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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代码：030503） 

一、 考试目的 

通过专业课考试，全面了解应试者在专科层次学习阶段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各主干课程的学习掌握

情况，考查其专业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选拔其中成绩优异者进入本科层次继续深造。 

二、 专业考试范围、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专业课。 

三、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以指定教材为主，题型包括：单项选择、判断、填空、推导结构、完成反应式、合成、计

算等题。 

四、试题难易度 

较容易题                            约 30% 

中等难度题                          约 60% 

较难题                              约 10% 

五、说明 

试卷满分为 200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所占分值分别为：120和 80分。考试

时间为 180分钟。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为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普通专科接本科教育实施的一门专业课入

学考试。 

2.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试的学生应理解或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能够运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3.对各知识点的评价要求，区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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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要求考生知道有关内容并准确再现； 

理解：要求考生理解有关知识并加以解释； 

掌握：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并能运用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

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1.知识范围 

哲学与世界观 哲学与方法论 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

派别 哲学的党性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 

2.考核要求 

（1）了解哲学的含义。 

（2）掌握哲学与世界观、哲学与方法论的关系。 

（3）了解哲学的研究对象。 

（4）理解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5）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原因和意义。 

（6）掌握哲学的基本派别。 

（7）掌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含义及其划分标准。 

（8）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态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形式。 

（9）了解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点和缺陷。 

（10）理解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各自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 

（11）了解哲学的党性。 

（12）掌握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含义、区别并能够分辨具体观点。 

（13）了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及其代表人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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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前提 马克思

主义哲学产生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

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2.考核要求 

（1）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 

（2）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特别是直接理论来源。 

（3）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前提。 

（4）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伟大意义。 

（5）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6）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脱离实践观点的批判。 

（7）掌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8）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9）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并能够运用这一观点分析现实问题。 

（10）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1.知识范围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 

2.考核要求 

（1）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2）理解哲学认识方式—反思。 

（3）掌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 

（4）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5）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代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观的意义。 

（6）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代大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的意义。 

二、物质与世界 

（一）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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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 运动 相对静止 时间 空间。 

2.考核要求： 

（1）了解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的特点。 

（2）了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观的特点。 

（3）掌握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 

（4）掌握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5）了解哲学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理论的区别和联系。 

（6）了解运动的含义和相对静止的含义。 

（7）掌握物质与运动的关系。 

（8）掌握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9）理解相对静止的意义。 

（10）了解时间的含义和特点。 

（11）了解空间的含义和特点。 

（12）掌握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关系。 

（13）了解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4）了解形而上学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错误。 

（15）了解唯心主义在时间、空间问题上的错误。 

（16）了解割裂物质和运动关系、运动与静止关系的错误观点。 

（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1.知识范围 

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现实基础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地理环境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

因素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2.考核要求 

（1）理解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2）掌握地理环境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能够用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观点，说明合

理利用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3）掌握人口因素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能够用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观点，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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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放开生育二胎政策的正确性。 

（4）了解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的错误。 

（5）掌握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6）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性的标志就是生产方式所体现的物质性。 

(三)从物质到意识 

1.知识范围 

意识的起源 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结构 人工智能的实质。 

2.考核要求 

（1）了解从无生命物质到人类意识发展的三个有决定意义的环节。 

（2）理解劳动对于人的意识发展的重大作用。 

（3）了解意识是人脑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反射活动进行的精神活动。 

（4）掌握意识的本质。 

（5）掌握马克思关于意识本质的表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

物质的东西而已”。 

（6）理解意识的主观性。 

（7）掌握意识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8）了解意识的结构。 

（9）了解潜意识和显意识、传统意识、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含义。 

（10）掌握意识的能动性及其具体表现。 

（11）掌握发挥意识的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并能够运用这一原理分析和说明现实问题。 

（12）掌握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方法和途径。 

（13）了解夸大和否认意识能动作用的错误观点。 

(四)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1.知识范围 

物质形态的多样性 物质形态的层次性 物质统一性原理及其实践意义。 

2.考核要求 

（1）了解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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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3）掌握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并能够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分析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三、实践与世界 

（一）实践的本质和结构 

1.知识范围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特征 基本形式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实践活动规律实践的理性结构和社会结构。 

2.考核要求 

（1）掌握实践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基本形式。 

（2）理解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没有正确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的原因。 

（3）掌握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二）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1.知识范围 

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 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实质主体对象化（主

体客体化）和客体非对象化（客体主体化）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2.考核要求 

（1）了解主体和客体、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含义。 

（2）了解主体的能力结构。 

（3）了解主体与主观的区别和联系。 

（4）了解客体与客观的区别和联系。 

（5）理解主体对象化（主体客体化）和客体非对象化（客体主体化）的含义。 

（6）掌握实践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 

（7）掌握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实质，并能够分析实践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原理对于人生

的启迪。 

（8）掌握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三个基本环节。能够用实践的运行机制原理说明如何进行实践

活动。 

（三）实践与世界的二重化 

1.知识范围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分化和统一 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化和统一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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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了解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自在世界、人化自然的含义。 

（2）理解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及分化和统一的基础。 

（3）理解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系及分化和统一的基础。 

（4）理解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四、社会及其基本结构 

（一）社会的实践本质 

1.知识范围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 社会结构。 

2.考核要求 

（1）了解社会有机体的含义。 

（2）掌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社会的经济结构 

1.知识范围 

生产力的构成及特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社会的经济结构 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各方面的关系

阶级。 

2.考核要求 

（1）掌握生产力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2）理解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作用。 

（3）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了解生产力的特征。 

（5）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含义。 

（6）掌握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各方面的关系。 

（7）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决定因素。 

（8）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及功能。 

（9）了解阶级的实质和划分阶级的标准。 

（10）理解阶级的产生仅 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8 

 

（11）了解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历史范畴。 

（12）理解阶级与等级、阶级与阶层的区别和联系。 

（三）社会的政治结构 

1.知识范围 

社会政治结构及核心 上层建筑 政治上层建筑 观念上层建筑 国家的实质和职能 国体 政体 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型的国家。 

2.考核要求 

（1）掌握上层建筑的含义及构成。 

（2）了解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国家、国体、政体的概念。 

（3）掌握国家政权是政治结构的核心。 

（4）理解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 

（5）理解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和国家的职能。 

（6）理解国体和政体的关系。 

（7）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型的国家。 

（四）社会的文化结构 

1.知识范围 

文化的本质及其特点 社会意识 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的关系 文化结构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文化

结构的相对独立性 文化的功能 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 

2.考核要求 

（1）了解文化的含义、本质、特点及其结构。 

（2）了解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的区别和联系。 

（3）了解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文明、传统的含义。 

（4）掌握文化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表现。 

（5）能够运用文化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原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6）能够运用文化结构对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能动反作用原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 

（7）掌握文化的功能。 

（8）能够运用文化的功能原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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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理解各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和联系。 

（10）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和联系。 

（11 ）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12）掌握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13）能够运用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原理说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五、个人与社会 

（一）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 

1.知识范围 

人的个体发生与社会遗传 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社会 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 

2.考核要求 

（1）了解人的个体发生的含义。 

（2）了解社会遗传的含义。 

（3）理解现实的个人。 

（4）了解人的社会化的含义。 

（5）了解个性的含义。 

（6）理解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关系。 

（二）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1．知识范围 

人的社会价值 人的个人价值 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 

2.考核要求 

（1）了解人的社会价值。 

（2）了解人的个人价值。 

（3）理解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途径。 

（4）理解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 

（5）掌握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 

（6）能够联系实际说明应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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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创造人与人创造社会 

1.知识范围 

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2.考核要求 

（1）了解社会关系的简单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的含义。 

（2）了解人类社会生产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方面。 

（3）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六、联系与发展 

（一）联系的普遍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1.知识范围 

联系及其特点 条件 系统 发展 新事物 旧事物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2.考核要求 

（1）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2）了解联系的含义及其特征。 

（3）理解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和条件性。 

（4）了解系统的含义及其特征。 

（5）掌握矛盾普遍联系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 

（6）了解联系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7）了解事物的联系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8）了解运动、变化、发展的区别。 

（9）掌握新事物和旧事物及其区分标准。 

（10）掌握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原理。 

（11）能够运用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分析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12）能够用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原理说明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 

（13）掌握发展的实质。 

（二）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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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规律 范畴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原因和结果 必然性和偶然性现象和本质 可

能性和现实性 内容和形式 客观辩证法 主观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规律和范畴的含义。 

（2）理解规律的客观性。 

（3）理解规律和范畴的关系。 

（4）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5）了解原因和结果的含义。 

（6）理解因果联系的构成条件和意义。 

（7）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含义，掌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8）能够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说明抓住“机遇”的重要性。 

（9）了解现象和本质的含义，掌握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能够用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原理分析具体问

题。 

（10）了解假象的含义、假象和错觉的区别。 

（11）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 

（12）了解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含义及其关系。 

（13）掌握分析可能性的方法。能够说明在实际工作中怎样争取将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避免坏的

可能性变为现实。 

（14）理解现实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的区别和联系。 

（15）掌握可能性和现实性关系原理的现实意义。 

（16）了解形式和内容的含义，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17）了解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反对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 

（18）了解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含义及其关系。 

七、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质量互变规律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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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度 适度 量变 质变及其关系 阶段性部分质变 局部性部分质变 质变中量的扩张。 

2.考核要求 

（1）了解质、量、度、量变、质变的含义。 

（2）掌握适度原则。能够运用适度原则分析现实问题。 

（3）理解质和存在是直接的同一。 

（4）了解质和属性的关系。 

（5）了解量变的基本形式和质变的基本形式。 

（6）理解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 

（7）能够用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8）掌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9）掌握质量互变规律。 

（10）能够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说明作为大学生应如何发展自己。 

（11）能够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说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12）能够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把远大目标和扎实工作相结合。 

（13）能够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说明既要勇于开拓创新，又要脚踏实地。 

（二）对立统一规律 

1.知识范围 

矛盾及其属性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及其关系 矛盾论与系统论。 

2.考核要求 

（1）掌握矛盾的含义及其基本属性。 

（2）掌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及其关系。能够运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建

设中既要稳定，又要发展。 

（3）掌握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4）理解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5）理解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6）掌握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能够运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原理分析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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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含义。 

（8）了解解决矛盾的方法。 

（9）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10）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11）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12）能够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13）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14）掌握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及其关系。 

（15）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关系。 

（16）掌握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能够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具

体问题。 

（17）掌握矛盾分析方法。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 

1.知识范围 

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 否定之否定及其实质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法的过程论。 

2.考核要求 

（1）了解肯定因素、否定因素的含义，理解肯定和否定的关系。 

（2）理解否定之否定的实质及其特征。 

（3）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区别。 

（4）掌握坚持辩证否定观的现实意义。能够用辩证否定观分析现实问题。 

（5）了解扬弃的含义。 

（6）掌握否定之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7）掌握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8）能够运用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

曲折的”等现实问题。 

（9）了解辩证法的过程论的含义。 

八、历史规律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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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1.知识范围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旧历史观的两个缺陷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伟大意义。 

2.考核要求 

（1）了解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2）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 

（3）掌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4）能够运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分析实际问题。 

（5）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历史观的两个缺陷及其三个根源。 

（6）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伟大意义。 

（二）历史运动的规律及其特殊性 

1.知识范围 

发展过程的自在形式和自为形式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

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阶级斗争的规律及其历史作用。 

2.考核要求 

（1）理解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2）理解社会发展的自为性不能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3）了解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4）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据。 

（5）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6）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7）能够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8）了解“适合”的含义。 

（9）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10）理解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表现。 

（11）掌握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12）能够运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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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 

（14）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5）掌握阶级分析方法。 

（16）了解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状况。 

（三）历史规律的实现途径 

1.知识范围 

科学技术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 科技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革命和改革 伟大人

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2.考核要求 

（1）了解科学技术革命的含义。 

（2）了解现代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 

（3）掌握科技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能够运用科技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原理说明我国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 

（4）掌握科技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机制。 

（5）掌握科学技术的双重性。能够用这一原理分析解决科技异化问题和全球问题的措施。 

（6）能够分析技术决定论的错误。 

（7）了解社会革命和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两种形式。 

（8）了解社会革命的含义、根源和条件。 

（9）理解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0）理解改革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1）理解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关系。 

（12）了解历史人物的含义。 

（13）理解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人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4）理解“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本质。 

（15）了解制约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人历史活动的条件。 

（16）了解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17）理解在考察历史创造者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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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了解人民群众的含义。 

（19）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 

（20）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关系。 

（21）能够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说明我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 

（22）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内容。 

（23）能够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说明我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四）社会形态的更替及其多样性 

1.知识范围 

社会发展与社会形态演变 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2.考核要求 

（1）了解社会形态的含义。 

（2）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 

（3）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选择性。 

（4）理解社会形态选择的条件。 

（5）掌握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关系。 

（6）能够用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关系说明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7）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 

（8）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 

（9）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九、认识与实践 

（一）认识的发生 

1.知识范围 

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认识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 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与实践的

关系 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2.考核要求 

（1）理解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2）了解认识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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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4）了解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及其关系。 

（5）掌握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6）能够运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说明实现中国梦等现实问题。 

（7）掌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能够用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8）掌握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能够用理论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原理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意义。 

（二）认识的本质 

1.知识范围 

认识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认识的本质与人的社会性的关系 能动的反

映论。 

2.考核要求 

（1）理解认识的本质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课题的能动反映。 

（2）了解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3）了解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根本缺陷。 

（4）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5）了解能动反映的含义。 

（6）掌握认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关系。 

（7）能够运用认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关系原理说明创新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8）了解认识的本质与人的社会性的关系。 

（三）认识的结构 

1.知识范围 

认识主体 认识客体 认识中介 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特征 认识结构的演化与发展的特

点。 

2.考核要求 

（1）了解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中介的含义。 

（2）了解认识中介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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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特点。 

（4）理解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5）了解认识结构演化与发展的特点。 

十、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1.知识范围 

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飞跃的条件 理性认识到实践 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的条件认识辩证发展的基本规律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意义。 

2.考核要求 

（1）了解感性认识的含义、特征、表现形式。 

（2）了解理性认识的含义、特征、表现形式。 

（3）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4）了解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 

（5）理解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6）掌握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 

（7）掌握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的条件。 

（8）掌握一个正确认识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9）能够运用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10）掌握认识的辩证运动就是求得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1）能够用认识的辩证运动原理分析一些观点和现实问题。 

（12）掌握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理的现实意义。 

（13）了解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14）能够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及危害。 

（15）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 

十一、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认识活动中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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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辩证法 认识论和方法论 思维方法的本质和特点 知性思维与辨证思维极其关系。 

2.考核要求 

（1）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2）了解思维方法的本质和特点。 

（3）理解思维方法在认识中的作用。 

（4）了解知性思维与辨证思维极其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二）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1.知识范围 

归纳和演绎 分析和综合 抽象和具体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归纳和演绎的含义及其关系。 

（2）了解分析和综合的含义及其关系。 

（3）了解抽象、感性具体、理性具体的含义。 

（4）了解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含义。 

（三）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1．知识范围 

当代科学思维方法群 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2.考核要求 

（1）了解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模型化方法和理想化方法的含义。 

（2）理解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十二、真理与价值 

（一）真理 

1.知识范围 

真理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 真理的具体性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的作用。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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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真理的含义。 

（2）理解真理的客观性的两层含义。反对主观真理论。 

（3）理解真理一元论的基本观点。 

（4）掌握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关系。 

（5）能够运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原理说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6）了解真理的具体性的含义。 

（7）理解真理发展的规律。 

（8）了解谬误的含义。 

（9）了解真理和谬误相互转化的条件。 

（10）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实践标准的重要意义。 

（11）理解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2）理解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 

（二）价值 

1.知识范围 

价值及其特征 价值评价 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 

2.考核要求 

（1）了解价值的含义。 

（2）了解价值的类型。 

（3）理解价值的客观性、主体性。 

（4）理解价值的相对性。 

（5）了解价值评价含义。 

（6）理解价值评价的功能。 

（7）掌握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原则。 

（8）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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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实践是真理和价值统一的基础。 

2.考核要求 

（1）了解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含义。 

（2）掌握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 

（3）能够用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原理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正确性等问题。 

十三、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一） 社会进步及其标准 

1.知识范围 

社会进步的基本含义 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代价 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和最高标准。 

2.考核要求 

（1）了解社会进步的含义。 

（2）了解代价的含义。 

（3）理解社会进步过程中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4）能够运用社会发展的代价原理分析在社会发展中如何不付出过大代价。 

（5）理解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的状况。 

（6）理解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7）掌握生产力标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的关系。 

（二）人的发展及其历史进程 

1.知识范围 

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侧面 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 

2.考核要求 

（1）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侧面。 

（2）理解人的发展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 

（3）掌握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三）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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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王国 自由王国 异化 共产主义。 

2.考核要求 

（1）了解必然和自由的含义及其二者的关系。 

（2）了解必然王国的含义。 

（3）了解自由王国的含义。 

（4）了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5）了解共产主义的含义和共产主义的特征。 

（6）掌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含义。 

（7）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意义。 

 

第二部分  政治经济学 

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学生进一步认

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

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 

考核内容 

导 论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物质资料生产，劳动过程三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社

会生产的四个环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 

第一章 商品经济 

第一节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商品经济的条件、基本特征、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第二节 商品的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价值量、价值规律 

第三节 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的职能 

第二章 剩余价值生产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的本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第二节 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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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增值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工资。 

第三节 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积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和相对过剩人口、资本

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三章 资本的运动 

第一节 资本循环 

产业资本、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三种资本循环形式、资本顺利实现循环的条

件。 

第二节 资本周转 

资本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影响资本周转资本速度

的因素、资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第三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内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 

第四章 剩余价值的分配 

第一节 产业资本和平均利润 

成本价格、利润、利润率及其影响因素、平均利润、生产价格。 

第二节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商业资本的形成、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商业资本的作用、商业利润的来源和本质。 

第三节 借贷资本和利息 

借贷资本的来源、借贷资本的特点、借贷利息的来源和本质、影响借贷利息的因素。 

第四节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和地租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特点、地租的本质、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土地价格。 

第五章 垄断资本主义 

第一节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垄断组织、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特征、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作用、局限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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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形式。 

第三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氙陷、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途径、社会主义本质。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全民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本经济特征、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多种分配方式。 

第七章 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 

资源配置方式、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必然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

般框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二节 市场机制 

市场和供求、市场和价格、市场竞争。 

第三节 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 

市场体系的构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市场秩序和规则、市场组织。 

第八章 对外经济开放 

第一节 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实质、作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 

第三节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的由来、原则、主要规则、对我国的影响。 

第九章 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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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民收入及其分配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 

第二节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 

社会总供给及其影响因素、社会总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均衡与非均

衡。 

第三节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作用、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宏观调控系。 

四、参考教材：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2.《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