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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

州大学共建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广东省一级优势重点学

科。2004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2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现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党的建设研究 4个二级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级点、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硕士点招收硕士研究生。 

拥有高水平导师队伍：现有院内导师 15 人，院（校）外导师 9 人，其中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领军人才 2

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3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2人，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 1人，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团成员 1人、省理论

战线领军人才 1 人，全国及省级学会副会长、理事 12 人，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及《南

方智库》特约研究员 4 人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实力雄厚。位列广东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一方阵。在

全国第 4 轮学科评估中为 c+，在“GDI 大学一流学科排行榜（2020）”中进入“国内高

水平学科”（排名前 50 位）中位列第 48 位。近五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5

项，其中重大项目 3项、重点项目 3项，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

学研究》《哲学研究》等 CSSCI 期刊及中央“三报一刊”发表论文 118 篇，获教育部社

科成果二、三等奖各 1 项，省社科成果一等奖 5项，二等奖 3项等。 

拥有高层次学科研究平台。包括广东省重点人文科学研究基地广州发展研究院、广

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研究基地、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基地、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

地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连天接地”工程，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人才培养质量成绩斐然。近五年来，在读研究生先后在《教学与研究》《伦理学研

究》《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成果获“挑战杯”省

赛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先后有 11 人攻读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获得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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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认可。 

欢迎广大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的优秀本科生报考广州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1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46 人，2022 年招收人数、推免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指标后

为准（其中推免生拟接收 10 人） 

 

招生单位名称：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杨老师       招生单位咨询电话：020-39366766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 究 方 向 
考试科目 

复试笔
试科目 

同等学
力加试
科目 

参  考  书  目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思维方式研究 

03 唯物史观与社会、文化哲学研究 

04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0 马克思主

义哲学（自命

题） 

④850 西方哲学

史（自命题）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名 著

导读 

不 招 同

等学力 

初试考试科目（自命题）参考书： 

1、《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导读》聂

耀东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原理、范畴、方法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 

03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04 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建设研究 

05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建设研究 

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建设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1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自

命题） 

④818 毛泽东思

想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自命题）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不 招 同

等学力 

初试考试科目（自命题）参考书：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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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版 

 

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04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建设研究 

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06 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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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 究 方 向 
考试科目 

复试笔
试科目 

同等学
力加试
科目 

参  考  书  目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02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生活化研究 

03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04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 

05 大中学生德育研究 

0305Z1 党的建设 

01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研究 

02 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能力研究 

03 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研究 

0451 教育硕士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自命题） 

④930 思想政治

教育学原理（自

命题）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不 招 同

等学力 

1、333 教育综合包括教育学、心

理学，参考书目：①全国十二所

重点师范大学编写，《教育学基

础》（第 3 版），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②姚本先主编，《心理学》

（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参考

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

三版），陈万柏 张耀灿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注：以往三年的自命题科目真题可以到学院免费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