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工程教材对应课程名单
◆◆文学类课程

《比较文学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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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文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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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学理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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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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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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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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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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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类课程

《考古学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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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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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古代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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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史》对应课程

中国史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学史、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史学史（含史源学）、中国史学

史与文选、中国史学史专题等

《史学概论》对应课程

史学概论、历史科学概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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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导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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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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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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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现代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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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类课程

《美学原理》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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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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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美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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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伦理思想史》对应课程

中外伦理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

《逻辑学》对应课程

逻辑、逻辑导论、逻辑的思想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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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

想与方法、逻辑推理、逻辑推理训练、逻辑学、逻辑学导论、逻辑学导引、逻辑学概论、逻辑学

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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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论辩、逻辑与推理、近似推理、简明逻

辑学、普通逻辑学等

《科学技术哲学》对应课程

科学技术哲学、简明科学哲学导论、科技哲学导引、科技哲学概论与科学思维培养、科技哲学专

题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哲学通论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应课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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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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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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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学》对应课程

马克主义伦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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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类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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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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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史》对应课程

中国革命史等

《地方政府与政治》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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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对应课程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学、国际组织学概论、国际组织研究等

《当代中国外交》对应课程

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国际关系与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选修)、

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 等

《政治学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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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思想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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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思想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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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类课程

《农村社会学》对应课程

城乡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农村社会专题、农村社区管理、农村社区管

理学等

《人类学概论》对应课程



人类与社会、社会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导论等

◆◆新闻学类课程

《新闻编辑》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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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采访与写作》对应课程

当代新闻写作、新闻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初级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采访与策划、新闻采访

学、新闻采访写作、当代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级新闻采写、高级新闻写作、

高级新闻业务、基础新闻写作、全媒体新闻采写、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全媒体新闻稿写作训练、

新闻采写实训、新闻业务综合实践、实用新闻写作、现代新闻写作、新闻（特写）采访写作、新

闻（消息）采访写作、新闻采访、新闻采访报道、新闻采访基本知识与技巧、新闻采访基础、新

闻采访技能实训、新闻采访理论与实践、新闻采访实践、新闻采访实践课程、新闻采访实务、新

闻采访实训、新闻采访实验、新闻采访写作、新闻采访写作实践、新闻采访写作实践与研究、新

闻采访写作实务、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新闻采访学、新闻采访与报道、新闻采访与编辑、新闻

采访与法制新闻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创新训练、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践、新闻采访与写作实务、

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训、新闻采访与写作实验、新闻采访与写作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学实训、新闻

采访与写作专题、新闻采访与制作、新闻采访与专稿写作、新闻采访综合练习、新闻采写、新闻

采写编、新闻采写编评实训、新闻采写编实验、新闻采写基础、新闻采写精要、新闻采写课程实

习、新闻采写实践、新闻采写实务、新闻采写实训、新闻采写实验、新闻采写现场模拟及实践、

新闻采写与编辑、新闻采写与评论、新闻采写与实践、新闻采写专题、新闻理论与写作、新闻实

务、新闻写作、新闻写作基础、新闻写作技能综合训练、新闻写作精讲、新闻写作课程实践、新

闻写作理论与实践、新闻写作实践、新闻写作实践课程、新闻写作实务、新闻写作实训、新闻写

作实验、新闻写作学、新闻写作训练、新闻写作艺术技巧、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新闻写作与编

辑、新闻写作与采访、新闻写作与评论、新闻写作指导、新闻写作专题、新闻学/广电新闻采访

与写作、新闻与采访、新闻业务、新闻业务基础、新闻业务实践、新闻业务综合实践、专题新闻

报道与写作、专题新闻采写、专题新闻写作、专业新闻采访报道、专业新闻采访与写作、专业新

闻采写、专业新闻写作等

《广告学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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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通论、广告学与广

告策划、广告学与广告创意、广告学与广告实务、广告学原理、广告学原理及实务、广告学原理

与广告策划、广告学原理与实务、广告学专业导论、广告原理、广告原理与策划、广告原理与广

告策划、广告原理与实务、广告专业导论、文化广告学、现代广告、现代广告导论、现代广告理

论与实践、现代广告理论与实务、现代广告通论、现代广告学、现代广告学概论等

《新闻学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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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通论、新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新

闻传播导论、新闻传播学科导论等

◆◆经济学类课程

《中国经济史》对应课程

中国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当代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等

《世界经济史》对应课程

中外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世界近现代经济史、世界经济史、外国近代经济史、外国近现代

经济史、外国经济史、西方经济史、中外经济史等

《区域经济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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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概论》对应课程

城市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障概论、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当代中

国社会保障概论、就业与社会保障、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劳动社会保障、

劳动社会保障概论、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导论、劳动与社会保障概论、劳动与社会

保障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导论、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政策与制度）、

社会保障导论、社会保障概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理论、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社会

保障理论与实践、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社会保障学概论、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管理、

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生活、社会保障与员工福利、社会保障

原理、社会保障原理与政策、社会保障专题、中国社会保障实践、中国社会保障专题等

《管理学》对应课程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现代管理学、管理学基础、管理导论、管理概论、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导

论、管理理论及其应用、管理理论与实践、管理通论、管理通识、管理学导论、管理学概论、管

理学基本原理、管理学基础及实务、管理学基础理论与实务、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管理学理论精

要、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管理学理论与实务、管理学理论与应用、管理学通论、管理学原理实践、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管理学原理与实践、管理学原理与应用等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对应课程

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

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专题，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源

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

《西方经济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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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

学)、西方经济学导论、西方经济学概论、西方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入门、

西方经济学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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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概论》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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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对应课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等

《〈资本论〉导读》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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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类课程

《经济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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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公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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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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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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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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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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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制史》对应课程

中国法制史、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含新中国法制史)等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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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学》对应课程

刑法学、刑法、刑法分论、刑法总论、刑法（分则）、刑法（总则）、刑法概论、刑法各论、刑

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刑法学导论、刑法学分则、刑法学概论、刑法学概要、刑法学

各论等

《民法学》对应课程

民法学、民法、民法总论、民法分论、民法分则、民法学（物权法）、民法学（含债权法、合同

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民法学（总论、物权法、人身权法）、民法学（总论、物权法）、

民法总则等

《商法学》对应课程

商法学、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金融法、破产法等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对应课程

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资源环境法学、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环境法与资源保

护法学、环境法与自然保护法、环境法原理、环境与资源法、环境与资源法学、环境与自然资源

保护法、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自然资源法、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等

《宪法学》对应课程

宪法学、宪法、中国宪法、宪法学原理等

◆◆艺术学类课程

《中国戏曲史》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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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舞蹈史》对应课程

中外舞蹈史及作品鉴赏、中外舞蹈史、舞蹈发展史与作品赏析、舞蹈简史、舞蹈简史与欣赏、舞

蹈史、舞蹈史论、舞蹈史与作品鉴赏、舞蹈史与作品赏析、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古代舞蹈史纲、

中国古典舞蹈、中国近代舞蹈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史、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中国近现当代舞蹈史、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发展史、

中国舞蹈简史、中国舞蹈简史及欣赏、中国舞蹈简史与赏析、中国舞蹈史、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

赏、中国舞蹈史与名作赏析、中国舞蹈史与名作欣赏、中国舞蹈史与赏析、中国舞蹈史与舞蹈文

化、中国舞蹈史与欣赏、中国舞蹈史与作品鉴赏、中国舞蹈史与作品赏析、中国舞蹈史与作品欣

赏、中外古代舞蹈史与名作赏析、中外舞蹈发展史、中外舞蹈简史、中外舞蹈简史及作品鉴赏、

中外舞蹈史、中外舞蹈史纲、中外舞蹈史纲要、中外舞蹈史及剧目欣赏、中外舞蹈史与名作赏析、

中外舞蹈史与名作欣赏、中外舞蹈史与赏析、中外舞蹈史与作品赏析、中外舞蹈文化、中外现当

代舞蹈史与名作赏析等

《艺术学概论》对应课程

艺术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与艺术概论、美学与艺术概论、人文艺术概论、文化艺术概论、



现代艺术概论、艺术概论·美术、艺术概论·音乐、艺术概论（建筑学）、艺术概论(美术)、艺术

概论（双语）、艺术概论(音乐)、艺术概论（专业导论）、艺术概论与艺术欣赏、艺术概论专

题、音乐美学与艺术概论、中国艺术学、中外美术概论、艺术学导论、艺术学、艺术学基本问题

研讨、艺术学基础、艺术学基础知识与艺术作品赏析、艺术学理论入门、艺术学原理、艺术导论、

艺术导论与欣赏、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艺术原理、艺术原理与实验、艺术导学等

◆◆教育学类课程

《中国教育思想史》对应课程

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史、中国教育名家及其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思想史、

教育思想专题、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萃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国教育名家思想、中外教育家思

想、中外教育思想史、中外教育思想评述、中外教育思想择介、中外著名教育家思想简介、中外

著名教育家思想研究等

《教育学原理》对应课程

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专题、教育学原理与应用、教育概论、教育原理、教育基本原理、教育

学基本原理、教育学基础、教育学、当代教育学、普通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原理、教育学导论、

现代教育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