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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代码 030302101211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64/4

课程性质 选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陈霞 课外学时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本课程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古希腊至 19世纪西方政治思想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和

各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在联系；各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重要代表

人物及其基本政治主张、历史影响和历史地位。

The main contents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veral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basic

structure about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19th

century.The second part i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nner links of political

thought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thought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This course will also introduce important thinkers and their

basic politics,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2.设计思路：

本课程根据 2020 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开设。按照教育部要求，本课程内容的选择

和编排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要参照，

以时间为序，人物为线，政治理论、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古希腊到

19世纪西欧北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本课程通过考

察思想家的生平与著述来分析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从权力与权利两个角度展

开对国家、政体、个人、法律等重大主题的深入探讨，使学生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上，准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为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的专业知识选修课程，是今后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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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其他相关课程的基础；学生应初步具备政治学、西方政治制度史等相关课程的基

本知识；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二、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收益：

（1）了解并掌握自古希腊始至 19 世纪各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国家、政府、公

民、政体、民主、宪政等问题的认识，对自由、平等、公平、秩序等价值的探讨，对个

人与社会、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法治等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

思，从而开阔视野，增进知识积累，培养理论兴趣，为学习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

科打下扎实的基础。（2）认识各个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家观察、分析政治现象的视角和方

法，把握其内在关联与基本逻辑，锻炼并提高政治智慧和政治思维力。（3）掌握西方政

治思想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规律，批判地分析其精华与糟粕，尤其是认清所谓普世价值与

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理论局限与阶级实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抵制各

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先进性、开放性和超越性，

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三、学习要求

为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学生须在课前阅读教材相关章节，了

解授课内容，为理解和掌握课堂学习内容作必要的准备；课上须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并

参与课堂讨论，完成随堂思考题，不能到课需提前请假；课后须完成一定量的文献阅读，

自选并精读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一部，撰写读书笔记一篇并按时提交。

四、教学进度

序号
专题

或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1 导论 6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西方政治

思想史的学科价值；学习方法

2 古希腊政治

思想
8

古希腊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特点；柏拉图的政

治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3 文艺复兴时

期政治思想
6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奠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

4 17 世纪英国

政治思想
8

英国的宪政传统与资产阶级革命；霍布斯政治

思想；洛克政治思想

5 18 世纪法国

政治思想
8

18 世纪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与启蒙思想；孟德斯

鸠政治思想；卢梭政治思想；法国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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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

6 18 世纪美国

政治思想
6

18 世纪美国社会与政治思想特点；潘恩政治思

想；杰弗逊政治思想；联邦党人政治思想

7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

政治思想

6
18 世纪德国的社会状况与政治思想特点；康德

政治思想

8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保守

主义

8
保守主义的产生；休谟政治思想；柏克政治思

想

9 19 世纪自由

主义
8

资本主义新发展与自由主义转变；功利主义政

治思想；边沁政治思想；密尔政治思想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西方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

史》编写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阅读文献（列示部分，每个单元主题会给出具体推荐书单）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法律篇》，张智人、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载《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王焕生译，中央编

译出版社2010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 196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 2011

路德、加尔文：《论政府》，吴玲玲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博丹：《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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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1985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徐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2009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3版修订本），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1999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选集》，王养冲、陈崇武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阳、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商务印书馆 198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孙有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红润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六、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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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方式 A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及标准：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20

2.平时测验成绩 20

3.期末考试成绩 60

总计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

等，均属造假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

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