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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工作 

※ 我院举办第二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论坛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功举办第二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论坛。在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活跃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清华大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

的访问学员们，还有艾四林青年教师研修工作室的成员们。2013上半年，在艾四林院长的亲自领导

和工作室成员的精心组织下，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论坛，围绕“MOOC

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13年 11月 29日下午，学员们再次来到清

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参加了第二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论坛。 

本次论坛遵循“以文赴会”的参会原则，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梦：理论与实践”。会议分三个

专题进行：中国梦的国际视野和理论解读、中国梦的实践解读、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

自 21所北京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访问学员和艾四林工作室成员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举办“全国思想政治教育高端论坛” 

2013 年 12 月 7 日-8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思想政治教育高端论坛”在海口市举行。 

教育部社科司徐艳国副司长、海南省委宣传部郭志民副部长、海南省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麦

浪、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邓卫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海南省社科联主席赵康太教授分别主持

了大会开幕式和大会主题发言。来自清华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70余所大专院校和

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12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 70余篇。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围

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当今中国社会思潮”这一会议主题，在轻松愉快、平等对话的学术氛围

中，相互启迪、深化认识，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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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时效性研究”、“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研究”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的研究上，达成了许多共识，产生了一些创新思考。 

该论坛遵循学术公益性原则，已连续举办 3 届，不仅为从事国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家

学者搭建了学术平台，而且已逐步打造成为本学科领域的一个优秀品牌。 

※ 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12月 9日下午，根据学校党委部署和教育实践活动安排，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召开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校党委副书记兼我院党委书记邓卫、学校教育实践活动督查

组成员车丕照出席会议，会议由邓卫主持。 

院长艾四林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深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努力

方向和改进措施。随后，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邓卫、艾四林、韩冬雪、王雯姝、肖贵清、舒文、

朱安东先后作了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深入的分析了自己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并

提出了今后整改的措施。院班子成员之间互相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对于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建

议和意见。 

车丕照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准备专题民主生活会阶段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准备工

作，认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民主生活会开得严肃认真，希望在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

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落实好整改方案，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长效机制。 

邓卫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学院开了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院班子和班子成员在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自身不足，对学院现存问题能够进行准确剖析。对问题产生

的原因能够分析到位，能够触及问题实质。希望通过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使学院工作再上一个台

阶。针对下一步工作，邓卫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一是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宗旨，明确自

身发展瓶颈，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做到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和完善；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工

作作风建设，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班子与师生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建设，

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前沿态势；三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断创新理念、完成学院发展规

划。 

■ 学术活动 

何建宇老师参加“市民社会研究新进展”学术研讨会。10 月 30-11 月 1 日，何建宇老师应邀赴香

港大学参加由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主办的“市民社会研究新进展”学

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社会组织治理的两难》学术报告。 

王宪明教授和翁贺凯副教授参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研讨会。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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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至 3 日，王宪明教授和翁贺凯副教授在河南开封参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

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王宪明教授作了《新文本研究：对中国近代思

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的认识》的学术报告，翁贺凯副教授作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滥觞：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李季对其之批评为中心》的学术报告。 

院长艾四林教授做客央视网解读三中全会《决定》。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我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受邀当晚第一时间在央视网演播室，围绕《决

定》的一系列重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教授在我院讲学。大卫·科兹教授于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3 日在我院访问，在我院“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上分别就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

理论与新古典利润理论的比较、货币与积累理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等进行了讲解并介绍了相关理论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吸引了校内外近 200 人次师生前

来听课。此外，他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上做了“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

的讲座，450 余学生聆听了讲座并与科兹教授进行了讨论。 

朱安东副教授参加“第七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暨 SSA 学派与全球变化研讨

会”。11 月 23 日，朱安东副教授应邀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现代政治经

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暨 SSA 学派与全球变化研讨会”，在会上就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及全球变化

的相关问题作了发言。 

冯务中副教授参加“永做党的忠诚卫士，永做百姓的贴心人”主题研讨会。11 月 28-29日，冯

务中副教授应邀参加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举办的“永做党的忠诚卫士，永做百姓的贴心人”主题研

讨会，做了题为《构建“官民和谐”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报告。 

何建宇老师参加“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学术研讨会。12月 21-22日，何建宇老师应邀到南

京参加由江苏省发改委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

型”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化治理：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的学术报告。 

我院举办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坛之海外学者系列讲座。10 月 13 日，西方经济学界后凯恩斯

学派当代领军人物之一的保罗·戴维森教授主讲“How Keynes's Revolution Was Aborted and How that 

Affec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olicy Makers’ Decisions Today”（凯恩斯革命如何被篡改及其对当今

全球经济与政策制定者的影响）；11 月 6 日，美国芝加哥德福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瑞•哈瑞斯主讲

“Global Capitalism and Class Conflict”(全球资本主义与阶级冲突)；11 月 20 日法国调节学派创始人

罗贝尔•布瓦耶教授主讲“What are the next development models? Lessons from history”（下一个发展

模式会是什么样的？--来自历史的经验）；12 月 12 日，美国美国史密斯学院荣休教授卡伦•法伊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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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主讲" Oil on the Water: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East in the 21st Century"（21

世纪的中东研究与中东经济学）。 

刘震副教授为通州青年干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 28日，刘震副教授为近百名通州

区青年后备干部解读三中全会精神，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我院教师参加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2013 年 12 月 6 日，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

年论坛第三次研讨会暨“社会透视——马克思主义视角”青年学术沙龙第三次活动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青年学者参与此次会议。论坛以分

议题发言和讨论交叉方式进行，我院朱安东副教授、刘震副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午两场研讨，我院教

师蔡万焕博士做了题为“危机后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一个阶级分析的视角”的大会发言。论坛举

行前成立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组织机构，朱安东副教授、刘震副教授入选为论坛理事

会成员。 

蔡乐苏教授和何建宇、李蕉老师访问广西百色学院。12 月 8 日至 11 日，蔡乐苏教授及何建宇、

李蕉老师等一行三人受邀访问广西百色学院，与该校的思政课老师和邓小平早期思想研究中心的研

究人员进行了多次交流；蔡乐苏教授还面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的学术报告。 

吴俊副教授应邀参加与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迈克·桑德尔教授的学术交流晚宴。12 月 11

日，吴俊副教授应邀参加与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迈克·桑德尔教授的学术交流晚宴，并同来自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其他 8 位学者一道就科技造就完美人性

的正义性问题与桑德尔展开探讨。 

何建宇老师赴信阳开展“基层工会与社会管理创新”主题调研。12 月 24-26 日，何建宇老师带队

一行三人到河南省信阳市开展“基层工会与社会管理创新”主题调研，就信阳探索建立的农民工双向

维权模式，拜访了信阳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总工会，并与区县工会及驻外地办事机构负责人进行了

座谈，实地调研了浉河区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中心、帮扶中心等。 

冯务中副教授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2013”。12 月 29 日，冯务中副教授应邀赴中央党校参

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2013”，与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积极交流。 

 教学工作 

我院举办 5期《政治经济学》开放课堂。为进一步推动我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

院刘震副教授于 11月～12 月邀请校内外学者和专家举办了 5期开放课堂。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的邱海平教授主讲“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与发展”、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胡钰教授

主讲“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胡联国教授主讲“从 ECFA到服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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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贸合作的回顾与展望”的讲座、我院朱安东副教授主讲“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学思潮

的演变”的讲座、我院蔡万焕老师主讲“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开放课堂除选课学生外，还

吸引了数百名校内外听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院一门课程入选学校第二批在线教育课程（MOOC）。12 月 13 日，袁驷副校长组织教务处、

研究生院、教育研究院等部门老师组织第二批上线课程遴选会。包括我院刘震副教授主讲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内的 25 门课程从 60 余门候选课程中脱颖而出，9 门课程拟在明年 3 月登陆在

学堂在线，其余课程在 9 月上线。 

概论组教师参加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 2013 年年会。12 月 28 日，孔祥云教授、

冯务中副教授参加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 2013 年年会。孔祥云教授作为副会长主持

了当天下午的会议。冯务中副教授就“概论课”的教学和研究问题与北京高校的同行积极交流。 

 科研工作 

我院三个项目获得批准立项。2013年 11月，朱效梅老师申报的的“构筑当代大学生‘中国梦’

的文化力量研究”北京市哲社规划增补项目获得批准立项；王贵贤老师申报的“比较视野中的‘中

国梦’研究” 北京市哲社规划增补项目获得批准立项；王传利教授申请校内文科出版基金获得批准。 

概论组教师参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12 月 22 日，肖贵清教授、冯务

中副教授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中国化研究教研室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肖贵清教授就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交流研讨长效机

制等问题进行了发言，冯务中副教授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个视角”进行了发言。 

■ 学生工作 

冯务中副教授受邀为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授课。11 月 19 日下午、21 日下午，冯务中副教授受中

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邀请，先后两次为农大学生做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历史周

期率”的超越》的授课，受到在场师生的高度好评。冯务中副教授还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

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的教学理念创新问题与农大思政学院的

相关领导和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贵贤老师参加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团总支活动。11 月 21 日王贵贤副教授作为嘉宾参

加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团总支活动，并做了“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梦”讲座。 

我院师生参加首都大学生“学理论·读经典”活动。11 月 27 日下午，首都大学生“学理论•读

经典”系列活动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研习读书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举行。此次活动由北

京市教工委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师生代表，以及部分学

校本科生党员骨干等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刘敬东教授作为点评专家，带领我院研究生、访问



 

 6 

学者共 6 人参加活动并获得好评。 

在此次活动中，清华马院充分展示了重视经典研读的优良传统，以及师生良好的理论素养，得

到了其他院校师生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我院师生与首都其他高校相关院系还增进了沟通和了解，

为此后进一步的交流提供了良好契机。 

王贵贤老师参加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主题团日活动。11月 29日王贵贤副教授作为嘉宾参加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主题团日活动“追寻失去的一二·九”活动并做点评。 

我院师生参加 2013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论坛。2013 年 12 月 6 日，全国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这次论坛是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研究生院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经过论文征集和评选，论坛从近 280 篇论文中遴选出 120 篇优秀论文参会。我院 5 位博士生的

论文入选。其中包括郑云天《论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话语体系》、孙帅《“中国梦”的内在

张力结构解读》、申文昊《劳动：自由的现实基础——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解读》、张娅

《论弗洛姆社会主义观的逻辑进路》、周昭成《试论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有机统一》。肖贵清教授在

武汉大学参与“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国际学术论坛期间，同时受邀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博士生论坛，作为大会交流主持和分论坛点评专家。最终，我院博士生的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

赢得与会师生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赏。其中，郑云天荣获学术论坛最佳表现奖、周昭成荣获学术论

坛一等奖、申文昊荣获学术论坛三等奖。 

冯务中副教授为全校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讲解中国梦。12 月 15 日下午，冯务中副教授受清华

大学学生部“党的知识概论课”之邀，在建馆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梦”的提出历程、参照系与基

本内涵》的报告。全校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近六百人听取了报告。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学生党建工作会。2013 年 12 月 17 日下午，在善斋 118 会议室召开了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生党建工作会，学院组织员朱良元老师详细的介绍了何怡婷等五位入党积极分子的近

期思想状况，并与学生党建助理、学生支部书记交换了意见。 

院党委副书记朱安东主持会议，他强调，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学生党建工作，我们要本着对党的

事业负责，对每一位学生负责的精神做好相关工作，认真教育和培养，严格考查，抓实抓好各个环

节，争取把每一个向党组织靠拢的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 

清华大学学生“林枫计划”第二期开班仪式举行 。12 月 22 日晚上，清华大学学生“林枫计划”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生因材施教计划）第二期开班仪式在善斋 114 室举行。吉林省委原副书记

林炎志，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校党委学生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领导和老师出席，部分

一期学员代表和 15 名二期学员参加。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安东主持。开班仪式上，

林炎志希望第二期的学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肩负起时代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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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四林希望学员们在导师帮助下，系统全面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将理论与实践、时代结

合起来，成为信念坚定、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老师和学生部欧

阳沁老师分别对学员们提出了要求。仪式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学院部分教师还和学员进行了互动，

学生们介绍了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老师们介绍了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和学习要求，为后续“1+1”确定导

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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