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科简介 

武汉理工大学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含 6个二

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湖北省一级

学科重点学科，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主持建设。本学科是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高校国防教育理论与

实践研究基地、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承建或参建单位，马克思主

义学院还设有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武汉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工业遗

产与文化研究中心、工程伦理研究中心、心理健康与生涯发

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教职工 107 人，教师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获得博士

学位或在读博士占教师总数约 60%。学院形成了一支学缘、

学历、职称、年龄等各方面结构日趋合理的师资队伍，培养



 

了一批在全国及湖北省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和理论宣讲专家。学院

拥有中宣部 2014 年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人、

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楚天学者 1 人、教育部全国高校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1 人、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

力人物 3人、教育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1 人、湖

北省社科联副主席 1人、湖北省名师工作室 1人、湖北省名

师 2人、湖北省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 7 人、湖

北省彩虹学者 1 人、湖北省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2人、

湖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2

人。近年来，本学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 余项，

教育部和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0 多项，出版学术著作

数十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上发表及被转载学术论文数百篇次，获

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社会科学成果奖 20

多项。拥有 3 门次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国

家精品视频公开课，6 门次教育部示范课、省级精品课程和

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 人次入选教育部“精彩一课”，3

人次“学习强国”理论慕课。 

二、考生参加“申请--考核”制报名基本条件 



 

所有参加“申请-考核”制的考生必须符合当年教育部

和学校规定的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构成 

1、成立 202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申请-考核”制

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博士生招生录取工作。具体

成员如下： 

组  长：朱  喆 

副组长：毛传清、李  牧 

成  员：权宗田、孙德忠、王盛开、薛 焱 

2、学院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向成立 6 组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及组长由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四、选拔流程 

1、网上报名 

考生 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 2 月 22 日 登 录

https://account.chsi.com.cn/（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完成网上报名，并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

简表》。 

2、考生申请 

（1）网上报名时打印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

息简表》一份，此表需要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



 

盖章,应届毕业生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签署意见并盖

章。 

（2）一份报考导师接收函，并且要接收导师亲笔签名。 

（3）两份专家推荐书(副高及以上)。 

（4）一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不少

于 3000 字，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下载） 

（5）两份报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简况表

（附件一） 

（6）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 

（6）身份证、研究生证（应届生）、本科和硕士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7）硕士学历、学位认证报告。在教育部学信网上进

行学籍（应届生）或学历（往届生）查询认证，在教育部学

位网上进行学位查询认证。（各一份） 

（8）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主要结果和

详细摘要（应届生）。 

（9）科研水平和能力佐证材料，如发表论文（包括刊

物封面、目录、内容、封底）或论文正式录用函和论文打印

件、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10）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2019 年 1 月以后的）。 



 

申请材料由考生直接提交或快递（限 EMS）至武汉理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地址：武汉理工大

学马房山校区东院教 4-1213），截止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桂老师收，电话：027-87658425，邮编 430070。 

3、专家组审核 

（1）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整理申请材料，提交学院

专家组审核。专家组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主要基于

考生攻读硕士学位就读高校的学科点水平与声誉、考生学位

论文选题及学术水平以及体现其综合能力的证明材料，提出

初审意见。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根据专家组的初审意见，按照

具有招生资格的博士生导师数量 5倍的比例，确定进入考试

和考核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2）学院将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信息公布在本单位官

方网站。 

网址：http://mkszyxy.whut.edu.cn/。 

五、学校考试 

1、考试时间及科目：2020 年 3月 14日上午 8:30-11:30

考试外国语（满分 100 分）。 

六、学院考核 

1、专业基础综合（笔试），满分 100 分，主要考核学

术素养、知识结构、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研究方

法及专业外语能力。 

http://mkszyxy.whut.edu.cn/


 

 

学科层次 学科名称 专业笔试科目 

博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 

2、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研

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笔试时间：  

（1）14 日下午 2:30-5:30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东院教 4 楼

1207。 

（2）15 日上午 8:30-11:30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东院教 4 楼 1207。 

2、面试，满分 100 分，主要考核学术潜质、思想政治

素质和品德考核。 

时间：3 月 15 日下午 2:00 ；地点待定。 

（1）申请考生根据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针对自己的

博士研究计划，做不少于 15 分钟的演示文稿（PPT）。 



 

（2）专家组考核。根据各二级学科内涵特点，分成二

组：第一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第二组，思想政治教育。各专家组重点考核

考生的科研能力、培养潜质以及综合表达沟通能力，按照综

合考核成绩提出建议录取名单。（具体分组情况见学院官网

通知公告） 

七、拟录取 

1、拟录取规则 

坚持“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原则，学院博

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招生计划、按照综合考核成绩，

依据专家组考核结果，确认拟录考生名单。 

（1）各科不低于学院制定的分数线； 

（2）按招生计划的 1:1.5 确定录取分数线，确定合格

生源名单； 

（3）各二级学科点按学科发展需要合理分配指标；考

试科目相同的学科，按照合格生源总成绩排序，确定拟录取

名单； 

（4）首席教授优先招录； 

（5）一位导师有 2 名及以上合格生源时，由导师根据

学科发展及科研需要，优先选择 1名学生进入拟录取名单； 



 

（6）每位导师原则上当年最多招收 1 名学生（含直接

攻博和提前攻博学生）。 

（7）博士考生总成绩由外国语考试、笔试、面试三个

环节的成绩组成，满分按 100 分值计算。总成绩权重如下： 

总成绩=外国语成绩*20%+（笔试科目 1 成绩+笔试科目 2

成绩）/2*40%+面试成绩*40% 

2、为了不拘一格选拔拔尖创新人才，考生如有以下条

件之一可以由导师推荐、学科专家组考核、学院招生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可直接拟录取。 

第一，近五年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第二，获得过省级科研成果奖及以上政府奖（省级三等

奖第一名、二等奖前三名、一等奖前五名；教育部人文社科

奖三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前五名，一等奖前七名）； 

第三，在权威期刊，即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和南京大

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CSSCI）的有关类别排名前

20%学术期刊（即学校规定的 A、B 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其中至少 A 区（即排名前 10%）期刊发表 1 篇。 

八、工作进度安排 

2020 年 1月 11 日—2 月 25 日，考生完成网上报名、缴

费； 

2020 年 2 月 25 日前, 考生向各单位邮寄或现场提交报

名申请材料; 



 

2020 年 3月 2 日前，研工办完成资格审核并按照要求提

交汇总材料，经研究生院审核，公布入围考试名单； 

2020 年 3月 14 日-15 日考生考试及面试； 

 

 

附件一 

2020 年报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简况表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报考学院  
身份证号码 

(军人填军官证号) 
                  

报考专业

及导师 
 拟研究方向  

外语水平(四级/六级/雅思/托福等成绩)  

推荐专家一(姓名、单位、

职称) 
 

推荐专家二(姓名、单

位、职称) 
 

本科何时何校

何专业毕业 
 

硕士何时何校

何专业毕业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硕士指导教师 

姓名、职称 
 

个人科研成果及获奖 

（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项目及获奖等） 

序

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排序 

发表  

年月 

刊物名称、奖项名

称、专利授权号 

成果级别[含收录、转

载、论文分区(国际重

要、A、B)] 

备注 

1       

2       



 

3       

4       

5       

6       

马克思主义学院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