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Education of Morality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课程编号：8403401
学

分：3 学分

学

时：总学时 48

开设学期： 第 1 学期
授课对象：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
课程级别：上海市及校级重点建设课程
课程负责人：陈艳红
教学团队：德育教研室

一、课程性质与目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第一门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思想教育和法律教育为主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
为重点，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依托，依据
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大学生培养、提高思想素质和法律素质的一门崭新的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主要目的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
法，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当
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以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以“八荣八
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逐渐成长为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础。

二、课程简介（200 字左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
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作为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课程，对于帮助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教学内容
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3 学时）

主要内容：适应人生新阶段；肩负历史新使命；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意义和方法学习
学习要求：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通过对对绪论部分的学习，要求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新生活，去观察、
思索、实践、选择一系列的人生课题，为今后的健康成长成才打下良好基础。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大学四年规划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4 学时）
主要内容：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实现理
想的途径）
学习要求：帮助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把握实现理想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引导大学生坚持
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
中化理想为现实。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6 学时）

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做忠诚的爱国者
学习要求：本章通过组织学生学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引导大学生将远大的理想与对祖国
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
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做一个新时期坚定的爱国者。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及准备演讲比赛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6 学时）

主要内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创造有价值的人生；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学习要求：针对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帮助大学生较为系统地
了解和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理解人生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和基
本观点，为科学而正确地解决人生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6 学时）

主要内容：道德及其历史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
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正确理解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和历史发展，掌握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道德与人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历史联系；掌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以及培养其加强自

身修养的迫切性。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4 学时）

主要内容：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
学习要求：通过本章学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本质、基本特点和要求；在公
共生活中正确履行道德和法律义务，强化公德意识，遵守公共生活的法律规范，能运用
法律知识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4 学时）

主要内容：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大学生择业与创业；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
学习要求：分析职业的内涵与本质切入，阐明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有关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帮
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法律素质；介绍爱情、婚姻、家庭中的道德与法律
规范，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家庭问题。
课堂案例讨论：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7 学时）

主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法
律修养
学习要求：帮助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了解和掌握提高法律修养的方法
课堂案例分析：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8 学时）

主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
学习要求：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帮助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社会主义法律基
本原理，了解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正
确处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努力做到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维护
法律尊严，以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要求。

课堂案例分析：
作业：阅读本章推荐书目

四、教学基本要求
教师在课堂上应详细讲授每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讲授中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必要的案
例展示、讨论，启迪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对有关概念、理论等内容的理解，并应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加大课堂授课的知识含量。
小班讨论课的次数应不少 4 次，主要安排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进行；进行讨论
之前，教师事先对讨论的具体过程进行充分的设计，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向学生下发有关
案例；案例讨论中，教师应把握讨论的进度及方向，进行必要的提示，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思想政治
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案例讨论后，教师应及时进行总结。

五、教学方法
1．多媒体课件与黑板板书相结合（这样可以消除视角疲劳，吸引学生注意力）
2．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提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师启发与学生讨论相结合（教师通过提问等方法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拓展学生的思路，
学生讨论可以提高学生自身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课堂教学与课内外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是使理论知识内化的过程，而课内外实践是使道德
行为外化的过程，本课程安排的实践活动有读书活动、参观活动、演讲比赛等）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媒体主要有：文字教材（包括主教材和学习指导书）、音像教材（磁带、光盘）、
课件（包括主讲老师对全书的系统讲授，还有重要内容的文字提示与电子教学幻灯片）以及网上辅
导（主要采用 E-MAIL、BBS 等形式）。
考试主要采用机考形式，考试范围应涵盖所有讲授及自学的内容，考试内容应能客观反映出学
生对本门课程主要概念的记忆、掌握程度，对有关理论的理解、掌握及综合运用能力。
总评成绩：本课采取期终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占 30
％，期末考试采用机考形式。

六、参考教材和阅读书目
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1．徐冰:《人之动力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求是》2006年第9期。
3.黄希庭,徐凤姝编:《大学生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徐小结：《转变与适应——大学新生活的启示》
，航天工业出版社，1993年9月版。
5.沃尔特、波克(美)著，杨静宪译：《如何在大学里深造》，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
6.古月群等主编：《适应与超越——大学新生入学指导》，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颖主编：《我心飞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沈壮海主编：《我的大学我做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厚桀主编：《大学生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玺宝主编：
《象牙牙塔里的困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
11.黄俊杰著：《大学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李曼丽著：
《通识教育——一种大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邢贲思主编.《百年强国梦》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14.江泽民：《学习 学习 再学习》，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5.王庆跃：《知识经济：通向21世纪的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万新恒：《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卢法现等：
《当代大学生的危机》，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
18.钱焕琦：
《做历史的同时代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钱焕琦：《自我锻造，追求卓越——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实际演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20.[美]奥里森·S·马登著：《唤醒心中的巨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21.张春兴：《成长中的自我探索》，世界图书出版社，1994年版。
22.[美]珍妮特·沃斯、[新西兰]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胡伦贵等：
《人的终极能量开发——创造性思维及训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24.方洲著：《青年怎样适应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25.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26. 《走向成功的自我——对成功人生的哲学透视》，王学川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1. 徐薇，曹必文:《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教学案例》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 年版。
2.冯天策:《信仰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3.罗国杰编:《理想信念与“三观”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版。
4.刘建军著：
《马克思主义信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5.王霞：《新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简明读本》，民族出版社，2005 年版。
6.张汝伦：《坚持理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版。
7.周国平著：
《守望的距离——周国平散文集》，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8.[美]克劳德·M·布里斯托（Claude M Bristol）：
《信念的魔力 The Magic of Believing》，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 年版。
9.张文显主编：《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10.罗国杰主编：《思想道德修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11.钱焕琦：
《做历史的同时代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3.张应杭、孙慧玲：
《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4.陈学明 等著：《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 年版。
15.柏拉图著：
《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
16.王学川等著：《走向成功的自我——对成功人生的哲学透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4.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5.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 年 5 月 5 日。
6.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7.张万年主编:《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版。
8.孔庆峰等：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海洋出版社，1993 年版。
9.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版第 1050 页。
10.李乐刚：《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江汉论坛》
，2001 年第 7 期。
11.高志晓：《民族精神论要》，《南京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0 期。
12.唐海 邱文治主编：
《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1. 姚新中 焦国成:《中西人生哲学比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3.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社会和个人》,《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年版。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 年 5 月 5 日。
5.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6 年版。
6.包连宗,黄建华:《人生的选择》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3 年版。
7.刘翔平:《优化人生—— 心理选择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易大章著：
《优死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施修华：《人生的奥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沈继英：《人生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年版。
12.黄希庭、郑涌：《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胡凯主编：
《大学生心理健康新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5.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贺淑曼等：
《人际交往与人才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9年版。
17.钱广荣著：
《学会自尊》，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郑晓江等：
《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20.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1.[美]诺曼·V·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
《人生光明面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2.聂庆忠、蒋可明：
《当代青年关系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韩振峰著：
《人格塑造与人生修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马绍斌著：
《通往心身健康之路——心理保健》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25（美）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李艳，张弘译，《成功之道全书》，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道德观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郝景泉：《公民道德导读》，中国人民公安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
3.孙抱弘著：
《现代社会与青年伦理》，学林出版社，2003 年版。
4.陈小平著：
《面对道德冲突》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
5.肖雪慧著：
《守望良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6.罗国杰主编：《道德建设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7.焦国成主编：《公民道德论》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8.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9.周中之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10.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11.茅于轼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12.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13.甘绍平：《伦理智慧》，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年版。
14.楚云飞：《人生最重是精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15.夏伟东：《道德的历史与现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6.张琼等：《道德接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17.张践著∶《中国人的修养观. 德性与功夫》，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18.波依曼著：
《生与死：现代道德困境的挑战》，广州出版社，1998 年版。
19.让·博德里亚尔著：《完美的罪行》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20.刘大椿等著：
《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21.约翰·罗尔斯著：
《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22.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23. 傅佩荣著，儒家与现代人生， 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版。
24 傅佩荣著，傅佩荣《四书》心得， 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年版。
25 南怀瑾著，
《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年版。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2.《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读本》,第一讲,第四讲,学习出版社，2001 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7.《全国人大常委会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8.檀传宝等著：《网络环境与青少年德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9.孙抱弘著：
《现代社会与青年伦理》，学林出版社，2003 年版。
10.蒙雅森主编：《当代大学生人生修养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1.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

1.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5.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6.邓宏碧：《婚姻家庭继承法》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7.孙抱弘著：
《现代社会与青年伦理》，学林出版社，2003 年版。
8.陈一筠：《天涯何处觅佳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9.陈学明等：
《爱是一门艺术——弗洛姆 马尔库塞论爱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10.罗文东：《新时期职业道德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00 年版。
11.王希永 李晓珍主编：
《大学生事业生涯设计与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 1 版。
12.陶国富 白苏娣主编：《大学生择业心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 月第 1 版。
13.瓦西列夫著 赵永穆等译：《情爱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
14 .陈社育：
《学生职业心理辅导》，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版。
15.张海水等：
《职业学习与就业指导》，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版。
16.杜秀娟：《学生职业指导教程》，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年版。
17.吴汉德编著：《大学生就业指导》，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
18.杨春明 孟昭德主编：《求职应聘细节制胜》，地震出版社，2005 年 5 月版。
19.李伟 赵英 张建民主编：《新世纪大学生就业指导》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版。
20.靳和连:《职业道德与就业指导》，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3 月版。
21.张再生编著：《职业生涯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
22.赵楠 施晨越著：《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操作手册》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年 6 月版。
23.陆国民 陆祖庆 主编：《职业生涯规划》，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
24.胡解旺著：
《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
25.张强主编：
《大学生择业与就业指导教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 2 月版。
26 《赢在中国》项目组编：《马云点评创业全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刘星:《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5.何勤华著：
《法律文化史谭》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6.杜敬明 唐建国主编：《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探索》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7.夏勇主编：
《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一版。
8.张文学主编：《刑法条文案例解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
9.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二次修订版。
10.王新中 钱蔚主编：
《今日说法故事精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11.李步云主编：
《宪法比较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
12.李龙主编：
《西方法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1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1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版。
15.沈宗灵：《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16.孙国华、朱景文：
《法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

1. 沈宗灵著:《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胡建淼主编:《行政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4.王利民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5.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6.纪明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编注》(2003 年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
7.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刑法及其关联法规》，法律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
8.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9.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 1 版。
10.王树彬 赵大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实用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11.《学生伤害事故认定证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
12.佟丽华:《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及处理手册》，群众出版社，2004 年版。
13.张 伟:《学生伤害事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
14.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年版。
15.梁彗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
16.杨立新著:《民商法热点新探》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17.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8.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9.于安：《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20. 王仲兴编著：《刑法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1.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四版。

七、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第一门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特别是实践环节进行精心的设计、认真的组织、加强奖励与督促、总结经验、提高实效。

八、说明：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被评为 2007 年校级重点课程建设优秀课程。

主撰人：陈艳红
2011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