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系代码：043               地  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        邮政编码：450001 

  联系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   电  话：0371-67781339              联 系 人：徐志翔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  导 

教  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43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67781339)  

49（科学

学位 49

人）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全日制)科学、技术与社

会 
张逢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罗玉萍  ②201 英语一 自然辩证法概论 

 
  

③645 科学技术概

论 

 

02(全日制)科技创新与科

技政策 
张逢  

④871 科学技术史

（二） 

 

 罗玉萍   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 

03(全日制)科技发展与生

态文明                 
罗玉萍  

                         ①马克思主义   

                           张逢                           哲学 

                                                      ②逻辑学 

                                                      拟接收具有 

                                                      理工或哲学 

                                                      专业背景应届 

                                                      大学本科推免 

                                                      生 3 人。 

     

030204 中共党史                                                   

01(全日制)思想政治工作

史           
吴宏亮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郑发展  ②201 英语一              国际共产主义       

                           岳红琴  ③640 政治学概论 运动史与科学 

                           
武艳敏  

④ 808 中共党史

（含党建 30%）    

社会主义 

                              同等学力与跨 

02(全日制)执政党建设研

究           
吴宏亮  

                         专业考生加试： 

                           程明欣                           ①中国近现代史 

                           
朱西周  

                         ②毛泽东思想概

论  

                                                       



 

                                                          

                                                      拟接受相关专 

                                                      业推免生 1 人     

     

     

030207 国际关系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01(全日制)亚太国际关系             王琛  ②201 英语一              国际关系综合       

                           李葆珍  ③640 政治学概论    知识 

 李华丽  ④823 国际关系史 同等学力与跨 

 

02(全日制)东南亚国际关

系           

 

于向东 

禄德安 

 

          专业考生加试：     

                              ①世界历史 

                                                      ②中国历史 

                                                      拟接受“211”    

                                                      院校政治学、 

                                                      历史学、英国      

    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优秀推免   

                                                      生 1 名。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01(全日制)当代中国社会

发展研究 
郭彦森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郭文荣  

②201 英语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张凤珍  

③644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同等学力与跨专

业考生加试： 

02(全日制)文化建设与行

政管理   
蒋桂芳  

④824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①毛泽东思想概

论 

                        
郭新建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 

 魏涛    

03(全日制)统一战线理论

与实践   
蒋桂芳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01(全日制)全球化与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 
杨静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孙俊杰  

②201 英语一              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③644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02(全日制)社会主义思想

史           

 

王国胜 
 

④824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 

                           
张贵星  

     ①当代世界经济

与政治   

                                                      ②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01(全日制)德育理论与实

践           
顾成敏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万是明  ②201 英语一              中国共产党简史       

                           
王大军  

③644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④824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   

02(全日制)政治管理与中

国政治现代化 
冯聚才  

     ① 邓小平理论 

                           宋艳萍                           ②毛泽东思想     

                                                      概论 

030504▲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01(全日制)越南社会主义

研究         
于向东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齐建英  

② 201 英语一或

240 越南语    

当代越南社会主

义 

                           
  

③644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④824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越南近现代    

                                                      史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专业综合考试：   

01(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与实践   
时延春  

②201 英语一               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与实践 

                         
谷佳媚  

③644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 



 

                           戴国立 

张励仁 
 

④824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加试：         

                           陈思坤 

 
 

                         ①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工作 

                                                      史 

                                                      ②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基础 

    注： 

02(全日制)公民教育                 时延春                           1、推免生 1-2 

                           陈思坤

张励仁 

 

 

                         名。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17 人（专

业学位人

数）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复试笔试：由招

生学院自定 

①(全日制)中（小）学思想

政治（品德）课教育教学 
  

②204 英语二 同等学力加试： 

   ③333 教育综合 ①政治学概论 

 
  

④892 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 

②中国近现代史 

加"▲"的为省级重点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