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考研政治大纲变动一览表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节标题 2020 大纲 2021 大纲 变动情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无变化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唯物论+辩证法） 

一、世界多样性与物

质统一性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

系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4）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此处

删除，调整到第四章第一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下，

无实质变化

三、 唯物辩证法是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根本方法 

3.矛盾分析法是根本的

认识方法

3.矛盾分析方法是根本的认

识方法

矛盾分析法调整为矛盾分析

方法，无实质变化 

第三章  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认识论） 

一、认识与实践 
1.实践的本质、基本结构

及形式的多样性

1.实践的本质、基本特征和

基本结构及形式的多样性
标题调整，无实质变化 

第四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唯物史观） 

一、社会基本矛盾及

其运动规律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新增（4）人与自然的关系，

此部分内容由第一章调整至

此处，无实质变化 

三、人民群众在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4）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调

整为（4）无产阶级政党的群

众路线，无实质变化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无变化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趋势 

无变化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 

无变化 

第八章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无变化 

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节标题 2020 大纲 2021 大纲 变动情况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无变化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无变化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无变化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无变化 

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无变化 

第六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无变化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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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1.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删除 

  
1.新时代标志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 
新增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无变化 

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 

  
2.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增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标题序号调整，无实质变化 

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主要任务 

4.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主要任务 
标题序号调整，无实质变化 

三、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 

1.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 
  删除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 
新增 

  
2.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新增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标题序号调整，无实质变化 

3.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 

4.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 

标题序号调整 

具体内容新增 4 处，删除 4 处 

四、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 

1.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 
1.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具体内容由 5 条变为 4 条 

  2.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新增 

2.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标题序号调整，无实质变化 

3.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4.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标题序号调整 



具体内容新增 2 处 

五、建设美丽中国 

2.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新格局 

2.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

格局 
具体内容全部进行调整 

3.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 
3.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具体内容全部进行调整 

第十一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体内容删除 2 处，新增 2 处 

二、 全面深化改革 

二、 全面深化改革 二、 全面深化改革 
节标题下具体内容全部进行

调整 

1.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

改革 
1.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第（1）点标题删除，同时删

除部分具体内容 

第（2）点全部删除 

2.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和主要内容 

2.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

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有删除和新增 

3.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

革中的重大关系 
  删除 

  
3.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

的方法论 
新增 

  4.推动全面开放 新增 

第十二章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无变化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无变化 

第十四章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无变化 

 

第三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节标题 2020 大纲 2021 大纲 变动情况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无变化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无变化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无变化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 

3.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开端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新增 1 处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 2.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大 2.实行国共合作和掀起大革 小标题调整 



面 革命的兴起 命高潮 第（1）点中删除部分内容 

第（2）点小标题调整 

第（3）点小标题删除，具体

内容合并至第（2）点中 

新增第（3）点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无变化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无变化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从争取和平民主

到进行自卫战争 
4.两个中国之命运   删除 

四、创建人民民主专

政的新中国 

1.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

灭 
1.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第（2）点新增部分内容 

2.人民政协与《共同纲

领》 
2.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第（1）点具体内容删除 2 处，

新增 2 处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及其伟大意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

其伟大意义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良好的开局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2.《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小标题调整，具体内容由 1 条

变为 2 条，第 1 条为新增，但

是由其他位置调整而来，无实

质变化 

  
2.《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第（2）点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删除 2 处 

3.《论十大关系》和《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的发表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小标题调整，具体内容由 2 条

变为 1 条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无变化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二、党和国家事业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 

1.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删除 

2.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

的成就 

1.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的成

就 
小标题序号调整，无实质变化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删除 

4.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

史性变化 

2.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历史性变化 

小标题调整，具体内容新增 1

处，删除 1 处 

 

第四部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节标题 2020 大纲 2021 大纲 变动情况 

绪论 

无变化 

第一章 人生的青春之问 

一、人生观是对人生

的总看法 

1.人生与人生观 1.科学理解人生与人生观 标题调整，无实质变化 

  1.科学理解人生与人生观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 

2.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

系 

2.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辩

证关系 
标题调整，无实质变化 

二、正确的人生观 
3.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

现 
3.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现 新增内容，无实质变化 

三、创造有意义的人

生 

1.辩证对待人生矛盾 1.辩证对待人生矛盾 具体内容删除 5 处，调整 1 处 

2.反对错误人生观 2.反对错误人生观 具体内容删除 2 处 

3.成就出彩人生 3.成就出彩人生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 

第二章 坚定理想信念 

一、理想信念的内涵

及重要性 
1.理想信念的内涵、特征 1.理想信念的内涵、特征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删除 1 处 

二、崇高的理想信念 

2.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 

2.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由原来的 1 点拆分为 2 点 3.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共同理想 

三、在实现中国梦的

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3.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

春能量 

3.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

量 

具体内容调整 1 处（大学生修

改为青年人） 

第三章 弘扬中国精神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

强国之魂 

1.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 

1.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2.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统一 

2.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的统一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

代要求 

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删除 1 处 

2.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2.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2 处小标题调整，具体内容新

增 5 处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

青春远航的动力 

1.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1.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民族禀赋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 

2.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2.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 

第四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全体人民共同的

价值追求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内容 
具体内容调整 1 处 

二、坚定价值观自信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历史底蕴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

史底蕴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 

三、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扣好人生的扣子 1.扣好人生的扣子 具体内容调整 2 处 

2.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2.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具体内容删除 2 处 

第五章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二、吸收借鉴优秀道

德成果 
2.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2.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2 处小标题调整，1 处小标题

删除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

则 

3.职业道德 3.职业道德 
具体内容删除 1 处，3 处小标

题调整 

4.家庭美德 4.家庭美德 
1 处小标题调整，具体内容删

除 1 处 

四、向上向善、知行

合一 
  4.推动道德实践养成 新增 

第六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一、社会主义法律的

特征和运行 
1.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1.法律的含义 

由原来的 2 点删减为 1 点，第

2 点删除，保留第 1 点，标题

层次提升 1 级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 

2.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

格局 
2.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第五部分 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形势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科目 2020 大纲 2021 大纲 变动情况 

形势与政策 

年度间（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国际、国内重大时

事 

年度间（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国际、国

内重大时事 

考查年度调整 

当代世界经济

与政治 

（六）区域经济一体化 （六）区域经济一体化 
3.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七）综合国力竞争 （七）综合国力竞争 
3.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特

点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八）大国关系 （八）大国关系 
3.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具体内容

新增 5 处 

（九）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

全 

（九）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 

2.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具体内容

新增 1 处 

3.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具体内

容新增 3 处、删除 1 处 

（十五） 南南合作 （十五） 南南合作 具体内容新增 1 处 

（十八）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

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 
  整体删除 

（十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十八） 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标题序号调整，具体内容新增

2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