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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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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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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编号：课程编号：课程编号：课程编号：B0911005

课程总学时：课程总学时：课程总学时：课程总学时：96

课程总学分：课程总学分：课程总学分：课程总学分：6

理论学时：理论学时：理论学时：理论学时：72727272

实践学时：实践学时：实践学时：实践学时：24242424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先修课程：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是根据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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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政

[2005]5 号文件）的精神，而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学分最多的一门核心主干

课程。

(二)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系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理论

精髓。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使学生科学把握社会主

义的本质，真正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使学生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的科学道理。使学生学会运用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增强学生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自觉坚持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一代新人。

该课程是大学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基本知识的主渠道。承担着帮

助大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国情，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培养大学生求真

务实精神；提高大学生政治理论素养，增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自觉性等重要功能。

二、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二、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二、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二、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

（一）理论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一）理论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一）理论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一）理论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重难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教学内容】

本章共有五节。第一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第二节至

第五节，分别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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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节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的各自

产生条件及其科学内涵。

【教学重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

【教学难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阐述了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第三节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所在，理解为什么实事

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教学重点】

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的过程及意义；新世纪如何坚持与时俱进，

进行理论创新。

【教学难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的统一性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经验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第二节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三节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教学要求】

通过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基本内

容及意义，理解这一理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教学重点】

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

【教学难点】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与区别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二节阐述了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第三节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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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性，掌握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

确立的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教学难点】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第二节阐述了对

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第三节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的背景，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

的本质的新认识，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教学重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教学难点】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特点和重要意义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第二节阐述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第三节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准确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理解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同过渡时期的区别和联系，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样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教学重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意义；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内容的相互关系；“三步走”

发展战略构想的演进。

【教学难点】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教学内容】

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第二节阐述了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第三节阐述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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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改革的性质，理解改革对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了解实行开放的主要思路政策，理解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教学重点】

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

【教学难点】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目标；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教学内容】

本章分四节。第一节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节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节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第四节阐述了推动国

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途径。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

基础，选择的历史过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内容；了解和掌握党对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概括；理解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

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

【教学重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教学难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教学内容】

本章共三节。第一节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二节阐述了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三节阐述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科学内涵与主要内

容，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增进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教学重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要

性和艰巨性。

【教学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与阻力；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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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三节。第一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第二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

指导方针；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教学难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教学内容】

本章共二节。第一节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节阐述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掌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及其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任务，了解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

【教学难点】

如何构建和谐和社会

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教学内容】

本章共四节。第一节阐述了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节介绍了从武

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第三节介绍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第

四节阐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发展。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实现祖国安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了解党

和政府对台方针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信念和决心，理解并掌握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

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教学重点】

“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意义。

【教学难点】

以“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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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教学内容】

本章共二节。第一节阐述国际形势的发展及特点；第二节介绍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特点，

理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条件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掌握中国共产党

在外交方面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

【教学重点】

当前我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

【教学难点】

对国际局势的正确把握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教学内容】

本章共三节。第一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第二节，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第三节，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深

刻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教学重点】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教学难点】

如何理解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教学内容】

本章共三节。第一节，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第二节，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三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并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党始终恪守的政治立场，充分认

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

途径和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中国

人民长期选择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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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二）单项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二）单项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二）单项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二）单项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背景与大学生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

通过该项活动，让学生深刻认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对自身的重

要指导意义。。。。

【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

调查校园与周边村镇企业发展状况，制作科学发展与不科学发展宣传板报、“践行科

学发展，从我做起”签名活动、“我与科学发展观”演讲赛。由任课教师组织各班级制作，

优秀的安排校园宣传橱窗。由任课教师组织在各班进行初赛，优胜者参加部门统一安排的

决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至少每组参加其中一个项目并提交相关成果。

【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

宣传板块、多媒体设备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

过该项活动，让学生了解国家的总体发展状况，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及政府的相

关政策，进一步认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理解召开“两会”的

意义与作用，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

任课教师组织各班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课件，择优安排在学院宣传橱窗上。

【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

宣传板块、多媒体设备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分析

【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

通过该项活动，让学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改

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定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念。

【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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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统一组织和学生分散进行两种方式，让学生参观东莞展览馆等地，了解珠三角

地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要求学生在参观后完成一篇相关参观心得体

会。

【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

无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及其基本特征

【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

通过该项活动，让学生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基本特征，培养学生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贡献力量的责任意识。

【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

学生可采取问卷调查、座谈或拍 DV 形式展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和谐和总体状况，

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

相机

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内容】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实验教学目的】

通过该项活动，让学生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深刻认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为改变农民工的现状出谋划策。

【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教学要求】

学生可采取问卷调查、座谈或拍 DV 形式来展示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

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主要仪器设备】

相机

三、教学章节及学时分配三、教学章节及学时分配三、教学章节及学时分配三、教学章节及学时分配

（一）总体学时分配（一）总体学时分配（一）总体学时分配（一）总体学时分配
序

号 教学内容 总学时

其 中 备注

讲授学时 实践学时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16 12 4

2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4 2 2

3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经验 4 4

4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经验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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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8 8

6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6 6

7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10 4 6

8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6 6

9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6 6

10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 4

11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 4 6

12 第十二章 国家完全统一的构想 4 4

13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4 4

14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8 2 6

15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 2

总 计 96 72 24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要求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面向专业 备注

1
“倡导低碳生活，践行科

学发展观”系列活动
综合性 必修 6 所有专业

2 “聚集两会”宣传活动 演示性 必修 2 所有专业

2
参观学生实习企业、东莞

展览馆或珠江夜游等
验证性 必修 6 所有专业

3 和谐家乡的社会调查
设 计 研 究

性
必修 6 所有专业

问卷调查、座

谈与自拍 DV

两种形式交

叉展开，不要

重复。4
广东省农民工工作和生活

状况调查

设 计 研 究

性
必修 6 所有专业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说明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说明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说明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说明

教学方法：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课程采用系

统讲授、专题讲授、演示法、课堂讨论、演讲应答、案例分析、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教学

方法，以力求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在教学过程中的结合运用，使理论具体化，观点问题化，

过程互动化，结论自助化。使课程内容的体系性和开放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知识性和思

想性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养成学生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社会责任。

教学手段：

1、将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相结合，提高教学效率。编写《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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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电子教案和教学课件。在采用传统教学的同时，适

度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以发挥多媒体教学形式多样、信息量大、形象直观的优势，

提高教学效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2、不断开发网络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

资源，建立较完善的网络课堂，为学生创建了自主学习的环境。该网络课堂为学生提供了

交互式的学习环境，学生可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学和自测，达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目

的，还可通过网络教学资源，较全面了解和把握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音像背景资料和现实社

会发展动态，使学习随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3、建立和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制。课程依托白云

学院学生学术交流协会等平台，充分利用实践教学条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提倡

学生利用休息日、节假日自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撰写调研报告。

五、考核方式五、考核方式五、考核方式五、考核方式

考核类型：考试

考核形式：开卷、笔试

考核原则：考核的侧重点是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接受程度，以及他们运用所

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试中我们尽量减少机械性命题，

加大理解性、运用型命题所占比例。在成绩的评定上，采取“4+4+2”模式（即平时成绩

40%、学期考试成绩 40%与实践考核成绩 20%）进行综合评定。平时成绩由平时作业、课堂

讨论、出勤情况来评定。

六、使用说明六、使用说明六、使用说明六、使用说明

本大纲适用 2010 级本科各专业

七、主要参考资料七、主要参考资料七、主要参考资料七、主要参考资料

（一）选用教材：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09 年修订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7 月

（二）主要参考书：

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月
2、詹小美等编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 5月
3、王仕民等编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年 5月
4、于淑清、陈志强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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