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考研倒计时的钟声开始敲响，最后的冲刺 100天虽然不能决定你的考

研成功与否，但是肯定会影响你的最终分数。考研帮为你提供了最后 100天的复

习规划，希望能够帮助你锦上添花。

一、放下杂念、相信自己

首先，建议大家先抛开杂念，放下迷茫，保持重新开始学习的态度。

其次，相信自己，即使刚刚开始复习，只要方法得当，也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二、分阶段复习

（一）9 月 10 号-10 月 20 号

冲刺阶段知识点复习已经不需要像之前那样面面俱到，这时候我们更应该关

注的高频考点和重要知识点以及大纲变化之后对我们有所影响的考点。

（1）周计划

●第一、二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三、四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五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第六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具体内容与时间安排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新大纲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影响不大。

复习基本思路：

重要程度 章节

分布

题型分

布

复习安排

概论（略看） 第一

章

最多选

择题

1.1小时梳理重要内容例如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
2.配合习题加强一下重要概

念的记忆

唯物论（重要章节，细看，不仅要能

够理解还需要运用，掌握基本原理内

容）

第二

章

选择题、

分析题

1.每天 2 小时，3 天左右的时

间复习唯物论重要知识点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



固，能从错题中了解知识点

辩证法（重要章节，细看，不仅要能

够理解还需要运用，掌握基本原理内

容）

第三

章

选择题、

分析题

1.每天 2 小时 3 天左右的时

间复习辩证法重要知识点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

固，能够从错题中了解知识

点

历史唯物主义（次重要，区分概念知

识点即可）

第四

章

选择题 1.每天 2 小时 2 天左右的时

间复习唯物史观的相关考点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

固

政治经济学（难，但是能够区分各个

概念，掌握基本的剩余价值率的公式）

第五

章

选择题 1.每天 2 小时 2 天左右的时

间复习政经-经济学部分的

相关考点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

固

政治经济学（本章侧重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治制度，重要程度小于第五章，

了解即可）

第六

章

选择题 1.3小时左右的时间复习政

经-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相关的考点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

固

科学社会主义（略看，一般七八两章

不会同时出题，掌握重要概念即可）

第七

章

选择题 1.1小时梳理内容

2.配合习题加强一下重要概

念的记忆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重点了解今年变化的考点，这也将是整个大纲变化对大家影响最大的科目。

今年增减内容主要集中于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这些增减内容的来源主

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中的讲话及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重要

政策文件。

复习基本思路：

（1）毛中特属于记忆型科目，考查方式是将原理与时政相结合。我们在记

忆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关键词例如"核心"、"本质"、"首要"、"中心"等，这些内容

看起来简单可是往往相互混淆考查。

（2）重点关注第 10章，为我们整个毛中特三分之二分数的命题章节，结合

习大大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讲话。不仅仅能够理解应

对选择题还应关注相关的措施、方针、意义等应对材料分析题。

具体时间安排：



重要层级 章节 时间安排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

史地位（概述部分）

第一

章

1.1小时能够掌握基本概念即可

1. 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固

2. 通过理论的形成-理论的内容-理论的历史地位

逻辑掌握知识点

新民主主观革命理

论

第二

章

1.2小时左右掌握新民主主义相关知识点，重点注意相

关表述，例如“中心”“本质”“首要”等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巩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三

章

与史纲的第八章内容重合，建议结合起来复习

建设初步探索 第四

章

邓小平理论（重点

章节）

第五

章

1.2小时通过理论的形成-理论的内容-理论的历史地位

逻辑掌握知识点

2..加强习题巩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了解即可）

第六

章

1.1小时左右简单掌握，基本上不会涉及考题

2.加强习题巩固

科学发展观（了解

即可）

第七

章

1.1小时左右简单掌握，基本上不会涉及考题

2.加强习题巩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八

章

1.1小时重点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以选择题把握

2.加强习题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

第九

章

1.1小时重点把握中国梦、战略安排

3.加强习题巩固

五位一体总布局

（最重要章节）

第十

章

1.第十章是毛中特最重要的章节，不仅考查选择题也有

分析题，需要大家重点关注。

2.每天 2小时 3 天左右时间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方面的政策，尤其是结合习大大的最新讲话

3.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的巩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十

一章

掌握重点概念，配合习题演练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了解即可）

第十

二章

最多一道选择题

掌握重点概念，配合习题演练

特色大国外交（重

点关注）

第十

三章

1. 选择题考点，掌握基本概念

2. 往往与当代中的中国的外交方略相结合，因而重

点关注下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领导核心理论（了

解即可）

第十

四章

最多一道选择题

掌握重点概念，配合习题演练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代史纲要这门课程属于考大家过去的东西，所以对于史纲，每年

的大纲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动，2020 年的考研政治大纲也是如此。

复习基本思路：

史纲不是考查的历史，而是一门政治学科，重点考查的是跟中国共产党

相关，以及能够表明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历史事件。

（1）前八十年我们作为选择题了解即可。

（2）翻天覆地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探索，需要我们重点理解

和掌握，尤其今年是建国 70周年，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需要大家重点把握

一下。

（3）辉煌成就六十年当中，第九章关于文革可以完全抛弃，第八章跟我

们毛中特当中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基本重合，所以复习一个即可。第十章、

第十一章跟毛中特的中特理论重合，而且毛中特当中介绍的更为详细，建议

复习毛中特当中即可。

具体时间安排：

重要层级 章节分

布

内容简介与复习安排

反对外国侵略斗

争（了解即可）

第一章 概述部分

1.重点掌握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引起的社会的



相关变化

2.加强习题巩固

对国家出路的早

期探索

第二章 面对国家的变化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掌握各个阶级所进行的运动的根本目的，用阶级的

观点来分析

2.配合习题加强知识点巩固
辛亥革命 第三章

大事变 第四章 重点部分，结合起来复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

1. 重点掌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相关政策，实行的

相关方案

2. 加强习题巩固

新道路 第五章

抗日战争 第六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七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

确立

第八章 与毛中特第三章、第四章内容重合。结合起来复习即

可

社会主义建设的

初步探索

第九章

第一节

新时期 第十章

第十一

章

改革开放之后以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

大

这两章的内容属于中特内容的缩小版，建议大家详细

复习中特即可，本章内容基本掌握即可。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章节分布：



复习思路：

思修法律是所有考研政治科目中最为简单的科目，知识点容易理解有时候即

使没看过书也能答对题目，那么我们在平时的复习中注意重要知识点的记忆即

可。

（1）道德部分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中是经常倡导和宣传的，因而大家在复习

的时候把一些概念，特征，作用，意义等记忆即可。（例如"道德"特征、人生价

值的判断标准等）

（2）现在国家大力倡导依法治国，法律是近年来比较热的知识点。大家在

复习法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法律知识点与我们近期提的依法治国相关领导人

的讲话联系起来复习的。

（3）思修法基的材料分析经常是将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考查，因而大家在

复习的时候要将道德与法律同等重视。

（二）10 月 20 号-11 月 20 号

冲刺中期阶段，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根据知识体系，

将主要的知识点填入框架中，达到强化复习的效果；开始主观题的背诵和真题的

练习。

（1）周计划

●第一周：将四本书再看一遍，根据笔记、参考资料，归纳总结知识点，在

脑海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第二周：划分主观题部分，理解并开始记忆

●第三周：主观题背诵

●第四周：真题练习（客观题）+主观题背诵

（2）具体内容与规划

1.书本知识的梳理与系统化

政治的选择题是容易失分的地方，相应地，也能够拉开考生之间的差距。因

此，在选择题上需要下更多的功夫。选择题不是靠死记硬背的，重点是理解。这

就需要对全书的各个章节有具体的把握。在复习的中期，需要对全书的知识点有

一个宏观的把握，将重要知识点按照顺序，从前往后在脑海里进行排列，因此，

书还是需要多看几遍，熟悉到清楚地知道一个知识点的章节和前后联系。



2.加强主观题相关知识点的记忆和主观题的练习

（1）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其实不是很多，重点掌握重要章节的高频考点即可，

以及一些出分析题的知识点。

（2）主观题不是大家记忆即可，多少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找出真题把主观题

练一练的，通过练习培养你的语感就像我们高中写作文一样的道理（好的文章一

定是练出来的），你需要在练习的过程中把你记忆的这些知识点写出来。当然通

过真题主观题的练习也能够从中了解到每年命题的侧重点。

（三）11 月 20 号-12 月 20 号

最后一个月，主要是对主观题进行再记忆，争取将常考的知识点一网打尽，

熟练掌握；做真题和模拟题，背诵重要的主观题部分；进行考试的模拟测试，对

自己进行自测和查漏补缺。

（1）周计划

●第一周：主观题背诵+真题训练（客观题）

●第二周：主观题背诵+真题训练（主观题）

●第三周：主观题背诵+真题、模拟题

●第四周：模拟题+时政知识+主观题查漏补缺

（3）具体内容与规划

1.加强真题的练习

真题其实是含金量最高的练习题，虽然不会遇到原题，但是一定会有重复的

知识点。需要加强客观题的练习，检测自身的水平，从客观题当中找到真题的命

题规律。

2.时政与当代

时政与当代共考查 16分的分值，表面看起来分数不是太高，但是每年考研

政治都是紧密结合时政，考查的分数往往接近 50%-60%。

首先明确，时政内容是从今年的 1月-11月中旬的大事件；

其次，时政考查的内容仅仅是与中国相关的，一些正面的事件；

最后，重点关注国内重要领导的系列讲话以及召开的重大会议。



3.模拟考试

严格按照考试时间，至少完成两份模拟题测试，熟悉考试时间安排和做题感

觉，并查漏补缺，找到掌握不够牢固的知识点。

4.查漏补缺

将自己之前做错的习题，再次练习一遍，找到自己薄弱点，查漏补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