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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调研座谈会召开。3 月 13日，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调研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善斋 107 会议室召开。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

教材局副局长陈矛、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文科处处长孟庆国、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潜涛教授等出席会议。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主持会议。 

马克思主义学院五位教师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月 18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林泰、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院长艾四

林教授、青年教师央视“2017年度最美教师”冯务中副教授、全国青教赛思政课专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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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李蕉副教授参加座谈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教师座谈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3月 1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9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召开教师座谈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

谈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教

授主持。 

哲学教研组复建 60 周年座谈会召开。4月 13 日，纪念清华大学哲学教研组

复建 60 周年座谈会在善斋 107 会议室召开。12 位当年在哲学教研组任教的老同志参加

会议。他们兴致勃勃地回顾了 1959年到 1966年那段值得回忆的历史，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谈了退休后的生活和工作

状况。 

李蕉老师荣获“第三十三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4 月 30 日，第三十三届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通过提名推荐、资格审核、初评、网络点赞、复评、

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 29 名各领域优秀青年典型，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蕉副教授获此殊

荣。 

 

【思政课教学】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清华大学思政课。3 月 20日晚，央视《焦点访

谈》栏目以“明理入心 立德铸魂”为题聚焦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 

林泰教授、艾四林教授做客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畅谈如何让青少年

爱上思政课。4 月 18 日，林泰教授、艾四林教授做客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怎么看》

栏目，围绕“总书记讲话让思政课教师们倍受鼓舞”“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解决好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让思政课变得‘有意思’”“思政

课教学要讲究方式与方法”“慕课教学可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有效学习”“要贯彻总书

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的‘六个要’和‘八个统一’”等视点，畅谈如何让青少年爱上

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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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与培养】 

清华大学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 2019 年招生工作启

动。为培养一批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具有较强研究能

力的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清华大学 2019 年首次开设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

计划教育博士项目，招收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线优秀教师攻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本次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拟招生 30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职面人生”就业沙龙第二期——政企专场召开。4月

27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期“职面人生”就业沙龙——政企专场座谈会在清华大

学职业发展中心昆山厅召开。受邀嘉宾社双 86 级校友伍继延、社双 92 级校友齐晓红、

马研 09 级校友赵江涛分享了经验。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安东、党委副书记何建宇

出席会议。学院 30 余名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会议。 

 

【科研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选题 5 个，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反腐斗争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王传利）、“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邹广文）、

“中共中央在香山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欧阳军喜）、“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演

进及其当代效应研究”（李成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刘立）。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人申报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涉及 6个学科类别。 

两项清华文科建设“双高”计划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 

七项自主科研项目的结项工作、十项自主科研项目的年检工作顺利完成。 

马克思主义学院共有 12 位专家参与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通讯评审工

作，评审了 297份申报材料。 

中宣部重大项目“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研究”

开题。4 月 12 日，艾四林教授组织召开中宣部重大项目“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战略安排研究”开题会。艾四林教授介绍了课题的框架及结题时间，肖贵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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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工作任务安排，子课题负责人简要介绍了子课题研究构想，并针对课题框架和子课

题研究内容交流发言。 

 

【学术交流】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1 期成功举办。3 月 30 日，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1 期成功举办，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编辑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共

聚工作坊，围绕“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社会基础与历史意识”这一主题进行了充

分研讨。工作坊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执

行主编黄晓武主持。本期工作坊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

部主办，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会承办。 

牛津大学乔纳森·沃尔夫教授做客“求真论坛”。4月 9日，牛津大学布拉

瓦尼克政府学院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教授做客清华大学·求真论坛海外

名家专场 2019 年第 1 期，论坛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主持。论坛邀请

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吕增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维等青年学者作为与谈人参与主题研

讨。本期海外名家专场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会承办。清华大学·求真论坛海外名家专场旨在为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海外名家、国

内外青年学者、研究生构建思想争鸣、交流共进的高端学术平台，增进清华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科的国际化水平，有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德育名家大讲堂”开讲。4 月 24 日下午，由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

“德育名家大讲堂”第一讲开讲。韩国首尔特别市教育监曹喜昖博士作“当代韩国学校

德育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主题报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等高校的近 150 名师生聆听了曹喜昖博士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

深教授吴潜涛主持。 

“纲要”课组与《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进行学术座谈。为加速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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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学术共进，深化“纲要”课教学的整体研究框架和理

论方法体系，3月 14日下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组同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主编高远戎研究员、乔君研究员、吴志军编辑围绕“‘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教学的学术和文化意涵”举行座谈。座谈由欧阳军喜教授主持。 

 

3月 2日，冯务中副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伟新德育微课线下研学活动”，面向来自全

国各地的 20 多位中小学德育教师作“思政类慕课的设计制作与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主题报告。 

3月 12日，艾四林教授参加“教育系统专家学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

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3月 12日，张瑜副教授参加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库建设研讨会。 

3月 16日，王雯姝教授受邀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培育时

代新人”研讨会，并作“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创新展望”主题发言。 

3月 18日，艾四林教授参加“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3 月 20 日，肖巍教授作为人文专家受邀参加清华大学医学规划工作小组第一次会

议，与校长和相关领导共商医学院发展大计。 

3月 20日，刘立教授参加“首都文艺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 

3 月 29 日，解安教授应邀做客信阳师范学院“贤林讲坛”，与百余名师生畅谈“乡

村振兴战略”。 

3 月 29 日，冯务中副教授应邀为武警部队院校教学系主任班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并分享了思政类慕课的设计制作经验。 

4 月 9 日，解安教授应邀出席清华大学定点帮扶单位云南南涧县乡村振兴论坛，并

作首场报告。 

4月 13日，李义天教授赴山东大学参加第四届青年哲学论坛。 

4 月 20 日，肖巍教授受邀到海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为该校 700 余师生作主题

报告。 

4 月 20 日，李义天教授赴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现代伦理的美德论转向学术研讨

会。 

4月 21日，李义天教授赴南京大学参加首届马克思哲学青年学术论坛。 

4 月 26 日，张瑜副教授受邀参加清华大学青少年德育研究中心成立暨立德树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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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4月 28日，冯务中副教授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90多名高校思政课教师作“‘导客

为主’：思政类慕课的设计制作和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主题报告。 

 

【学科与队伍建设】 

肖贵清教授获政府特殊津贴。 

李江静入选 2019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经过单位推荐、个人答辩和专家

评审等环节，并经校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通过，全校共有 10位博士后入选 2019年清华大

学优秀博士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李江静获此殊荣。据悉，李江静系马克思主

义学院首位入选的博士后。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召开合同到期人员考核会。4月 18日下午，马克思主

义学院组织召开合同到期人员考核会。三位合同到期教师蔡万焕、林毅、王贵贤分别汇

报了近三年来的教学科研、学生培养、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情况。这是自 2015年 12月

实行人事制度改革以来，学院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合同到期人员考核会。会议由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艾四林主持。 

 

【学术期刊】 

两刊 4 篇论文获全文转载、1 篇获论点摘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两刊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据目前不完全统计，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 3 期、《思想政治教育》第 3期，《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研究》第 2 期，全文转载两刊 4 篇论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第 5 期

刊文《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获《新华文摘》（第 4期）论点摘编。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编辑部获

“2018 年度清华大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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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教师党支部举行“歌唱我的祖国”活动。3 月 16

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教师党支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了“歌唱我的祖国”

活动。活动由宣传委员孔祥云同志主持。离退休教师林泰、宋秦年、朱良元、韦正翔等

12名同志参加了本次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基层党建服务队赴马来西亚调研。3 月 19 日-22

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基层党建服务队赴马来西亚中国港湾南太平洋区域

管理中心调研境外国企党建工作。本次调研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

宇带队。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生叶子鹏与刁兆杰参加了本次调研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3 月 22日下午，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在善斋 107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

波涛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支委及师生代表等参加会议。会

上，马克思主义学院 8 个党支部的书记分别汇报了 2018 年度支部工作情况，分析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下一步工作思路与改进方向。参会党委委员及师生代表对各支

部的工作进行了点评，并对各支部书记进行了民主测评。各党支部书记表示，将根据本

次评议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党支部的凝聚力、号召力、

组织力。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风大讨论”联合党组织生活会召开。4月 18日下午，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风大讨论”联合党组织生活会在文科楼 206会议室召开。学院教职

工第二党支部、马博 17 党支部和马博高年级党支部全体师生党员围绕学风建设主题，

开展了深入交流讨论。会议由院党委副书记舒文主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批 2019 年清华大学各单位党委（直属党总支）基层

党建特色工作课题，课题名称为“创新思路 丰富载体 全面提升组织生活质量”，立

项经费为 3万元。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获批 2019 年清华大学教

职工党支部调研课题，课题名称分别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调查研究”

“新媒体意识形态调研平台建设研究”，立项经费为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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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宣讲】 

艾四林教授获聘“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领学人”、博士生徐

铭拥获聘“领讲人”。 3月 20日下午，北京市教育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

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新清华学堂召开。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北京

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

敏等出席。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吉春对主题教育活动进行了部署。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获聘“领学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级博士生徐铭

拥获聘“领讲人”。翁铁慧为“领学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领

唱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歌唱家张也，“领讲人”——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团

长徐铭拥，“领做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教师袁日涉颁

发了聘书。 

肖贵清教授做客“荷声讲坛”讲解党的政治建设。3月 28日上午，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肖贵清教

授，在蒙民伟楼二层多功能厅为来自清华大学校机关各部处的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 300

余人作“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主题报告。 

冯务中副教授应邀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冯务中副

教授相继于 3 月 27 日、3 月 30 日、4 月 18 日，应邀赴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香港专

业人士研习班”、“中青年侨领研习班”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理论报告团赴山东临沂开展实践宣讲活动。4月

1 日－3 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理论报告团赴山东临沂市开展实践宣讲活

动，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宣传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

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接待了理论报告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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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工作】 

张静荣获 2018 年度清华大学教育职员“爱岗敬业奖”。 

张静获评 2018 年度清华大学工会积极分子。 

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工会机关工会小组获评 2018 年度清华大学先进工

会小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关工作会召开。4 月 8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关工作

会在善斋 107会议室召开。学院党委副书记舒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学院综合办公

室主任张静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并汇报了科研、教学、外事、

党务、“两刊”编辑部等工作进展情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关召开主题培训会。4 月 22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机

关组织召开主题为“机关人员如何做好情绪管理”的培训会。机关办公室主任张静作主

题发言，院机关办公室全体员工参加会议，并参与讨论。张静通过列举身边的例子，深

入浅出地向大家介绍了情绪定义、情绪表现、情绪与疾病的关系、情绪处理方法、养成

良好情绪习惯等几个方面知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正确引导积极情绪，及时处理好负面情

绪，理顺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培训会生动幽默，贴近生活。讨论热烈充分，大家感到收

获颇丰。 

牟世晶获“2018 年度清华大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校友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校友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4 月 27 日下

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友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清华大学善斋召开。近二十

位校友理事在清华大学 108 周年校庆之际，不远千里返回母校参加了此次会议。院长艾

四林、副院长王雯姝、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出席会议。 

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真校友讲坛”开讲。4 月 27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

“求真校友讲坛”第一讲在善斋拉开帷幕，本次讲坛邀请了首都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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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86 级校友冯培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他以“做奋进新时代的担当者”为主题，为马院

师生校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报告。讲坛由副院长王雯姝主持。院长艾四林发表致辞，祝

贺“求真”校友讲坛正式开讲，并对冯培教授的到来表达了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 

 

【互访共建】 

广元市委党校与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洽谈项目合作。3 月 14 日，广元市委党校一行来访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进行理论研究项目合作。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立、研究员肖广岭出席会议。 

湖南大学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3 月 28 日，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曾欢欢一

行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理论报告团建设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在善

斋 108 会议室接待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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