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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历史学类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应试者充分了解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历史学类专业科目的测

查范围、内容和要求，特制定本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应试者是否掌握历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是否具备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比较、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文物的能

力。 

二、测查范围 

历史学类专业科目主要为应聘各院校从事历史学教学、科研、管理和文物博物工作的文

职人员岗位者设置，测查范围包括史学导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

史、世界近现代史、文物遗产学等。 

三、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四、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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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史学导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程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分析、比较、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史学实践经验，掌握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

论、史学方法论、史学形态论及历史认识主体素质，掌握史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类方法，分

析解决学术问题。 

本篇内容包括历史、历史学与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

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历史编纂，史学工作者的

基本素养等。 

 

第一章  历史、历史学与历史观 

一、什么是历史 

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客观存在的历史；史家撰写的历史。 

二、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历史学的功能；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 

三、什么是历史观 

历史观是历史学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观。 

 

第二章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来源；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实践。 

二、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 

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社

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三、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

段性；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前的“新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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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历史研究的新成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

史学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著作；社会史、思想史著作；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共党史著作；中

国通史著作；中国专题史著作；世界史著作。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当前任务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经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前任务。 

 

第四章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一、认识历史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原则；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原则；整体研究原则。 

二、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的结合 

考古学与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 

三、历史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研究与地理学、人类学。 

四、历史研究的比较方法 

历史研究比较方法的原则；历史研究比较方法的途径。 

 

第五章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重视修史的传统 

重视修史与文明传承；官修史书的传统；私人著史的传统。 

二、以撰写信史为目标 

秉笔直书的记事原则；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的局限。 

三、以经世致用为撰述宗旨 

史学与中国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关系；历史撰述与历史经验；读史明道与人生修养；从

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 

 

第六章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 

一、20 世纪前的西方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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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史学；中世纪的欧洲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时期

的史学；19 世纪的西方史学。 

二、20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 

倡导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不断扩大；历史学分支学科和跨学科史学方法；关注

现实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加强。 

三、20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要思潮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全球史；环境史；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第七章  历史编纂 

一、历史编纂的史料基础 

什么是史料；史料的分类、搜集、整理、辨析和运用。 

二、历史编纂的旨趣和形式 

历史编纂的旨趣；历史编纂的形式。 

三、历史编纂中的叙事和议论 

历史编纂中的叙事传统；史书的议论与历史解释；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 

 

第八章  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一、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历史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借鉴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二、专业素养 

“史家四长”；历史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历史见识和史学见识；历史表述的审美与规范。 

三、道德素养 

精神境界；社会责任；学术操守。 

 

第二篇  中国古代史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民族问题，掌握封建专制制度问题，分封与消藩

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传统文化问题，掌握奴隶制与封建制经济的产生、发展与演

化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本篇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明清（鸦片战争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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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始社会 

一、原始群 

原始群前期；原始群后期；有关原始群的传说；旧石器时代。 

二、氏族公社 

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新石器时代；传说时代。 

 

第二章  夏 商 

一、夏朝 

奴隶制国家的建立；社会经济的发展；夏朝的灭亡。 

二、商朝 

商朝的建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商朝的灭亡。 

 

第三章  西周 春秋 战国 

一、西周 

西周的建立；贵族政治制度；封建领主制经济；西周的灭亡。 

二、春秋 

王室衰微与五霸迭兴；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萌芽；政在家门。 

三、战国 

各国的改革；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从诸侯称雄到秦统一中国。 

四、西周、春秋、战国文化 

五经；三传；诸子百家；文学；科学技术；三星堆文化。 

 

第四章  秦 汉 

一、秦朝 

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镇压农民起义；经略边疆；秦末农民战争。 

二、西汉 

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汉匈战争；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

的发展；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西汉末期的农民战争。 

三、东汉 

加强封建专制体制；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宦官与朋党；东汉末年的农民

战争。 

四、秦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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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 

 

第五章  魏 晋 南北朝 

一、三国西晋 

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西晋统一中国；西晋灭亡。 

二、东晋南朝 

东晋偏安江南；东晋灭亡；南朝各代的更替；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十六国北朝 

十六国的兴亡；北魏的政治；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

齐；西魏；北周。 

四、魏晋南北朝文化 

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地理学；科学技术。 

 

第六章  隋 唐 五代 

一、隋朝 

隋前期的政治；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隋末农民战争。 

二、唐朝 

唐初的主要制度；贞观之治；武则天主政；玄宗励精政事；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唐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安史之乱；唐后期的政局；唐后期社

会经济的变化；唐末农民战争。 

三、五代十国、契丹（辽） 

五代更替与契丹兴起；十国兴亡；后周改革；北宋代周。 

四、隋唐五代文化 

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地理学；科学技术。 

 

第七章  宋 辽 金 元 

一、北宋辽西夏 

北宋的中央集权；辽国的制度与宋、辽对峙；北宋与西夏的对峙；王安石变法；北宋社

会经济的发展；边疆民族；金灭辽和北宋。 

二、南宋金 

南宋与金的和战；金国的政治与经济；南宋的社会经济；南宋阶级矛盾尖锐化；蒙古国

的建立与金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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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 

忽必烈灭南宋；“天下一家”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关系；元朝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元末农民战争。 

四、宋辽金元文化 

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 

 

第八章  明 清（鸦片战争前） 

一、明朝 

制度与律令；“分封”与“靖难”；明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明初的经济与赋役制度；明

中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张居正改革；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明朝的对外

关系；倭寇与抗倭战争；后金建国；明后期社会、政治矛盾尖锐；明末农民战争。 

二、清朝（鸦片战争前） 

清帝入主中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奠定疆域；政治、军事制度；社会经

济的发展；清代中期各族人民起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文化 

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图书整理与编纂；科学技术。 

 

第三篇  中国近现代史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的历程，掌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形成的过程、基本内涵和历史意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

学评价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理论观察与思考现实问题，警惕和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 

本篇内容包括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

结、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列强的野蛮侵略 

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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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 

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觉醒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起落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意义与局限。 

二、洋务运动的兴衰 

洋务事业的兴办；编练新式陆海军；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夭折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一、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

案；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封建帝制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与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及其意义；“红船精神”。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制定革命纲领，发起工农运动；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四、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军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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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领导工农武装斗争；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新型人民

军队的定型。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

开辟；党和红军建设纲领性文献的制定。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红军长征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总结历史经验，迎

接全面抗日战争。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二、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战；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民族抗战开始。 

三、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国

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抗日战争胜

利的意义、原因及其基本经验。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发动内战与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二、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新式整军运动和人民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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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第三条道路的幻灭；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工业化的任务与发展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赎买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良好的开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大跃进”及其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艰难的探索，深刻的教训。 

三、建设的成就和探索的成果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

疗、科技事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国防和军队建设；探索中形成的

建设社会主义若干重要原则。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起步；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

续推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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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

革。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十八大及其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二、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五年来的成就与变革；新时代我国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变化。 

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十九大的召开及历史意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第四篇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基本理论与知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人类起源至公元 1500 年世界史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过程和客

观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审视历史问题，克服各种唯心主义和民族狭隘主义偏见，

掌握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 

本篇内容包括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 

 

第一章  世界古代史 

一、人类早期文明 

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演进；人类知识、科学、艺术、宗教等的初始状态。 

二、早期文明的兴衰 

苏美尔、埃及文明的起源；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及历史过程；印度河流域、

希腊和爱琴海地区、黄河流域产生的文明成因以及不同特点；西亚、埃及、南亚、中国文明

兴起、发展的过程。 

三、上古文明及其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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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印度列国时期和孔雀帝国；希腊城邦的形成和古典时代；马其顿兴起与希腊

扩张；罗马兴起与帝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西方东方的

诸帝国。 

四、古代世界的衰落 

罗马帝国和充分发展的奴隶制逐步衰落；3 世纪后爆发的严重社会危机；5 世纪后逐步衰

亡的历史过程；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形成；席卷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人类社会由孤立和

分散开始向相互联系方向发展。 

 

第二章  世界中世纪史 

一、亚洲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状况及其对周围国家的重点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与中国

历史的渊源；印度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特点；伊斯兰教兴起的背景，阿拉伯统一国家形成和发

展的历程；蒙古帝国的兴起，对外征服以及蒙古帝国的历史地位。 

二、欧洲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制度和封建文化对东欧和东南欧诸国的影响；东欧、东南欧诸斯拉

夫国家从原始公社解体基础上过渡到封建国家；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英法百年战争、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分裂割据和西班牙国家的形成。 

三、中南非洲和美洲 

中南非洲、美洲的古代文明发展概况及其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

改变了非洲、美洲发展的历史轨迹，打断了他们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五篇  世界近现代史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世界近现代史基本理论与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世界近代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人类历史由此开始了从分

散到整体的形成过程；掌握 20 世纪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人类历史上变化 大、 快的世

纪，也是世界各国先后进入现代化的旅程；掌握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亚洲觉醒”、

十月革命等革命高潮，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本篇内容包括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 

 

第一章  世界近代史 

一、西欧资本主义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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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世纪的“黑暗”；文艺复兴运

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教；西欧资本主义扩张。 

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尼德兰革命爆发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美国式

民主”；法国大革命；1848 年欧洲革命；拉丁美洲革命运动。 

三、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及其主要发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扩散。 

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 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发展；英国宪章运动兴衰及其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

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发表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一国

际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巴黎公社的建立与伟大创举。 

五、世界主要国家民族民主运动 

英国 1824～1867 年改革及工人运动；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俄国 1861 年农奴制改革；

美国内战及其意义；日本明治维新。 

六、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 

第二次工业革命；欧美资产阶级国家进入垄断后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物质生活等

方面的情况；西方列强 19 世纪 后 20 年进行的殖民扩张和掠夺；亚非拉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二章  世界现代史 

一、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学说的理论与实践 

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主义诞生；1905 年革命；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

律学说。 

二、“亚洲的觉醒” 

亚洲觉醒的表现形式；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伊朗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青年土耳

其革命。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一战对各主要参战国的巨大

影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及影响；不稳定的战后国际格局。 

四、俄国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欧洲革命风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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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克服危机的各种措施；资产

阶级民主制度的改善；德日意建立法西斯专政。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爆发的标志；中国人民全面

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战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

影响。 

七、20 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20 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巨大成就；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深远；第三次

技术革命；中国科教兴国战略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作用。 

八、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战后国际关系 

两大阵营对峙格局；“冷战”的开始；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深刻影响。 

九、两极世界的结束和国际关系的加速演变 

第三世界崛起与两大阵营分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世界两极格局彻底结束；中国的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欧美与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

调整；亚非拉地区国家的局势与发展；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全球问题”的挑战。 

 

第六篇  文物遗产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文物遗产学基本理论和工作规范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文物遗产及文物遗产学的基础知识，了解文物遗产主要门类的相关知识，

掌握文物遗产的调查、保护与管理的原则与方法，掌握文物遗产的定名、分类与鉴定的原则

与方法，运用文物遗产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处理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本篇内容包括文物遗产概论，文物遗产学概论，文物遗产的定名、分类与鉴定，文物遗

产主要门类概述，文物遗产的调查、保护与管理。 

 

第一章  文物遗产概论 

一、文物遗产的概念及特性 

文物遗产的概念及演变；文物遗产的范围；文物遗产的特性。 

二、文物遗产的价值 

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纪念性。 

三、文物遗产的作用 

文物遗产的史料作用；文物遗产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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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物遗产学概论 

一、文物遗产学发展史 

古代文物遗产研究；近代文物遗产研究与保护；现代文物遗产研究与保护。 

二、文物遗产学的任务 

文物遗产的研究；文物遗产的鉴定；文物遗产的保护管理。 

三、文物遗产学的理论与方法 

文物遗产研究理论；文物遗产研究方法的类型。 

 

第三章  文物遗产的定名、分类与鉴定 

一、文物遗产的定名 

文物遗产定名的原则；文物遗产定名的方法。 

二、文物遗产的分类 

文物遗产的复杂性和可划分性；文物遗产分类原则和方法；文物遗产分类法的选择原则。 

三、文物遗产的鉴定 

文物遗产鉴定的必要性；文物遗产鉴定的对象；文物遗产鉴定的主要内容；文物遗产鉴

定的基本要求；文物遗产鉴定的主要方法。 

 

第四章  文物遗产主要门类概述 

一、古器物 

古器物的范围与种类；古器物的基本要素；古器物与专门史。 

二、古书画 

古书画的范围与种类；古绘画；古书法；碑帖拓本。 

三、古文献 

古文献的范围与种类；甲骨文；简牍；帛书与文书、古写本与古印本。 

四、古代文化史迹 

文化史迹的范围与种类；古代建筑；石窟寺与古石刻；古遗址；古墓葬；文化史迹网。 

五、近现代文物遗产 

近现代文物范围与种类；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近代现代可移动文物；少数民族文物与

民俗文物。 

 

第五章  文物遗产的调查、保护与管理 

一、文物遗产的调查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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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遗产调查的对象；文物遗产调查的形式包括日常调查、区域调查、专题调查、重点

调查、配合工程调查、文物复查、试掘、文物普查等；文物遗产调查的准备工作；文物遗产

调查的基本要求；文物遗产调查的管理。 

二、文物遗产管理的内容和手段 

文物遗产管理的范围；文物遗产管理的手段；文物遗产管理的具体要求。 

三、文物遗产保护维修原则与技术 

文物遗产保护维修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文物遗产保护维修技术的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