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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是在学位授权点完成自我评估后，根据自我评估结果和专家评议意见，

对学位授权点的全面总结，分为三个部分：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自我评估工作开展

情况和持续改进计划。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三、封面中单位代码按照《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 年 3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教育部《高等学校

代码》（包括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填写；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

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

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

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

类别，授权级别选“博士”；只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级别

选“硕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

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

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近 5 年来的情况，统计时间以本报告撰写

时间为截止时间，往前推算 5 年为起始时间。 

六、除特别注明的兼职导师外，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均指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

单位的专职人员（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填

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

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

复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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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08 年，是上海高校首家马克

思主义学院。历经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马列部）到法政学院（社科部），

再到马克思主义学院， 形成从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

后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2006 年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

（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与教学论 7 个二

级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2014 年获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另设有学科教学（思政）专业硕士学位点。

2016 年被确立为上海市首批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1.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胜任

相关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牢固树立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精读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

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3）具有良好的学风、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学风严谨，遵纪

守法，品德高尚，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掌握一门外

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能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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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研究，在科研上做出创新性成果。 

1.2 学位标准 

（1）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掌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

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和所形成理论成果的

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经验

教训，并研究和分析现实社会问题。 

（2）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一是政治素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价值的认识基础上，具有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学风。熟悉马

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功底和专业基础知识。二是学术素养。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

研究有浓厚的兴趣；经过系统的科学研究训练，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

三是学术道德。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杜绝抄袭、剽窃、侵吞、

篡改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注释，杜绝一切学术

不端问题的发生。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一是获取知识能力。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二是学术

鉴别能力。对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

评价和价值判断的能力。三是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

的能力，以及组织协调学术力量进行攻关的能力。具有很强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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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和独立完成课题研究的能力。四是学术创新能力。

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思考，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并取得创新

性成果。五是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的本学科学术交流能力，以及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各研究方向之间、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其他学

科之间、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六是其他

能力。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开展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学术交

流。 

（4）学位论文基本要求。一是选题与综述的要求。遵循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的内在要求，注意处理好学科性质和研究特色的关系、基础理

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二是规范性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做

到主题集中、鲜明；文章层次清晰，逻辑严谨；引用资料翔实、可靠；

基本观点正确，论证充分、有力；文笔流畅，书写格式规范。三是成果

创新性要求。博士学位论文主要观点有创新，或论证较前人有深化。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学科设置四个培养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经济哲学等，形成国内探讨“马中西”相互融

合的学科特色。  

方向带头人周书俊教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6 年度影

响力人物，近 5 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1 项；主持在研国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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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各 1 项；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

思主义研究》等发表 C 刊论文 15 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马克

思对黑格尔二元论的克服与新世界观的创立》等论文，揭示了马克思新

世界观创立的全部秘密在于“对象性存在”，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获

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 

方向骨干黄福寿教授，现为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民革中

央理论研究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近 5 年来，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比较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

民政协提案进入公共决策机制研究》1 项，其它项目 3 项，完成著作 2

部，人民日报《内部参阅》封面内容“决策参考”1篇，发表论文 11篇。

与民革中央理论委联合成立“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曾获全

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方向骨干吴宁教授，近 5 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民生问题》、国家社会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多个项目，先后在《马

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C刊论文 15 篇。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研究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 

方向带头人汪青松教授，第三届全国教学名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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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近 5 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研究”、中宣部马工

程项目“中国梦：筑就中国人的信仰”研究、教育部哲社科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梦”的研究方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出版专著 3 部、发表 C 刊论文 17 篇。2014 年专著《中国

改革与中国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出版重点选题”和教育部“高校主题出版工程”。2013 年获上海市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方向骨干蒋传光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

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理法史学研究会副会长

等。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与依宪

执政、公务员道德建设立法等方面有一系列研究成果。近五年来，主持

教育部哲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

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8 项；出版著作 3 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环

球法律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 CSSCI 期刊 10 篇。2016 年

获省级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  

方向骨干朱新光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

研究会理事。近 5 年来，主持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公共外交对上

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 4项，出版专著 3部；发表 C

刊论文 8篇。 

（3）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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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

在新时期如何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政课教学改革、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等方面形成

特色。  

方向带头人石书臣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2017 年上海市最美思政课教师。近 5 年来，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专项工程重大项目子课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视野下胡德

育工作思想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自助项目 1 项，教育部哲社

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1 项；出版专著 1 部；

在《道德与文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发表 C刊论文 7 篇；论文获

全国纪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30 周年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 2014 年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优秀硕士论文指导老师。 

方向骨干周中之教授，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第二届理

事，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伦理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普通高校两课"百佳"教师，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

上海高校优秀政治理论课教师。近 5 年来，主持并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出版著作 3 部。论文《当代中

国慈善事业的伦理追问》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二等奖。 

方向骨干王正平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专家。近 5

年来，主持上海市教委规划项目 2 项，出版著作 1 部。在《哲学研究》

《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刊物发表 C 刊论文 12 篇，1 篇论文被

《高校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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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为切入点，

揭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革命道路选择的必然性；研究近代下层社会

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和历史必然性；研究党史、革命史中的具体问题，阐释其理论内涵和实

践品格，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经验。  

方向带头人宋佩玉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近 5 年来，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1 项、上海哲学社会

科学一般项目 1 项、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1 项；出版著作 4 部；在《当

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 C 刊论文 4 篇；专著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研究报告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

“中青年拔尖人才”一等奖，专著获广东省第五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方向骨干李亮教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中共文

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近 5 年来，主持完成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1 项，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1 项，上海市

德育实践研究课题 2 项，主持在研省部级项目 2 项，出版专著 2 部，发

表 C刊论文 8 篇， 2014 年 获“上海市育才奖”， 论文获“任弼时与

青年工作”学术研讨会二等奖。 

2.2 师资队伍 

本学科现由 27 人构成，是一支老中青结合、学历层次高、学缘结

构合理的团队。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 6 人。拥有博士

学位者 24人（见下表）。 

（1）本学位点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

技术

职务 

专任教

师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

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

上 

具有博

士学位

人数 

具有

海外

经历

女性 

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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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正高

级 
11 0 2 5 1 2 9 3 2 11 11 

副高

级 
10 2 7 1 0 0 10 5 3 0 10 

中级 6 5 1 0 0 0 6 4 3 0 0 

总计 27 7 10 6 1 2 25 12 8 11 21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

位（人数最多 5

所） 

复旦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上海社科

院 
武汉大学 

人数及比例 8（30%） 4（15%） 2（7.4%） 2（7.4%） 1（3.7%） 

（2）本学位点带头人与骨干教师情况（45 岁以上） 

二级 

学科 
姓名 

出生 

年月 
职称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最高学位

获得单位 
学术头衔荣誉 

备注 

马克思

主义基

本原理 

 

周书俊 196312 教授 博导 博士 
中共中央

党校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 2016年

度影响力人物 

学科带

头人 

黄福寿 196206 教授 博导 博士 
上海师范

大学 

上海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常务理事 
 

吴  宁 196603 教授 博导 博士 武汉大学   

马克思

主义中

国化 

汪青松 195609 教授 博导 博士 
合肥工业

大学 

国家级教学名师 

马工程首席专家 

学科带

头人 

蒋传光 196308 教授 博导 博士 
中国政法

大学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

研究会理事和法律

教育研究会理事 

 

朱新光 196505 教授 博导 博士 南京大学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理事 
 

思想 

政治 

教育 

石书臣 196506 教授 博导 博士 中山大学 
上海市优秀思政课

教师 

学科带

头人 

周中之 195203 教授 博导 硕士 
上海社 

科院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思政理论

课教师 

 

王正平 195206 教授 博导 硕士 
上海社 

科院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

规划评审专家 

 

中国 

近现 

代史 

李  亮 197106 教授 博导 博士 
上海师范

大学 
上海市育才奖 

 

（3）本学位点带头人与骨干教师情况（45 岁以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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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学科 

教师 

姓名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最高学位

获得单位 
学术头衔 

是否具有

海外经历 
备 注 

马克

思主

义基

本原

理 

赵晓芳 197507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否  

孔  慧 198408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是  

胡  斌 198312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否  

马克

思主

义中

国化 

周治华 197802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上海市“阳

光学者” 
是  

张  娜 198011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是  

马振江 198506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南京大学  否  

思想

政治

教育 

苏令银 197311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华东师范

大学 

上海市“阳

光学者” 
是  

刘建良 197811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上海师范

大学 
 否  

中国

近现

代史 

宋佩玉 197402 教授 博导 博士 复旦大学 
上海市“曙

光学者” 
是 

学科带

头人 

陈礼茂 197209 副教授 硕导 博士 复旦大学  是  

2.3 科学研究 

（1）上海市及央财拨款项目经费表 

年  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合计（万元） 

示范马院 - - - 150 150 300 

德育基地 70 71 - 71 234 446 

央财项目 - 200 - - - 200 

总计 70 271 - 221 384 946 

（2）国家社科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起讫年月 
项目经费 
（万元） 

1 国家社科 
国家重点 

项目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

精神、中国力量研究 
汪青松 201406-201806 38 

2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与价

值导向研究 
周中之 201406-201706 20 

3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研究 宋佩玉 201406-201706 20 

4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

时期核心价值教育问题研

究 

周书俊 201312-2016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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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人民政协提案进入公共决

策机制研究 
黄福寿 201306-201609 18 

6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人民政协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研究 
吴先宁 201003-201303 12 

7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比较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科

学发展观研究 
黄福寿 200606-201304 8 

8 国家社科 
后期资助 

项目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研究 
吴  宁 201709-201709 20 

9 国家社科 
后期资助 

项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

育资源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石书臣 201709-201709 20 

合  计 171 

（3）教育部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开始年月 
项目经费 
（万元） 

1 教育部 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

治文化建设研究 
蒋传光 201512-201812 80 

2 教育部 
重大项目 

子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与

形成过程研究理论体系思

想渊源 

蒋传光 201111-201507 20 

3 教育部 一般项目 
审慎监管视角下问题保险

公司的救助决策分析 
马海峰 201707-201006 9.9 

4 教育部 一般项目 
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 

研究 
王  岩 201707-202006 8 

5 教育部 一般项目 
日本外交文书所载福建事

变档案文献翻译与研究 
李  亮 201509-201812 10 

6 教育部 一般项目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 宋佩玉 201309-201609 10 

7 教育部 
部级专项

任务项目 

科学发展观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研究 
汪青松 201306-201406 2 

8 教育部 一般项目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研究 
石书臣 201203-201612 9 

9 教育部 一般项目 德性伦理的应用研究 周治华 201011-201510 7 

10 中宣部 
部级专项

任务项目 

中国梦：筑就中国人的信

仰 
汪青松 201306-201406 2 

合 计 157.9 

（4）上海市哲社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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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开始年月 项目经费 

（万元） 

1 上海哲社办 青年项目 
雷蒙·阿隆批判的历史哲

学研究 
郝春鹏 201709-202008 6 

2 上海哲社办 一般项目 
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

与法律规制 
苏令银 201709-202008 8 

3 上海哲社办 一般项目 
传承与转化：通向现代法治

之路的传统文化资源研究 
秦文 201709-202008 8 

4 上海哲社办 一般项目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若干史实考证 

李亮 201607-201906 5 

5 上海哲社办 
中青班课

题 

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研究 
赵晓芳 201602-201901 4 

6 上海哲社办 委托项目 
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

究 
周书俊 201710-201909 5 

7 上海哲社办 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推进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 

研究（1921-1949） 

马振江 201507-201807 5 

8 上海哲社办 
重大哲社

系列课题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 徐剑雄 201407-201507 2 

9 上海哲社办 
中青班课

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

思潮研究 
李  亮 201202-201301 4 

10 上海哲社办 一般项目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 宋佩玉 201104-201605 4 

11 上海文明办 横向项目 
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专题

调研 
周中之 201508-201602 7 

12 
社会科学基

金 
专项课题 

德性伦理视野中的当代中

国现实道德问题研究 
周治华 201301-201612 4 

合计 62 

（5）近 5年各项科研经费汇总表 

类  别 央财、市财 国家社科 教育部社科 市哲社及其它 合计/年均 

经费（万元） 946 171 157.9 62 1336.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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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科依托央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项目、上海市德育教学研究基

地、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平台，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教学实

践，培养人才，展示学科研究成果和为地方社会服务。5年来，本学位点

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学科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代表性的

成果如下表： 

（1）代表论文 

学科 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 

间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1 周书俊 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609 

2 周书俊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与真理性 
《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 
201701 

3 周书俊 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与分配正义 《东岳论丛》 201610 

4 周书俊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终结论 《学术界》 201610 

5 周书俊 
尼采：强力的虚无主义与自然的

永恒复返 
《东岳论丛》 201504 

6 周书俊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

——基于“金融－实体”经济危

机理论的反思 

《理论学刊》 201512 

7 黄福寿 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历史进路 
《湖南科技大学

学报》 
201603 

8 黄福寿 
现代性—后现代性时空交错中的

中国政治现代化 
《探索与争鸣》 201410 

9 吴  宁 
尤尔根·哈贝马斯对学习的反思

及其中国意义 
《云南大学学报》 201705 

10 吴  宁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及其对我

国现实的启示 
《理论月刊》 201503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研 

究 

1 汪青松 
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整

体性的全面把握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507 

2 汪青松 
“两个不走”：中国道路的方向

性规定 
《政治学研究》 201412 

3 汪青松 论中国梦的时空维度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1705 

4 汪青松 
论中国梦的历史逻辑——兼论

“四个自信”与中国梦的实现 
《社会主义研究》 201703 

5 汪青松 
“不忘初心”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思想理论教育

导刊》 
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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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汪青松 
恩格斯理想信念观与中国共产党

人的中国梦  

《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 
201510 

7 汪青松 
邓小平改革胆略与习近平改革思

维 
《理论探讨》 201411 

8 汪青松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模式的新境界 
《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 
201304 

9 蒋传光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 
《学习与探索》 201606 

10 朱新光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 
201511 

 

 

思想

政治

教育 

1 石书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道德与文明》 201603 

2 石书臣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青少年学生

德育工作思想 
《教学与研究》 201701 

3 石书臣 
同向同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

同创新的课程着力点 
《思想理论教育》 201707 

4 石书臣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理论

依据 
《中国高等教育》 201705 

5 石书臣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目的

性阐释 
《思想教育研究》 201702 

6 石书臣 
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

科支撑 
《中国高等教育》 201404 

7 石书臣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需要

增强的五种理念 

《思想理论教育

导刊》 
201304 

8 周中之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建构

研究 
《中州学刊》 201709 

9 周中之 慈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追问 《湖北大学学报》 201705 

10 周中之 
论爱国主义精神与实现中国梦的

关系 
《思想理论教育》 201606 

中国

近现

代史

基本

问题

研究 

1 宋佩玉 
战后在华美资银行的复业与顿挫

(1945-1956) 

《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 
201606 

2 宋佩玉 
从利用到清理：建国初期中共上

海外资银行政策的嬗变 
《学术界》 201512 

3 宋佩玉 
重振的幻灭：战后上海外商银行

的历史演变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 
201509 

4 宋佩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

理过程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史研

究》 
201403 

5 李  亮 试析福建事变失败的经济原因 
《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 
201703 

6 李  亮 
毛泽东为什么把洪秀全作为向西

方寻找真理的代表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 
201505 

7 李  亮 中美关约交涉与日本外交应对 《史林》 201404 

8 李  亮 
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结构

研究 
《求索》 201403 

9 李  亮 
共性·差异·互补:民主与群众路

线关系再认识  
《求实》 201401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8&CurRec=137&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5&filename=DDSJ201505005&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8&CurRec=137&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5&filename=DDSJ201505005&urlid=&yx=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ZS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bb%8f%e6%b5%8e%e5%8f%b2%e7%a0%94%e7%a9%b6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ZS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bb%8f%e6%b5%8e%e5%8f%b2%e7%a0%94%e7%a9%b6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5&CurRec=1&recid=&FileName=QUAK201401014&DbName=CJFD2014&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5&CurRec=1&recid=&FileName=QUAK201401014&DbName=CJFD2014&DbCode=CJFQ&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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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剑雄 
建国初的“戏改”与国家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 
《安徽史学》 201407 

（2）科研项目 

学科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起讫时间 
经费

（万）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1 周书俊 

马克思“人的解放”

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

育问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一般项目 
2014-2017 13 

2 黄福寿 
人民政协提案进入公

共决策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一般项目 
2013-2016 18 

3 黄福寿 
比较社会主义视野下

的科学发展观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一般项目 
2006-2013 8 

4 吴  宁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2017-2019 20 

5 王  岩 
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

想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青年项目 
2017-2020 8 

6 王  岩 
上海中心城区地摊经

济调查报告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

究项目 
2017-2017 3.5 

7 周书俊 
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委托项目 
2017-2019 5 

8 赵晓芳 
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

浪潮研究 

上海市哲社中青班

课题 
2016-2017 4 

9 周书俊 
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研究 
校重大预研究项目 2016-2019 6 

10 黄福寿 
习近平人民政协协商

民主思想研究 
校重大预研究项目 2017-2020 6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研 

究 

1 汪青松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国 

家重点项目 

2014-2018 38 

2 蒋传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教育部重大 

项目 
2015-2018 80 

3 蒋传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学与形成过程研究理

论体系思想渊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 

2011-2015 20 

4 汪青松 
科学发展观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研究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项目 

2013-2014 2 

5 周治华 德性伦理的应用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 
2010-2015 7 

6 汪青松 
中国梦：筑就中国人

的信仰 

中宣部专项任务项

目 
2014-2016 2 

7 周治华 

德性伦理视野中的当

代中国现实道德问题

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专项

课题 

2013-2016 4 

8 马振江 中国共产党推进传统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2015-2018 5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ZS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bb%8f%e6%b5%8e%e5%8f%b2%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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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

史经验研究

（1921-1949） 

一般项目 

9 汪青松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择优出版计

划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其它项目 
2015-2015 3 

10 张  娜 
《概论》教材的基本

国情理论模式研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其它项目 
2016-2016 2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1 石书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德育资源及其当代

价值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后期资助项目 
2017-2019 20 

2 周中之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

与价值导向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一般项目 
2014-2017 20 

3 石书臣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思

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

系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2-2015 9 

4 王正平 
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

中心建设 

上海市教委重点项

目 
2016-2016 50 

5 王正平 
师德研究、交流与 

评价 

上海市教委重点项

目 
2017- 80 

6 石书臣 
文化创新视野下的学

生思政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系列

课题 

2012-2013 3 

7 苏令银 
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

规范与法律规制 

上海市哲学社一般

项目 
2017-2019 8 

8 周中之 
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

专题调研 

上海市文明办横向

项目 
2015-2016 7 

9 秦  文 
传承与转化：通向现

代法治之路的传统文 

上海市哲学社一般

项目 
2017-2020 8 

10 刘建良 

公民廉洁教育内容有

机融入中学思想政治

课教学实践研究 

校廉政专项 2015-2017 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基 

本 

问 

题 

研 

究 

1 宋佩玉 
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研

究（1845—1949）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

办一般项目 
2014-2017 20 

2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

究（1840-194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3-2016 10 

3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 

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一般

项目 

2011-2016 4 

4 李  亮 

日本外交文书所载福

建事变档案文献翻译

与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5-2018 10 

5 李  亮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若干史

实考证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一般项目 
2016-2019 5 



19 
 

6 李  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

启蒙思潮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中青

班课题 

2012-2013 4 

7 徐剑雄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重大

哲社系列 

2014-2015 2 

8 李  亮 

“中国梦”融入“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科教学的研究路

径研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其它项目 
2015-2016 2 

9 陈  亮 

大都市区跨界治理的

内在机理与创新机制

研究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

究项目 
2017-2017 2 

10 徐剑雄 

文化生态视域中的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研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科研创新一般项目 
2014-2016 2.5 

（3）代表著作 

序号 著者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 

年月 

1 汪青松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612 

2 汪青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4）》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610 

3 汪青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3）》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510 

4 汪青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2）》 中西书局 201312 

5 汪青松 《中国改革与中国梦》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201412 

6 蒋传光 《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4）》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3 

7 蒋传光 《中国特色法治路径的理论探索》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02 

8 朱新光 《中亚可控民主化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201508 

9 朱新光 《西方国家公民廉洁教育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 

10 周中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微》 上海三联书店 201306 

11 
周中之 

刘建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微》 

（修订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08 

12 石书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探研》 上海三联书店 201306 

13 黄福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 上海三联书店 201306 

14 黄福寿 
《比较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 

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06 

15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 

1843—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 

16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1847—1949》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06 

17 吴  宁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九州出版社 201705 

18 李  亮 《以案施教的心灵警示：基于典型案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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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廉洁教育研究》 

19 徐剑雄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08 

20 苏令银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201507 

（4）科研获奖 

序

号 
获奖者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 

级别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1 宋佩玉 

宏观历史视野下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程教学比较

方法运用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学研究“中青年

拔尖人才” 

省级奖 一等奖 20170904 

2 黄福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演进的历史逻

辑 

上海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理论研

讨征文优秀论文 

省级奖 二等奖 20160901 

3 李  亮 

“一切为着中华民

族的团结和统一而

奋斗”——试论任

弼时不同意重建青

年团的原因 

“任弼时与青年

工作”学术研讨会 
部级奖 二等奖 20160822 

4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汇市市

场研究

（1843-1949） 

上海市第十三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省级奖 二等奖 20160618 

5 周中之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

的伦理追问 

上海市第十一届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

和宣传优秀成果 

省级奖 二等奖 20160618 

6 罗华荣 
上海市民办高校教

师工作满意度调查 

上海市教育系统

工会理论研究会

2015年课题 

省级奖 二等奖 20160318 

7 马海峰 

台湾安定基金与保

险保障基金的制度

比较分析 

上海保险学术理

论征文 
省级奖 二等奖 20151118 

8 石书臣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主导性研究 

全国纪念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设立

30周年优秀成果

奖 

其它 三等奖 20141017 

9 宋佩玉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

研究（1847-1949） 

第五届金融图书

“金羊奖” 
省级奖 其他奖 20170623 

10 石书臣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的追

求、坚持和发展 

上海市教卫工作

党委系统党史优

秀科研成果奖 

地市级 其他奖 20130204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共包含三类：学校奖助金、学院奖助金、

学位点奖助金。学校奖学金包括：新生生源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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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宝钢奖学金、上海师范大学科研奖励、上海师范大学学术竞赛

奖励、国家助学金；学院奖助金包括：研究生助教制度和勤工助学岗位，

即凡是给本科生开设课程的正教授每学期可以聘请一位研究生担任助

教，每学期给予 0.1 万元助教费。另外，研究生还可以通过参与勤工助

学获得一定补贴。本学位点奖助金主要用于对学生参与学术交流进行鼓

励与支持，如凡在学术会议上报告研究成果的学生将获得差旅费全额资

助。学位点奖助金具体资助名额根据当年学位点经费情况决定。总之，

本学位点全面贯彻实施学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在研究生学业激励、助

学贷款、校内勤工助学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并严格实

施（具体详见附件 6）。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招生选拔遵照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招

生管理制度规定，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在符合单科录取最低分

数线的合格考生中根据初试专业课成绩以及复试成绩，在报考分数线上

的学生中，采取差额复试的办法，综合考虑学生的本硕专业、学校类型、

生源结构等基础上择优录取。其中复试主要考查考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

等，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能力测试，基本上做到了对学生的全方位考核。 

从近 5 年情况来看，本学位点的报考人数程逐年上涨趋势，考试录

取率在 20%上下波动。在录取学生中，在职博士生约占 30%，每年有 2个

名额列入辅导员专项计划。特别是，2017 年本学位点还招收了 1 位蒙古

国留学生。本学位点博士招生办法具体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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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2013—2017）招生人数一览表 

年份 报考人数（人） 录取人数（人） 录取率 

2013        20          5       25.0% 

2014        33          5       15.2% 

2015        49          7       14.3% 

2016        42          9       21.4% 

2017        73         13      17.8% 

为保证生源质量，我们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加大宣传、增加

学科补助力度、实行论文奖励制度、参加学术会议资助、名校老师推荐

等。在招生过程中，我们严格复试，综合考查考生的学术水平、思想政

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及体格状况。学术水平考查主要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

握情况等，此外也强调外国语交流能力。总的来说，本学位点考生生源

相对充足且质量良好。 

3.2 课程教学 

为了加强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我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根据市教委和学校

的指导方针，在总结过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本学位点为单位

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本学位点的

核心课程由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部分构成，每门课程均设定了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内容。 

核心课程教学强化经典文本阅读研讨和教师点拨指导，注重对博士

生文本解读、主题提炼、问题辨析及学术表达等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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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名单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学时/ 

学分 姓  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专

题研究 

学位基础课 
周书俊 

黄福寿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72/4 

2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专题

研究 

学位基础课 
汪青松 

蒋传光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72/4 

3 
思想政治教

育专题研究 
学位基础课 

石书臣 

周中之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72/4 

4 

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

研究 

学位基础课 
宋佩玉 

李  亮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72/4 

5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

读 

学位专业课 

周书俊 

吴  宁 

黄福寿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72/4 

6 

学科定位、问

题导向与逻

辑结构—博

士论文攥写 

学位专业课 周书俊等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54/3 

7 

国外马克思

主义专题研

究 

学位专业课 
吴  宁 

黄福寿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54/3 

8 
学术前沿与

专题综述 
学位专业课 专家讲座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1 

9 专业英语 
学位专业课

（限定） 
吴  宁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54/3 

10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前沿

问题研究 

学位专业课 

汪青松 

蒋传光 

朱新光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2 

11 

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与方

法 

学位专业课 
石书臣 

周中之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2 

12 

苏东社会主

义与国际关

系研究 

学位专业课 
朱新光 

黄福寿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54/3 

13 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政治

前沿问题 

学位专业课 
宋佩玉 

李  亮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54/3 

3.3 导师指导 

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博士生导师的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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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和考核制度（博士生导师的聘任及管理详见附件 7）。对博士生的指

导实行导师指导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成立由本专业博士生导师组

成的学位点博士生指导小组，但导师作为博士生培养第一负责人，在博

士培养中起主导作用。根据我院博士研究生培养细则（见附件 4），导师

要按要求定时定量指导博士生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论文写作、学位论

文开题和写作等。截止目前，本学位点导师指导学生情况良好。 

3.4 学术训练 

本学科点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导师课题研究或自主进行科研活动。

国家奖学金遴选过程中，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是其中很重要一项参选条件。

在积极参与导师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博士生受到良好的训练，科研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高。 

科研能力较强博士生简介 

类型 序号 姓名 入学年月 简  介 

 

 

 

毕业

博士

生 

1 戴  冰 200709 

独立出版著作两部：《高校青年团工作价值理念与

实践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 3月出版）、

《当代青年工作的价值导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15年 5月出版）。 

2 曹寄奴 200809 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后 

3 程水栋 200909 
在校期间，曾在《社会科学家》、《天府新论》等

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8篇，出版专著 1部。 

4 吴跃东 201009 
2017年 7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资源整合机制研究》。 

5 严运楼 201209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处理以来党领

导社会福利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2014年立项），

出版专著 1部。 

6 周忠华 201309 
在校期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8篇论文，其中 C刊 3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优化与退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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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伦理文化变迁研究》（2014年立项）。 

在读

博士

生 

7 黄  红 201409 2016年国家奖学金。 

8 马超 201509 
2016年国家奖学金，当年以第一、二作者身份在《云

南社会科学》、《太平洋学报》等发表文章 4篇。 

9 杜武征 201609 
2017年国家奖学金，以独立作者发表 C刊 1篇，以

第二作者发表 C刊 1篇。 

3.5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倡导研究生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本院每年各种学

术讲座 30次左右，听众对象以博士研究生为主。此外，学位点积极为博

士研究生搭建市内、国内、跨境交流的平台，鼓励支持博士研究生积极

参与市内、国内及跨境的交流，有 1位博士研究生出国交流。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2014-2017）参加市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姓  名 参加学术交流情况 年  级 

公  磊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1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十四届青年学术论

坛“改革的系统集成：战略、路径和方法”；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王礼鑫 

2017 年 11 月 4-5 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第六届年会；

2017年 11月 1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十四届青年学术论

坛“改革的系统集成：战略、路径和方法”；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黄寂然 

2017年 10月 2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高  伟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

究中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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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可 

2017 年 11 月 3 日，东华大学，上海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于爱涛 

2017 年 11 月 9 日，上海交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问

题学术会议。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左雪松 

2017年 10月 2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 

2017年 10月 28日，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

五届学术年会——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跨越，马克思主

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袁竞闻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2017年 10月 28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

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跨越，马克

思主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周学良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2017年 10月 2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 

2017年 10月 28日，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

五届学术年会——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跨越，马克思主

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2017 年 11 月 3 日，东华大学，上海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7级 

贾晋瑞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2017年 10月 21日，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 

1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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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3 日，东华大学上海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7年 11月 21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团

结与十九大精神专题讲座；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邵  蕊 

2016年 10月 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治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2017 年 3 月 18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十月革命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 7月 1日，上海市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研究青年论坛。 

16级 

陈  瑶  

2017年 11月 3日，江苏省行政法学年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16级 

周正艳 

2017年 11月 12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暨 2017

年浙江省哲学学会年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16级 

戚  静 

2016年 10月 22 上海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论坛 ；

2016年 10月 11日，上海市教委关于“立德树人”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专职研究人员研讨会； 

2017年 6月 12 日，上海市教委“立德树人”人文社科基地

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16级 

张  慧 

2017 年 4 月 15-16 日 山东师范大学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16级 

史佳华 

2017 年 4 月 15-16 日 山东师范大学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16级 

王  怡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1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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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姚庐清 

2016年 10月 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治

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2016 年 12 月 2 日，第一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关

于劳动哲学、伦理学及跨学科研究高端学术论坛； 

2016年 12月 7日，2016年上海市志愿服务论坛“志愿服务

与社会共享”；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6级 

杜武征 

2016 年 12 月 2 日，上海师范大学，第一届劳动人权马克思

主义论坛；  

2017年 4月 14-16日，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届劳动人权马克

思主义论坛；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海市委党校，“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研讨会； 

 2017年 4月 29 日，华中师范大学，纪念“十月革命 100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华中师范大学第 4 届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论坛； 

 2017年 5月 20日，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马克思研究论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8 日，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委宣传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与上海改革创新发展”理论研

讨会； 

2017年 10月 28日，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

五届学术年会——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跨越，马克思主

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6级 

张皓月 

2015年 10月，北京大学，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2015 年 11 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

会； 

2016年 6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力量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7年 4月，安庆师范大学，第九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

——加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15级 

蒋翠婷 

2015年 10月 16日，上海市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

生论坛； 

 2015 年 10 月 24 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

坛； 

2015年 11月 14 日，“中国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5年 12月 12 日，“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国际学术研

讨会；  

2016 年 3 月 19 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发展理念——上

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年首季度论坛暨上海市马克思主

1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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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研究会 2015年年会； 

2016 年 5 月 14 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发展——第六届马克思主义青年论； 

2016年 5月 21日，中国力量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6年 10月 15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北京峰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第一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关

于劳动哲学、伦理学即跨学科研究高端学术论坛；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2017年 11月 18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上海峰会；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田  园 

2015年 11月 14 日，“中国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3 月 19 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发展理念——上

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年首季度论坛暨上海市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 2015年年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第一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关

于劳动哲学、伦理学即跨学科研究高端学术论坛； 

2016年 5月 21日，中国力量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5 月 14 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发展——第六届马克思主义青年论坛。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5级 

马  超 

2017 年，参加第 83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 “2017 新兴经

济体智库年会”； 

2017年，参加海南国际旅游岛“智库联盟高端论坛”暨 2017

年海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 

15级 

熊  会 

2015年 11月 14 日，“中国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6年 5月 21日，“中国力量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15级 

廖桂村 

2015年 11月 14 日，“中国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6年 5月 21日，“中国力量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

会。 

15级 

胡  峻 

2017 年 7 月 6-8 日，迎接十九大精神研讨会暨 2017 年浙江

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会年

会； 

2017年 11月 8日，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袁秉达教授 “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14级 

赵诗杨 
2017年 11月 29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

学王凤才教授作《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报告。 
16级 

3.6 分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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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研究生培养制度中，设定了分流淘汰机制，主要体现在研究

生培养、学籍管理、学位工作及违纪处理等相关制度安排中。本学位点

每年都可以完成招生计划，学生均能按时报到。本学位点正常毕业人数

31 人，延期毕业和延期未毕业人数分别为 5人和 10 人。部分学生论文开

题、查重、盲审、预答辩、答辩等环节不符合学院要求，延期毕业。延

期未毕业人数 14人。（如下表所示） 

正常毕业人数 31人 

延期毕业人数 5人 

延期未毕业人数 10人 

3.7 论文质量 

积极参加学校研究生论文双盲评审，做到全覆盖。截止 2017 年 6月，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毕业身学位论文在各类抽检、评审中尚未检出不合

格论文。以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3 位博士研究生毕业生为例，其

学位论文外审成绩是：获得 85 分及以上较优异成绩的计 6 人，占比约

46.15%；获得 80-84 分良好成绩的为 6 人，占比约 46.15%；只有 1 人成

绩为合格，占比 7.69%。 

3.8 学风教育 

学校制定了严格的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相关制度，并强化

平时的学风教育。本学位点认真落实学校相关制度规定，学风教育贯穿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等重要环节，特别注重科学

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无论是课程作业还是学位论文都要求能够按照《上

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进行撰写，养成良好的学术规范

习惯，并严格把关，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目前本学位点尚无学生

发生学术不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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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管理服务 

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制度和文件，进行规范管

理。每学期，对所开设的所有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进行学生满意度调查。

在评奖、评优等活动以及教务管理、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做到制度先

定、程序严密、公开透明。 

学校研究生院提供的 2015、2016 及 2017 级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满

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对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满意”占比 74.26%，“比

较满意”占比 23.54%，“不满意”占比 2.20%；“对教学过程”的满意比例为

73.45%，比较满意的比例为 25.95%，不满意占比 0.6%；“对导师的指导

活动”和“对学风和学术规范教育”两选项，“不满意”的答案为 0；“对课程

成绩的公平性”，满意者占比 81.97%，比较满意者占比 16.56%，不满意

者 1.47%。 

3.10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全部就业。在就业人员中，57.14%的毕

业生留在本市工作，23.80%的学生留在东部地区工作，9.52%的学生留在

中部地区工作，9.52%的毕业生留在西部地区工作。学生就业情况比较好，

12.28%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工作，85.71%的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单位

工作。目前，毕业生就业单位反馈意见较好。 

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2013-2017）就业情况表 

（一）就业情况统计 

学位

类别 
毕业生总数 

就业情况（人数及比例） 

未就业 签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 

升学 

自主创业 其他形式就业 
国内 

国

（境

）外 

博士 21 21(100%)  0（0%） 0（0%） 0（0%） 

（二）毕业生主要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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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名称（填写人数最多的 5个） 

就业 上海市文明办 
上海市纪检委 

监察局 
上海师范大学 吉首大学 

云南师

范大学 

（三）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 

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其他 

博士

签约 

3 

（14.28%） 

18 

（85.7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四）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地域 本省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境外 

博士签约 
12 

（57.14%） 

5 

（23.80%） 

2 

（9.52%） 

2 

（9.52%） 
0（0%） 

 

二、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在学校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的统一组织、指导下，本院及时

成立了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主管学科与研究生教育

的副院长为组长，学位点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在评估工作小组的指导

协调之下，本学位点制定评估工作计划，明确评估工作流程，按照评估

的要求和工作流程有序开展自我评估工作。 

1．自我评估工作的阶段安排 

2015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成立了学位点评估工作组，由汪青松、黄

福寿、李亮、周中之等组成，开始评估准备工作。 2017 年 3 月 1 日学校

召开学位点合格评估培训大会后，学院组成由周书俊为组成的评估领导

组。（1）当天召开评估工作会，根据评估流程，制定评估日程安排；（2）

10 月初完成“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的材料收集与填报；（3）12

月 8 日外聘专家评审；（4）12 月中旬学院评定委员会根据外聘专家的建

议，修订、完善改进计划，最后上报学位点评估材料。 

2．外聘评估专家构成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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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单位评估专家名单： 

①宋进：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③胡涵锦：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④徐  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⑤张远新：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专家建议（问题及改进建议） 

详见专家意见表。 

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培养方向发展不平衡。 

（2）学科研究成果获得高层次奖励不多。 

（3）学生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持续改进计划 
 

就本学科学位点建设中存在的客观问题，我们拟定了持续改进计 

划，具体包括未来发展目标和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1.未来发展目标 

（1）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点，建设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博士学位点；（2）增设“党的建设”二级学位点。 

2.保障措施 

（1）凝练学科特色，突出发展重点。在长期研究的积淀上将重点放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 

（2）适应学科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学科方向。整合政治学、党史、

https://baike.so.com/doc/4294666-44982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67550-68813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11133-2128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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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等多学科的资源，培育和建立“党的建设”二级学

科。 

（3）外引内培，进一步夯实师资团队。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本学科

中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教授。同时，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进一步提升、

发挥学位点影响力。  

 

附件：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3.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 

4.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细则 

5.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与答辩相关规定 

6.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奖助贷制度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评分细则 

7.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聘任及管理规定 

8.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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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30503）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胜任相关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

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一）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经典著作，

研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把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

践基础、理论来源、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三）具有良好的学风、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学风严谨，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

究动态与最新成果，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能运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在科研上做出创新性成果。 

二、学习年限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4 年(在职博士研究生一般为 4 年)。 

三、研究方向 

本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当代中国

法治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国周边环境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等。主要导师有：汪青松、蒋传光、朱新光、黄福寿、石书臣、周书俊、宋佩玉、李亮等教授。每年

招生导师和研究方向，详见招生简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法理学、法律文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国周边环境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外交思想；多边主义与东亚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制度；协商民主；公共政策。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为: 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与基

本政策的历史演变。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开设学位公共课 3 门，学位基础课 2 门，学位专业课 2 门，专业选修课 3 门（其中限定选修

课 2 门，任意选修课 1 门）。 

（一）必修课程（不少于 1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不少于 7 学分） 

（1）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Readings of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Lenin（1 学分）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7%9F%B3%E4%B9%A6%E8%87%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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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2 学分） 

（3）综合外语 A  Comprehensive English A（4 学分） 

2. 学位基础课程（不少于 6 学分）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Special Research on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 学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 Literature Research on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 学

分） 

3.学位专业课（不少于 3 学分）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 Marxist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3 学分） 

4.学术前沿讲座 Seminars for Frontier Academic Studies（1 学分） 

（二）选修课程（不少于 6 学分） 

1.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2 学分)（限选） 

2.学科定位、问题导向与逻辑结构——博士论文写作 Subject Positioning, Problem Orienting and Logical 

Structure------Ph.D Thesis Writing（2 学分）（限选）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Forefront Question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 学分）（任选） 

4.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2 学分）（任

选）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学分）（任选） 

6.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 The Study of Marxist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2 学分）（任选）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周边环境研究 Research on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2 学分）（任选） 

8.马克思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and n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research (2 学分，任选)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m in  China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2 学分）（任选） 

10.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 Research on Marxist Theory and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2 学分）（任选） 

1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Theory and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2 学分）（任选） 

（四）补修课程 

  同等学历博士研究生须补修所学专业硕士学位阶段的基础课 3 门，跨专业攻读的博士研究生须完成导师规定

补修的课程，以上皆须通过补修课程的考试，不计学分。 

五、培养方式与考核方式 

（一）培养方式 

1.博士生培养以科研为主，重点培养博士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学习体现为科研

服务的宗旨,开阔博士生学术视野,培养博士生的学科专业意识、素养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学习主要

安排在第一学年完成，课程实施专题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以学术研讨、专题报告为主。 

2.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成立由本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学位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导师是

博士生培养第一负责人，在博士生培养中起主导作用；博士生指导小组配合导师全程参与博士生的指导工作,充

分发挥集体培养优势。 

3.制定并实施研究学习计划。博士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和领域，制定个人研究和

课程学习计划。 

4.设立“导师与学生见面指导”制度。每位导师每月至少 2次与学生直接见面，回答问题、指导读书、修改

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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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行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和报告制度。有计划地请相关专家学者来学位点授课、作学术报告。博士生在学

期内应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开展学术沙龙活动，在学位点公开作专

题综述与学术报告，主办“马克思主义博士论坛”。 

6.重视教学与研究实践环节。教学实践：准备两节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教学（工作量为 4-6 学时）。社会实

践：结合博士生的研究选题，开展专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时间为一至二周）。 

7.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从人才强

国、个人诚信、求学做人等角度进行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做到诚信为人、严谨求学、科学治学、担当责任。 

（二）考核方式 

实行学习考核制度。进行学习汇报，填写考核表。考核在第三学期和第五学期分两次进行。 

在第三学期，博士生 ppt 汇报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与学分绩点、听取学术讲座、参加课题研究与发表论

文、研究综述报告等情况。本次考核决定能否进入开题环节。 

在第五学期，博士生填写考核登记表，报告政治思想表现、听取学术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参加课题研究与

发表 c 刊论文，博士论文开题后进展等。本次考核决定能否进入预答辩环节。 

六、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一）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 

1.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尽早明确论文选题方向；论文选题必须

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前沿性、创新性、可行性，第一学年第 2 学期末（6 月）初步确定学位论文选题。 

2. 第二学年第 1 学期（11 月）完成开题。博士生须写出不少于 6000 字的研究综述与选题报告，就选题的科

学依据、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与难点、课题研究条件、预期目标等做出论证。每年 11

月组织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二）学位论文撰写 

1. 学位论文撰写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除认真研究与课题相关的文献外，还应根据课题要求进

行社会调查；应反映博士生已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的能力。 

2. 学位论文正文一般不少于 10 万字，中文提要 1000 字，外文提要 2000 字。论文的封面、中外文提要、目

录、正文、附录、注释、参考文献的编排，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所有注码必须注明国别（或年代）、

作者（或译者）、书刊名称、卷次章节、页码、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3. 学位论文应观点鲜明、立论有据、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注释规范准确，具有宽广学术视野、深厚理论

基础、较高学术水平、较强创新性。重要观点不能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抵触；遵守学术规范，切不可弄虚作

假。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水平；全文经修改后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争

取优秀。 

4. 博士生每 2 个月向导师报告一次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生导师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写作的顺利进展。

由博士生指导小组对研究生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作全方位的考查。 

5. 第二学年第 2 学期（6 月）开展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与学术讲座统筹安排。 

（三）学位论文预答辩与评审 

通过中期考核、开题报告和预答辩审核之后，可进入下一阶段的盲审和正式答辩。如果未能通过考核和审核，

不具有继续完成学位论文的动力和能力，按学校规定应终止其学位论文撰写，转为毕业论文撰写。 

1. 第三学年第 1 学期（11 月）开展学位论文工作总结。博士生在博士论文撰写工作基本完成后，作一次博

士论文工作总结报告。每年 11月举行预答辩，对学位论文实行后期审查，邀请导师对其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和

创新点等进行评议。 

2. 第三学年第 2 学期（3 月）博士生上交学位论文。4 月学位点向同行专家寄送学位论文和同行专家评议书，

学位论文盲审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3. 通过预答辩，盲审无异议，论文获三分之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以第一作者且以上

海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4 千字以上学术论文 1 篇，才能参加答辩。 

（四）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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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开展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 5-7 名教授（或研究员）组成，校外专家占多数。导师不参加所带博士生

的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推举一名答辩主席。答辩后由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答辩主席在答辩决议书上签字。 

论文在获三分之二及以上答辩委员通过后，答辩委员会可建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经学院、学校学位

委员会通过后，学校授予学位。 

七、培养流程 

第一学年第 1 学期课程学习与专题研讨——第一学年第 2 学期课程学习与专题研讨，（6 月）初步确定选题

——第二学年第 1 学期（11 月）ppt 汇报考核并开题——第二学年第 2 学期（6 月）论文撰写——第三学年第 1

学期论文撰写，（11 月）填表考核并预答辩——第三学年第 2 学期（3 月）提交论文——（4 月）送审——（5

月）正式答辩。 

八、参考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专题文集（第 1-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选集（第 1-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3 册），人民出版社 1996.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M].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2.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中、下）[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11.杨胜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2.冷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江泽民文选（第 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科学发展观论述摘编[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15.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M].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6.胡锦涛文选（第 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3.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9.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24.公茂虹.解读中国梦[M].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25.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M]. 安徽: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26.许庆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9.章正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研究[M].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0.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上、中、下）[M].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3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2.周向军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问题[M].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33.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30 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4.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5.张森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6.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0%B2%BB%D5%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D3%D0%CF%DE%D4%F0%C8%CE%B9%AB%CB%BE_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EE%BB%DD%C7%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3'8IEn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9%AD%C4%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B9%FA%BA%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5%E3%BD%AD%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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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黎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审视[M].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38.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9.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0.成龙.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41.张远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2.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3.包心鉴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4.王明生，尚庆飞.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5.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6.李安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7.胡鞍钢等.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8.陈锡喜.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9.田克勤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0.唐洲雁.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部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51.刘明福 .中国梦——中国的目标道路及自信力 [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 

52.汪玉奇等.中国梦——昨天·今天·明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53.黄福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3. 

54.周中之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微[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3. 

55.石书臣、潘宁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探研[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3. 

56.蒋传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57.周书俊.选择论[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8.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9.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0.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附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院（系、 

  所）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  科、 

专  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研   究 

方   向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当代中国的法治

实践研究；3.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国周边环境研究；4.马克思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研究；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6.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 7.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8.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 

课程类

别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开课学期 
任  课 

教  师 
考核方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综合外语 A   4 4 144 √ √     研究生院 考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2 2 36 √      研究生院 考试 

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经典著作选读 
1 2 18  √     研究生院 考试 

学位

基础

课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专题研究 
3 3 54 √     

 

 
汪青松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文献研究 
3 3 54 √      

汪青松、蒋传光、

朱新光、黄福寿、

石书臣、周书俊

宋佩玉、李  亮 

考试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7%9F%B3%E4%BB%B2%E6%B3%8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88%90%E9%BE%99&search-alias=books
http://book.jd.com/writer/包心鉴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王明生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尚庆飞_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069.htm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C6%B8%A3%CA%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C8%FD%C1%AA%CA%E9%B5%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C8%FD%C1%AA%CA%E9%B5%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7%9F%B3%E4%B9%A6%E8%87%A3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6%BD%98%E5%AE%81%E7%AD%8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C8%FD%C1%AA%CA%E9%B5%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C8%FD%C1%AA%CA%E9%B5%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vip.book.sina.com.cn/pub/g.php?cd=publish&k=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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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专业

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当代社会发展

研究 

2 2 36  √     

汪青松、蒋传光、

朱新光、黄福寿

石书臣、周书俊 

宋佩玉、李 亮 

考试 

学术前沿讲座 1        本学科专家 考查 

选 

 

修 

 

课 

 

程 

限 

选 

课 

 

专业外语 2 2 36       
黄福寿、石书臣 

宋佩玉 
考试 

学科定位、问题

导向与逻辑结构 
1 1 18   √    

汪青松、蒋传光、

朱新光、黄福寿

石书臣、周书俊 

宋佩玉、李 亮 

考查 

任 

选 

课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研究 

2 2 36  √     汪青松 考查 

马克思主义法学

理论与当代中国

的法治实践 

2 2 36  √    
 

 
蒋传光 考查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周边环境研究 
2 2 36  √    

 

 
朱新光 考查 

马克思国家理论

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研究 

2 2 36  √     黄福寿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主流意识形

态建设研究 

2 2 36  √ 
 

 

 

 

 

 
 

石书臣 

 

考查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 

2 2 36  √     
周书俊 

 

考查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近现代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 

2 

 

2 

 

36 

 
 

√ 

 
    

宋佩玉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研究 

         李亮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前沿问题研究 

 

2 

 

2 
36  

 

 

√ 

    

汪青松、黄福寿、

周书俊、石书臣 

宋佩玉、李  亮、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方法 
2 2 36  √     汪青松、石书臣 考查 

其他 

培养 

环节 

社会实践 1     √     考查 

教学实践 1      √    考查 

论文开题报告     √      评审 

论文撰写与答辩      √ √ √ √  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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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

力者补

修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第一学历非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

的博士生必修） 

 4        

博士生选择任课

教师 

（徐汇或奉贤校

区） 

 

随本科生

参加考

核，合格

才能开题 

            

            

上海师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2 年制定，2017 年 5 月修改，2017年 9 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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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23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至少需修满学位公共课 3门，学位基础课 2 门，学位专业课 1 门，选修课程 3 门（其中限定选修课

2门，任意选修课 1门）。    

二、培养方式  

博士生培养以科研为主，重点培养博士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创新能力；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

合的方式；制定并实施研究学习计划；设立“导师与学生见面指导”制度；实行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和报告制度；重视

教学与研究实践环节；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三、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课程考核可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分制记分，分为优（90~100）、

良（80~89）、中（70~79）、及格（60~69）、不及格（59以下）；考查成绩按合格和不合格两类记分。     

（二）中期考核。课程学习阶段完成以后，博士研究生最迟应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其办法参照“研究

生中期考核办法”，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进入学位申请流程。 

四、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一）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尽早明确论文选题方

向；论文选题必须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前沿性、创新性、可行性。第一学年第 2 学期末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二学

年第 1 学期中完成开题。博士生须写出不少于 6000 字的研究综述与选题报告，就选题的科学依据、理论意义与实际

价值、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与难点、课题研究条件、预期目标等做出论证。每年 10 月份组织开题报告会，开题报

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二）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撰写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除认真研究与课题相关的文献外，还应根据

课题要求进行社会调查；应反映博士生已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

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正文一般不少于 6 万字，中文提要 1000 字，外文提要 2000 字。学位论文应观点鲜明、立论有

据、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注释规范准确，具有宽广学术视野、深厚理论基础、较高学术水平、较强创新性。博士生每

2个月向导师报告一次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生导师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写作的顺利进展。第二学年第 2 学期开展学

位论文中期检查，与学术讲座统筹安排。 

（三）学位论文预答辩与评审。通过中期考核、开题报告和预答辩审核之后，可进入下一阶段的盲审和正式答辩。

如果未能通过考核和审核，不具有继续完成学位论文的动力和能力，按学校规定应终止其学位论文撰写，转为毕业论文

撰写。  

（四）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学位论文由博士生提交答辩委员会，由答辩秘书分送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由 5或 7

名教授（或研究员）组成，校外专家占多数。导师不参加所带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推举一名答辩主席。答

辩后由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答辩主席在答辩决议书上签字。论文在获三分之二及以上答辩委员通过后，答辩委员会可

建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经学院、学校学位委员会通过后，学校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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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 

 
为确保我院博士生招生选拔质量，规范招生管理，我院依据《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规定》，特制

定如下管理制度： 

1.根据研究生院的工作部署，每年对博士生招生简章进行一次修订，修订内容包括研究方向、招生导师、考试

科目、参考书目等。在编制专业目录时，如果对生源有特殊要求，可在专业目录备注栏中注明。招生目录中各项内容

要仔细填写，一经刊印后，不得更改。 

2.博士生导师遴选根据研究生院的时间安排进行，申请的老师提交相关材料，学科点认可，方能进入学位委员

会讨论，需经院、校两级学位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方能招生。招生导师的年龄范围按照学校有关离退休规定执行，

如从学科发展需要角度确需延长的需向学院递交相关情况说明。 

3.每年博士研究生初试前，须按照研究生院有关通知做好命题和复试安排工作。命题人员要对试题认真核对，

防止差错。命题的草稿纸须在交题后立即销毁。有亲属报考本单位博士生的人员不能参加其亲属所报考专业试题

的命题和审题工作。命题人员的姓名对外保密，命题人员不得参加任何有关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补习、辅导活动，不

得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内容和命题工作情况。命题人员需要签署“保密协议”。试题密封后直接交研究生院。复试前

需填写复试安排，经学院分管院长审核签字后，送交研究生院。 

4.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复试由本学科点组织开展，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和专业两项。由复试小

组确定复试内容、复试试题和复试形式（口试、笔试或实践环节的考核）。复试情况应有记录、成绩和评语。需对考

生的专业能力和外语水平进行认真严格地考核，做好复试录音工作，并将复试记录和考核结果上报学院，由学院统一

送交研究生院。 

5.对于同等学力的学生须加试两门本学科专业博士学位主干课程笔试。 

6.录取工作应当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博士研究生的录取要经过政审，需经学院党组织政审

合格。对于拟录取的非定向考生于复试后发出调档通知，定向培养考生必须办好协议书及有关手续。政审合格，相

关材料手续办理齐全，方能发放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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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细则 

 
为了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规范我院培养工作，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特制

定此培养工作细则。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专业教学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是：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 

2．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专业教学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用外文撰写学位论文摘要； 

5．身体和心理健康。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如确有必要经批准可至多延长学习年限 3年。延长学习年限 3 年

期满后仍然不能完成学位论文，或者学位论文不合格者，取消其学籍。 

三.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以导师指导为主。培养环节具体分为课程学习、实践实习、学位论文撰写等三个部分。在

培养过程中，导师必须讲授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实践实习活动，指导博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的

基础上撰写学位论文；采用的教材，应反映本专业国内外的先进水平；导师应当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博士研究生的个

人特长和才能；导师可以结合专业需要，有计划地邀请校内外专家来校讲学，或让博士研究生到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

听课；博士研究生应该参加所属教研室的有关学术活动。 

四.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导师要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制定科学规范可执行的培养方案，并报学院和研究生院备案。培养方案制定后，导师在

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为每届学生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须严格按照培养计划开设课程，若更改或开设课程，应报学院和

研究生院认定和备案，并在《博士研究生课程执行情况表》备注栏内注明。五.实行学分制 

博士研究生至少应取得 20学分。其中，公共外语课 4学分；公共政治理论课 3学分；学位专业必修课 4门，每

门 3 学分；学位选修课 5 门（其中专业外语为限定选修课，2学分）,每门 2学分。 

六.考试考查 

博士研究生必须按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进行选课，并参加考核。 

七.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基本按我校同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可免修公共政治课，但须选修学位

课程补足相应学分。 

以汉语为第一外语的来华留学生，须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并达到新 HSK 六级以上水平。来自港澳台地

区的博士研究生，若第一外语是英语，可与其他博士研究生同堂上课，同卷考试，成绩合格，给予学分；免修政治

课，但须选修学位课程补足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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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答辩相关规定 
 

为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规范研究生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根据《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和学位评定工作的规定》，特制定相关规定。 

一．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进行论文选题。论文的 

选题应注重创新性、前沿性，论文选题的制定要能结合研究生本人的兴趣特长，难易适度， 

符合博士、硕士的培养要求。 

按照研究生院的要求，博士生应在第二学期，最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硕士生应在第三学期，最迟在第四学期结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要求至少三名副教授以上专家组成。学生填写《选题报告书》，开题 

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1．本论文选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2．本课题的目的、意义，拟在哪些方面有所进展和突破， 在理论或实际应用方面的价 

值以及可能达到的水平（即创新点）。 

3．课题研究拟采用哪些方法、手段和措施。 

4．论文的工作量和进度。 

参加开题报告会的专家在充分审阅学生的开题报告后，对选题可行性作出判断，并在《选 

题报告书》上签署意见。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二．论文写作 

导师应在论文写作阶段时时给予指导，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对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度予 

以监督和把控。原则上每两周导师与学生要求论文写作情况进行一次交流。 

学位论文在格式上应有明确的题目、关键词、中英文摘要、全文目录、正文、引文注释 

（当页注或尾注）、主要参考文献等。学位论文在写作上应有学术史综述、主要创新点 （目 

的和意义）、结束语（小结）等。 

学位论文的注释要求参照《学位论文注释规定》。 

院学位委员会对于没有学术史回顾、研究综述的论文，不予进行学位授予的讨论。 

三．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必须在论文盲审前的一个学期完成。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进行预答辩，需由二 

级学科或教研室（研究 室）提出延期预答辩申请，由学院汇总上报研究生院备案， 最迟在 

每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 

预答辩以二级学科或教研室（研究室）为单位组成考核小组进行。二级学科负责人根据 

研究方向，聘请本学科 或相关学科的导师、专家 3～5 人，组成预答辩考核小组。 

研究生预答辩是导师或指导小组对研究生初步完成的学位论文作最后的审查。研究生须 

汇报学位论文撰写进展、 结构、特色、创新等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按照学位论文的学 

术规范，导师或指导小组须介绍指导学位论文的情况，考核小组须提出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共同从严把好质量关，并对参加预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提出是否准予进入下一阶段盲审和 

正式答辩的审核意见，填写《预答辩情况表》。 

凡预答辩通过的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和完善，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盲审和正式答辩；凡 

预答辩未通过的学位论文，不得进入下一阶段的盲审和正式答辩，经考核小组签署意见，该 

研究生可申请延长完成论文的时间。 

预答辩程序可参照答辩程序。 

四．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前各答辩小组根据研究生院的相关要求邀请答辩小组成员，并组织专家对论文 

进行评阅。如有一位评阅人认为论文 不够答辩资格，可再请一位专家评阅，如有两位评阅 

人认为论文不够答辩资格，则答辩不得进行。 

学校对所有申请学位的论文在答辩前进行双盲评审，盲评有异议的论文，必须将盲评结 

果向答辩委员会展示，供讨论时参考。 

论文指导教师不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可向答辩委员会介绍论文作者 

的情况，但不能代替论文作者回答委员们的提问。 

答辩委员会可就学位论文内容的科学性、材料的可靠性、方法的正确性和结论的创新性 

以及作者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提出问题，由论文作者回答，以此考查作 

者的学术水平和科学态度，从而确定作者是否符合授予相应学位的要求。 

论文答辩程序一般为： 

（1）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介绍答辩委员会 成员的姓名、职称、所在单位 

和学术专长； 

（2）导师介绍论文作者的情况； 

（3）作者报告论文的指导思想及主要内容； 

（4）答辩委员会成员或与会人员提问； 

（5）让作者准备十五分钟左右；由作者对所提问题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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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休会 休会期间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开会，秘书宣读论文评阅人的评阅意见，全体 

成员就学位论文水平和作者答辩情况进行讨论和评议，并起草答辩委员会对该论文的决议， 

 

而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和通过答辩委员会的决议； 

（7）复会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并宣读答辩委员会的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同意论文作者毕业和是否建议授予其学位分别表决，经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未获通过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硕士论文可在一年内、 

博士论文可在两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 

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必须在每年的六月初以前完成。 

四．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答辩结束后，学院学位委员会对所有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进行审核，并投票表决。 

答辩中有异议票的情况，需报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重点审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做出授予学位的建议时，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出席会议的三分 

之二或以上的委员通过（通过的人数，应达到全体委员的过半数）。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投票结果需报校学位委员会审核。 

凡答辩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一般不进行审核，但对个别有争议 

的，经分委员会组织重新审核，认为确实达到学位水平的，可做出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答 

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认为不合格的，也可做出一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对以上情况，要从严掌握。 

研究生或导师如果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决议有异议， 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审核。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论文进行审查后，最终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47 
 

 

附件 6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奖助贷制度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评奖评优评分细则 

（2008年制订，2017年修订） 
 

一、学校的研究生奖助贷 

1.国家助学金 

范围：非定向就业博士生（有固定收入者除外）。 

金额：博士研究生 2.5 万/年。 

2.学业奖学金 

范围：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有固定收入者除外）。 

金额：博士研究生 1 万/年。 

学业奖学金每年调整，不合格者停发。（具体见学校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4.国家奖学金 

范围：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有固定收入者除外）。 

金额：博士研究生 3 万/人。 

5.宝钢奖学金 

范围：当年 9 月在籍的我校博士生。 

金额：1 万元/人 

6.上海师范大学科研奖励 

范围：所有在读博士生 

金额：根据发表的杂志层次进行奖励，奖励依据见研究生科研论文奖励条例 

7.上海师范大学学术竞赛奖励 

范围：在国家级、市级学术竞赛中获奖（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科技创新大赛等）获奖的博士生 

金额：根据奖项的层次，获奖者排名等有不同的奖励，奖励依据见研究生学术竞赛奖励相关条例。 

8.其他 

除上述奖学金外，学校还将按照具体情况设置三助岗位，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各类项目获得助学贷款。 

二、学院的研究生奖助贷 

在学校研究生奖助贷项目的基础上，学院增加设置： 

1.研究生助教制度 

凡是给本科生开设课程的正教授每学期可以聘请 1 位研究生担任助教，每学期给予 0.1万元助教费。 

2.其他 

学院设置了多个勤工助学岗位，研究生通过参与勤工助学获得一定补贴。 

 

根据上海市教委、上海师范大学评奖评优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现制定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评分细则。 

一、基本要素分 

（一）学习成绩 

按培养计划所指定的课程进行评定，其中 

级别 说明 分值 

一级 所有成绩均为良及以上 40 分 

二级 1 门成绩为中，其余成绩均为良及以上 30 分 

三级 2 门成绩为中或 1 门成绩为及格，其余均为良及以上 20 分 

 

（注：①优：90-100、良：80-89、中：70-79、及格：60-69、不及格：低于 60；②3 门成绩为中或 2 门成

绩为及格或 1 门成绩不及格不得参与评奖评优；③所有考试成绩均指初次考试成绩。） 

（二）外语水平 

级别 分值 

CET-6 级证书或成绩达到 425分（含）以上、专业英语八级 30 分 

CET-4 级证书或成绩达到 425分（含）以上、专业英语四级 20 分 

 

（三）计算机水平 

级别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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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国家二级（中级）或省级二级水平及以上 30 分 

计算机国家一级（中级）或省级一级水平及以上 20 分 

二、导向要素分 

（一）科研创新类 

1、各类学术科研获奖 

⑴经认定由政府主办的、行业协会认定的国际性比赛或全国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100 分 

二等奖 80 分 

三等奖 60 分 

⑵省部级或全国性比赛地方赛区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60 分 

二等奖 40 分 

三等奖 20 分 

(3)校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15 分 

二等奖 10 分 

三等奖 5 分 

(4)院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8 分 

二等奖 5 分 

三等奖 3 分 

（注：①学术科研奖项审核认定参照学校规定； 

②同一内容奖项不重复计算，取最高分； 

③研究生创新实践活动主导的六大赛事：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全国研究生移

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棋创新大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研究生电子

设计竞赛、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以及全国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该九项赛事若获奖，对应国家级的 1/2/3 等奖，在原有加分的基础上再加 40/30/20，对应省部级的

1/2/3 等奖，在原有加分的基础上再加 20/10/5。） 

2、科研项目 

(1)国家级学生科研项目： 

等级 分值 

重点项目 80 分 

一般项目 60 分 

(2)上海市学生科研项目： 

等级 分值 

重点项目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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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40 分 

(3)校级学生科研项目： 

等级 分值 

特设项目 15 分 

重点项目 10 分 

一般项目 5 分 

寒暑假社会实践立项 3 分 

(4)院级学生科研项目： 

等级 分值 

重点项目 8 分 

一般项目 4 分 

（注：各等级专项项目均按重点项目统计。） 

3、学术论文 

级别 分值 

A 类期刊 150 分 

B1 类期刊 120 分 

B2 类期刊 100 分 

C 类期刊 90 分 

D 类（报纸） 80 分 

C 刊扩展板期刊 70 分 

北大核心期刊（C 刊除外） 60 分 

一般正式出版期刊（不包含理论经纬、论文合集、增刊等） 10 分 

（注：①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上海师范大学； 

②论文署名为第一作者有效； 

③论文内容必须与本专业学科相关； 

④单篇论文字数不低于 4000 字； 

⑤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只有接收函不统计在内； 

⑥一般正式出版期刊累计不得超过 5 篇（含 5 篇）； 

⑦所有刊物的认定参照学校社科处标准；D 类报纸认定以社科处标准为准。） 

4、论著 

参与编撰论著章节者，以公开出版发行为准，按照 10 分/1万字累计，最低不低于 1 万字。 

（注：论著指带有研究性质的论文著作，调研报告等不统计在内。） 

5、专利 

拥有发明专利证书 60 分 

（注：①专利必须与所学专业相关或对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 

②专利数累计不得超过 2 项； 

③专利为团体申请者，第一申请人系数为 1.0，其余成员系数为 0.5；④专利必须为授权专利。） 

（二）社会实践类 

1、荣誉称号 

（经证书认定的“三好学生”、“优秀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团员”、“优秀团干”、“师

大之星”等称号） 

级别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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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80 分 

上海市 50 分 

校级 10 分 

院级 5 分 

2、各类文体竞赛、社会活动获奖 

⑴经认定的国际性比赛或全国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100 分 

二等奖 80 分 

三等奖 60 分 

⑵省部级或全国性比赛地方赛区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60 分 

二等奖 40 分 

三等奖 20 分 

(3)校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15 分 

二等奖 10 分 

三等奖 5 分 

(4)院级比赛奖项： 

等级 分值 

一等奖（含以上） 8 分 

二等奖 5 分 

三等奖 3 分 

3、各类兼职 

(1)上海市级及以上社会兼职 

等级 分值 

全国学联部长及以上、全国人大代表 120 分 

市学联主席、市人大代表 80 分 

市学联部长、区人大代表 60 分 

 (2)校级学生干部 

等级 分值 

校研究生团委副书记/研究生会主席 35 分 

校研究生会副主席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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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会（副）部长 20 分 

校研究生会其它职务 10 分 

校兼职辅导员 20 分 

(3)院级学生干部 

等级 分值 

院研究生团委副书记/研究生会（副）主席 35 分 

院研究生会部长 25 分 

院研究生会其它职务 10 分 

院学生党支部书记、各年级负责人 25 分 

院学生党支部支委成员、学生助理 10 分 

院兼职辅导员 10 分 

院理论宣讲团成员 10 分 

（注：①任职时间持续不少于 6 个月或 1 学期； 

②身兼数职者，取最高职务计分，不重复累计； 

③理论宣讲团成员外出宣讲两次以上（含两次）者加分。） 

4、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项目 分值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0 分 

（注：指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西部计划，其中研究生西部支教团不包含在内。） 

5、自主创业 

（创业企业注册资金须到账，不含受让股份） 

⑴创办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资助的科技企业 

项目 分值 

获得科技创业基金资助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50 分 

 

⑵创办其他企业 

项目 分值 

担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 20万元（含）以上） 60 分 

担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 10万（含）—20 万元） 40 分 

担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 10万元以下） 20 分 

（注：创业企业法定代表人系数为 1.0，其余成员系数为 0.7。） 

6、其他 

项目 分值 

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不重复加分） 15 分 

补充说明： 

1、所有导向要素分加分内容均为现阶段在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奖项与荣誉。 

2、学生获奖评定以颁奖单位落款、落章为依据进行划分，国家省市各类文体科研奖项认定均参照学校规定。 

3、学生获奖若没有层级划分（如只有优秀论文奖等），则统一按二等奖计算，以证书落款、落章为依据。 

4、团体奖项中，省部级及以上奖项第一申请人系数为 1.0，其余成员系数为 0.7;      校级和院级奖项第一

申请人系数为 1.0，其余成员系数为 0.5。 

5、所有校级及院级获奖、科研项目、荣誉称号等各类别累计不超过 3 次。 

6、参加院级活动（不含学术性讲座）每次加 1 分，每学年总分不超过 4 分，加分评定以活动盖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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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有申报材料都必须配有佐证材料，如证书复印件（验原件）、相应证明、论文和专利复印件（验原件）

等；若无或缺少佐证材料，则不予加分；所有佐证材料截止日期以通知上交材料当天为期。 

8、以下情况一票否决： 

①评奖年度有违反《研究生手册》有关规定的行为； 

②导师评定不合格； 

③有使用违章电器并被通报的同学。 

9、本评分细则适用于学院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学生干部等评选（优秀党员/党支部书记、优

秀团员/团干部评选不适用于本条例）。在评审过程中，基本要素分系数始终保持不变。 

①在评审国家奖学金时，导向要素分中的科研创新类系数为 1.5，获奖学生必须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最好

同时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 

②在评选优秀学生/学生干部等时，导向要素分中的社会实践类系数为 1.2； 

③在评选优秀毕业生时，导向要素分中没有系数，同等条件下工作确定的同学优先考虑；学科教学（思政）专

业硕士至少有 1 个名额； 

④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学生干部等用该细则评选出的奖项，在当前学段期间内评其它奖项时，

已获得的奖项不重复参评、加分。 

10、本评分细则最终解释权归马克思主义学院。 

 

 

 

 

 

 

 

 

附件 7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聘任及管理规定 
 

一.遴选条件： 

1.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履行导师的职责。 

2.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或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年龄在 57 周岁（以每 

年 2 月份最后一天为限，下同） 以下。原有学位点新增补导师的年龄不能超过 55 周岁。 

3.在本学科中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有相当的教学经验，至少能开 

设二门学位课程。 

4.应有明确而稳定的研究方向；目前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活跃在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 

沿，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近年来有较突出的科研成果发表；能够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工作。 

二.遴选的办法 

1．对于已经具有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的教师： 

（1）任职资格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学院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确认； 

（2）学院在制订下一年度硕士生招生计划前，开展遴选工作，具备任职资格的硕士生 

导师，才能列入招生计划； 

（3）学院将硕士生导师名单报研究生院备案。 

2．对于没有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的教师： 

（1）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硕士生指导教师审批表》； 

（2）申请人申请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征求二级学科点的意见。 

（2）各学院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遴选的条件对申请人进行初选，投票表决，并负 

责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 

（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初选结果，就申请人是否具有指导硕士生的资格进行 

审核，以无记名方式表决，获 与会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总数二分之一委员同意， 

即为通过。 

三.导师管理： 

新任硕士生导师必须参加校研究生院组织的新导师培训，学院根据导师遴选的情况不定 

期组织学院层面的导师培训。 

每年年终考核时，学院对研究生导师的工作进行质量考核。 

硕士生导师到退休年龄，因学科点建设需要，可以超龄招生，但需向学院提出申请，学 

院获批后方能超龄招生，超龄招生的导师需填写《超龄招生协议书》。 

 

 

 

附件 8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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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条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基地，为加强研究生教育，规范我校研究生 

的学术行为，维护学术道德，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 倡导 

并形成保护知识产权、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特制订 

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以及所有以上海师范大学名义从事学术活动 

的在职攻读专业学位人 员、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等。 

第三条 从事学术活动应以严谨求实、科学创新的态度进行，应遵守以下学术道德规范： 

（一）在学术活动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 行）》。 

（二）从事学术研究，应检索有关文献，了解他人的研 究成果，承认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 

权；在作品中引用他人的 成果，必须注明出处，并遵循学术界关于引证的公认的准则；引 

证的目的应该是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所引用的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 

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 分；从他人作品转引第三人成果，应注明转引出处。 

（三）合作研究成果应按照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作贡 献大小的顺序署名，另有署名惯例 

或合法约定的除外。如果 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研究人员在别人指导下完成作品，指导 者确 

实在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的假设、论证工作上或 方法论上有贡献，可以与作者合署。 

任何合作作品在发表前 要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作品的所有署名者应对本人完成部 分负 

责，作品主持人应对作品整体负责。 

（四）在对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进行介绍、评价、翻译、 注释时，应遵循客观、公正、准确 

的原则。对于应该经过学 术界内部严谨论证和鉴定的重大科研成果，须在论证完成并 经项 

目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向新闻媒体公布。 

（五）应保密的科研成果在发表和使用时，应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健 

康安全等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 

（六）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学习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应第一署名上海师范大 

学。 

（七）遵守学术界公认的其他规范。 

 

第四条 下列行为被认为是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一）篡改研究数据：捏造、篡改自己或他人的调查数 据、实验数据或引用的资料。 

（二）抄袭与剽窃：将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不注明出处，而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使 

用，抄袭部分占 20%以 上（含 20%）者为严重抄袭；将他人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 果冒充 

为自己所创。 

（三）伪造：在填写个人学术情况报表时，不如实报告 学术经历、学术成果，伪造专家鉴 

定、证书及其他学术能力 证明材料。 

（四）私自署名：未参加实际研究或者论著写作，未经 原作者同意或违背原作者意愿，而 

在别人发表的作品中署名， 或未经本人同意盗用他人署名。 

（五）泄密：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或学校有 关保密的规定，将保密学术事项对 

外泄露。 

（六）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包括在有 ISBN、ISSN 国际书刊号的报 

纸、期刊、图书上，电子 出版物上，或有 ISRC 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录音带、录像 带、 

唱片(LP)、激光唱盘(CD)和激光视盘(LD、VCD、DVD) 等媒体形态的音像制品上重复发表作 

品；不正当地获取学术 荣誉；故意歪曲或诋毁他人学术观点和成果；对正常的学术批评采 

取报复行为；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 买卖；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 

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 代写等。 

第五条 研究生工作部接受来自社会各界、媒体和个人对本校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行为 

的举报。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一经核实，视情节严重程度，分别情况，给予处分。 

（一）研究生、在职攻读专业学位人员有上述违反学术 道德规范的行为，按学校研究生培 

养管理规定给予处分，撤 消所有通过该项违反学术道德行为而获得的奖励或其他资 格。对 

正在申请学位人员，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申请学位 资格。对已获得学位人员，情节严重 

的，由学位评定委员会 取消其学位。 

（二）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有上述违反学术道德规范 的行为，撤消所有通过该项违反学 

术道德行为而获得的各项 资格，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申请学位资格或不予授予学位， 对 

已获得学位人员，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其学位。 

（三）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取消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 向社会公布；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 

起至少 3 年内，不再接受 其学位申请。 

（四）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人员的处理意见，均应通知 其本人，并告知其主管部门。 

第六条 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处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问题的举报或各管理部门发 

现的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 嫌疑。 

（一）对正式立项调查的举报，由研究生工作部通知被 举报人，并在 10 天内组成不少于人的调查委员会（委

员会 委员数量应该是单数，可以是校外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对 举 

报的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如有必要可分别通知举报人、 被举报人和证人接受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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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必须向研究生工作部 提交报告，就所调查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二）研究生工作部依据该报告参照本规范第五条确定 对举报的处理意见，将处理意见连 

同调查委员会意见转交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三）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研究生工作部的建议，作出 正式处理意见。 

（四）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正式处理意见，由研究生 工作部负责将书面处理决定书送达 

有关当事人。有关当事人 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20 日内，可向学校或上一级主管机 关 

提出申诉，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七条 研究生工作部在受理举报过程中，所有被举报、 与被举报人有近亲属关系或其他可 

能影响调查公正的关系的 人员，应主动回避参与调查。举报人有充分理由证明上述人 员与 

自己或被举报人有特殊利益关系不宜参与调查时，经主 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批准，可以 

要求相关人员回避。 

第八条 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正式处理意见以前，除非公开听证，一切程序和资料均在保 

密范围之内，所有涉及 人员不得泄露调查和处理情况。 

第九条 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本规范将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进行修 

订、完善。 

第十条 本规范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生效日之前发生的违反学术道德问题的

审查 

不适用本规范。 

本规范的解释权属于研究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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