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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华铭）近日，在由中宣部、教育
部组织的第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评选中，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
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广西唯一入选高校。

广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10 年，是
广西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与广西师范大学共建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
广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国家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
设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近年来，该学院紧紧围绕培养合
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核心任务，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坚持内涵式发展道路，为
实现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目标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综合实力在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处
于领先地位。

目前，该学院拥有一支学缘结构、职称结构、
年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现有教职员工
75 人，其中专任教师 62 人。有教授 21 人，副教
授 28 人，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生导师 24 人（其中

校外兼职导师 6 人），硕士
生导师 31 人。 2010 年以
来，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含重大项目子课题）28 项，其
他省部级课题 67 项，出版学术
专著 30 多部。获得省部级优秀社科
成果奖 33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2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哲学研究》等 CSSCI 刊物发表论文
130 余篇。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于
2015 年 10 月联合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中提出的一项工程。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9 所高校的马克
思主义学院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师大、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师大等 12 所高校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此次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名单，包括首都师大、广西师大、天津师大、安徽
师大等 16 所高校。

广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表示，将以入选全
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契机，进一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等一系列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
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充分发挥全国重点马院在西部地区和民族地
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国际交流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更大
力量。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被确定为第
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这无疑是新学期开
学前夕广西师范大学收获的一份厚礼，也意味着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发展将站
上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时代、新的发展、
新的征程、新的使命，需要新的思考、新的
目标、新的蓝图、新的奋斗。为此，笔者专
访了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年度影响力人物、
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委委员、广西师
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汤志华教授。

笔者：最近，中宣部、教育部公布了第
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名单，贵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入选，成为 37 所全国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之一。作为马院院长，您获悉此
消息后的心情是怎样的？

汤志华：广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够成为
中宣部、教育部所认定的 37 所重点马院之一，成
为迄今为止广西唯一入选的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确实不易，是一件大喜事。

这是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体师大马院
老师共同努力奋斗和全校师生大力支持的结果。我们心怀感激，
倍感使命光荣，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

笔者：进入国家队后，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应该肩负什么
使命？

汤志华：按照中央“建设一批思想政治强、学科专业全、队伍素
质优化、教学科研好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我们将充分发挥
好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理论
研究、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等方面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积极为西部
地区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为边疆和谐稳定服务，努力把学院建设
成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示范基地，成
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榜样标杆，成为
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学术高地，成为西部地
区和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的示范引领者，成为助
推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高端新型智库，成为推进西部地
区和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强阵地，成为立足区域实践、
面向东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平台。

笔者：如何建好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您的整体考虑是
什么？

汤志华：要建成名副其实的高水平的全国重点马院，这是广
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下一步必须扎扎实实攀登的新高度、
新目标。我们将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

准（ 2019 年）》和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要
求，突出示范引领，发挥标杆作用，围绕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思
政课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更
大成效。

具体来说，坚持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教学改革为中心，在提高育人质量上
下功夫，实现讲授课堂“活起来”，讨论课堂
“热起来”，实践课堂“动起来”,网络课堂“实
起来”；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支撑，
在建强学科上下功夫，铸就“学科高峰”，打造

“高端论坛”，培育“创新团队”；以理论宣传和
智库资政为重要职责，在舆论引导和决策建议
上下功夫，培育宣传拔尖人才，建强对外传播

阵地，打造新型高端智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
本，在建强队伍上下功夫，建设一支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保证，在支撑保障上下功夫，举全

校之力建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确保重点马院建设工作高效、
快速推进，把学院建设成为固本铸魂的教学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
创新的学术高地和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阵地。

笔者：在建设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
么？

汤志华：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才
队伍建设。从教师素质上看，必须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
要”，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纪律要
严，人格要正。从教学方法上看，必须做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
“八个统一”，即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
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一元性与
多样性相统一，主体性与主导性相统一，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
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因此，我们将通过分类管理考核进一步优化思政课教师队伍
结构，按照“重点培养、引培结合，梯队衔接”的要求，通过院
内培养、全职引进、柔性引进等多种方式方法，加大马克思主义
学科领军人物的培养。实施青年教师成长导师制，通过区内外培
训、国内外访学、各级教学比赛等多种方式，加强青年教师的培
养，推进思政课教师培训研修的经常化、制度化，进一步促进教
师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和科研
能力的提升。只有当我们的教师能自觉做到“六个要”和“八个
统一”时，我们才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高水平的全国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 （本报通讯员 李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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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近 50 载 桃李满天下
——— 记全国模范教师、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谭培文教授

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
这一幕：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骑着一
辆老旧的自行车赶到校园，上课铃声
响起，他带着一叠厚厚的教案走上
讲台，为学生绘声绘色地讲解。
这位老师就是年逾七十的广西师
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谭
培文教授。虽说上了点年纪，但
每次上课，他总是声音洪亮，情
绪饱满。学生们评价说，谭教授
真正把马恩原著讲透了、讲活
了，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充满
了活力和时代气息。

今年教师节前夕，谭培文获
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授
予的“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谭培文现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广西高校教学名师，广西特聘教
授，是广西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与广西哲学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广西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是中国人学学会常务
理事与中国马哲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

1970 年，谭培文就走上了教师岗位，从一名基
层教师，一步步成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
士点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第一学科带头
人，为实现广西文科一级学科博士点、文科博士后流
动站“零”的突破和广西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
贡献。 60 岁之后，仍然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果，在
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广西师大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获 B+，并入选广西“一流”学科，这与
谭培文教授的学术影响力与丰硕的科研成果是密不可
分的。目前，谭培文教授在两次延长退休年龄之后，
再次延长退休年龄，继续坚守教育岗位，为广西师大
马克思主义学院今年入围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
建设国家一流学科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谭培文教授主持了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成了 2 项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参与了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学

术专著 10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权威刊物发

表论文近 140篇。专著和论文等分别获
广西区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多项，专著《马克思主义
的利益理论》于 2006 年获中国高
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编教材 3 部，其中《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获广西高
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9年被全
国社科规划办聘为国家社科基金
学科评审组专家。2011 年作为主
要成员参加了中组部、中宣部、中
央编译局主编的《马列主义经典著

作导读（党员干部读本）》的编写工
作。撰写的论文《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

与限制》在 2014 年第 6 期《中国社会科
学》上发表，这是广西师范大学科研人员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原创性学
术论文，实现了广西师范大学社科研究人员在国内顶尖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历史性突破，并获广西第十
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

尽管科研任务繁重，但谭教授教学工作量不减。除
了担任博士生、硕士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研究、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必修课外，
他还坚持为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专
业课，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上课、读书和做研究是他的职业爱好，也是他的生
活重心，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双休日，谭教授几乎全部用
在读书和做研究上，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0 卷），做了 30 多本笔记。他还读完了司马迁的《史
记》（11 卷）、《世界通史》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学
习了王力的《古代汉语》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甚至
还背诵过屈原的《离骚》等古典诗词和散文。他说，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师，有丰富的学养，渊博
的知识是必备条件。谭教授所带的硕士研究生有 100
多人、博士 30 多人，学生遍布全国，有的成为了著名
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博导，还有的成为了学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副院长。

谭培文教授所走的每一条路，都走得那么踏实而
有力，带给后来者强大的勇气和力量！

（本报通讯员 李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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