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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七十年·奋进“双一流”

在马言马 铸魂育人
打造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重镇和坚强阵地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董雅华、院长李冉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日活动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在学习、

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复旦
大学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1920

年，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了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大师胡曲园、

周谷城、周予同等教授兼任政治课
教授。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直属学
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后更名为

“社会科学基础部”。2014 年，更

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下简称
马院）。2016 年，入选全国首批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首批
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马克
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的结果为 A。近年来，马院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马院姓马，

在马言马”的指示要求，努力把马

院打造成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学术重镇和坚强阵地，擦亮社会
主义大学最鲜亮的底色。

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在马言马，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思政课
建设，成立“复旦大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领导小组”，结合“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制定落实复旦大学《思
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实施方
案》《关于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意见》等重
要文件，从顶层设计层面统筹规
划思政课建设。马院抓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主渠道，不断推动思政课守
正创新，积极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第一时间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在十九大召开后一个多月，即

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

题课程十讲。2018年 9 月，正式列
入“中国系列”思政课程，同时开发
了同名在线课程。思政课坚持直
面学生需求与困惑，强化价值引

领，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马院整体谋划思政课改革，

坚持内涵式发展，在改进中加强、

在加强中提高，从学生理论需求出
发，重点建设了“4+1+14”的课程
体系、“课堂 + 网络 + 实践”的教
学体系、“马工程教材+辅助教材”

的教材体系，不断提升思政课的吸
引力、说服力、感染力。马院通过设

立“三集三提”制度（集中研讨提问
题、集中培训提素质、集中备课提
质量）精进思政课教学，通过开展
多学科联动支撑思政课教学，开发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讲、治国

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 14 门思政提高型课程，满足
学生对思政课的多样需求。

近年来，马院在思政课建设
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和教育

部等有关领导先后赴马院调研指

导思政课建设工作。教育部先后

两次组织媒体采访团对我校思政
课建设情况进行蹲点采访。2019
年 3 月 18 日，李冉、高国希、陈果
三名教师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陈果作了大会发言。马院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2项，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2 人获教育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人

物，2 人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1
人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展示活动一等奖，1 人获教育部
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1
人获教育部最美思想政治课教师，

1 人获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骨干，1 人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马院教学
团队获“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称号。

推动学科和科研建设
为思政课提供有力支撑

复旦大学在“双一流”规

划中，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学科群
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加大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支持力
度，夯实基础、强化重点，为提升思

政课教学效果提供更加坚实的学
科平台。马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
义理论”这一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和

高峰学科领航作用，2017—2018
年增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三
个二级学科。同时，进一步凝练学
科方向，搭建了支撑学科建设的多
个基地平台，主要包括教育部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
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上海市党建
理论研究基地、上海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基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

研究中心”、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院、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工运
理论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党建研究
院、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
等。经过多年发展，复旦马克思主
义理论形成了有众多相关人文社

科重点学科融合涵养的、有多个学
术与实践平台支撑的学科，为思政
课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马研马，马院通过科
研持续发力，打造了系列学术品

牌。一方面，着力打造精品国际学
术交流平台，2018 年以来先后创
办并组织“复旦大学国际青年马
克思主义学者论坛”“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复旦大学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国际论坛”等国际学术论坛。另一
方面，着力打造国内一流学术论

坛，如复旦大学“新时代依规治党
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学术研讨
会、“望道讲坛”等。除此之外，马院

创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
术期刊，并被列入教育部重点支持
的十家思政类学术期刊。2016 年
入选全国重点马院以来，马院教师
发表 CSSCI 论文 267 篇，在“三报
一刊”发表重要理论文章 30 余篇，

发表 SSCI 论文 1 篇，出版专著 35
部，编著13部，译著3部。在科研
课题方面，获批“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等国
家重大招标课题 2 项。立项课题

117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4 项、后期

资助项目2 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
目2 项、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5 项。

在科研成果奖项方面，获上海市第

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3项、二等奖4项。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一方

面，着力开展师资增补工作。2016
年以来，马院新增专任教师 16
人，其中引进人才（副高以上）8
人，新进讲师 8 人，教师队伍增幅
37.2%。另一方面，马院还着力引

育领军人才。以跨界吸纳的方式
从校内相关学院引入校级特聘教
授 2 名，引入兼职博士生导师 6
名。引进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1 名。同时，强化自我培养，

2018 年度培育 1 名“马工程”专
家，2019 年培育 1 名国家“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1 名教育部“青

年长江学者”。通过引育并举，双
向发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
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

超的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

马院40 岁以
下的青年教师占 40%，为了打造青
年人才健康成长的快车道，马院出

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实施办法》，选拔成立马院
青年教师创新团队———青椒团，

由马院院长直接带领，并聘任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指导教师进
行个别指导，辅导入选教师在培育

期间开展教学、宣讲与科研工作。

还计划以课题资助的形式，通过

学术研究反哺教学和提升理论宣

讲水平，促进马院青年骨干教师能
力素质水平的全面提升，为切实办
好思政课打好人才队伍基础。

1991 年以来，马院共培养

了 635 名研究生（硕士和博士）。
近年来，马院紧扣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积极为研究生学术成长提

供丰富的交流机会和交流平台，

包括每年一度举办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全国研究生论坛、上海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术
论坛、马院研究生学术报告会等。

马院还启动了“泮林望菁”研究生
创新计划，支持研究生进行学术
研究；成立“望道学生讲师团”，为

培养优秀的思政课教师后备人才
提供培训服务机会。同时，马院还
持续不断地资助研究生出国出境
交流，支持他们参加国内外院校
举办的相关学术论坛。

加强智库建设与结对共建
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辐射功能

马院联合复旦发展研

究院等部门，重点建设智库团队，

加强决策咨询研究，为各级政府的
宏观决策提供重要支撑。马院组织

编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报告》《当代社会思潮评论》《治国
理政》《上海思想理论动态》等理论

研究和咨询报告。马院教师的理论
研究和咨询报告，10 篇得到国家
和省部级领导重要批示，30 篇被

国家和省部级内刊录用。

马院
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辐射功能，先
后与云南省德宏师专、赣南师范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杨浦区教育局等单位结对
共建。自 2012 年 7 月起，马院每
年举办一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暑
期高级研修班，为全国高校培养
了近 700 名中青年教师学术骨
干。马院还依托中组部全国干部

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全国高校思
政课教师研修基地、教育部高校
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为来自
全国各地的高校、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开展思政课教师及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在服务社会中彰显

马院的责任担当。
加强党建引领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马院党委始终从讲政治的

高度谋划学院党建工作，坚持“马

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不

断提高马院的政治站位。在学院
建设中，学院党委通过把方向、带
队伍、聚人心、抓落实的“十二字”

方针，持续发挥“中长线”的引领

力和组织力，不断优化机制、激发
活力、增强实效。牢固树立一切工
作到支部的导向，抓牢党支部建
设“生命线”，按照“双带头人”标
准选拔和培养教师党支部书记。

把党建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开

展“三全育人我当先”教育实践活
动，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
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激发干事
创业热情。马院还与五角场街道
党工委、中共四大纪念馆党支部、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等单位合作建

立党性教育基地，推动退休党支
部与研究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努

力打造党建特色品牌。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

中，马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制度，坚持“学科兴院，

人才强院，资政显院、制度治院”的
发展理念，建设好第一课程，强化
马院建好思政课程的第一责任，牢

牢抓住马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筹

办好 2020 年第一届本科生（“陈望
道班”）的招生工作，在思政课建

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宣传、队伍
建设、人才培养、咨政服务等方面
持续发力，谱写马院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