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内容简介 

 

一、学院院标 

 

二、学院简介 

成立时间：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悠久。1953 年沈阳师范学院设立

政治组，1954 年设立政治教研室，1955 年设立政治教育专修科与马

列主义教研室，1956 年设立政教系。八十年代以来，政教系、马列部、

德育部在分合中获得快速发展，孕育了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与经济

学等专业院系。1998 年 6 月，成立马列德育教研部。2006 年 5 月，

组建成立辽宁省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2006 年 12月，原马克思主

义学院与原经济管理学院的政教系合并重组成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学

院。2016 年学院获评“辽宁省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师资力量：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63 人，其中教授

17 人、副教授 23人、讲师 23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41 人（占教师总

数的 65%）。有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全国教学能

手 1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3 人；省

级本科教学名师 3人、省级优秀教师 2 人、省“五一奖章”1 人、省

最美教师 1 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 3 人、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3 人、省级教学能手 9人，并拥有国家

及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等专

家 10 余人。承担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300 名本科生、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哲学学科 154 名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及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 

学生规模：学院现有学生 454人，其中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00人，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54 人。 

开设专业： 

本科专业：学院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一个本科专业，自 1951

年沈阳师范大学建校以来，该专业已面向全国招生，是我校老牌专业

之一，2016年获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全省第一，

2018 年获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2019年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硕士授权点：学院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 2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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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

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8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常年招生。其

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获批“辽宁省重点学科”和“辽宁省高校核心

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培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评沈阳

师范大学“一流学科”。  

教学环境：学院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教学环境。拥有教学实

训中心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意工作室，配备笔记本电脑、音箱、投影

仪等设备，为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考试模拟、实践训练、就业面试等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拥有图书资料中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书吧，收藏

相关专业藏书万余册，期刊、杂志百余种，为学院师生提供了良好的

阅读条件。 

机构设置：学院设思想政治教育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部、形势与政策教

研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部、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等教学机构，设办公室、团总支和图书资

料室等行政及教辅机构，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基地、辽宁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和研

修基地、中共辽宁省委讲师团宣讲调研基地、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

研究会、辽宁省五老精神研究中心、中共沈阳市委统战理论研究基地、

沈阳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挂靠在

我院。 

办学成果：学院在教学、育人、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教学成果丰硕。目前，拥有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省级思想政治理

论优秀教学团队及沈阳市形势与政策课优秀教学团队。学院先后获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4 项、省级教改立项

4 项、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门、省级资源共享课 1 门、全国高校优

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省级“高校优秀中青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辽宁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

出人才支持计划”等。获国家级教学大赛一等奖 2 项、省级教学大赛

一等奖 9项、省级“精彩一课”一等奖 6 项、省级精彩微课 7 项。 

学科科研质量稳步增长。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37 篇，出版学术著作 57 部，承担省部级以上

科研课题 30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4

项），获批经费 370 万元，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5

项。  

学生培养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平均达 96.3％、

考研率最高达 46％。获批“挑战杯”、“创青春”等重大赛事国家级

奖 110 项、省级 230 项。研究生获评省级优秀研究生 15 人、省级以

上奖励 10 人。多年来，为各地区初高中、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党

政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省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 



发展目标：在“以教学立院、以专业强院、以学科兴院、以管理

治院”总体发展思路指导下，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核心，以专业

建设为重点，以学科发展为支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社会为

己任，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科学化、规范化、

现代化管理，经过五年的重点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成为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基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示范基地、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术高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培训基地，

成为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马克思主义学院，

切实发挥辽宁省高校首批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业介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类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本专业始建于 1951 年，目前已形成学士—-硕士人才培养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16 年获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

价全省第一，2018年获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

范专业”，2019 年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辽宁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辽宁省重点学科、辽宁省

高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培育学科，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本科专业办学提供了良好学科支撑。 

本专业以“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为指导原则和基

本要求，使学生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

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能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

和一定的学术创新能力；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研究、宣传、教

学工作，胜任学校学生管理以及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 

主要课程：本专业为学生构建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

学知识、学科基础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师教育理论与技能训练在

内的六大知识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教育学等主干

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革命和建设史、政治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等主干课程。在学校“3+1”和本专业“2+2”培养模式共

同推动下，使学生受到教师教学、科研写作、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基本

技能训练，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

能力。其中包括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

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在外语读、写、听、说方面达到大学外语

四级水平或更高。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掌握计

算机应用技术，具有较强办公自动化处理能力。本专业修业年限 3 至

6 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就业方向：初高中、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党政机关、军队、企

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三、学科专业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依托于辽宁省首批高校示范

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年来在学科建

设上聚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同时立足辽宁，注重把理论研究与地

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振兴发展相结合，在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

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辽宁省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宣讲服务

基地和教学改革试验基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悠久，从 1953 年学校建校时招收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开始，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办学历史，学科建设

基础扎实。2003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授

予权， 2006 年成立辽宁省首家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此获得长足发展。2011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2015 年被评为校一流学

科，其下设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2008 年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学科，

2009 年被评为辽宁省高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培育学科，

2019年被评为校二级特色学科。 



 

学科拥有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拥有省级优

秀教学团队 2 个，市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现有专任教师 47 人，其

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21 人、讲师 20 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32 人（占

教师总数的 67%）。有全国模范教师 1人，全国教学能手 1 人，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3 人，省级本科教学名

师 2 人、省级优秀教师 1 人、辽宁省最美教师 1 人、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 3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

人层次 3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9人，并拥有国家

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等专

家多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马克思留给我们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

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迎来了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将把握机遇，顺势而

为，乘时代东风，促内涵发展，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哲学学科 

一、学科定位与目标  

（一）学科定位  

1.本学科是省内 4个拥有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的单位之一，位

于省内其它 3 个拥有哲学博士一级学科授权单位之后，处在省内其余

9 个只拥有哲学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的单位之前的位置；在全国第四轮

学科中国居于第 52位，成绩为 C-。目前，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要努

力接近辽宁省内有哲学博士授予权的学科，努力走进全国哲学学科前

50 名。  

2.本学科立足辽宁，主要服务于辽宁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

的全面与全方位振兴发展，并努力争取在个别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创新，

并形成特色与优势。在科学研上注重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

与文化事业振兴发展相结合，尤为侧重理论应用与大众化传播研究，

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省社科联及地方基

层单位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咨询。在学科建设各方面与省内同学科密

切交流协作，学习借鉴国内哲学一流学科建设特色与经验，并在国际

学术交流协作方面有新进展。  

（二）学科目标  

1.在学科综合实力上，省内保持第 4位，并在个别学科研究方向

上努力接近并达到有哲学博士授予权的学科水平；力争在今后的全国

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再上一个新台阶，达到成绩为 C，进入全国哲



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单位前三分之一层次。  

2.在学科科研与服务辽宁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发展上，做到

个别基础理论研究有创新，形成自己的鲜明理论特色与优势；能为辽

宁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参考，在理论应用与传

播上形成新亮点；形成良好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机制与氛围，并在科  

学研究、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二、优势与特色  

（一）学科优势  

1.学科基础优势。本校哲学专业已经有 60多年的创业发展史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就开设很多哲学类课程，毕业生被授

予哲学学士学位；哲学学科薪火传承，1983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

辽宁大学联合培养硕士，30 年历史的哲学学科，现已毕业研究生 500

余人，考取博士近 50 余人，获省优硕士学位论文 3 篇、提名 1 篇。  

2.学科研究优势。自 1985 年以来，本学科三代人的学科研究成

果质量呈现出不断上升发展的良好态势，且在研究成果的转化与社会

服务上效果越来越显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

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代表性论文，有国家社

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等代表性科研项目，

有省政府奖等代表性获奖，曾参与中宣部理论局撰写理论宣传读物，

是中共辽宁省委研究、推广学习与宣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郭明义精

神、辽宁精神、辽宁好人精神的主力学科，是辽宁省社科联理论研究

与宣传的主力学科。  



（二）学科特色  

第一，哲学一级学科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认识论与社会政治

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特色成果质量较高。选择认识论问题研究在 1985-

1995年代有明显特色，社会政治哲学研究在近 10年来特色逐渐形成。  

第二，哲学一级学科下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技术哲学与社会工程

哲学特色明显，成果质量较高。技术哲学、科技伦理在 1990-2002 年

代有明显特色，社会工程哲学研究在近 10年有明显特色。  

第三，各学科研究交叉融合与应用有特色，做到了内部资源的有

效整合，社会评价良好。立足于哲学理论思维方式，注重学科研究的

基础性，整合中、西、马等主要哲学资源，打破二级学科界限，实现

学科交叉融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领科技哲学、中国哲学、社会政

治 哲学等研究；坚持“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的研究纲领，积极以

理论的方式服务于辽宁地方文化事业发展，取得良好效果。  

三、人才培养目标  

（1）有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良好道德素养与价值观念，身心

健康，社会责任感强。（2）有较高哲学基础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学

风优良，具备独立严谨的研究能力。（3）少数研究生成为专业高级

创新专门人才，绝大多数研究生能成为从事各级机关、各类高职高专

及中等学校、企业及各媒体等单位的应用型、复合型优秀或合格人才。 

四、学科方向设置  

（一）本学科现开设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

技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 



（二）在各二级学科研究方向上，紧紧围绕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

现实问题这个中心，以社会政治哲学与社会工程哲学为发展着力点，

展开四个研究方向：社会政治哲学与现代性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问题研

究、社会工程哲学与现代性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论研究、道德哲  

学与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共同体的重塑研究、文化哲学与当代中国

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研究。  

五、国内外影响  

本学科在选择认识论、社会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社

会工程哲学研究方面具有较大国内影响力，有一定国外影响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本学科建设经历了 30 余年持续不断的创业发展历

程，欧克纯、王中青、白文韬、宋曙、王可慎、华玉洪、吴星杰、王

前、王振武、田鹏颖、李福岩等三代人前仆后继，对推动辽宁哲学某

些方面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曾是中国哲学研究会与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理事单位，是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哲学史学会、

伦理学会、孔子学会、中国梦战略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创始单位，现为

是辽宁省哲学学会、辽宁省中国梦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王振武老师的选择认识论研究曾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造成很大

影响，有一定国外影响力，在网络上被称为“双向选择理论之父”。

王前教授的技术哲学与科技伦理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田

鹏颖教授的社会工程哲学研究成果质量双高，在国内哲学界影响较大。

李福岩教授的社会政治哲学研究开始在国内哲学界形成一定影响力。

朱爱军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国内学界有一定影响力。 



 

四、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专业

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理论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03(全日制)社会政治哲学-04(全

日制)马克思主义美学 

7 

010102 中国哲学 

-01(全日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02(全日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03(全日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 

4 

010105 伦理学 

-01(全日制)经济伦理研究-02(全

日制)教育伦理研究-03(全日制)公

民道德建设研究 

5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全日制)生态哲学与社会哲学 

-02(全日制)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03(全日制)科技伦理 

3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与社会发展研究 

-02(全日制)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

社会思潮研究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研究 

5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全日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02(全日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

论与实践研究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

8 



 

五、导师简介 

 

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 

贾玉明，男，1969年 12月生，辽宁朝阳人，哲学博士，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任辽宁省哲

学学会副理事长。 

统文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全日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02(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 

-03(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

传承创新研究 

15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01(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

与基本规律研究 

-02(全日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

和执政规律研究 

-03(全日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

和制度文化研究 

-04(全日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5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

政治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原著选读》等课程。 

近年来，先后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大学章程要体现

多元利益主体诉求》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科学出版社、辽

宁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3部，获批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专著立

项；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带

头践行“红船精神”》、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和完善高校领导体制机制研究》、辽宁

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辽宁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落实“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要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清官意识与廉政建

设研究》、辽宁省高校统战理论研究课题《新形势下高校党外代表

人士队伍建设研究》、沈阳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以创

新大学生党建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等科研项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带头人 



赵美艳，女，汉族，1966 年 8月出生，辽宁庄河人。现任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带头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带头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带头人。是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

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合会理事、辽宁省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辽

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

事。 

主要承担本科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专项研究》《教育伦理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

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伦理。 

近年来，先后获评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年度影响力

提名人物、省本科教学名师、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

影响力人物、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省精品视频公开

课、省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省高校思政课“精彩一课”一等奖、

市高校第二届中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季军”等,被授予“辽宁省高校

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五一巾帼标兵”、“沈阳市技术标兵”、

沈阳市高校“教学标兵”等称号，主持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 1项、参加国家级课题研究 4 项、



主持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方向立项课题、辽宁省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等省级课题 10 余项、在》《光明日报》《伦理学研究》

等公开发表论文 10余篇、合作编写著作 5 部、论文获奖 5 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 

朱爱军，男，1963 年出生，哲学博士，教授。1989 年毕业于南

开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

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美学学科

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美育学会首届会员、

辽宁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美学学会理事、辽宁省教育学会美

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美学原理》《艺术概论》《旅游

美学》《旅游礼仪》《公共关系学》等本科课程，讲授《哲学通论》

《西方美学史》《马克思主义美学专题研究》《中国传统价值哲学》

等研究生课程。 



曾在《光明日报》、《南开学报》、《社会科学辑刊》、《学习

与探索》等刊物上发表有关美学、艺术、哲学、企业文化等方面学术

论文 30 余篇，其中《试论西方艺术观念更新的原因》被高等学校文

科学报文摘》摘要转载、《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被人大复印资料

《美学》全文转载；主编、副主编著作 6 部，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5

项；获辽宁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优秀奖，获辽宁

省哲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3 次、辽宁省哲学学会度优秀论文二等奖

1 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带头人 

周军，男，汉族，1969 年 4 月出生，辽宁朝阳人，中共党员，现

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生

导师。吉林大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

学者。是沈阳市拔尖人才、辽宁省公务员培训教师、国家社科基金通



讯评审专家、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等问题。

主要承担本科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

想政治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研究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当代中西方社会思潮》

等课程。 

2012 年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2013 年获

教育部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2017 年

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提名人物、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人物，获辽宁省高校思政课“精彩一课”一等

奖。 

近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1 项、教育

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任务项目 1 项、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

课题等省级课题 10 余项；在《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理论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构》《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村

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带头人 

卢萍，女，汉族，1966 年 1 月出生，辽宁丹东人，教授，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等本科通识

课和专业课程，并承担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世界

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 

近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

著作多部，主持承担了多项省级科研项目，曾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

成果三等奖、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沈阳市自

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并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教书

育人“结对子”先进个人、“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沈阳师范

大学巾帼建功立业”标兵等光荣称号。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 

于洪波，女，1969年 6 月生人，吉林永吉人，中共党员，教授，

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带头人，主

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 

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革命史》、《形势与政策》、《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导论》等，主讲研究生课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基

本规律研究》、《中国现代化专题研究》。 获得辽宁省思政课经典文

章推荐活动一等奖，辽宁省思政课精彩多媒体课件一等奖，辽宁省高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奖等荣誉。 

近年来，先后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 18 项，

在《光明日报》、《人民论坛》、《求索》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

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著作两部，参与编写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系列丛书两部。 

 

单春晓，男，1965年 10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沈阳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主讲本科生课程：《政治学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创业经营与管理》；主讲研究生课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与执政

规律研究》等。 

近年来，主持教育部教育规划项目 1项，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

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十三五”教育规划等课题 10 余项；在《中

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李春阁，男，1970年 3 月生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现任

学校后勤工作处处长，兼任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

科研成果：在省级期刊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主持

参与各类科研项目近 1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 8部。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带头人 

王英伟，女，1978 年 4 月生人，辽宁盖州人，中共党员，副教



授，吉林大学博士，东北大学博士后，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科学

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任辽

宁省哲学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

向为技术哲学、生态哲学。 

主讲的本科课程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政治理论

实践课》等，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科学技术哲学》、《生态哲学》、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研究》等。入选辽宁省高校中青年优秀思政课教

师择优资助计划；荣获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大奖赛一

等奖、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微课等奖励多项，被评为辽宁

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近年来，主持教育部项目、省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出

版学术专著 1 部，编写教材 2 部；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

日报》《理论探讨》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荣获“全国优秀职

教文章”、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青年社科优秀成果等奖励多项。 



 

李馨宇，女，1977 年 8 月生人，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副教

授，辽宁大学博士，吉林大学访问学者，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千人层次人选，沈阳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沈阳市高层

次拔尖人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意识形态问题。 

主讲本科生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主讲研究生

课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经济哲学专题研究》、《政

治哲学专题研究》等。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一

等奖，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辽宁省思想

政治理论课“精彩微课”、“精品教案”、“精彩课件”等多项教学

获奖；先后被评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辽宁省教学能手，辽宁省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沈阳高校师

德标兵，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沈阳师范大学青年教学标兵，沈阳



师范大学优秀科技工作者。 

近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主持省级重点课题等

十余项；在《人民日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 CSSCI 期刊及国

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观点摘编

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

1 部。科研成果先后获得辽宁省第 7、8、9 届社科活动月优秀学术成

果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多次获得辽宁省哲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

奖。 

 

伦理学学科带头人 

刘丽，女，1979 年 3 月，中共党员，副教授，哲学博士。辽宁省

哲学学会会员。伦理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承担本科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哲学与人生》

等课程，研究生《中国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原著导读》、《西方

马克思主义思潮与社会工程》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公民道德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 10 余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0余

篇。专著 1部，参编著作及教材 4部，著作及论文获奖 7 篇。并获得

省教学能手、省青年教育科研骨干、省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符号。同

时，也是省教改、省教学成果和省精品视频公开课的主要参与人和主

讲人。并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大创项目 1 项，省级项目 2 项，省级一

等奖、三等奖若干项。 

 

 

唐丽，女，1969 年 12 月生人，吉林通化人，中共党员，副教授，

东北大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访问学者，科学技术哲

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问题。 

主讲本科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等，主讲研究生课程：《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科技政策专题研

究》。2017年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称号。 

近几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主持省级课题等 10

余项；在《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论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一部。 

 

刘润，女，1970 年生人，中共党员，副教授，博士，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政治教育。

主讲本科公共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

社会发展》。 

近年来科研成果：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项、主持

省级重点课题 3项和一般项目多项；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

民日报》（理论版）、《求实》、《现代日本经济》、《辽宁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黑龙江高教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1 部。 



 

魏国力，女，1971年生人，辽宁朝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 

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主授课程：西方伦理思想史、经济伦理、研究生专业外语、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伦理学经典名著选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 

教学科研成果： 

教学：在辽宁省思政课教师比赛中曾获得一等奖，获辽宁省思

政课教学能手称号。参与多项教学改革课题。 

科研：主持和参与多项省级、国家级、市级课题，发表多篇论

文，参编合著多部教材和著作。 



 

范颖，女，满族，1971 年 3 月生人，辽宁省沈阳人，中共党员，

清华大学硕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 

主讲本、硕课程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等。在《社会科学

辑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编教材 3 部。主持省、市

级重点课题等 20 多项，课题、论文多次获奖。被学生评为“我心目

中的好老师”、辽宁省高校校园先锋示范岗、省结对子先进个人、辽

宁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首届沈阳市高校师德标兵、市三育人标兵、

市三八红旗手等。 



 

周笑梅，女，1972 年 6 月生人，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副教

授，沈阳农业大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主讲本科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主讲研究生课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等十余项。在《社会科学战线》、《黑河

学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宋海琼，女，1973年 1 月出生，吉林洮南人，中共党员，2005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主讲的本科课程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等，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党史党建文献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专业外语》等。 

主持各级各类课题多项，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

篇，参与编写著作、教材多部。 



 

张兵，女，1974 年 3 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辽

宁大学经济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主讲本科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主讲

研究生课程《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2005 年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主持省级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社科联项目 1项，参与

和主持省级以上项目十余项，参译《剑桥欧洲经济史》、合著《美国

赶超经济史》、编著《美国经济数字地图》、专著《近代中国公司移

植性制度变迁研究》等多部著作，在《辽宁大学学报》、《沈阳师范

大学学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美国赶超经济史》

获得省社科成果三等奖。 



 

张红，女，1974年 5 月生人，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沈阳市拔尖人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导师，

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主讲本科课程：《中国近现代史》、《形势与政策》等，主讲

研究生课程：《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原著导读》。 

近几年来，主持完成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辽宁省统战

一般项目 1 项、辽宁省社科联重点项目 1 项、主持省级课题等 10 余

项；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理论教育》等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20 余篇，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一部。 

 



 

王漠，女，1975年 9 月生人，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

南开大学哲学硕士，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 

主讲本科课程：《逻辑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

史》、《专业导论》、《思想政治专业理论提升专题讲座》等，主讲

研究生课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西文化比较》等。其中《逻辑学》被评为沈阳师范大学“课堂教

学改革优质课”。 

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参与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主

流媒体及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多项省级教改立项。指导学

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批多项省级项目并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被评为沈阳师范大学第四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亢丽娟，女，1977 年 3 月生人，辽宁朝阳人，中共党员，副教

授，吉林大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理论和公民道德建设问题。 

主讲本科生课程:《伦理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西方哲学史》；主讲研究生课程:《伦理学原理》、《公民道德建设

专题研究》等。2012年荣获沈阳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教学

能手奖、“沈阳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近几年来，主持辽宁省规划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经费项

目 1 项、辽宁省教育规划项目 1 项、辽宁省社科联项目 3 项，作为子

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级项目多项，主持参与其他省市级项目多项；在

《社会科学战线》、《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理论界》等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合著著作 1 部，副主编著作 1 部，参编著作 2 部。 



 

杨岚，女，汉族，1977 年 12 月生人，吉林辽源人，中共党员，

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在读，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

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

执政党建设。 

主讲本科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中国

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曾多次获得沈阳市教工委组织的《形势与政

策》课大赛一等奖、二等奖等多项教学成果奖励。 

近几年来主持省级项目 7 项、参与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出版

学术专著 1 部、教材 1 部、参编 3 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新

闻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曾获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三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励。 

 

 



 

李丽丽，女，汉族，1979 年 11 月生，吉林德惠人，中共党员。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

方向为中西方伦理学。 

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形势与政策》，研究

生专业选修课《当代中外伦理思潮》和公共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以及《伦理学经典著作选读》（与人合上）。参加沈阳

市教工委组织的《形势与政策》课大赛获得二等奖，参加辽宁省第三

届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获得二等奖。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以及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各 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合研究》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出版学术

专著《柏拉图爱欲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哲学史讲

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译）、《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

（重庆出版集团，合译）以及《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重庆出

版集团）等学术译著 3 部；在《伦理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刘聪，女，1980 年 7 月生人，

河北安国人，中共党员，副教授，吉

林大学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外国哲

学专业博士后。入选辽宁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千人层次、万人层次，辽

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第二层次），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拔

尖人才，校“百人计划”拔尖人才、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杰出青年学者”、

优秀科研工作者。任辽宁省哲学学会理事会理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美学。 

主讲本科课程：《美学概论》、《美学与美育》、《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等；主讲研究生课程：《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

史专题研究》、《西方美学重要著作研究》、《西方美学专题研究》

等。 

2016年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第五届省政府成果奖）

三等奖，2013 年荣获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多媒体课件一

等奖；另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 项，省级学会奖项一等奖 6项、二等奖 1 项。 

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 1 项，主持省级重点课题等 12项。在《哲

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作家评论》、《江海学刊》、

《求是学刊》、《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辑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30 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

学原理》全文转载 3 篇。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副主

编美育教材 2 部。 

 

隋宁，女，1980 年 10 月生人，吉

林省吉林市人，中共党员，讲师，东北

师范大学博士，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主要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与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主讲本科生课程：《形势与政策》，主讲研究生课程：《思想政

治教育与文化传承创新专题研究》《科研方法》。近年来，多次参加

省市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赛和“形势与政策”教学大赛获奖；所

指导培养的硕士研究生 1 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 人获得辽宁省

优秀毕业研究生；指导学生获批省级校级大创项目 2项；指导学生参

加“挑战杯”大赛、“模拟提案大赛”、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展

示活动、“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获奖。

2015年获得沈阳师范大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荣誉称号。 



近年来，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项，辽宁省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1 项，沈阳师范大学重大孵化项目 1 项，沈阳师

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 4 项，参与各级各类

课题 10 余项。在《思想教育研究》等刊物（含 CSSCI）发表论文 10

余篇。代表性学术成果为专著《思想政治教育先在结构研究》（人民

出版社，2015 年版）、编著新时代青少年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读本《家

国的记忆》（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徐琳琳，女，1980 年 10 月生人，

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副教授，大连

理工大学博士。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千人层次，沈阳市拔尖人才，科技哲学

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

哲学。 

主讲本科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西方文化概论》、《思维

方式与社会发展》、《高校学生工作管理》、《科技思想史》等，主

讲研究生课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然辩证法》、《自然

辩证法原著选读》、《科技伦理学》、《科技思想史》等。 

近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项，主持省级课题

4 项，主持市级课题 5 项；多次获得省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术成



果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东北大学

学报》、《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英

文论文 1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红旗文摘》转载，在人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3 部，参编 8部。 

六、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研究成果。以学科为依托，科研及教学成果突出。在《马克思

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0余

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发表理论文章十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53部，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242 项（其中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3 项），获批经费 309万

元，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5项。学科先后获批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4 项、省级教改立项

4 项、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门、省级资源共享课 1 门、全国高校

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辽宁省高校优秀

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等。获国家级教学大赛一等奖 2

项、省级教学大赛一等奖 9项、省级“精彩一课”一等奖 6 项、省



级精彩微课 7 项。  

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科建设的

落脚点和归宿，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与专业建设相结合，学

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成果产出等方面实现了优

势互补、双向促进。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16 年获评辽宁省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全省第一，2018年获批“辽宁省普通高

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2019年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生获得“挑战杯”、

“创青春”等重大赛事国家级奖项 110 项、省级奖项 230 项。14 名

研究生获评省级优秀研究生，8 人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多名研究生考

取 985、211 院校博士。多年来，学科为中等教育学校、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党政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输送了大批优秀

人才，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平台建设。利用学科资源搭建学术平台，建设辽宁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与研修基

地、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中共辽宁省委讲师团宣讲调研基

地、中共沈阳市委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郭明义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省五老精神研究中心等。2019年，

获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研究基地，平台建设又上新台阶。 

 

社会服务。学科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实践优势，积极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自 2013 年起，连续承办辽宁省“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7 年起承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论坛”，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积极开展理论宣讲，学科

多位专家是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沈阳市委及沈北新区讲师团成员；

2017年，以学科团队为基础，成立沈阳师范大学讲师团，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进行理论宣讲上千场次，受众 6万余人，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积

极参与咨政建言，所提交的研究成果在《咨询文摘》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