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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1 年版。 

田克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概论》考试大纲 

 

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三、学习本课程的要求和方法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和形成和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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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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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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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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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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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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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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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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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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条件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一、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  

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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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第六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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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第八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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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第三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主义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三、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第一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相 

二、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三、奋力实现中国梦 

第二节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的目标要求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导向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 

二、贯彻新发展观念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一节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坚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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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节 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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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第五节 建设美丽中国 

一、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十一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三节 全面依法治国 

一、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三、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第四节 全面从严治党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伟大的自我革命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三、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第十二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第一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三、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第二节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一、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 

二、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三、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第三节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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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二、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第一节 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 

二、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 

第二节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第十四章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第一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一、中国共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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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一、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二、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 

三、确保党始终总览全局协调各方 

 

结束语 坚定“四个自信”，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考试大纲 

 

总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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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其本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第一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节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节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 

第三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第一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节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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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 

第一节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第二节  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大举措 

 

第九章  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 

第一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及其实践 

第三节  新世纪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 

 

第十章  国际战略与对外交往的理论 

第一节  国际形势判断与国际战略思想 

第二节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第三节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十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 

第一节  实事求是 

第二节  群众路线 

第三节  独立自主 

第四节  统筹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