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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

□顾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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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教材、教师、教法、教研、教点这五个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功能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清楚、 更加全

面，对坚守学科建设的方向更为自觉、更为自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从思政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发展为在思

政课“学科支撑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

●

●

●

今年，恰逢《〈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和 改 进 高 等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简称“05 方案”）实

施 10 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正式设

立 10 周年。 这 10 年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

撑；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要求，也从多方

面充 实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 建 设 的 内 涵。
近日印发的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体系创新计划》，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体系创新的高度，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提

出了发挥学科“支撑”和学科“引领”作用的新

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

设的新视界。

学科发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推进

作用

十年艰辛探索，十年稳步前行，十年成果

丰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离不

开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这一大背景。 2004 年，工程开始实施时的重要

工作之一，就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

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

教材体系创新。 要达到一个体系建设、三个创

新的目标，重要的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本身的建设。 基于此，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伊始，就把建设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工作。
与此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发展的紧迫

要求。 2005 年 3 月，“05 方案”正式实施。 总结

之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 方案”和“98 方

案”实施的经验，要全面提高课程建设的水平

和质量，重要的是要解决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学科归属和学科依托的问题。 设立和加强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自然成为“05 方案”实施

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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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体现了自上而下的要求和自下而上的呼声的

统一。 在征求和听取多方面意见并经过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严格审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加上后来增

设的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共设有六个二

级学科。 这六个二级学科的布局，既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结构， 也契合了“05
方案”的课程体系。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看作

是 这一 学 科 的“扬 帆 起 航”，那 么 经 过 近 十 年

的建设，已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 特别

是在高校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建 设 的“五 教”上，
即在教材、教师、教法、教研、教点这五个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在教材方面，“05 方案”
本科生四门必修课的教材，以及 2010 年决定

开设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两门必修课的教学

大纲， 列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建设。 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 在众多高校教师和各方面研究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 一个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体

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教材体系正在逐

步形成。 二是在教师方面，同样依托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 较大规模地开展了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培养与培训， 既注重教学一线教师

的分课程的培训和交流、 也突出青年教师的

择优培养和攻读博士学位的提高培养， 既关

注骨干教师理论学术水平的提升、 也注重骨

干教师思想政治观念的提高， 为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保障。 三是在教法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教学方式和方法有明显改观， 与大学生思

想、生活、学习和成长成才实际更为密切地结

合在一起，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

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四是在教研方面，坚持

把科研课题立项与教学实际结合起来， 把理

论研究和教书育人结合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建设为基础， 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有了更加坚实的学科支撑。 五是在教点方

面， 集中体现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

突出成就，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上，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点”已成为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越来越稳

固的阵地。

发挥好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
作用

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的实

际，《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

计划》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要求“强

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科研对教学的支撑

作用”等。 历经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功能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清楚、
也更加全面， 对坚守学科建设的方向更为自

觉、也更为自信。 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支撑”，是高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根据《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

创新计划》的部署，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之间的关系。 要深刻认识到，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这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在高校发展的首要功能；把加强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继续实施好“05 方案”，作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学科“支撑”的内容来看，上述提到的“五教”
依 然是最重要的、也 是 最 基 本 的 方 面，在“五

教”的各个方面还要更有发展和创新。
从学科建设上来看，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支撑”作用，与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建设质量和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学科建

设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 如在学科体系这

一基本问题的理解上，对后增列的“中国近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至今依然列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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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序列的最后，似乎还停留于“先来后到”
的认识水平，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体系的一种浅陋理解。
学科的内在序列，要体现学科内涵理论的

和历史的逻辑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各

二级学科中，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间理论的和历史的

逻辑关系，其次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之间理

论的和历史的逻辑关系。 在这两对学科中，前

者强调理论本身的研究，后者强调理论本身的

历史或理论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的研究。 中国

近现代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依

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

的理论必然。 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实现的三

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

民族独立、 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

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

三大历史性转变， 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最为

“基本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就是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为基

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 把“中国近代史基本

问题研究”搁在学科序列最后的认识，还是停

留在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只

是服务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认识水

平上，没有提升到对学科体系内在结构科学认

识的高度，更没有有机地融入学科体系的总体

结构之中。 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总体建设

意义上， 把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建设的

“支撑”作用，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这种“支撑”
可能达到的全面性和坚实性。

要达到学科“支撑”作用的坚实性，还要解

决好如《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

新计划》提出的“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成优势学科”的问题，其中重要的是实现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先发展、优势发展、优质

发展”问题。 要发挥好“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学科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还要在学理

上、学术上和学科体系上有更大的发展。 学科

的本质是学术和学理， 没有学术和学理的学

科，终究不是完全的、完善的学科。 建设和发展

好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学术话语体系”，
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特

有功能。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生命力在于

理论契合实践、结合实践、指导实践，假如学科

建设只是从理论到理论，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就不能达到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标，
也就不能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支撑”作用和功能。

提高学科在“支撑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努力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引领、相关学科为补充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支撑体系”，这是《普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

的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举措，也是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新要求。 这一新要求

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从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发展为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学科支撑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
显然，要发挥这种“引领”作用，就如《普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所提

出的，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就是要“加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规范化建设， 凝炼学科方向，汇

聚学科队伍，扩大学科影响”。 这就要强化马克

思主义学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

“引领”意识，提高在“学科支撑体系”中“引领”
的本领和能力。 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

院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单位，也是主

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教学科研机构。
这个双重定位， 是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实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

之间，应该形成发展合力，形成“马克思主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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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群”这一学科建设的新理念。 “引领”不是“领

导”， 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要受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

成部分， 和哲学社会科学中其他各学科一样，
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也要加强学科

的自我规范、自我完善，保持和提升学科自身

建设的科学性、思想性和学术性。 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学

科自身建设好、发展好。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而言，“引领”

作用首先要建设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

现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一根本任务上发挥垂范作用，要引导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运用。 其次，要

建设好教师队伍，在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方

面发挥先进作用。 第三，要与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各相关学院协调发展、协同创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要与其他学科开展交叉研究，形成

一批具有学科特色和广泛影响的理论创新成

果，共同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处理

好主导地位和共同建设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融合性。 第四，要

发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各专业学科在培

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思想理论宣传

及相关人才中发挥主导作用。 最后，要在加强

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和高校党

的建设理论研究，在巩固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

安全，加强高校思想理论宣传、教职工思想政

治教育，推进高校党的建设理论和高校党校建

设等方面发挥先锋作用。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来说，“引领”作用最要紧的就体现

于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学科自身发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群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校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巩固和维护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

【作者：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卢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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