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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大纲 2006年大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

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析

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

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

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及其伟大意义

。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

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精髓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实践是人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是人

的存在方式。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 实践的本质、基本

特征和基本形式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人对物质

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

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

根本要求 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 /联系与系统 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

势 规律及其客观性 可能与现实 可能性与现实性 事物发展是

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在事物

发展中的作用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认识是



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主体在反映中的

创造性 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主体在认识中的

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

定性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价值及其客观性和主体性。价值

评价及其尺度。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辩证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

认识世界的中介，是理论思维的工具 思维方法的本质及其在

认识中的作用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研究 辨证思维方法与

科学方法、思想方法 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基础。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社会的实践本质 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经济结构是

指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

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

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生产力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

性。顺应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做先进生产力的开拓

者 社会经济结构内容和功能。生产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特

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构成要素。

国家政权在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构

成要素。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社会观念结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

有机整体。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 社会观念结构与意识

形态。意识形态本质、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 努力创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明和文明形态 /社会规律及其特点 社会

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

的直接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



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定力量 “生产力标准”的依据及意义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

命与改革 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

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大多数人的

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

社会形态及其演化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阶段 社会

形态及其更替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 /社会发展以人为本 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社会形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05年大纲

2006年大纲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规律的

客观性。经济规律的类型 货币形式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成形

式 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起源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

转化形式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效率与公平 //加大收入分配调

节力度，理顺分配关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促进社会

公平 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构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现

代企业制度 /加快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建设 毛泽东思想概论

2005年大纲 2006年大纲 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

验所作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同

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等多个阶段 毛泽东思想

发展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

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

践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

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包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许多独创性理论以及贯串于这一科学体系各个方面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

定义与科学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发

展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的科学著作是毛泽

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1.近代中国

国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1.近代中国社会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

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目的，是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腐朽的政治

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

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

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具有两面性的民族

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争取

和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政治

纲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

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

和主要纲领。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收官僚资本的双重革命性质。在

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

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新民主

主义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 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及其相互

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1．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1．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

市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三个主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的三个主要法宝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

的农民战争 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

国胜利的基本依据。“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

的必由之路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理论 党

指挥枪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

方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 统一战线是

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路线。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地

位和作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可能性 建立革命统一战



线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中国革命统一战

线的建立和发展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关系。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

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全民族

的先锋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

器，党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战胜敌人的英勇战士。建设一个

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

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建

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在农村和战争环

境中，把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的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

队，保持党的先进性。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确处理党内矛

盾和开展党内斗争，开展整风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党

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

基础、经济条件、政治保证和国际因素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

，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解决矛盾的途径、方法 /正确区分和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

大国家 /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以工业为主导，以农

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

”和三个“补充”的构想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民



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

原则 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

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

基本方针 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发展科学

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发展现

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

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霸权主义 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

弹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

该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没有

调查没有发言权 /有无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

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辩证统一 /实事求

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各

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

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中 /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

是、今天和将来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科学评价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概论 2005年大纲 2006年大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是我们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 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 解放思想是实事



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

。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

得失的根本标准。 3．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与时俱进是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与

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要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

要求和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

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共同富

裕为目标，正确处理好收入分配的各种关系 正确处理按劳分

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

格局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

”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内涵 /中国外

交政策的宗旨 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大纲 2006年大纲 两大阵营的形成、对峙，使两极政治

格局成为现实 两极政治格局 国际力量的分化与改组 国际形势

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 国际形势



总体和平，局部战乱 /主要热点地区的和平努力 大国关系深

入调整 大国关系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经济因素对

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 冷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

加强，同时遭遇挑战。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

响。 /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

有解决 /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演变 美国称霸世界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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