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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Legal Basis）

执 笔 者：潘燕华讲师/博士/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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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学时 。其中：其他 7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二、课程简述

1.课程主要内容

《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面向大学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价

值取向，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要内容，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增强学法、用法的

自觉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修养和法律素养。

本课程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等方面的教育为主要内

容，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导、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的一门公共必修课。

2.课程学习目的和任务

学习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从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

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

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

3.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责任意识、法律精神。加强大学

生的历史使命感，凝心聚力跟党走，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树立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思想道德高尚，展现当代大学生

的风采；法律意识牢固，具有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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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4：法律意识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了解国家法律体

系，依法办事，具有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核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知识目标：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要求；明晰人生价值

的正确判定标准；进一步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深刻理解崇高的理想信念对

大学生的意义；深刻理解道德的功能，理解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与内涵；了解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理解法律权威、法治观念的内涵和要求。

2．能力目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科学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

德情操和规范的行为方式；增强道德意识，对职业道德有进一步的体验，为做好新时代的建

设者做好意识上的准备；增强法律意识，尊重法治权威，善用法律思维。

3．价值观目标：锤炼价值观，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高度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表现考核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平时表

现考核含网络学习、课堂表现、考勤纪律、平时作业等。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60%，平时表现占 4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重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

难点：把自己的成长与新时代、民族复兴统一起来

第一讲 绪论：翻开人生新篇章

一、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中国发展的新方位

（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二、新时代的时代新人

（一）新时代大学生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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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三、适应人生新阶段

（一）认识大学生活特点，提高独立生活能力

（二）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培养优良学风

（三）确立成才目标，塑造崭新形象

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一）认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

（二）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

重点：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难点：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第二讲 人生的青春之问

一、人生观

（一）人生与人生观

（二）人生与社会

（三）人生观的内涵与作用

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一）人生观的科学内涵

（二）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

（三）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四）正确认识人生价值

（五）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三、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一）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二）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

（三）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四、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一）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

（二）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

（三）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

重点：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难点：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第三讲 坚定理想信念

一、理想信念的内涵

（一）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二）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三）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二、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一）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三）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三、在中国梦的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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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立志高远与始于足下

（三）认清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四）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四、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重点：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难点：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第四讲 弘扬中国精神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一）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二）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三）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一）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价值

（三）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四）做忠诚的爱国者

三、改革创新，扬起青春风帆

（一）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二）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三）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难点：扣好人生的扣子

第五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基本内容

（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二、大学生要坚定价值观自信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蕴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一）扣好人生的扣子

（二）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第六讲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一、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二）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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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的历史发展

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三、继承与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一）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三）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

四、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一）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二）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

五、积极投身崇高向善的道德实践

（一）社会公德

（二）职业道德

（三）家庭美德

（四）个人品德

重点：积极投身崇高向善的道德实践

难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第七讲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一、法律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一）法律的词源与涵义

（二）法律的本质与特征

（三）法律的产生与发展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一）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

（二）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三、我国的宪法与法律部门

（一）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二）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三）我国的程序法律部门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意义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四）加强宪法实施，落实依宪治国

六、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一）法治思维的含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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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三）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

七、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一）尊重法律权威的意义

（二）尊重法律权威的的基本要求

八、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一）法律权利

（二）法律义务

（三）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九、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一）政治权利与义务

（二）人身权利与义务

（三）财产权利与义务

（四）社会经济权利与义务

（五）宗教信仰及文化权利与义务

十、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一）依法行使权利

（二）依法救济权利

（三）尊重他人权利

（四）依法履行义务

重点：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难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讲授、问题研讨、案例讨论、学生上

台展示、模拟情景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借助易班优课建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易班优课公共课群，供一年级学生进行网络在线拓展式学

习与学习水平自测。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

业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课

外

其

他

小

计
（1）教学日历必须与本大纲

的教学内容、各讲小计学时一

致。

（2）其他环节指视频教学、

课堂分享、课堂作业、课堂讨论、

辩论、演讲等教学形式。具体由

任课老师自行确定，但以上各形

式学时之和不得超出课程总学

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

间）。

第 1讲 翻开人生新篇章 3 1 4

第 2讲 人生的青春之问 7 1 8
第 3讲 坚定理想信念 7 1 8
第 4讲 弘扬中国精神 5 1 6

第 5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3 1 4

第 6讲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
7 1 8

第 7讲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9 1 10
合计 41 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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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 年修订）.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二）教学参考书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北京 2018

[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北京 2018 再版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2018 版）北京 2018

[4] 吴潜涛，陈大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教学案例解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6.

[5] 曹美菊，鲍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训教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1.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

涵，联系大学生的成才目标，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让学生

辩证地看待问题，深刻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增强“四个自信”。联系个人的思

想实际，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真正确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根据社会热点、学生疑难与教师科研背景、学生专业背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灵活

采用教学手段与方法。

3.利用课程丰富的视频资源和易班优课网站进行情景式教学、互动教学、启发式教学，

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

4.加强课堂管理，可通过在线测试与随机抽查点名等方式进行到课率检查。

（二）网络学习环节

网络教学不得挤占课堂教学学时。按教育部要求积极推行网络辅助教学，将网络学习环

节为平时表现列入平时成绩。引导和鼓励学生在易班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网络互

动课程中学习，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

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本环节任课老师可以不参与操作，但要告知学生网络学习作为平时成绩评定的参考。具

体由课程网站负责人在期末提供数据给任课老师作为平时成绩评定时参考。

（三）实践教学环节

按照教育部规定，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统一规定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划出 2 学分（32 学时）作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实

践学分，各门课程负责人拟定本课程的实践主题、形式、要求，汇总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大纲》，由“概论”课老师负责布置实践任务和指导学生实践和完成实践作品，原则上

由“概论”课教师负责评阅和输入成绩，并提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计划》、《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总结》。

（四）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指视频教学、课堂分享、课堂作业、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等教学形式。具体

由任课老师自行确定，并填入教学日历对应栏内。但以上各形式的学时之和，不得超出课程

总学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https://book.jd.com/writer/%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ae%a3%e4%bc%a0%e9%83%a8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90%b4%e6%bd%9c%e6%b6%9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5%a4%a7%e6%96%8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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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Syllabus On “The Outline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执 笔 者：吴新奇 /副教授/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 学时。其中：其他 9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简述

1.课程主要内容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 1840 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

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

成一个持续走向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2.课程学习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增强爱国主义 思想感情，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3.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坚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民族精神、忧患意识，铭记历史，以史为镜，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四个自信”；理论联系实际，能用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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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核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知识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掌握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政治控

制、经济掠夺、军事侵略、文化奴役，使中国一步一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史，

了解掌握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斗争史，了解掌握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

2.能力目标：主要考核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3.价值观目标：主要考核学生是否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懂得中国革命的必要性、

正义性、进步性；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以党的指导思想

作为自己行动指南。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表现考核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平时表

现考核内容包括网络学习、课堂互动、考勤纪律、平时作业等。

（三）成绩评定

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教师可根据个人教学实际适当加大

平时成绩比例，但要提供与平时成绩评定相关的资料（如考勤、平时作业、平时测试）。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讲 导论

一、课程主要内容介绍

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目的与意义

三、课程学习与考核要求

重点：课程学习目的与意义

难点：近代中国由盛转衰原因

第二讲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二、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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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五、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六、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重点：了解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后果

难点：反侵略战争的意义

第三讲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二、洋务运动的兴衰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重点：了解近代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难点：为何无论农民战争、地主阶级的改良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都不能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

国家富强。

第四讲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二、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

重点：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难点：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第五讲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重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历史意义

难点：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第六讲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对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重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容

难点：20 世纪 30 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的原因

第七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二、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五、抗日战争胜利原因及其意义

重点：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难点：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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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二、国民党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中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四、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五、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重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

难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九讲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三、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重点：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与具体经验

难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第十讲 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良好的开局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三、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重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

难点：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出现的曲折

第十一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一、历史性的曲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难点：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转折

第十二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怎么样的历史性变革？

难点：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讲授、问题研讨、学生上台展示、模拟

情景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借助易班优课建立《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易班优课公共课群，供一年级学生进行网络在线练习与测试；课程负责人借助

雨课堂、优质课程网站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试点，以培养学生搜集资料、课件制作、

语言表达、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团结协助等多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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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课

外

其

他

小

计

第 1讲 导论 2 2 （1）教学日历

必须与本大纲

的教学内容、

各讲小计学时

一致。

（2）其他环节

指视频教学、

课堂分享、课

堂作业、课堂

讨论、辩论、

演讲等教学形

式。具体由任

课老师自行确

定，但以上各

形式学时之和

不得超出课程

总学时的 20%
（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第 2讲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5 1 6
第 3讲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5 1 6
第 4讲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3 1 4

第 5讲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3 1 4
第 6讲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3 1 4
第 7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5 1 6
第 8讲 为新中国而奋斗 3 1 4
第 9讲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2 2
第 10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3 1 4

第 11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与接

续发展
2 2

第 12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3 1 4
合计 39 9 4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 年修订）.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二）教学参考书

[1] 毛泽东选集（1-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邓小平文选（1-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江泽民文选（1-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995

[5]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 张岂之. 中国历史·清民国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11] 林华国. 近代历史纵横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 长沙：岳麓书社，2000

[13]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2005

[14] 李新. 中华民国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 李时岳、胡滨. 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美）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17]（美）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18]（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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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逄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0]（英）迪克•威尔逊. 周恩来.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1]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2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4]丁永隆．南京政府的覆亡．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1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要以

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联系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和世界大势认识中国问题。

要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正确认识“四个选择”的必然性和必要

性。要把昨天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联系起来，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正确认识中国

社会的发展变化。引导学生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紧密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增强辨别是非

的能力，真正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根据社会热点、学生疑难与教师科研背景、学生专业背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灵活

采用教学手段与方法。

3.利用课程丰富的视频资源和易班优课网站、雨课堂等进行情景式教学、互动教学、翻

转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

4.加强课堂管理，可通过在线测试与微信二维码扫描等方式进行到课率检查。

（二）网络学习环节

网络教学不得挤占课堂教学学时。按教育部要求积极推行网络辅助教学，将网络学习环

节作为平时表现之一计入平时成绩。引导和鼓励学生凭借易班优课网完成《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网络话题讨论、课外知识学习、基本知识测试、课程实践作业互评等网络学习任务。

（三）实践教学环节

1.按照教育部规定，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统一规定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划出 2 学分（32 学时）作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

实践学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实践主题、形式、要求请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大纲》（《纲要》实践教学）。

2.实践内容要符合课程内容，体现课程特色，注意与其他思政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协同，

尽量避免实践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重复或雷同，从源头上杜绝学生实践作业重复使用。

3.实践作业可采用多种形式，其中调查报告、创新论文类作业字数要求不少于 1500 字，

参观、访谈等实践活动原则上要有相片证明或录音视频资料佐证。

（四）期末考试环节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内容着重考察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科

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五）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指视频教学、课堂分享、课堂作业、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等教学形式。具体

由任课老师自行确定，并填入教学日历对应栏内。但以上各形式的学时之和，不得超出课程

总学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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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The principle of Marxism

执笔者：邝丽华讲师/教研部主任

审核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其中：其他 7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有法律基础

后续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简述

1.主要内容

该课程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该课程在内容上紧紧围绕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

2.教学目的与任务

目的是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社会主义的

本质和基本特征，深刻认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坚定

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增强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责任感。

3.人才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所以要求学生学好理论，增强社会责任感，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识别和抵制错误

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用

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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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表现考核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平时表

现考核含网络学习、课堂表现、考勤纪律、平时作业等。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60%，平时表现占 4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的鲜明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四、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重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难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第一讲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一、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1、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3、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二、物质的联系和发展

1、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3、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4、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三、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1、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2、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3、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重点：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难点：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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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一、实践与认识

1、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2、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3、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二、真理与价值

1、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绝对性

2、真理的检验标准

3、真理和价值的辨证统一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

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3、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重点：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难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互关系。掌握这一原理对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意义

第三讲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一、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4、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2、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重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难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系问题

第四讲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一、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1、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2、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3、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4、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二、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2、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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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主义所有制

4、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5、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三、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1、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2、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重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与经济危机

难点：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论剥削的新变化

第五讲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资本主义从自由竟争到垄断

2、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二、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2、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2、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重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实质、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后果

难点：资本输出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

第六讲 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发展

一、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2、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3、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

4、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动力

二、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1、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2、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三、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1、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2、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3、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开拓前进

重点：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

难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七讲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一、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1、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2、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二、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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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2、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2、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重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难点：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讨论法：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良。

辩论法：通过辩论赛，提高学生政治觉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手段：课堂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直观、感性理解抽象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课外利用网络的易班，了解学生的思想，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各种能

力。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

业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课

外

其

他

小

计

（1）教学日历必

须与本大纲的教

学内容、各讲小

计学时一致。

（2）其他环节指

视频教学、课堂

分享、课堂作业、

课堂讨论、辩论、

演讲等教学形

式。具体由任课

老师自行确定，

但以上各形式学

时之和不得超出

课程总学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

人类解放的科学
2 1 3

第1讲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8 1 9

第2讲 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5 1 6

第3讲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8 1 9

第4讲 资本主义本质及规律 8 1 9

第5讲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8 1 9

第6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 1 1 2

第7讲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

现
1 1

合计 41 7 4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二）教学参考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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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习近平.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任课老师：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

学活动等教学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完成课堂学习，加强课堂纪律管理。

（二）网络学习环节

网络教学不得挤占课堂教学学时。按教育部要求积极推行网络辅助教学，将网络学习环

节为平时表现列入平时成绩。引导和鼓励学生在易班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网络互动课

程中学习，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课程

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本环节任课老师可以不参与操作，但要告知学生网络学习作为平时成绩评定的参考。具

体由课程网站负责人在期末提供数据给任课老师作为平时成绩评定时参考。

（三）实践教学环节

按照教育部规定，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统一规定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划出 2 学分（32 学时）作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实

践学分，各门课程负责人拟定本课程的实践主题、形式、要求，汇总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大纲》，由“概论”课老师负责布置实践任务和指导学生实践和完成实践作品，原则上

由“概论”课教师负责评阅和输入成绩，并提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计划》、《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总结》。

（四）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指视频教学、课堂分享、课堂作业、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等教学形式。具体

由任课老师自行确定，并填入教学日历对应栏内。但以上各形式的学时之和，不得超出课程

总学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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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教学大纲

《The Introduc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执 笔 者：黄颖珊副教授/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院长/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80 ，其中：实践教学 32学时；其他 7 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有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1、课程主要内容

本课程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最新发展，内容包括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部分，共十四专题，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细分

为四大块，分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

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重点，全面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

地位，充分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2、课程学习目的和任务

通过学习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历史变革、历史成就有更加深刻的

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对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

帮助，形成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责任意识，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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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用

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知识目标：帮助大学生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

要帮助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执行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主要建设者和接班人。

2、能力目标：主要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

3、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夯实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爱国情感，科学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增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自信，自觉自愿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作贡献。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表现、实践考核三结合，注重过程考核。

平时表现考核含网络学习、课堂表现、考勤纪律、平时作业等；实践考核以学生实践作品评

分为依据。

（三）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组成：平时表现占 20%，实践考核占 30%，期末闭卷考试占 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前 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

三、大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方法

重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难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讲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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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道路和基本经验

难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第二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重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历史经验

难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

第三讲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

（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历史经验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重点：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难点：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第四讲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三）走中国化道路的思想

二、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初步探索的意义

（二）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第五讲 邓小平理论

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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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重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难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第六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三个代表”重要内容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理论武器

重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

难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七讲 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内容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重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内容

难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第八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二、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一）新时代的内涵

（二）新时代的意义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核心要义

（二）基本方略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新时代的精神旗帜

（二）实现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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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思想的内容

难点：新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九讲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二）奋力实现中国梦

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一）开启新征程

（二）“两步走”战略的具体安排

重点：中国梦的内涵

难点：“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第十讲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任务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三）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四）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五、建设美丽中国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进

（二）形成人与自然核心发展新格局

（三）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重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具体内容

难点：五个方面的内在关联

第十一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法和路径

二、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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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主要内容

（三）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

三、全面依法治国

（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三）身法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

四、全面从严治党

（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重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

难点：“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

第十二讲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一）习近平强军思想

（二）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一）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二）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重点：习近平强军思想

难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第十三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一）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三）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三）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难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四讲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一）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一）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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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三）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重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难点：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讲授、问题研讨、学生上台展示、多

媒体视频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借助易班优课建立《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易班优课公共课群，供学生进行网络在线练习

与测试；课程负责人借助优质课程网站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试点，以培养学生搜集资料、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团结协作等多方面能力。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

业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实

践

其

他

小

计

（1）教学日历必须

与本大纲的教学内

容、各讲小计学时

一致。

（2）其他是指视频

教学、课堂分享、

课堂作业、课堂讨

论、辩论、演讲等

教学形式。具体由

任课老师自行确

定，但以上各形式

学时之和不得超出

课程总学时的 20%
（即控制在 1～9节
之间）。

（3）第 8周、14
周分别收缴学生实

践作业一、二的纸

质版并批阅。

第1讲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3 3

第2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3 3

第3讲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3 3

第4讲
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

成果

2 1 3

第5讲 邓小平理论 2 1 3

第6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 1 3

第7讲 科学发展观 3 3

第8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3 3

第9讲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

2 1 3

第 10讲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6 2 8

第 11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4 1 5

第 12讲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2

第 13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3 3

第 14讲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3 3

实践

教学

按教育部规定划出 2学分作为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学分
32 32 2

合计 41 32 7 80 2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修订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二）教学参考书

[1]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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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全 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本书编写组邓小平讲话实录.北京：红旗出版社，2018.

[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胡锦涛.胡锦涛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七、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任课老师：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

学活动等教学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完成课堂学习，加强课堂纪律管理。

（二）网络学习环节

网络教学不得挤占课堂教学学时。按教育部要求积极推行网络辅助教学，将网络学习环

节为平时表现列入平时成绩。引导和鼓励学生在易班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网络互动课程中学习，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

识测试、话题讨论、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本环节任课老师可以不参与操作，但要告知学生网络学习作为平时成绩评定的参考。具

体由课程网站负责人在期末提供数据给任课老师作为平时成绩评定时参考。

（三）实践教学环节

按照教育部规定，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统一规定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划出 2 学分（32 学时）作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实

践学分（另行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大纲》）。

任课教师：各门课程负责人拟定本课程的实践主题、形式、要求，汇总形成《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大纲》，由“概论”课老师负责布置实践任务和指导学生实践和完成实践作品，

原则上由“概论”课教师负责评阅和输入成绩，并提交学院统一格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计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总结》。

所有学生：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统一封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作品》，以纸质

方式提交实践作品，原则上在第 8、14 周提交实践作品。

（四）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指视频教学、课堂分享、课堂作业、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等教学形式。具体

由任课老师自行确定，并填入教学日历对应栏内。但以上各形式的学时之和，不得超出课程

总学时的 20%（即控制在 1～9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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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

（Situation and Policy）

执 笔 者：吴智刚讲师/博士/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64（每学期 8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⒈主要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严格贯彻上级

党委指导精神，立足当前国内外重要时政热点问题，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通过专题式授课，

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引导他们准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其民族自信

心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自觉抵制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以维护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和

谐稳定。课程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根据上级党委指导意见，通过集体备课的方式，及时调

整更新授课专题内容，保持课程授课内容的与时俱进。

2.教学目的与任务

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从国内、国际、国内外联系三个角度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

形势和新政策，使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

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加深对十九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

3.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在思想认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培养学

生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

想信念，形成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

素养、政治素

质、道德品质、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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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识、法

律精神和正确

的历史观和国

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良，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 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

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

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2. 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的教育，加强热

点、难点的正确引导，理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增强大学生

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

3. 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了解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

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原则立场，使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并结合专业学科背景等，为

自身发展理清思路，规划未来。

（二）考核方式

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18]1
号）的有关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成绩考核以提交专题论文、调研报告为主，参考网络学

习、课堂表现、考勤纪律等，最终评定考核成绩。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平时表现考核（含网络学习）成绩占课程总分

的 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印发《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与中宣部委托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写的教材《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相关内容，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我校每个学

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要点，每学期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拟定教学内容，报党委宣传

部审核，经学校党委批准后，由教务处安排教学时间，由各二级学院具体承担课堂教学任务，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网络教学任务，宣传部、学生处、信息技术中心及相关部门予以支持、

配合。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教学以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以课堂教学为主，网络教学为辅：

1. 课堂教学环节

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学活动等教

学手段和方法。

2. 网络教学环节

积极推行网络辅助教学，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

测试、课程知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并将网络学习作为学生平时表现考核内容之一，计入课程最终成绩评定。

⒊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主要为课堂讨论、视频教学、课堂活动、主题辩论等，各位任课老师的其他环

节设置不拘泥于上表课时安排，可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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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每学期 8学时，共 64 学时）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网

络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讲 具体专题内容

根据教育部文

件以及学校党

委审议通过的

专题为准。

2 2
第二讲 2 2
第三讲 2 2
第四讲 2 2

合计 8 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每学期使用时事报告杂志社主办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每学期新版）。

（二）教学参考书

［1］中央文献研究所,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3］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4］王喜文,中国制造 2025解读：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6］耿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八、其他说明

（一）本课程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每学期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印发《高校“形势与政

策”教育教学要点》，并以学校党委审议通过的专题为准，故不在此列明。

（二）本课程每学期开课 8学时，共计 8学期 6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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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Military Theory

执 笔 者：唐林杰博士/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6，其中：网络教学 14学时；课外实践 1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理论体系

二、课程简述

1.主要内容

《军事理论》课程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有关规定，根据《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军训工作意

见的通知》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面向全国普通高校面向大一

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课程主要设置有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国际战略环境、军事高

技术、信息化战争五个基本学习模块，采用专题式教学方式。

2.教学目的与任务

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其目的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思想道德，树立

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其任务是使新时代大学生具有正确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

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提高。

3.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过硬和较高的思想

觉悟，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的品质；具备高尚的思想

道德，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

弘扬中国精神，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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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军事理论》课程以军事理论教学为重点，辅以军事技能训练，使新时代大学生掌握基

本的军事理论与技能，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以促进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提高，更能对大学生起到政治引

导、人格匡正、育人树人的积极作用，从而适应我国新时代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和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的需要。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考试、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结合：

课程期末考试：考试为上机开卷考试，题型有单选题、多选题与判断题；

网络学习考核：要求学生完成易班网优课网络教学平台相应网络学习模块内容，如军事

话题讨论模块、军事网络课程模块、专题在线考试模块、教学资源模块、实践课外交流模块

以及国防问卷调查模块。网络考核分值，由易班课群根据模块权值设置及相应条件自动评分。

课外实践考核：要求大学生除了完成专题式理论课、网络课堂学习之外，必须开展军事

理论课外实践，包括开展军训心得体会总结与交流、自发开展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利用

移动国防教育公众号学习研讨、参与国内外军事热点问题的理性思考等，在实践中增强国防

意识，树立正确国防思维，培养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尚武精神。军事理论课外实践结束后，

学生提交一份个人课外实践总结报告，采取学生互评方式进行评分。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网络学习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课外实践

考核成绩（含平时表现）占课程总分的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讲 国防概述

重点：中国国防历史对当前我国国防建设的启示

难点：大学生如何树立和培养正确的国防安全意识

一、国防的基本内容

（一）国防的基本含义

（二）国防的构成要素

（三）国防的分类

（四）现代国防内涵的变化

二、中国国防历史回顾

（一）国防的由来

（二）中国古代国防的历史发展

三、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一）经济发展对国防的影响

（二）政治因素对国防的影响

（三）科技水平对国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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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国防法规、建设与动员

重点：我国国防法规体系的基本情况

难点：如何认识国防动员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关系

一、我国国防法规体系介绍

（一）国防法规的含义和特征

（二）我国国防法规体系的构成

（三）我国现行的主要国防法规

二、兵役法与中外兵役制度比较专题

（一）中国的兵役制度

（二）世界主要国家兵役制度分析

三、中国的国防建设

（一）我国国防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

（二）中国武装力量建设

四、国防动员在现代国防中的作用

（一）国防动员的含义与作用

（二）当代世界国防动员的特点

（三）世界国防动员的典型案例分析

第三讲 军事思想

重点：中西方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

难点：如何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

建设思想、新时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内涵与联系

一、中国古代、近现代军事思想介绍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二、西方古代、近现代军事思想介绍

（一）西方古代军事思想

（二）西方近代军事思想

（三）西方现代军事思想

第四讲 国际战略环境

重点：我国当前战略环境现状

难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一、战略与战略环境的基本内容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构成及分类

（二）战略环境的基本含义、构成及分类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含义与类型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

（三）国际战略格局的未来发展

三、我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一）我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回顾

（二）我国地缘政治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当前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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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

（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三）国国家安全法

第五讲 军事高技术

重点：军事高技术与现代战争的关系

难点：如何正确认识军事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一、军事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一）军事高技术的基本概念

（二）军事高技术与现代战争

（三）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

二、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一）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二）侦查监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三）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四）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五）军队指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六）新概念武器的发展与应用

（七）高技术作战平台的发展与应用

三、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概述

（一）新军事变革的基本内容

（二）军事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第六讲 信息化战争

重点：当代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与特点

难点：如何认识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两者关系

一、信息化战争的形成与演变

（一）信息化战争概述

（二）信息化战争的形成与演变

（三）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二、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

（一）情报战

（二）电子战

（三）网络空间战

（四）精确战

（五）心理战

三、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关系分析

（一）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的影响

（二）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四、典型战例分析

（一）海湾战争

（二）阿富汗战争

（三）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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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专题式教学方式，具体教学方法主要采取理论讲解、视频插播、交流讨论等形式进

行，并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进行强化。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专题 主要内容 讲授 网络 实践 小计

第 1讲 国防概述 2 2 1 5
第 2讲 国防法规、建设与动员 2 2 1 5
第 3讲 军事思想 2 3 2 7
第 4讲 国际战略环境 2 3 2 7
第 5讲 军事高技术 2 2 2 6
第 6讲 信息化战争 2 2 2 6

合计 12 14 10 3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曾峥．当代大学生军事教育教程(第 7 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二）教学参考书

［1］张万年. 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俞晓鹏.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3］程永生.军事高技术与信息化武器装备.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4］宋绍松.揭开未来战神的面纱.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5］伍任和.信息化战争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本课程理论课教学采用专题式教学法，将课程分解成 7个专题，分别是国防教育综合专

题、国防概述专题、国防动员及法规专题、军事思想专题、国际战略环境专题、军事高技术

专题和信息化战争专题。每位军事理论专职教师承担 1 至 2 个专题教学任务，主要在教学内

容专题化、作业布置专题化、考核内容专题化等。突出特点为每个专题重点突出、讲述系统

性、针对性强，内容信息量大，旨在加强教师专题教学水平，锻造课程精品。

（二）网络学习环节

任课老师：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

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

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三）课外实践环节

任课老师：（1）开学初拟定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若干主题，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实践，

形式有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经典阅读、红色革命基地参观等。填写一份实践计划。（2）期

末收缴学生实践报告（统一收纸质，或以班级刻录光盘），批改成绩，填写一份实践总结。

所有学生：（1）按规定要求任选一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2）提交一份不少于 1500 字

的个人实践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