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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中国 70 年：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召开。为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总结新中国 70 年来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高校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编辑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编辑部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在
北京西郊宾馆召开“新中国 70 年：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由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主持。

第八届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学生作品展开幕式举行。9 月
24 日上午，第八届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学生作品展在主楼大厅开幕。清华
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各院系的师生代表以及社会各
界的艺术爱好者等 80 余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记忆与荣光|新中国 70 周年庆祝活动中的清华马院人。2019 年 10 月 1 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
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 70 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大会期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群众游行以及联欢活动。
这一天，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和无比强烈的自豪感，为
伟大的祖国献上衷心的祝福。在长安街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系列重要活动中，都留下清华马院人的身影。
9 月 30 日上午 10 时，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马院研究生叶子鹏、潘一坡、骆文杰、车宗凯作为高校学生代表参与此次活动。
10 月 1 日，壮观的阅兵式、盛大的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委副书记何建宇
老师更是直接披挂上阵，作为群众游行 18 方阵第八大队的队长，组织同学们积极参与
每一次的训练，为大家提供有力保障和细致关怀。研究生程正雨参与庆祝大会广场合唱
以及联欢活动千人合唱，徐铭拥、查懿珊、坤福贤、王也、嵇丈羽、刁兆杰参加方阵训
练并参与群众游行，杨佳明担任“熙和门-午门”路段的引导志愿者，车宗凯在活动现场
负责维持方阵秩序，郭灏参加方阵训练。院长艾四林、李蕉老师受邀现场观礼，等等。

第九届全国思想政治教育高端论坛召开。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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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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 10 月 12 日在大连联合举办了“第九届全国
思想政治教育高端论坛——新中国 70 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大连海
事大学党委书记郑少南，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刘忠和、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工委副书记、
副厅长李庆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大连海事大学党委
副书记许民强主持开幕式。

中央第一指导组到清华大学马院调研。10 月 18 日上午，中央第一指导组组
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黄宪起，副组长、工业与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闫为革，
指导组成员、中组部三局五处副处长、一级调研员顾晓峰，中组部老干部局三处二级调
研员孙强，教育部财务司综合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黎慧，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思政课建设情况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主持调研会。

新中国七十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召开。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新中国七十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
研讨会”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陈先春等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开幕式由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乐勤主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在致辞中对相关领导与参会嘉宾对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对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取得国际瞩目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回首这 70 年，我
们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主要归功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第三，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

推进国企党建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11 月 7 日，推进国企党建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召开。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华润集
团董事长傅育宁、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局局长姚焕出席会议并
发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主持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清华大学-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签约
仪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主持签约仪式。来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中央党校党
建部、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新华社、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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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华润集团和部分中央企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事党建研究与实践的专
家学者、师生代表参会并就党管干部与党管人才、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融合、党建创
新与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在党建与文化的融合中传承红色基因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交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主持研讨会。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献传播通考》编委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1 月 8 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
播通考》丛书编委工作会议同期召开。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出版
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
涛，中心顾问、丛书顾问、教育部哲社委副主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顾海良，中心顾问、
丛书顾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家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丛书主编、清华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张卫峰，中心主任、丛书主编、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金海，辽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军，辽宁出版
集团总经理张东平，共同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揭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
播通考》是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辽宁出版
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共同承担，这既是一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工程，
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出版工程。立项两年多来，经双方共同努力，一大批专
家学者精心研究编写，丛书首批 20 卷已经成功出版。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奉献的一份厚礼。该丛书设计 100 卷，计划于 2021 年全部出版，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此项目为契机，成立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为杨金海教授，常务副主任为李惠斌教授，副主任为
李成旺教授。中心旨在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重要论述，深化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和传播史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揭牌仪式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建设研讨会召开。11 月 15 日
上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揭牌仪
式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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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出席会
议并致辞，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
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出席会议并讲话。清华大学党委副书
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向波涛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 50 多所高校的从事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全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标兵和能手
以及清华师生代表 80 多人参加了会议，并就基础课教材建设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分论
坛讨论与小组讨论总结。基地主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作大会总结发言。会
议总结由基地副主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吴俊主持。

【思政课教学研究】
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李俊峰一行到马院调研。9 月 17 日下午，清华大学教
务处处长李俊峰一行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就落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促进“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在课程教学中落地落实，提高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质量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教务处副处长苏芃、杨帆，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主任王红等陪同调研。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副院长王雯姝、副院长肖贵清、党
委副书记舒文、院长助理李义天、教师代表解安和王贵贤等参加座谈。会议由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艾四林主持。

“探微知助”思政课助教培训系列讲座开讲。9 月 25 日，
“探微知助”思政
课助教培训系列讲座第 1 讲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 143 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 19 级博
士生王博伟主讲，主题为“探微知助：理解教学这件事儿”，来自校内外相关院系的约 30
名师生到场参加了本次讲座。10 月 18 日，
“探微知助”思政课助教培训系列讲座第 2 讲
在清华大学四教 4201 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 17 级博士生倪博闻主讲，主题为：“‘教’
‘学’之间：思政课课堂展示中助教的角色定位”，主要围绕“翻转课堂”上如何发挥助
教的作用进行了探讨。11 月 13 日晚，探微知助思政课助教培训第三讲在四教 4102 教室
举行，2018 级硕士生熊成帅以“思政课助教如何教会学生读文献？”为题，从文献阅读
方法、助教教学重点、导读提纲撰写方法、读书报告类型四个方面，为同学们做了汇报。
多名同学参加了此次助教培训，并针对讲座内容与主讲人进行了详细讨论。

6

清华大学马院“迎接七十年 诵读新思想”：新时代新思想经典研学第
一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与爱国的重要论述研学活动举行。为切实落
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增进思政课的思想性和亲和力，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了以“迎接七十年诵读新思想”为主题的师生集体研学活动。
活动第一期以青年与爱国为关键词，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以及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段落，由师生共同学习、共同研讨。
活动中，学生代表们的经典诵读坚定有力，激情洋溢。学院青年教师李戈从五四运动的
持久生命力源自时代的优秀青年分子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践行爱国奉献担当入手，解
读了总书记相关论述的核心意涵。学院教师陈明凡则结合苏联青年教育的教训以及青年
学生出国深造的案例，解答了同学们研读过程中的疑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研学效果
显著。未来，学院将围绕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结合理论热点和学生现实困
惑，集合优秀教师资源，继续开展诵读研学活动，努力创造轻松新颖的研学氛围，助推
新思想入脑入心入行。

彭刚副校长和思政课一线教师座谈。10 月 15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敬
东、刘立、王传利、李成旺、陈明凡、何建宇、王贵贤、李蕉等 8 位思政课一线教师受
彭刚副校长之邀参加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围绕思政课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成效、如何
实现与其他课程同向同行等问题进行发言交流。会前，彭刚到课堂上听了马克思主义学
院戴木才、李江静两位老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他高度肯定了近年来清
华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显著成效，并代表学校感谢一线思政课教师对教学的投入和付出。

清华大学“纲要”课组与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联合探索“纲
要”课改革创新。10 月 24 日上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纲
要”课组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就新时代“纲要”课建设问题
进行了座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出席座谈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北京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康沛竹教授主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开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于 11 月 8 日下午如期开课，课程组负责人郭建宁教授主讲第
一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两个多小时的
课程中，郭老师重点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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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内容。郭老师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功底、生动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的“历史缘分”
“近代结合”
“当代飞跃”，使同学们对该课程有了初步系统的、
深刻的认识。这门课如“及时雨”，让同学们感觉非常解渴。本课程后续的七个专题，将
依次由解安教授、韩冬雪教授、何建宇副教授、邹广文教授、刘立教授、艾四林教授、
肖贵清教授授课。

【招生与培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组举办第 23 次学术微沙龙。9 月 19 日，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组本学期第一次学术微沙龙（总第 23 期）在清华学堂举行。蔡乐苏老师、王
宪明老师、欧阳军喜老师、舒文老师、李蕉老师、夏清老师、张牧云老师及 20 位同学参
加。在同学们作简要的自我介绍后，老师们首先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欢迎，鼓励大家继
承和发扬清华大学“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勉励同学们要努力付出，相互
帮助，建设学术共同体。

2019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暑期社会实践总结会召开。2019 年暑假,
马克思主义学院 53 名博士生分赴十余个校级实践基地和多个院系实践基地开展为期 6
周的社会实践必修课程。9 月 25 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年博士生暑期社会
实践总结会在第四教学楼举行。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研工组组长林毅、
清华大学研工部助理郭丽阳出席总结会。

2019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就业动员大会召开。院党委副书记何建宇向同学们
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高度重视；第二，放宽视野；第三，把握节奏；第四，讲求信
用。研工组组长林毅老师、院办公室章珺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届毕业硕博生参
加了动员会。

从档案中触摸历史｜清华马院 2019 年中国近现代史全球档案学术训练
营圆满落幕。10 月 29 日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全球档案学术训
练营小组汇报展示在四教 4205 教室举行，共有 30 名训练营同学参与主题汇报，经老师
点评、小组互评等环节，票选出最佳展示，李蕉副教授、张牧云助理教授向所有同学颁
发结营证书。至此，2019 年中国近现代史全球档案学术训练营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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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向师生学术经验交流会召开。10 月 27 日上午，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方向师生学术经验交流会在善斋 107 会议室召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刘敬东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玲玲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董济杰助理教授、全国总工会副研究员闫永飞、中共中央党校王淑娟助理教授、北
京交通大学陶蕾陶助理教授、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冯玉以及多位在校博士后、博士
生、硕士生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由 2018 级博士生王梦云主持。

马博 191 班第三次读书会顺利举行。11 月 3 日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1 班就《神圣家族》在善斋 107 顺利举办第三次读书会。2019 级博士生杨青梅和杜亚
男分别对《神圣家族》第四章和第五章展开导读。

时事大讲堂第 241 讲：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谈国企治理现代化。11 月 6 日
晚，集团傅育宁董事长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发表“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谈国企治
理现代化”主旨演讲。

清华马院与同济马院理论报告团展开交流 。保持与兄弟院校理论报告团的
友好交流一直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理论报告团成长、进步的重要方式。11
月 8 日，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邀请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理论报
告团常务副团长，2018 级博士研究生王梦云同学参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
学生宣讲团聘任表彰仪式暨首次培训会，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学生宣讲
团的各位讲师们展开深入交流。以示范宣讲为例，王梦云讲师从宣讲的主题选择、宣讲
的逻辑、材料的遴选、课件的制作等多方面与“理论+”学生宣讲团的讲师们展开交流。
讲师们也积极提出问题，比如科研和宣讲的关系如何处理、宣讲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何
有机结合等等，现场气氛火热。

【科研工作】
艾四林教授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状况研究”，获批经费 60 万元。

王雯姝教授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
“高校思政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获批经费 20 万元。

刘立教授获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基于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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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体系优化研究”，获批经费 30 万元。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金惠淑校长来马院讲学。9 月 25 日下午，韩国梨花女子
大学校长、哲学系教授金惠淑（Heisook Kim）受邀作了题为“通往批判性儒学：以女性
为视角”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巍教授主持，30 余名中外学者、
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3 期顺利召开。10 月 19 日上午，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坊第 3 期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
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与当代效应”主题进行了研讨。本次活动由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哲学研究》编辑部黄慧珍编审主持。

德育名家大讲堂第 2 期开讲。11 月 8 日下午，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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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德育名家大讲堂”第二讲开讲。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周文彰教授作了“让时间更有意义”主题报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高校的 60
余名师生聆听了周文彰教授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公民文明行为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研
究”专家咨询会召开。11 月 13 日上午，国家社科基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公民文明行为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研究”专家咨询会在善斋
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
课题组成员 17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课题负责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
吴俊主持。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到访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并作主题报告。11 月 13 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到访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并作了“我国人口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学术报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副院长肖贵清
教授、院长助理吴俊副教授等 30 多人出席报告会。报告会由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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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潜涛教授主持。

朱效梅副教授主持负责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筑当代大学生
‘中国梦’的文化力量研究”
，提交结项材料。
【学术交流】
9 月 7 日，李义天教授受邀参加“新中国伦理学研究 70 年暨当代社会伦理前沿问题
研究论坛”，做主题发言。
9 月 7 日，吴俊副教授受邀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治理语境中的法治与德治：经
验与探索学术研讨会”。
9 月 11 日，张瑜副教授应邀赴天津商业大学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专题报
告， 本次报告是该校“专家进校园”系列讲座之一。
9 月 12 日下午，冯务中副教授受邀赴清华大学 2019 年秋季学期发展对象学习班，
面向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发展对象约 1100 人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报告。
9 月 14-15 日，李义天教授受邀赴武汉大学参加“传统德性伦理与现代政治哲学研
讨会”
，做主题发言。
9 月 21-22 日，刘立教授受邀参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学术研讨会”，作“新
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原创性贡献”主题报告。
9 月 26 日，戴木才教授受邀参加由中国政研会主办的“社区干部研讨班”，并作“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报告。
9 月 26 日下午、27 日下午，舒文副教授分别给学校纪委党支部和微电子所党委讲
党课。
9 月 27 日，李义天教授受邀赴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尊严与脆弱性工作坊”，并做主
旨点评。
10 月 10 日上午，冯务中副教授应邀赴中央统战部委托清华大学继教学院举办的“中
青年侨领研习班”，面向海外中青年侨领作“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报告。
10 月 11 日，解安教授应邀出席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
10 月 12 日，戴木才教授参加“首届国杰论坛”。
10 月 11-13 日，舒文副副教授赴长春参加由中宣部主办的“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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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10 月 15 日，艾四林教授受邀录制《新青年 新思想》教育节目。
10 月 19 日，戴木才教授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慈孝文化节暨座谈会”，作主旨报告。
10 月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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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韩冬雪教授为清华师生作专题辅导报告。9 月 28 日上午，清华大学“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专题二：加强政治建设、提高党性修养”辅
导报告会在新清华学堂召开。马院韩冬雪教授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专题辅导报
告。校党委书记陈旭、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邱勇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全校副处以上党
员干部、部分党外干部、全校党支部书记、本科生辅导员和研究生德育助理等 1800 人
参加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主持报告会。

马院社科党支部联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10 月
10 日下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教师党支部、马博 181 党支部、社科学院社
科博 191、社科硕 182 和社科 9 党支部在环境学院报告厅联合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博 181 党支部迪拉热·艾则孜同志主持。
马院离退休教师党支部刘书林同志做“以理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主题报告。

马院博士生党支部再赴雄安新区七间房乡开展红色“1+1”共建活动。
为深入实地了解雄安新区建设进展，以及基层治理工作和生态自然修复状况，为了切实
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号召学生党员结合自身所学、发挥专业优势，做服务首都建设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表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博 192 党支部与其他研究生党支
部成员一行 15 人于 10 月 19 至 20 日赴雄安新区七间房乡开展红色“1+1”共建活动。
这是继 2018 年马博党支部之后，清华马院再次组织学生党员前往七间房乡进行实践学
习。

马院师生集体观看《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电影。
马院学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10 月 27 日上午 8 点，清华大学 2019 年秋
季学期第一次无偿献血活动在 C 楼举行，吸引了全校同学广泛参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研
究生团委提前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大力宣传献血活动，并普及献血常识，7 名博士、
2 名硕士参与了本次无偿献血活动。

不忘初心担使命，青春致敬七十年——马硕党支部与华润五丰希望小
镇产业发展部西柏坡支部开展共建活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10 月 26-27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马硕党支部前往西
柏坡华润希望小镇，与华润希望小镇产业发展部西柏坡支部开展红色 1+1 基层党支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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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活动。

清华大学“一二·九精神与新时代青年”主题报告会召开。11 月 1 日，
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学院、地球系统科学系、工业工程系、计算机系、网
研院六院系研究生会联合承办的“一二·九”主题教育活动“一二·九精神与新时代青
年”报告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报告厅召开。报告会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先生和
马院韩冬雪教授主讲。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防化学院基础部副主任游京录，基础部军队
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邓明辉，基础部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北英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区长于福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威副教授，北京市委党
校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孙一平，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董晓倩副教授，清华马院研工组
组长林毅老师，以及陆军防化学院基础部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姜骁原副主任、张文超副
教授、程娜颖副教授等出席报告会，报告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会主席骆文杰主持。

杨金海老师为马院师生讲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11 月 7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学院、地球系统科学系、工业工程系、计算机系、网研院六院系
研究生会合作举办了“一二·九”系列讲座第二场，邀请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
编译局原秘书长杨金海教授作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的讲座，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刘长军老师、黑龙江大学哲学院张彤教授作为嘉宾参与了此次
讲座。杨金海教授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
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和研究的大国。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能影响了中国千百万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同时也极
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彻底改变了中国
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它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也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互访共建】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查立友总领事到访马院并与师生交流 。10 月
22 日，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查立友总领事一行来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肖贵清教授、副院长朱安东副教授出席会谈，学院师生代表参会。10 月 24 日下午，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党支部理论学习会议在四教 4406 举行，查立友总领事与学院硕士
191、192 支部以及博士 192 支部党员同学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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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里古里市长一行到访清华大学马院。10 月 28 日，印度西孟加拉邦
西里古里市长、西孟邦议会议员、印度共产党（马）西孟邦书记处成员巴塔查亚（Asok
Bhattacharya）一行来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安东副教授和张牧云助理
教授出席会谈。西里古里市县长萨卡尔（Tapash Sarkar）、市政主席辛格（Dilip Singh）、
市议员查克拉波蒂（Saradindu Chakraborty）、市议员阿格瓦尔（Kamal Agarwal）与云
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孟志强同志参会。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行到访马院。11 月 5 日下午，上海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鹏教授、黄伟力教授、张玲副教授、魏崇辉副教授一行访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雯姝在善斋 107 会议室会见了来宾，
欧阳军喜教授、张瑜副教授参与接待。双方开展了深度交流座谈。座谈会由王雯姝主持。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小东一行到访马院。11 月 8 日下午，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小东一行到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清华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副书记舒文出席调研会并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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