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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厦门大学 811 现代政治思想（中、西）考研专业课复习全书》

【编辑推荐】

聚英教育秉持专注、责任、诚信原则，倾情推出了《厦门大学考研专业课复习全书》系

列丛书，本书系统全面总结考研专业课知识，重难点分明，深度解析历年考研真题并进行命

题预测，为考生节省大量宝贵的复习时间，帮助考生在扎实基础之上迅速提高专业课成绩，

是 2018 年考生从基础到冲刺阶段必备的考研专业课资料。

【亮点介绍】

1.专业课深度解析部分从考研各知识点历年的考察频率和变化趋势，明确重要考点和参

考书目的重要章节，从宏观试题分析、命题预测、全程规划建议、高分学长考研经验等角度

直抵厦门大学专业课考研资讯最前沿，准确把握专业课的考研规律。

2.核心考点解析部分根据最新官方指定的参考书目编写，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简整合，所

有知识点均根据其历年考察的频率进行重要程度评估，以星号标识其重要性，并对真题考过

的知识点进行明晰，免去考生自己查阅、分析的烦恼，深入探讨重点考点，精准洞察知识脉

络。部分难点附有重点提示和易出考试题型说明。本部分内容对前几轮复习具有较大辅助作

用，在考研后期复习阶段可脱离教材结合核心考点解析进行理解和记忆，提高考生的复习效

率和复习效果。

3.章节考题精选部分各章节后面均汇总本章曾考过的真题原题。真题回顾之后还有精选

的扩展练习题及参考答案。本部分让考生在复习完相应章节知识点后进行自测练习，不必再

四处收集练习题，为考生节省宝贵的复习时间。

4.历年真题及答案解析部分给出了厦大现代政治思想（中、西）专业课考试 2007-2016

年考研真题，内含详细而精准的参考答案和解题分析。答题技巧部分对专业课考试考察的每

种题型的答题思路或答题技巧进行分析，熟练运用各种题型的答题技巧，将使读者在考场上

如虎添翼。

【使用说明】

一、复习全书（主要含核心考点和历年真题）的使用建议

（一）复习第一招：按图索骥，宏观洞悉（知识思维导图+复习纲要）

1.复习基础阶段：初步浏览及标识复习中的疑惑点，此阶段重在对整体知识内容留有印

象，知晓重点，解决疑惑点；

2.复习深化阶段：对应核心考点具体内容，增加标识，此阶段可对照具体内容的复习情

况，把未熟练掌握内容进行标识及补充复习中发现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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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习冲刺阶段：可脱离参考书及复习全书中的核心考点解析部分，单独看框架和纲要

回忆知识点并默写，以此查漏补缺，落实记忆。

（二）复习第二招：抽丝剥茧，十拿九稳（核心考点解析）

1.复习基础阶段：结合初试参考书及核心考点进行理解和背诵，根据核心考点的分析进

行初步的学习，对教材的内容有所熟悉，并根据真题回顾来了解各章节的历年真题考察情况；

2.复习强化阶段：根据核心考点的分析及重点提示，把知识点归纳为各种考试题型的题

目进行记忆，并辅以课后习题进行练习来巩固知识点；

3.复习冲刺阶段：可直接脱离教材而仅使用核心考点解析进行理解和记忆，提高复习效

率和复习效果。

（三）复习第三招：真枪实战，画龙点睛（历年真题与答案解析）

1.复习基础阶段：通过专业课深度解析部分中的考试分析及命题预测，对专业课笔试真

题的出题风格和作答思路有深度把握和宏观了解，从而提高复习效率和考试命中率；

2.复习深化阶段：根据考试真实时限、时点进行模拟考试，可以反复模拟考试，然后对

照参考答案，不断完善充实答案，摸索答题方法。对于重中之重的知识点结合习题进行总结

和拓展；

3.复习冲刺阶段：直接背诵前阶段总结的参考答案，做好考试时间安排，形成自己的答

题思路和答题方法。

二、全真模拟题的使用建议

（四）复习第四招：查漏补缺，面面俱到（全真模拟题与答案解析）

考研冲刺阶段：考前一个月左右模拟考场进行实战演练，提前适应考场氛围、提升应对

考场突发状况的能力，学会合理分配考试作答时间，把握考试节奏，提升答题技巧。

【考生评价】

评价一：买这本复习全书主要是为了复习方便，不然要花费好大的精力来研究真题和考

试大纲，这无疑会耽误我复习公共课。聚英的复习全书着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surprise。全

书的第一部分让我初步了解专业课，第二部分让我步入了一个系统的复习阶段，用总分总的

方法打牢了专业课的基础，堪称完美！后期用历年真题和解析，让我有了一个质的提高。非

常庆幸我选择了聚英，同样也非常庆幸聚英没辜负我对它的信任！

评价二：聚英的这本复习全书在专业课的复习上帮了我很多忙，让我终于不再“盲人摸

象”，而是了如指掌。有些同学说买复习全书是浪费钱，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是人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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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力花了时间充满智慧的结晶。我们“剽窃了人家的结晶”难道不应该付给人家应有的报

酬？买书的时候是四五月份的时候，今年的真题还没有出来，后面聚英的工作人员还专门打

电话过来询问地址，给我寄了今年的真题与解析。这让我非常感动，太有责任心了！手工点

100 个赞！O(∩_∩)O

评价三：刚开始备考时，独自啃着那几本参考书目（厚得跟山似的），不知道重难点在

哪里，等看完了一遍后，已经是云里雾里。后面在同学的介绍下买了聚英的专业课复习全书，

全书的核心考点解析得非常透彻，在每章的开头还有一个复习提示介绍重难点。最让我惊喜

的是，全书标出了那些曾经考过的知识点的年份，还在其章节的后面附上了历年真题。非常

感谢本书的编者，因为他让我在专业课的复习道路上柳暗花明，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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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专业课深度解析

一、历年真题的考点及试卷结构

二、试题分析

三、命题预测

四、复习方法

五、高分学长经验分享

第二部分 核心考点解析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

第一章 二战前的新自由主义★★

第二章 二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章 二战前的保守主义★★★

第四章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

第五章 二战以后的新自由主义★★★★

第六章 二战后的保守自由主义★★★★★

第七章 二战以后的保守主义★

第八章 二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

第九章 新左派的政治思想★★★★

第十章 女权主义与绿色和平主义★★★

第十一章 现代基督教神学的政治思想★★

第十二章 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

第十三章 政治的社会学研究★★★★

第十四章 政治科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从龚自珍到洋务运动期间的思想冲突与演变★★

第二章 中国农民的天国思想与实践★★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产生和破产★★

第四章 改良思想的产生和破产（下）★★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及其流变★

第六章 革命思想及其流变★★★

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及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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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五四前后短暂传播的新思想★★★★★

第九章 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 ★★★★★

第十章 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

第十一章 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和政治主张 ★★★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部分 历年真题与答案解析

厦门大学 200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08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09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0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1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2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3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16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厦门大学 200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08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09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0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1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2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3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厦门大学 2016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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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核心考点解析

第三章 二战前的保守主义★★★

【本章纲要】

二战前的保守主义主要指精英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崇尚精英、蔑视大众。精英主义的

主要代表人物有：尼采、莫斯卡、帕累托、米切尔斯、勒庞、奥尔加特、熊彼特等。其中，

本章重点介绍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莫斯卡的《统治阶级》、帕累托的精英曲线、

米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勒庞的《乌合之众》，奥尔加特的《大众的反叛》，熊彼特的竞争

性精英民主理论。

【本章框架】

【核心考点解析】

【核心考点 11】二战前保守主义的理论特点？★

【题型】简答

保守主义

或精英主义

尼采

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

勒庞

奥尔加特

熊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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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学术流派，往往成为考察重点

【要点解析】

一、二战前保守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将

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也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组

织兴起，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民主开始向男性普选迈进，妇女的解放也成为这一

时期令人瞩目的事实。

二、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是精英主义，其次是自由放任派。

三、精英主义思想家有意大利的莫斯卡、帕累托、米切尔斯、法国的勒庞、西班牙的

奥尔加特等。尽管精英主义各具特色，但也有其共同的基本理论特点：

政治认知的科学取向：精英主义者都有科学信仰，他们崇尚科学，都已建立一个中立、

客观的政治科学为己任；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为了使政治研究向科

学发展，保守主义者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将作为统治艺术的政治和作为统治科学的政治进行

明确的区分。精英主义者希望以规律和事实代替宗教和说教。

对待大众的基本态度：崇尚精英，蔑视大众。他们一方面将精英的存在视为普遍的规

律，另一方面又极端的蔑视人民群众。如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论；米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

帕累托的精英曲等。在对大众的心理分析上，精英主义几乎都认为大众是无知、盲从的乌合

之众。

怀疑和批判民主。资产阶级保守派之所以蔑视和敌视人民大众，就是对人民争取民主

权利的斗争表示不满，就是想证明人民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精英主义对民主的批判，

主要针对的不是自由主义宪政，而是以争取普选权为基本内容的大众民主运动。

对待民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反对民主，主张精英统治，如尼采、勒庞；一种是倡导民

主框架下的竞争性精英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观，如莫斯卡、帕累托、米切尔斯、奥尔加特、

熊彼特等。

【具体的内容，详见《2018 厦门大学 811 现代政治思想（中、西）考研专业课复习全书》】



聚英考研网:www.juyingonline.com/ 厦现代政治思想（中、西）复习全书

咨询电话：400-0811-897 9 微信公众号：sxzykkaoyan

第三部分 历年真题与答案解析

厦门大学 200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代码：811

科目名称：现代政治思想（中、西）

招生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

治等专业

考生须知：全部答案一律写在答题纸上，答在试题纸上的不得分！请用蓝、黑色墨水笔

或圆珠笔作答。

一、名词解释

1.“联省自治”思潮

2.罗尔斯的“交叠共识”

3.经济人假设

4.人类中心论

二、辨析题

1.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

2.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是实行“联共”政策

三、简答题

1.简述新文化运动的 主要内容

2.新政治经济学政治观的主要特征

3 奥克肖特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

4.法理型统治的特征

四、论述题

1.试论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2.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试分析与论述“问题与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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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200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试题解析及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1.“联省自治”思潮

【考察范围】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九章第二节

【参考答案】

“联省自治”是 20 年代初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一战后，帝国主义列强

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加剧，中国各派军阀混战，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用武

力统一全国，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各种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纷纷出现，其中一些地方军阀和以胡适、章太炎

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的“省自治”、“联省自治”增风行一时，并对中国政局产

生过颇大的影响。这就是联省自治思潮。它是辛亥革命后，民国、民治思想深入人心背景下

知识分子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产物。“联省自治”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容许各

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

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

2.罗尔斯的“交叠共识”

【考察范围】《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章第五节

【考察频率】2007 年名词解释 2012 年名词解释

【参考答案】

这是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成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的三

个理念之一。罗尔斯通过“交叠共识”的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和政治的政治观念之间加起

了一座桥梁：政治的正义观念乃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交叠共识的聚焦点。其含义

是：各种完备学说之间存在许多交叉点，这些交叉点是它们在政治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公民

不可能在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达成全面共识，共识只能限于政治正义方面，交叠共识是在排除

各种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是政治领域内的公平正义或称之为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

共识的达成，既不能靠某种完备学说，又不能靠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心理力量，只能靠公

共理性的运作和基本政治正义理念的共同认可来实现。

【补充阅读】

罗尔斯通过“交叠共识”的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和政治的政治观念之间加起了一座桥

梁：政治的正义观念乃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交叠共识的聚焦点。在民主社会，这

种“交叠共识”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其中“正义即公平”的观念最为重要。交叠

共识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社会正义逻辑体系中除了政治的正义之外的又一个支柱性理念。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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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借助了交叠共识这一理念，罗尔斯才找到了合理解释现代民主社会中价值的理性多元与

社会秩序的稳定统一之间矛盾的新途径。

二、辨析题

1.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

【考察范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九章第一节

【考察频率】07 年辨析 09 年论述 10 年名词解释 11 年简答

【参考答案】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基础是抽调国家阶级内容的，抽象的资产阶级全

民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由此，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鼓吹全民革命。

国家主义派的具体政治思想如下：

第一，宣扬资产阶级国家观，鼓吹所谓的“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国

民作为国家这一群体的成员，其感情和利益是一致的，使不分阶级的，因此国家也就是“全

民的”。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谁要是忘记国家的“惠泽”，谁就是“忘恩”。至于国家

主义派的定义，他们抽调了国家是阶级统治这一实质，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披上了“全民

国家”的伪装，谁要是反对这个政权，谁就是“反国家”、“反民族”，谁就是“忘恩”。

第二，盗用五四时期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疯狂反共、反苏。“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是国家主义派最基本的政纲和口号。“内除国贼”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

主义不仅不反对真正的国贼—军阀，而且与军阀为伍，卖身投靠。“外抗强权”实际上是反

苏的代名词，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说成是侵略，把接受这种援助的中国共产

党和国民党左派说成是“苏联走狗”。然而对于真正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却为之辩护。

三、简答题

1.简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考察范围】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七章第二节

【参考答案】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兴起背

景是：一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 其主要代表人物

是：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 胡适 蔡元培 等。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

但较辛亥革命更为激进更为深远。民主：首先提出这个口号的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代表陈独

秀。陈独秀认为，民主有两层意义，一是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民主，

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一是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群主专

http://bbs.gxsd.com.cn/post.php?action=newthread&fid=92#_ft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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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专制和共和是不能共存的。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主要还不是引导开展对自然科学

的研究，提倡用科学的精神，来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科学”与“民主”并重。

同辛亥后的尊孔复古逆流形成尖锐的对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

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学说和尊孔思想进行了无情批

判。他们认为孔教是君主专制和帝制复辟的祸根和思想基础。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倡个人独立的新道德，打

倒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提倡尊重现实，尊重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打倒一切偶像崇拜，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

在社会观上是进化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理解和运用，

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上，还是具有很大的革命意义的。

2.新政治经济学政治观的主要特征

【考察范围】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第十二章第一节

【参考答案】

新政治经济学虽然派别众多，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但也有一些共

同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的融合，布坎南用经济人假设和交换统一政治学和经

济学，奥尔森关注个人和集团处于经济利益动机的活动中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新制度经济学

的制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及其它成分，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

为核心概念，以制度统一政治和经济，奥尔森以制度为集团活动的框架，认为集团政治的弊

病根源于制度，公共选择理论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互动导致的问题归结为制度缺陷，第三个

特点是方法论都坚持个人主义方法，都是用泛经济学方法，这几个流派都以经济人为基本假

设，从理性人出发，分析政治中的个人、集团和政府。

四、论述题

2.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试分析与论述“问题与主义”之争

【考察范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八章第四节

【考察频率】 07 年论述 08 年简答 10 年论述 12 年简答

【参考答案】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

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

史脉络。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的习题。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阶级威力的显示，

促使新文化运动队伍内部发生了分化和政治观点的分歧。争论双方是胡适与李大钊等。1919



聚英考研网:www.juyingonline.com/ 厦现代政治思想（中、西）复习全书

咨询电话：400-0811-897 13 微信公众号：sxzykkaoyan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 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同年 8

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 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

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

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

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认为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着多研究些问题的旗号，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企图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内。

李大钊认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强调主义存在理想与实用的两面，主义指导问题；

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

须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性。

“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

分裂。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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