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学》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社会学

课程英文名称: Political sociology

课程号：40501036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 学时；实验学时：0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面向对象：政治学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管学院政治学教研室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分析能力；

2、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相关问题能力；

3、增进学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通过《政治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念，使学生理解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认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理解政治活动对人

群的作用和影响。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参加实践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多维视角看政治现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感知与认知。

2．形而上学的理论构建。

3．不同角度的社会形态划分。

4. 不同政治研究对象、方法、目标、价值观导致的不同理论划分。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基础。

2．掌握基本的哲学方法论。

作业：



列举一些不同政治研究对象、方法、目标、价值观导致的不同理论划分。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韦伯 、戴伊、本迪尼克特、达尔的理论分析。

2. 社区政治、绿色政治、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2．掌握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演变过程。

作业：达尔的基本政治理论。

知识单元3：第三章 政治权力的解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力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2．权力为一种社会关系，只能存在于有利益关系的人与人之间。

3. 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

4. 政治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

5. 政治权力的动态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权力的特点。

2．掌握政治权力的动态发展过程。

作业：政治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2．政治文化研究理路的思想资源。

3. 从多元文化论到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亨廷顿）。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2．掌握主要的政治文化理论。



作业：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再认识。

知识单元5： 第五章 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社会的演进。

2．社会主义的演进。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的演变过程。

2．掌握政治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特点。

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知识单元6：第六章 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发展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一个基本事实。

2．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物质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的建立和维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政

治文化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2．掌握政治发展的社会环境要求。

作业：为什么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

知识单元7：第七章 政治规范与政治合法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伦理。

2．政治规范--法律（宪法、组织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规范的基本形式。

2．掌握政治伦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作业：政治伦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知识单元8：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2．斗争与制衡的问题。

3. 利益问题与代议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特点。

2．掌握社会学角度的制度分析。

作业：怎样理解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知识单元9：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利益一致性问题。

2．权力和权利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的关系。

2．掌握权力和权利的关系。

作业：制度建设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护问题。

知识单元10：第十章 政治组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派别与政党的问题。

2．组织内的利益粘和剂。

3. 信仰的分量--个体化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组织的社会学特点。

2．掌握政治组织的力量来源。

作业：权力的获得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化的模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2．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3.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2．掌握关于政治社会化途径和方式的理论。

作业：如何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

知识单元12：第十二章 制度路径的差异性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同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2．社会因素与政治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制度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

2．掌握社会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

作业：形成不同制度的社会环境因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多维视角看政治现象 2

2. 第二章 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结 2

3. 第三章 政治权力的解构 2

4.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2



5.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从多元文化论到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亨廷顿）
2

6. 第五章 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2

7. 第六章 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 2

8. 第七章 政治规范与政治合法性 2

9.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斗争与制衡的问题
2

10.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利益问题与代议制的关系
2

11.
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利益一致性问题
2

12.
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权力和权利问题
2

13.
第十章 政治组织

派别与政党的问题
2

14.
第十章 政治组织

组织内的利益粘和剂 信仰的分量--个体化差异
2

15.
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化的模式

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2

16.
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化的模式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
2

17.
第十二章 制度路径的差异性分析

不同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2

18.
第十二章 制度路径的差异性分析

社会因素与政治活动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分析、政治文化的解构、政

治社会化的过程分析、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分析。

难点：政治权力的解构、政治文化的解构、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每次上课开始由学生针对上次课所讲内容和思考题，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其他同学

针对这些同学的发言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不同观点，由教师总结。

2.教师先讲授新的课程内容，再通过多媒体演示案例。

3.留下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播放音视频设备的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分（包括读书笔记、课堂反应、出勤），期末论文 70分。

7、作业要求：

参见每章结尾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毛寿龙著 《政治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东尼.奥罗姆著 《政治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2. [法]迪韦尔热著 《政治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执笔：梁旭 审稿：梁旭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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