（上、下册） 丹珠昂奔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一版

《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 林继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 第一版

2003藏族文艺学

《诗学明鉴》 东嘎·洛桑赤列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7年 第十三版

《多识文丛·诗学理论卷》 多识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4年 第一版

《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 祁顺来、何峰编选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5年 第一版

3004藏族文论

《藏族文学概论》 多布杰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9年 第一版

《丹达拉然巴文集》 丹达拉然巴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一版

《藏族噶当文学研究》 丹增顿珠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18年 第一版

2004中国古典文献学综合卷（藏文）

《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 高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4年6月 第三版

《布顿佛教史》 布顿•仁钦竹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8年9月 第二版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 包和平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年5月
第一版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

3005古藏文文献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王尧  民族出版社 1992年2月 第一版

《青史》 郭•循努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1月 第一版

《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 巴桑旺堆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第一版

3006佛教文献

甘珠儿总目录（纳塘版） 莱隆谢贝多吉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一版

《丹珠尔目录》 崔成仁钦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8年12月 第一版

《青史》 郭•循努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1月 第一版

3007敦煌文献与古藏文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王尧、陈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第一版

《古代藏语教程》 郭须•扎巴军乃 民族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一版

《吐蕃古藏文考述》 多布旦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第一版

2005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第二版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008元明清文学

《元代文学史》 陈千帆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一版

《中国戏曲史》 《中国戏曲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第一版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明代小说史》 陈大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 第一版

《清代小说史》 胡益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第一版

《清代藏事诗研究》 顾浙秦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一版

3009明清文学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骆玉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一版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第一版

《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 袁世硕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一版

3010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

《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王小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一版

《中国音乐文学史》 朱谦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一版

《唐代音乐与文学》 肖占鹏、邓婷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 第一版

《宋代音乐文学研究》 修海林、孙克强、赵为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一版

2006藏语言文学综合卷

《诗学明鉴》 东嘎•罗桑赤列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7年5月 第二版

《智者入门》 巨•牟潘嘉扬南坚嘉措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8年10月 第一版

《司都文法详解》 嘎玛司都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5年9月

3011藏族文学

《藏族文学史》 恰嘎多杰才让等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 第一版

《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 祁顺来、何峰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8年3月 第二版

3012藏族文学与佛教文化

《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 凯珠杰格勒巴桑 民族出版社 1984年10月 第一版

《教派广论》 嘉木漾.协巴道吉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2年8月 第一版

《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姚卫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第一版

3013藏族文学与苯教文化

《西藏本（苯）教源流》（藏文） 夏察•扎西坚赞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年9月

《宗教源流史》（藏文） 图官•洛桑却吉尼玛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6月

《宗教学纲要》（藏文） 吕大吉著，单真卓扎、朗杰卓嘎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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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藏梵语言文学

《梵文基础读本》
（德）A.F.施坦茨勒著，季羡林译，

段晴、范慕尤续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 第一版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
（不含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年8月 第一版

《布顿佛教史》（藏文） 布顿·仁钦竹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8年9月 第一版

3015藏语言文字与藏语语法

《西藏文法四种合编》 吐弥三菩札等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年5月 第二版

《语言学概论》 华侃、索南才让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2月 第一版

《现代藏语语法通论》 吉太加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年9月 第一版

3016藏语方言与词汇

《语言学概论》 华侃、索南才让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2月 第一版

《藏语方言概论》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年7月 第一版

《藏语词汇学概论》 邓戈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1年 第一版

2007艺术理论

《艺术理论基础》 杨琪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第2版

《艺术学原理》 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艺术原理》 顾永芝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版

《艺术概论》 王宏建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 第1版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2版

3017音乐综合

《西方音乐史简编》 沈旋、谷文娴、陶辛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年 第1版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修订版） 钟子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6年 第1版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年 第2版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 汪毓和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年 第1版

《中国当代音乐》 梁茂春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 第3版

《西藏音乐史》 更堆培杰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版

《西藏当代音乐史论》 米玛洛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年 第1版

《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 觉嘎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9年 第1版

《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 田联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5年 第1版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音乐作品分析教程>》 钱仁康、钱亦平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年 第1版

3018美术综合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 葛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 第1版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阮荣春、胡光华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

《20世纪西藏美术史》 次旺扎西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8年 第1版

《藏族美术史》 康•格桑益西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5年 第1版

《西藏绘画史》 【德】大卫•杰克逊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1版

《西藏美术史》 张亚莎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

《藏传佛教绘画史》 于小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6年 第1版

《西藏美术史略》 丹巴饶旦、阿旺晋美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版

《西方美术理论文选》（上、下册） 迟轲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第1版

《图像的意义》 刘伟冬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年 第1版

2008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基础》 李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第4版

3019生物多样性概论 《生物多样性科学：原理与实践》 陈灵芝、马克平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 第1版

2009基础生态学 《基础生态学》 牛翠娟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7月 第3版

3020普通物理学 《普通物理学简明教程》 胡盘新，汤毓骏，钟季康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2版

2010环境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曲向荣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第1版

3021环境监测理论与技术 《环境监测》 奚旦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第5版

3022保护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原理》 蒋志刚、马克平 科学出版社 2014年

2011生态地学 《生态地学》 周启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第1版

3023环境地质学 《环境地质学》 潘懋、李铁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修订版

2012信息生态学 《信息生态学》 卢剑波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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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美）张康聪 ，陈健飞、张筱林（译） 科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第5版

3025可持续生态学 《生态可持续发展导论》 王洪等 东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41883 第1版

2013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 詹思延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7月 第8版

3026高原医学 《高原医学》 格日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第1版

3027健康教育学 《健康教育学》 傅华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8月 第3版

2014经济学理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 任意版本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 刘永佶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一版

《政府经济学》 郭小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三版

3028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 国家民委 民族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 刘永佶
中经文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 修订版

《西藏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房灵敏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1版

《西藏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图登克珠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1版

2015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宋蜀华、白振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

3029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1版

2016综合素质一

《藏文文法》 次多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大学藏语文》 小侠达娃次仁、小普布次仁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年

《计算机导论》 杨月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一版

3030计算语言学一

《藏文拼写形式语言及其自动机研究和应用》 尼玛扎西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藏语自然语言处理基本理论方法》 尼玛扎西 科学出版社 2020年

2017综合素质二

《现代汉语》 黄柏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增订六版（上、下）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严蔚敏、吴伟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C程序设计》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五版

3031计算语言学二

《计算语言学概论》 俞士汶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第一版

《统计自然语言处理》 宗成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二版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d5%b2%cb%bc%d1%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