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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简 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校的二级学院。学院立足

于立德树人，打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红色文化传承高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与研究基地；学院注重传承红色基因，突出价值引领，力争建成西部一流、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电马克思主义学院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追溯到毛泽东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1 年在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时期。伴随西电长

征路上办学、投身抗日烽火、决胜解放战争、献身国防事业、助力改革开放的洗礼，历

经政治教研室、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马列教研室、社科部、思政部的变化，马克思主

义学院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成立。 

学院基本架构为“两个中心、一个研究院、四个教研室、一个基地”，即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教育部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文化与价值研究院，原理教研室、纲要教研室、概论教研室、基础教研室，拥

有陕西省文化与价值研究社科文化普及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工 56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27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

导师 24 人；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 1 人，“三秦人才津贴”享受者 1 人，陕西省优

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1 人，入选陕西省英才计划 1 人。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校博士点培育学科。 

学院承担全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的教学任务，开设本科生《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公共必修课，硕士生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博士生公共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以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导论》、最新理论拓展课、红色经典导读等系列课

程。 

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10 余项，教育部项目 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出版专著 20 余部，CSSCI 论文 200 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高校文科文摘转载；获得省部级各类奖励 20 余项。主持省级以上教改项目多项，发表

教改论文 30 余篇，教改成果“以红色文化传承为特色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



式”获 2015 年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微传播为载体的高校思政课‘多元

辅助课堂’教学模式”教改成果获 2017 年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在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先后受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

报》《陕西日报》，以及教育部、陕西省教育厅网站等媒体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学院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东风和学校重点支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契机，不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继续深入探索适应国家和

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新方法，积极开展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决策咨询和干部培训等方面的社

会服务工作，开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的新局面。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学位类型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学术学位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老师 

029-8189116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学院网站：http://marx.xidian.edu.cn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本方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

义科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同，它要

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研

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概念，并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要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原则建设好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及科学

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他学科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及

其思想研究；生态文明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方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该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为主题，重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话语体系。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的

著作和思想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本方向旨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它注重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方法的运用，以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研究目标，以网络条件下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为研究重点。 

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网络意

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 

 

学院奖助金设置情况 
 

奖助金类别 奖助金等级 金额 比例 

国家奖学金 / 2 万元/年 2.5% 

国家助学金 / 6000 元/年 100% 

学业奖学金 

一等 4500/年 30% 

二等 3000/年 50% 

三等 1700/年 20% 

三助岗位津贴 

助研 

研一 100 元/月  

研二 150 元/月  

研三 150 元/月  

助教 视工作量而定  

助管 500/月(申请)  

 



优秀硕士推免生专项奖学金 

等级 条件要求 金额 

特等 985/西电排名前 1%的推免生 2万元 

一等 
985/西电排名前 5%的推免生 

其他 211高校排名前 1%的推免生 
1.5万元 

二等 其余 985/211高校推免生 1万元 

 

优秀推免生专项奖学金奖励优秀硕士推免生，只在入学第一学年按照此标准评选。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 李  刚 教  授

02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蒋冬双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李  刚 教  授

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刘建伟 教  授

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韦统义 副教授

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研究 赵常兴 副教授

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曹  飞 副教授

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研究 陈鹏联 副教授

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王  凯 副教授

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张丽珍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宋宝萍 教  授

02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魏  萍 教  授

0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夏永林 教  授

0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程  霞 副教授

05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张阔海 副教授

0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蒋冬双 副教授

学科方向：03 思想政治教育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科目四：88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916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含经典著作）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916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含经典著作）

学科方向：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学科：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2018年招生25人）

学科方向：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科目四：88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科目四：88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916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含经典著作）



自命题考试科目参考书目录 

考试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6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88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916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含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顾海良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

与思想政治工作司 
人民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学科/专业领域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无指定参考书 

2.政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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