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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 2019 届毕业生座谈会。7 月 5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届毕业生座谈会在清华大学校内召开。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副院长肖贵清、

副院长王雯姝、副院长朱安东、党委副书记舒文、党委副书记何建宇、欧阳军喜教授、

刘敬东教授、戴木才教授、林毅助理教授出席会议。毕业生们分享了这几年在清华园的

所思所想所获，对老师们和同学们表达感恩与感谢，并表示要把清华人严谨务实的精神

落实到工作中，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邱勇校长看望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新同学。8 月 20 日，校长邱勇冒雨

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看望前来报到的研究生新生，慰问参与迎新工作的师生员工。副

校长杨斌、党委副书记过勇以及研究生院等部门领导陪同看望。马克思主义学院今年共

招收研究生 133人，其中博士生 84人，硕士生 49人。邱勇与同学们亲切握手交谈，并

与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新生合影留念。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 2019 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8 月 21 日下午，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在新水 407 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党

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出席会议并讲

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主持典礼。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职工、

133 名 2019 级研究生以及 2018 级、2017 级研究生代表参加典礼。 

陈旭书记与首批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学生座谈。8月

27日晚，在清芬园，校党委书记陈旭与清华大学首批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

项目的 25名学生进行座谈。大家围坐一起，谈清华“初印象”，谈思政课的改革与创新，

谈人生理想与抱负，气氛轻松又活跃。校长助理、文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彭刚出席，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主持座谈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师集中学习《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 9月 6日组织全院教师集中学习。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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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出席会议并讲话，教务处副处长苏芃、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主任孙傅参加会议并发言。学院 50 多位教师参加了会议。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

主持会议。 

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建设研讨会召开。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与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科研成果学术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编辑部、《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 9月 7日在清华大学甲所第一会议室举

办“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建设研讨会”。 来自《新华文摘》《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道德与文明》《教学与研究》《伦理学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高

校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中

国高等教育》等十多家杂志的主编、副主编出席会议并发言。 

马院学子青春告白祖国：一堂打通大中小学的“思政大课”。9月 12 日，

一场洋溢着信仰与温度的青春分享会在清华大学举行。青年教师李戈、在校硕博研究生、

来自大中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同台分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学习生涯中用青春和奋斗向祖国告白。 

分享会上，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代表还现场演绎了舞台剧《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讲述了一名出生在宝岛台湾的小学生，用实际行动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感人

故事。作为小观众，清华附小的 60余名小学生也现场聆听了这场青春告白。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青春分享会打开思政课的门，盘活思政课的根，实现思政小课

堂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推动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为新中国 70周年华诞献礼。”院长艾四林表示。 

清华附小副校长张华毓表示，青春分享会是一堂贯通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于低年级的同学们来说，能够现场聆听哥哥姐姐们的优秀事迹与真实感触，“是一次

很好的榜样教育。” 

“今年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整体规划思

政课课程目标。这场青春分享会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邀请到了北京市一六

一中学、北京市十一学校和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协办，是清华马院率先响应、贯彻落实上

述文件的重要举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表示，“通过大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大中小学生同台分享，我们尝试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教学，让信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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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价值观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的各个阶段。” 

 

【思政课教学研究】 

7月 6日，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围绕教育部关于《高

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2019 年上辑）》召开“形势与政策”教材编写启动会。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主持会议。习研院院长

助理刘立、研究员杨金海、博士后李江静、邓喆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第 15 次教学研讨会召开。7 月 8 日下午，清华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第 15 次教学研讨会在青海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副院

长肖贵清教授、副院长王雯姝教授及全院 30 多位教师出席会议。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

委员会主任蔡乐苏教授主持会议。教师们围绕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等主题展开

了交流讨论。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座谈会召开。7 月 19 日，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座谈会在善斋召开。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艾四林、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分别主持。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改革开

放以来各高校思政课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程与经验、“05 方案”实行以来各高校思政课

课程设置及教材使用情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情况、关于改

革与完善思政课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建议。 

肖贵清教授讲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课程进入清华大学 2018-

2019 学年度秋季学期学生评教 TOP15%。 

李义天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课程进入清华

大学 2018-2019 学年度秋季学期学生评教 TOP15%。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承担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

修订工作顺利完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按照中央部署，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在第一版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经中央批准，马克

思主义学院曹德本教授、王宪明教授为首席专家，李蕉副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参加教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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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工作，博士生倪博闻作为学术助手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工作

从 2017年 11月开始，历时一年零 9个月，现已顺利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

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曹德本主持教材修订工作，邵文辉主持了

工程办公室组织的审改定稿工作，王昆等参加了审改工作。 

 

【招生与培养】 

青春致敬 70 年 70 名硕博走国疆——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2019 年

暑期实践。暑期，马克思主义学院 70 名研究生分赴十余个校级实践基地和多个院系实

践基地开展为期 6 周的必修实践锻炼。有的开展“党建+”的工作，将自己所学与具体

实践相结合，打造引领发展的“红色引擎”;有的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大国治理，亲身体

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不易;有的来到乡村脱贫攻坚第一线，实际参与到乡村

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还有的重走革命圣地，亲身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我和我的祖国：海内外学子共话青春与家国。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广大海内外青年学子凝聚力量、接力奋斗，拥抱

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共青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总支部委员会联合中央团校研究生

会、莫斯科国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于 8 月 15 日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海内外学子

心向祖国”系列活动。六大洲二十余个国家三十余所高校的五十多位海内外学子不远万

里、汇聚一堂，感知祖国建设，共话青春家国。 

 

【科研工作】 

7 月 12 日，李义天教授提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

的中检评估表。 

8月 29日，肖巍教授提交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中期检查表。 

龙治铭助理教授在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Economia Política

和 Actuel Marx 刊文。龙治铭助理教授“Acumulação de capital e os ciclo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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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a chinesa de 1952 a 2014: dois métodos de análise através das taxas 

de lucro das indústrias”一文在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Economia 

Política（《巴西社会政治经济学》）2019 年第 1期刊出，“RÉFLEXION SU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CHINOISE EN LONGUE PÉRIODE : 1952-2014 Pour un passage de l’étude 

de la contribution des facteurs à l’analyse marxiste du taux de profit”一

文在 Actuel Marx （《今日马克思》）2019年第 2期刊出。 

 

 

【学术交流】 

 

7月，肖巍教授参加国际处暑期学校教学。 

7 月 7 日上午，冯务中副教授应邀参加第十八届全国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论坛“面

对面：学术人生”对谈环节，与北师大马院王树荫院长、北大马院孙来斌教授一道分享

各自的教学科研感悟，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交流。 

7月 13日，李义天教授赴兰州大学参加第二届道德共识工作坊，并作主旨发言。 

7 月 17 日，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立教

授参加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上半年专题工作

会。 

7 月 20 日，李义天教授受邀参加首都师范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国

际研讨会，作大会主题发言。 

8 月 14 日下午，冯务中副教授应邀为清华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新生骨干培训班暨

第三十四期暑期团校（研究生班）四百多名研究生新生骨干和团校辅导员作题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报告。事后收到研究生团委的

反馈：“据我们活动后的调研数据反馈，您的讲座非常满意率 73%，满意率 22%，受到广

大同学的一致好评和欢迎。在本次团校期间，各临时党支部一共收到来自 21 个院系的

42份入党申请书，同学们均表示在您的讲座中汲取了加入党组织的意愿和动力。” 

8月 21日-25 日，肖巍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参加第二届亚洲女哲学家学会论坛“理

论与实践中的性别，权力与尊严”，作“性别平等：儒家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和世界”主

题发言。 

8 月 22 日，张瑜副教授应邀参加烟台大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担当作为 砥砺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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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辅导员专题培训活动，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报告。 

8月 25日，张瑜副教授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第六届社会科学大数据讲习班，作马克思

主义学科大数据研究的专题报告。 

9月 6日-8日，舒文副教授应邀陪同教育部社科司领导考察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和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况。 

9 月 7 日，吴俊副教授应邀赴复旦大学参加“治理语境中的法治与德治：经验与探

索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 

 

【学术期刊】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 年第 1 期 1 篇刊文获全文转载。《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 1期刊文《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反思

与历史启示》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9年第 8期全文转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 年第 1 期 3 篇刊文获全文转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 年第 1 期刊文《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几点思

考》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新时代伟大斗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巩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道德基础》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9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党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7 月 8 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党支部在善斋 107 会议室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主题学习活动。活动由支部书记刘书林同志主持，党员同志们纷纷联系当

前理论热点与现实状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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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访共建】 

印度国际大学常务副校长査克拉巴蒂来访。8 月 22 日上午，印度国际大学

常务副校长査克拉巴蒂教授一行来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副

院长朱安东副教授出席座谈会，学院师生代表参会。肖贵清教授对查克拉巴蒂教授一行

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情况。査克拉巴蒂教授表示，

印度国际大学系泰戈尔创立，1937年该校创办中国学院。他希望通过师生互访、国际会

议等形式，推动双方开展广泛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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