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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612）》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4．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1．物质世界和实践 

2．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3．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2．真理与价值 

3．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1．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3．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1．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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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七、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3．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2．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备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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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819）》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1）研究对象 

（2）基本范畴 

（2）学科特点 

（3）理论体系 

 

2．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1）理论基础 

（2）主要理论依据 

 

3．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4．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和功能 

（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1）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2）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5．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1）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6．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征 

（2）宏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3）微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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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和规律 

（1）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及规律 

（2）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特征和环节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和规律 

 

8．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 

（1）思想政治教育者 

（2）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3）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9．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系统的构成 

（2）确立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求 

（3）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制观和道德观教育 

 

10．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1）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依据和特征 

（2）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原则 

 

11．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艺术 

（1）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2）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12．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1）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和形态 

（2）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 

（3）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 

 

13,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1）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2）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模式和内容 

（3）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 

 

参考书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备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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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F05）》

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毛泽东思想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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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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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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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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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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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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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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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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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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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三、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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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二、新时代的精神旗帜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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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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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具体安排  

 

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一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任务  

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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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8 

 

第三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节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第五节 建设美丽中国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三、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一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一、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主要内容  

三、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  

第三节  全面依法治国  

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三、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  

第四节 全面从严治党  

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第十二章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第一节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一、习近平强军思想  

二、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第二节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一、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二、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第一节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三、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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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三、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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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三、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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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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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J16）》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人生的青春之间 

1.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总看法 

2.正确的人生观 

3.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二、坚定理想信念 

1.理想信念内涵与重要性 

2.崇高的理想信念 

3.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三、弘扬中国精神 

1.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2.爱国主义及时代要求 

3.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2.坚定价值观自信 

3.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五、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1.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2.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3.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4.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1.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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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4.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培养法治思维 

6.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参考书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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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J19）》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考核知识点 

1、军事侵略 

2、政治控制 

3、经济掠夺 

4、文化渗透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考核知识点 

1、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2、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考核知识点 

1、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2、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考核知识点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2、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考核知识点 

1、洋务事业的兴办 

2、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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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考核知识点 

1、戊戌维新运动 

2、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考核知识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2、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3、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考核知识点 

1、封建帝制的覆灭 

2、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考核知识点 

1、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2、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考核知识点 

1、北洋军阀的统治 

2、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3、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考核知识点 

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考核知识点 

1、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2、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考核知识点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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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3、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考核知识点 

1、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2、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3、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考核知识点 

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2、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考核知识点 

1、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2、抗战与救亡运动 

3、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战的正面战场 

一、考核知识点 

1、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2、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考核知识点 

1、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2、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3、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4、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5、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6、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考核知识点 

1、抗日战争的胜利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3、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自卫战争 

一、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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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国民对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考核知识点 

1、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土地改革和农民的广泛发动 

3、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考核知识点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2、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3、第三点条道路的幻灭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一、考核知识点 

1、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2、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3、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考核知识点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2、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考核知识点 

1、工业化的任务与发展道路 

2、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考核知识点 

1、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考核知识点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2、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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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考核知识点 

1、“大跃进”及其纠正 

2、“文化的革命”的十年 

3、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一、考核知识点 

1、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3、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4、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考核知识点 

1、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2、改革开放的起步 

3、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考核知识点 

1、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一、考核知识点 

1、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3、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第四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考核知识点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 

2、 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3、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发展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考核知识点 

1、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2、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3、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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