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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中国 70 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第 20 届“清北人师”
四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6 月 30 日，在习近平总
书记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 届研究生毕业班全体同学回复勉励寄语一周年之
际，第 20 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校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蔡立庆，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周良书，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
宇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
生代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硕博研究生新生代表和入选清华马院 2019 年
夏令营全体营员共计 200 余人参加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
清主持。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宣读了论坛获奖同
学名单，与会嘉宾分别为获奖学生颁发证书。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6 月
29 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在论坛开幕
式上致辞，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刘贵芹、副司长徐艳国，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孙海波，国
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司副司长徐忠波出席会议。校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主持开幕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部分
成员、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以及《党建》
《中国
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期刊媒体的近 200 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兰州峰会召开。6 月 15 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编
辑部在兰州联合主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兰州峰会”。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袁占亭、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成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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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本次峰会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主题。哈
尔滨师范大学校长孙立军教授等 14 位专家做大会主题发言。主题发言由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主持。参会专家学者还通过分论坛主题发言与讨论等形式，
围绕“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进’研究”、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研究”等 9 个
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达成诸多共识。会上，还举行了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的新著《当
代青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发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清
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做峰会学术总结。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等 80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
《思想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等期刊、媒体的近 200 位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本次峰会共收到参会论文近百篇。

清华大学第 559 期博士生学术论坛暨 2019 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行。5 月 10 日至 12 日，清华大学第 559 期博士生学术论坛
暨 2019 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三堡学术基地举行。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老师出席并讲话。5 月 12 日，经过三个分论坛为期两
天的审慎评议，各个分论坛产生了获奖优秀论文名单。在闭幕式上，副院长王雯姝老师
宣读了本次论坛获奖论文作者名单，包括王天翼等一等奖获得者 3 人，王文轩等二等奖
获得者 6 人，柯萌等三等奖获得者 10 人。会上，王雯姝老师，杨金海老师共同为一等
奖获得者颁奖，刘敬东老师、肖广岭老师共同为二等奖获得者颁奖，院党委副书记舒文
老师和副院长朱安东老师共同为三等奖获得者颁奖。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老师为五位友
校朋辈评议人颁发了参会证书。

【思政课教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获三项“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其中，李蕉、王雯姝、欧
阳军喜、夏清申报的“翻转协同，内容为王——打造明理入心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获 2019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朱安东、何建宇参与申报的“学理
论、悟国情、促行动，培养信仰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因
材施教计划‘林枫计划’的探索与实践”获 2019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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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王雯姝、冯务中、张瑜、刘震、翁贺凯申报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混合式教学创新与实践”获 2019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两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获立项资助。其中，肖贵
清教授主持申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获特色专项资助；
李蕉副教授主持申报的“中国近现代史全球档案导读”课程建设获自由探索资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三项本科教学改革项目获立项资助，分别为冯务中副教授
主持申报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问题教学法’”、李蕉
副教授主持申报的“教辅编写《思想的坐标系：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张瑜副教授主持
申报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6 月 6 日，翁贺凯副教授应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邀请，作“思想政治
理论课慕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三重激励效应：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
例”的远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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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圆
满完成，拟录取 25 人。
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培养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清华大学 2019 年首次设立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招收中小学思
想政治理论课一线优秀教师攻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会
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共同成立“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
育博士项目培养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艾四林-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委员：肖贵清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石中英-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曼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方妍-清华附中党委书记；窦桂梅-清华附小校长。6 月 18 日，艾四林教授主持召开思政
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教育博士项目培养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各位委员颁发聘书。
肖贵清教授在会上介绍了项目首次招生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招生、培养方面具体的方案
及建议。方妍教授和窦桂梅教授在会上分别发言，充分肯定了项目的理念和目标，对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培养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建议。清华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凯波教授、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康妮从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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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的角度介绍了项目的启动及进展情况，并表示将继续为项目的延展工作提供支
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夏令营圆满结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组本学期举办三期学术微沙龙。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组历来注重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建设，自 2016 年秋季学期以来，
先后举办了 22 期微沙龙。为增进师生间的学术交流，提升学生学术研究的质量，本学
期课组分别在 3 月、4 月、5 月举办了 3 场学术微沙龙，共 6 位同学汇报了各自的研究。

2019 届博士毕业生王然荣获 2019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
指导教师为马克思主义学院肖贵清教授。
王然同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规范特质及生成逻
辑》获评 2019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贵清教授。
2019 届博士毕业生张牧云荣获 2019 年秋季清华大学“北京市优秀毕业
生”（研究生）称号，指导教师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欧阳军喜教授。

【科研工作】
立足中国文化，建构文化中国 ——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
走向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6 月 8 日上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研讨会暨新书发
布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主持的同主题国家重点课题结
题出版，课题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发布会。围绕著作主题“立足中国文化，建构文化中国”，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
等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来自光明日报、
《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中国社科网的媒体嘉宾
进行了深入研讨。

马克思主义学院完成教育部委托的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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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发展报告的网上调研数据填报工作，以及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及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8 年度建设发展状况调查问卷的网上填报工作。

【学术交流】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2 期成功举办。6 月 15 日上午，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2 期成功举办，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与
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齐聚第 2 期学术工作坊，
围绕“政治经济学：现实热点与理论前沿”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学术研讨。工作坊由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教学与研究》副主编陈翔云主持。
5 月 11-12 日，李义天教授赴浙江师范大学参加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
并作主旨发言。
5 月 14 日，艾四林教授参加清华大学党的政治建设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席座本次座谈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月 14 日，张瑜副教授受邀做客太原理工大学“清泽人文讲坛”，做题为“网络环
境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学术报告。
5 月 15 日，艾四林教授受邀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5 月 16 日，肖巍教授参加英国皇家精神病学会议。
5 月 20 日下午，吴潜涛教授应韩国首尔市教育厅厅长邀请，在韩国邮电大厦，为
200 多名首尔市学校教师做题为“当代中国学校德育的现状与展望”的学术报告。
5 月 22 日，肖巍教授在英国埃塞克特大学健康文化与环境中心做“关于精神疾病的
哲学争论”讲座。
5 月 24 日、30 日，解安教授作为重点马院评审专家赴北京理工大学入校考察。
5 月 26 日 ，刘立教授参加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理
工大学和武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
讨会——“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专场，并作主旨发言。
6 月 14 日，吴潜涛教授参加清华大学与兰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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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兰州峰会”并做会议学术总结。
6 月 18 日，杨金海教授参加“首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9”并作主旨发言。
6 月 22 日，戴木才教授参加“新时代政德建设”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6 月 22 日，李义天教授参加全国政治伦理学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6 月 23-24 日，王宪明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百年回看五四运动——北
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文论坛”，并作题为“李大钊青春思想研究”的学术报
告。
6 月 23-24 日，翁贺凯副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百年回看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文论坛”，并作题为“五四时期研究系知识分子对基
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态度”的学术报告。
6 月 24-29 日，吴潜涛教授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公务员立政德研讨班”。
6 月 27-28 日，李义天教授参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研讨会。
6 月 27-28 日，张维副教授参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研讨会。
6 月 29 日，肖巍教授参加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培养高峰论坛并分论坛发
言。
6 月 29 日，戴木才教授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建
设”研讨会。
6 月 29 日，张瑜副教授赴兰州大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基地做“思政
课+互联网”主题交流报告。

【学科与队伍建设】
王雯姝教授荣获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2018 年度）
。
李蕉副教授荣获 2018 年度“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韦正翔教授获 2018 年度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
2019 届博士毕业生张牧云、李戈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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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 篇刊文获全文转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2018 年第 6 期刊文《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获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第 6 期全文转载。

【党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广东深圳支队临时党支部参观华
润置地 “不忘初心”共建示范区。7 月 5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暑期社
会实践广东深圳支队临时党支部参观了华润置地 “不忘初心”共建示范区。他们将在华
润集团开展为期一个月左右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7 月 4 日下午，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与民政部壹零壹研究所党支部联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作“党的十九大对坚持和
加强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论述”主题报告。林泰同志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西方
多党制执政方式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比较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党，希望在青年等六个方面，深入分析
与全面阐释了党的十九大对坚持和加强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论述。

肖贵清同志、程正雨同志获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表彰。
舒文同志、王贵贤同志、王文轩同志获清华大学优秀党建与思想政治
工作者表彰。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马硕党支部分获清华大学先进党支
部表彰。
马硕党支部获“清华大学研究生先进集体”
“清华大学先进集体（研究
生）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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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6 月
13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开展了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文研究员作了题为“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
的报告。此次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舒文主持。李文研究员从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和平发展、中美关系史中的“美国优先”、中美经贸：非“双赢”即“双输”、
“中国
需要朋友，美国需要敌人”以及未来展望六个方面对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
擦进行了深度讲解。最后，他指出：
“中美经贸，非‘双赢’即‘双输’，合则两利，造
福人类；斗则两伤，殃及全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六一”樱桃采摘活动。6 月 1 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
院举办“六一”樱桃采摘活动。

马硕党支部与华润希望小镇产业发展部党总支部西柏坡支部开展共建
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马硕党支部于 5 月 30 日至 31 日赴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和希望
小镇产业发展部党总支部西柏坡支部开展红色“1+1”基层党支部共建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与人事处党支部开展联合党日活动。5
月 23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与人事处党支部开展联合党日活动，围
绕“教师发展和教师思政”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和研讨。校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书记向波涛出席会议。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张瑜、人事处党支部书
记王晓莉共同主持联合党日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三十三届北京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李蕉、校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胡坚明分别作主题发言。在研讨分享环节，
马克思主义学院蔡乐苏教授、院党委副书记舒文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就做好教师思想政治
工作谈了思想认识，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与人事处党支部的 50 多名党
员、积极分子参加了本次主题党日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化校企党建合作 “理论大篷车”活动在华润启动 。
5 月 21 日上午，华润-清华马院“理论大篷车”首站巡讲暨联合主题团日活动在北京华
润时代中心一楼多功能厅举行，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师生、华润北京区域的青年
员工参与了本次联合主题团日活动。共青团中央、国资委、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朝阳区委组织部等相关单位的同志也受邀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了华润-清
华马院“理论大篷车”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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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职工一支部与马博 181 党支部联合党组织生活会成
功举办。5 月 16 日下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职工一支部、马博 181 党支部在
新水 301 教室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学术研究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党组织生活会。
马院教职工一支部的老师们与马博 181 党支部的同学们参加了此次党组织生活会。会议
由马院教职工一支部党支部书记陈明凡老师主持。

【理论宣讲】
“扎根民族复兴路：以青春之名，为时代立言”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理论报告团赴宁夏实践宣讲。6 月中下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的支持
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邀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理论报告团一行赴
宁夏开展实践宣讲活动。博士生理论报告团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开
展了一系列主题宣讲活动。报告团先后前往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国际会堂、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宁
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银川市金凤
区长城花园社区等地调研并与当地工作人员座谈交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张学森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常华东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
史性飞跃”和“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等主题在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展宣讲交流。刘
际昕在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以“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为主题进行报告，王文轩在宁夏
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委会围绕“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40 年”主题进行了
讲解交流。佳日一史和骆文杰在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别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进行交流报告。

郭建宁做客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宣讲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6 月 6 日，
中宣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92 场活动走进“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河南济源。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建宁，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演讲，并与观众及网友进行了交流互
动。

冯务中副教授相继于 5 月 30 日、6 月 13 日、6 月 24 日，应邀为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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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局新闻协调员研习班、2019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
班（第三期）
、中信集团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机关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文书档案工作先进单位”（2018 年度）荣誉称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获“信息工作先进集体”（2018 年度）荣誉称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关工会小组举办端午“香包 DIY”活动。6 月 3 日下午，
正值端午节来临之际，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工会机关工会小组在善斋举办端午“香包 DIY”
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端午文化，传我浓情艾香”。老师们通过观看视频和 PPT，
了解了端午的由来、南北方习俗等文化知识。随后，大家自己动手，穿针引线，用艾草
和薰衣草作为填充物，将简单的材料缝制成五颜六色的香包。

【互访共建】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张淼一行到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调研。7 月 5 日上午，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淼，
副主席李翠玲一行到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和北京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基地调研。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
苏竣教授、文科处副处长段江飞等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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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肖广岭等出席接待。调研会议由苏竣教授主持。

南京智库人才高级研修班一行来清华习研院调研。6 月 17 日下午，南京智
库人才高级研修班一行来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调研与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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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杨金海教授、肖广岭教授
出席会议，会议由刘立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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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教育厅专项调研组一行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6 月 11 日，黑
龙江省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文斌一行 7 人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副院长肖贵清教授、
“原理”课课程负责人李成
旺教授、院长助理吴俊副教授等参与接待，座谈会由院长艾四林主持。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行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5 月 24 日下午，南京大学哲
学系各党支部代表一行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党建工作情况。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委员
吴雨芳以及各党支部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委员林毅等以及各党支部代表参加座谈
交流。本次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助理熊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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