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已出版的马工程教材与课程名称对照表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书号 适用对应课程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9479-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政治理论课）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948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政

治理论课）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948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理论课）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9503-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 

5 《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6774-7 

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概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等 

6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159-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及其原著选读等 

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7872-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史

等 

8 《美学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3972-4 

美学、美学概论、美学原理、美学常识、美学导论、美

学概要、美学基本原理、美学基础、美学基础原理、美

学美育、美学入门、美学十讲、美学十五讲、美学通论、

美学引论、美学原理与赏析等 

9 《中国美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914-6 

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导论、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史概

要、中国美学史纲要、中国美学史话、中国美学史专题、

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美学文化、中国美学专题、中国

古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等 



10 《西方美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518-5 

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基本问题、西方美学史、西方美学

史概要、西方美学思想、西方美学思想史、西方美学通

论、西方美学专题、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与美学、美学史、

美学与艺术史、西方古典美学、西方当代美学等 

11 《中国伦理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912-2 中外伦理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 

12 《逻辑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7587-6 

逻辑导论、逻辑方法论、逻辑基本原理与实务、逻辑基

础、逻辑基础与应用、逻辑理论与科学方法、逻辑入门、

逻辑思维、逻辑思维训练、逻辑思维与方法、逻辑推理

训练、逻辑学导论、逻辑学基础与应用、逻辑学基础知

识专题、逻辑学与逻辑思维、逻辑学与思维训练、逻辑

学原理、逻辑与辩论、逻辑与表达、逻辑与科学、逻辑

与推理、近似推理、简明逻辑学、普通逻辑学等 

13 《西方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740-2 

欧洲哲学简史、欧洲哲学史、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导读、

西方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发展史、西方哲学概论、西方

哲学基本命题、西方哲学简史、西方哲学鉴赏、西方哲

学精神、西方哲学流派及其反思、西方哲学史、西方哲

学史概论、西方哲学思辨、西方哲学思想史、西方哲学

通论、西方哲学引论、西方古代哲学史等 

14 《伦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835-5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伦理学常识、伦理学导论、

伦理学概论、伦理学基础、伦理学及其应用、伦理学理

论与方法、伦理学入门、伦理学与思想道德修养、伦理

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与运用、大学生伦理学等 

15 《区域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8189-1 
城市与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学、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城

市与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等 



16 

《西方经济学》（上） 

《西方经济学》（下） 

《西方经济学》（合订

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17100-6 

978-7-04-015308-8 

978-7-04-033312-1 

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基础、微观

经济学原理、微观西方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初级

微宏观经济学、中级微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导论、宏观经济学原理、宏观西方经济学、初级

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

学导论、西方经济学概论、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

学入门、西方经济学原理（宏观）、西方经济学原理（双

语）、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中级西方经济学等 

17 《世界经济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19258-2 

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经济概论、当代世界经济概述、

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导论、世界经济概况、世界经济概

论、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学概论等 

1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说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5686-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等 

19 《〈资本论〉导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5669-4 

《资本论》选读、《资本论》入门、《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原旨及其当代价值、《资本论》原著导读、

《资本论》、《资本论》导读、《资本论》研读等 

20 《经济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915-9 

经济法、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反垄断法）、经济法学

（基础理论、竞争法、金融法）、经济法学分论、经济

法学概论、经济法学概要、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济法

学总论等 

21 《国际公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525-9 

国际法、国际法导论、国际法分论、国际法概论、国际

法学、国际法综合课、国际法总论、国际公法、国际公

法学等 

22 《国际经济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926-5 
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导论、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

经济法基础、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总论等 

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925-8 

行政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中

国行政法、中国行政诉讼法等 

24 《民事诉讼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3-9 
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精解、民事诉

讼法学（含证据法学）、民事诉讼法学概要、民事诉讼



法专题、民事程序法等 

25 《刑事诉讼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2-2 

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学（含证据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概要、刑事诉讼法专题、刑事程序

法等 

26 《中国法制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1-5 
中国法制史、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含新中国法制史)

等 

27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4-6 

劳动保障法、劳动法、劳动法概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法学、劳动法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学、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劳动与社会保障、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概论等 

28 《宪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736-5 宪法学、宪法、中国宪法、宪法学原理等 

29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

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157-3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概论、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

育原理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论、思政教育

学原理等 

30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

治教育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914-2 

思想政治工作史、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史、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

工作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中国共产党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共

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等 

31 《中国革命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5582-3 中国革命史等 

32 《地方政府与政治》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0-8 
政府学、中国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中国地

方政治管理、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 

33 《国际组织》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7591-3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学、国际组织学概论、国际组织研

究等 



34 《政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1988-0 

政治学、现代政治分析、现代政治分析原理、新政治学

概要、政治科学、政治科学原理、政治学导论、政治学

概论、政治学核心概念、政治学基础、政治学十五讲、

政治学说史、政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政治学原理

等 

35 《中国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4468-4 

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概

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

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36 《西方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831-7 
外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西

方政治思想史概要、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政治思想史等 

37 《比较文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915-3 

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原

理、比较文学专题、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

究、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通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专题研究、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等 

38 
《外国文学史》（上） 

《外国文学史》（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107-1 

978-7-04-042108-8 

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简史、外国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概要、外国文学纲要、外国文学史纲要、外国

文学史论、西方文学概观、西方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简

史、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史、欧美文学、欧美文学史等 

39 《西方文学理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834-7 

西方文论、西方文论入门、西方文论史、西方文论与马

列文论、西方文艺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

简介、西方文艺理论史、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潮、西方文

学理论导读、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西方文学理论入门、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等 

40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

评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841-5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流派研究、二十

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等 

4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4700-2 

978-7-04-044702-6 

978-7-04-044701-9 

古代文学、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等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下） 

42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4628-9 

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与批评史、古代

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中

国古代文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史、中国文论等 

43 《文学理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6773-0 

文学概论、文艺理论、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专题、文学

基本原理、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理论基础、文学理论

入门、文学理论与鉴赏、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原理入

门、文艺概论、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常识、文艺理论

基础、文艺理论与鉴赏、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文艺理

论专题、文艺理论专题研究、文艺学基础、文艺学专题、

文艺学专题研究、文艺理论热点问题研究等 

44 《新闻编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5-3 

媒体编辑与媒体应用、媒体编辑实务、媒体策划与数字

编辑、全媒体编辑、新闻业务、新闻业务基础、新闻业

务实践、新闻业务综合实践、新闻编辑、新闻编辑基础、

新闻编辑理论与实务、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务、

新闻编辑实验、新闻编辑学、新闻编辑学实训、新闻编

辑学实验、新闻编辑与排版、新闻编辑与评论、新闻编

辑与商业评论、新闻编评等 

45 《广告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7993-5 

广告学、广告学概论、广告、广告理论、广告理论和实

务、广告理论与策划、广告理论与策划实务、广告理论

与创意、广告理论与广告赏析、广告理论与实践、广告

理论与实务、广告通论、广告通识、广告学导论、广告

学基础、广告学基础知识及广告佳作欣赏、广告学及包

装设计、广告学科导论、广告学理论与实务、广告学入

门、广告学入门与作品赏析、广告学与广告策划等 



46 《新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13477-3 

新闻传播学理论、新闻传播学通论、新闻概论、新闻理

论、新闻理论基础、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理论与实务、

新闻理论与写作、新闻事业导论、新闻事业概论、新闻

学、新闻学/广电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学导论、新闻

学概论、新闻学基础、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学理论、

新闻学理论读书报告、新闻学理论与实务、新闻学入门、

新闻传播导论、新闻传播学科导论等 

47 《考古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899-6 

考古学通论、考古通论、考古学、考古学导论、考古学

概论、考古学基础，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欣赏、考古学引论、考

古学原理、考古学专题讲座、考古与博物馆基础、考古

与博物馆学、文物与考古、文物与考古概论等 

48 《中国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3966-3 

中国思想史、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儒·释·道——中

国传统思想概说、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国古代思想智慧、中国古代思

想专题、中国思想论争史：从诸子争鸣到新文化运动、

中国思想史概要、中国思想史纲、中国思想文化、中国

思想文化趣谈、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导论、

中国文化思想史等 

49 
《世界古代史》（上） 

《世界古代史》（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4944-0 

978-7-04-044939-6 

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专题、世界古代史通论、世界

古代中世纪史、世界上古及中世纪史、世界上古史、世

界上古中古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通史·古代、

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世界中古史概论、

世界中世纪史等 

50 《史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6776-1 

史学概论、历史理论、历史学、历史学（师范）专业导

论、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概论、历史学科专业

导论、历史学科专业导引课、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

学入门导论、历史学通论、历史学专业导论、历史学专

业概论、历史研究基础、历史与历史研究、历史哲学、



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与史学史、史学基础、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入门、史学通论等 

51 《中国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6274-9 

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专

题、近代史、近代中国八十年、近现代史、民国史、民

国史话、中国近代史（1840—1919）、中国近代史讲析、

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近现代

史通论、中国历史概论、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史（1919

—1949）、中国现代史专题、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

专题等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866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中国通

史·当代、中国通史·中国当代史、中国通史（国史）、

中国现当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

等 

53 
《世界现代史》（上） 

《世界现代史》（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7485-8 

978-7-04-037796-5 

世界现代史、20世纪世界史、世界当代史、世界当代

史（1945—90年代）、世界通史·当代、世界通史·世

界现代史、世界通史·现代、世界通史（现代），世界

现代、当代史，世界现代史专题、世界现当代史、世界

现当代史专题、战后世界史等 

54 《中国戏曲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6896-0 

古代戏曲史研究、戏剧戏曲史、艺术史（戏剧）、中国

戏剧简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戏曲史、中国戏曲史研究、

中外戏剧简史、中外戏剧史、中外戏剧史论、中外戏剧

史与名作赏析、中外戏剧戏曲史、影视戏剧简史、元明

清戏剧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史专题、中国戏曲名著导读、

中国古代戏曲史、中国古代戏曲史论、戏曲理论批评史、

戏曲美学、戏曲通论等 



55 《法理学》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08643-9 

法理、法理学、法理学初阶、法理学导论、法理学概论、

法理学概要、法理学基础、法理学进阶、法理学中阶、

初级法理学等 

5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09875-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讲座、政治

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等 

57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09838-8 

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社会

主义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科学

社会主义原理与原著等 

58 《社会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09781-7 

社会学概论、社会学原理、专业导论（社会学）、学科

导论（社会学）、社会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

社会学(思政)、社会学（文 09）、社会学(校选)、社

会学导论、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含社会调查）、

社会学概论(汉)、社会学概论（通识-社会分析类）、

社会学概论（通识-一般通识课）、社会学概论（专业

基础选修课）、社会学概论（专业任选课）、社会学概

要、社会学基础、社会学理论实践、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入门、社会学通论、社会学原理、社会学专业导

论、社会学专业导论课等 

59 《中国哲学史（上下）》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10841-4 

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核心课）、

中国哲学史(马)、中国哲学史（社）、中国哲学思想史

等 

6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10837-7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运史、国际共运史与当代

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等 

6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

读》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1078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与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

论经典著作导读 



6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978-7-01-010528-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列宁哲学著作选读、马恩哲

学著作选读、马克思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

典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

著导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哲学）、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导读、马克思主

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马

列经典著作选读、马列原著选读、马列原著选讲、马列

哲学原著选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一）、马列主

义原著选读、马哲经典导读、马哲经典著作导读、马哲

原著导读、马哲原著选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