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教育专业“读书课”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及学校 2019 年本科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全面推进本科
教育的“四个回归”，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改变大学
生不读书、读书少的现状，引导大学生读“国情”书、“基层”
书、“群众”书，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列经典、中外传世经
典和专业经典，把本科专业内涵建设、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真正体
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结合《西北师范大学一流本科教
育建设行动计划》，在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部经典读书计
划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特制定本办法，并从 2019 级学生开始
实施。
一、基本原则
基础性与发展性相统一。以掌握原理、习得方法为基础，以
专业拓展、学科纵深为根本，努力夯实专业基础，着眼未来发展
目标。
经典性与时代性相统一。读经典名著汲取精华，启迪智慧；
读最新成果关注现实，把握前沿。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
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
层次性与整体性相统一。既要注重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又要
注重书籍本身的可读性，兼顾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注重阅读自
身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二、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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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至少读完推
荐的 50 本书，撰写 20 万字读书笔记，其中有关师德养成教育相
关书目的读书笔记不得少于 5 万字。学生完成全部 50 本阅读书
目，并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 20 万字的读书笔记，可获得 2 学分。
三、时间进度
第一学年，阅读不少于 10 本推荐书目，完成不少于 4 万字
的读书笔记。完成此阶段阅读任务学生可获得 0.4 学分。
第二学年，阅读不少于 15 本推荐书目，完成不少于 6 万字
的读书笔记。完成此阶段阅读任务学生可获得 0.6 学分。
第三学年，阅读不少于 15 本推荐书目，完成不少于 6 万字
的读书笔记。完成此阶段阅读任务学生可获得 0.6 学分。
第四学年，阅读不少于 10 本推荐书目，完成不少于 4 万字
的读书笔记。完成此阶段阅读任务学生可获得 0.4 学分。
四、组织实施
1.布置阅读任务，明确目标要求。指导教师于每学期开学第
一周内给学生布置阅读书目及进度，明确读书笔记的写作要求
（学生读书笔记的内容应涵盖所有必读书目（文献），读书笔记
要手写在方格纸上）。倡导学生每天至少阅读半小时。
2.组织读书活动，加强过程指导。指导老师每学期对学生的
阅读指导不得少于 4 次，引导学生有重点地读，深入地读，细致
地读。倡导以读书沙龙、读书讲坛等形式组织学生研讨交流，展
示阅读感悟。
3.实施考核评价，落实学分认定。指导教师每学期期末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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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书笔记进行检查并认真批改。“读书课”的考核内容包括三
个部分：一是考核是否读完必读书目（文献）；二是考核读书笔
记字数是否达到下限要求；三是考核读书笔记内容的质量。前两
项考核由本科生导师独立完成，第三项考核可由本科生导师联合
组成小组，通过学生答辩的方式进行。
读书课评价标准如下：
A：（90-100）读书笔记质量高，字数达标，字迹工整，对
文章理解准确，表达流畅；
B：（80-90）读书笔记内容较详实，字数达标，字迹工整，
对文章理解较为准确，表达清楚；
C：（70-80）读书笔记内容不详实，字数达到要求的 90%
以上，字迹较工整；对文章理解不全面，表达不清楚；
D：（70 分以下）读书笔记内容不详实，字数达到要求的
80%以上，字迹潦草，阅读了，但没有理解；
E：（60 分以下）未按要求阅读或没有读书笔记，或其他
特殊情况。
评选“阅读之星”，引领阅读风尚。每年四月，指导教师依
据学生读书笔记撰写、参与读书活动等情况向学院推荐 1-2 名乐
读、乐写、乐思的“阅读之星”，学院对入选的学生进行表彰奖
励。
五、推荐书目
围绕学生成长这个中心，立足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
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实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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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中国化育人功能，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列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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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
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领域经典论著，以及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经典、中外传世经典等 100 部推荐必读书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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