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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出了”什么具体的东西，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

万里。此外，有的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创新点的介绍

中讲自己建立了什么“研究框架”“分析框架”。其

实，“研究框架”“分析框架”本身并不是创新，重

要的是从“研究框架”“分析框架”中推导出了什么

有别于他人的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此外，对创

新点的介绍不能搞自我推销，用不当的形容词。日

常见到的作者自己写“本文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本文分析透彻、富有逻辑”“本文无疑

做出了独创贡献”云云，事实上是学位论文写作的

大忌。论文有无创新、有无贡献并不是自己说了算

的，而要由评阅教授和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做出

独立的判断。 

同时，强调经济学的进步是“缓慢的”和“不

断发展的”，是说明经济学的进步并不是一日千里，

经济学研究生要有踏实从事艰苦探索并敢于创新的

勇气。 

我国宋代大思想家朱熹《观书有感》诗云：昨

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掌握了经典作家的经济学研究方

法论，从事经济学科学研究、写作学位论文就会“巨

舰一毛轻”进而“中流自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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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的专业指导是指导师

遵循学术知识创生的规律

给予研究生有理有据的写

作训练，它至少包含着三个

互为关联的环节：一是从外

在结构到内在结构的透视，

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揭

示写理；二是从界定概念到

综述文献的坚守，为研究生

学术论文写作奠定根基；三

是从选题构思到行文修改

的展示，为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提供模板。一旦研究生

明确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写

理、根基与模板，那么研究

生学术论文写作就会逐渐

走向坦途、步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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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人的理解，学术论文写作是对研究的表

达，需先研究，然后才能进行学术论文写作。这种

看法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也许是真切的，因为

研究没有结束，将无内容可写，也就无从下笔。但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研究与写作却常常交

织、融合在一起，并不能进行截然的区分。因为学

术论文写作是对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此时，研究

激发着写作，而写作则深化着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彼此成全。从此意义上说，导师遵循学术知识创生

的规律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进行

有理有据的写作训练，就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学

术 论 文 写 作 的 技 能 ， 而 且 能 提 升 其 学 术 研 究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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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么，导师如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进行

学术论文写作的专业指导？ 

一、从外在结构到内在结构的透视，为研究生

学术论文写作揭示写理 

任何事物皆是有结构的，学术论文也不例外。

结构原是建筑学的一个概念，意指建筑物的内部构

造及其整体布局。在写作界，人们常将“写作”隐

喻为“造房子”，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也有其自身的结

构。按照结构的显隐，至少可以将学术论文的结构

划分为外在结构与内在结构。从外在结构到内在结

构的透视，则能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揭示写理。

犹如算术有算理那样，写作也有写理，而写理则贯

通着论文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结构，是对论文外在结

构与其内在结构关系的洞察与把握。 

从外在结构来看，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是由题

目、摘要、关键词、正文与参考文献等构成。就外

在结构而言，明眼人一看即知，似乎无需深究。其

实，对于初写学术论文的研究生而言，无论是题目

的推敲、摘要的提炼、关键词的选取，还是正文的

开头、展开与结尾，抑或参考文献的选择与标注，

大多似懂非懂、不明其理。比如，题目至少要与论

文内容相匹配，却常犯文题不一、题目与内容对不

上号之错误，且不说题目是否简洁与新颖了。摘要

是摘录论文的要点，是论文的观点与主旨的呈现，

有的研究生却常将摘要写成题目的重复与情感的表

达，常常出现“头重脚轻式”“王婆卖瓜式”“评判

式”与“目录式”的偏差，突出表现是将摘要与开

头的写作意义阐释相混同，而不知摘要是对拟研究

问题的回答，其功能在于“剧透”，而不是“放诱饵”，

能让读者一看便知论文想表达什么[1]。关键词本来

是专门的名词术语，但却常出现诸如“建构”“研究”

“生成”等动词。正文的开头要简明写清“为什么

写”与“下文要写什么”，却常写得偏离主题、啰里

啰唆。正文的本论至少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却往往深陷理论术语的迷宫而“言之无物”，胡乱堆

积文字而“言之无序”。即使是参考文献的选取与标

注，不是表现为“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随意，就

是漏写、错写参考文献的必要信息。对于这些本不

应出现却常出现的错误，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大

多数研究生都能有效避免与矫正。但学术论文写作

并不能止步于“学术论文像学术论文”，而应是“学

术论文是学术论文”，因此，除了让研究生清楚学术

论文写作的行文规范外，更应通过透视学术论文的

内在结构，让研究生明了学术论文写作的运思之道。 

从内在结构来看，学术论文至少由研究问题、

新颖观点与分析论证所构成。因为学术论文是对研

究问题的回答，没有研究问题，也就没有了学术论

文。既然学术论文是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就得呈现

自己的观点；而自己的观点要想被他人理解与接受，

则需展开分析论证。因此，研究问题、新颖观点与

分析论证就成了学术论文内在结构的构成要素。从

学术论文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结构的关系来看，如果

说题目揭示、蕴含着研究问题，摘要是论文的新颖

观点呈现，而正文则是围绕研究问题对新颖观点的

分析论证，那么学术论文的内在结构就决定着其外

在结构。从此意义上说，研究生学术论文的外在结

构所呈现的种种偏误，皆是由其内在结构的偏差造

成的，具体表现为研究问题的平庸、所论观点的俗

常与分析论证的错乱。研究问题的平庸是指所研究

的问题类似有确切答案的考题，而真正的研究问题

则是相对于某领域或学科而言的、当下人们解答得

不够完善或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对于人们解答得不

够完善或还没有解答的问题的判断与选择，一方面

通过学术阅读来寻找与甄别，即通过学术阅读发现

某理论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或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

突；另一方面则需敏于发现实践问题，在一些习以

为常的事物或现象中发现出不寻常之处，能够发现

实践所面临的困境或缺陷。前者主要解决的是一个

认识问题，相当于英语的 question，找到了答案，

学术论文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后者主要解决的是行

动问题，找到了排除行动障碍的方案，学术论文也

就有了眉目。当然，知与行的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

的，更多的时候，行的问题需先解决知的问题。因

此，面向实践问题的解决大多是对认识问题与行动

问题的双重解决[2]。而围绕研究问题写作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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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没有写出学术论文来，那一定是问题本身出

了问题。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围绕某个主题罗列

了一些已有的看法，而缺乏自己对该问题的见识。

此种情况其实是无问题的表现。二是个人的困惑未

能上升到公共疑问，即研究生的确是基于问题写作

的，但他写的问题只具有个人意义，而对于某个领

域来说，这个问题已不再是问题。因此，客观上只

是做了一次重复性的劳动，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所创

新，就称不上是真正的论文写作了。而一旦有了研

究问题及其回答，那么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就是摘要，

而对研究问题回答的分析论证就是正文。因此，学

术论文写作无非是对拟研究问题新解的对话展示。

作为对拟研究问题新解的对话展示，学术论文写作

的运思之道在于廓清论文写作的语境要素，明确学

术论文的创新点，即明确论文写作的目的（为什么

写）、内容（写什么）、方式（如何写）以及读者（写

给谁看）；锁定研究问题这个不动点，阐述论文写作

的创新之处，即始终围绕研究问题这个不动点，运

用各种事实或理论清楚、明白地表达、阐述自己的

观点；用中心论点统领全文，彰显学术论文写作的

创新所在，即论文的主旨犹如圆球的球心，而论文

的各部分都向圆球的球心环拱着，从而形成一个由

中心论点统领的层次分明、论证严密的学术论文。 

诚然，依据研究范式的差异，当下的学术论文

写作大致有思辨写作、实证写作与叙事写作三种类

型。虽然三种类型的学术论文写作，从外在结构上

看，其表现、样式各异，如思辨写作主要表现为概

念的辨析与演绎逻辑的推进，实证写作主要展现为

问题提出、研究设计、研究结果与讨论、研究结论

与建议，而叙事写作则主要呈现为一个个的主题故

事；但是，从内在结构上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术

论文皆是由“研究问题+新颖观点+分析论证”所构

成。这种“研究问题+新颖观点+分析论证”的内在

结构，从形式上看，其语言表述是“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展开；从内容上看，则

主要表现为对“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的回

答；而一旦对学术论文进行了从外在结构到内在结

构的透视，在一定意义上就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

提供了写理，既让研究生明了学术论文是什么样的，

也清楚学术论文各构成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二、从界定概念到综述文献的坚守，为研究生

学术论文写作奠定根基 

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之难并不是对“如何写”

的写理的掌握，确切地说，即使研究生了解了学术

论文的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明白、掌握了学术论

文写作的写理，但由学术论文“如何写之知”到“写

学术论文之行”，中间仍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如果

说学术论文写作是对拟研究问题的创新解答，那么

研究生要想写好学术论文，首要的是做好界定概念

和综述文献的基础性写作。因为研究问题总是表现

为某事象（事物和现象的总称）的问题，不首先对

某事象的认识给予概念界定，那么连自己要研究的

对象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其写作就只能是信口开

河、不知所云。而做不好文献综述，就不知关于某

事象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回答、其回答是否还有待进

一步探究与完善，其写作就往往会蜕化为对已有观

点的重复。从此意义上说，从界定概念到综述文献

的坚守，就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奠定了根基。 

任何写作皆是由字词句构成的，从逻辑学上说，

构成写作的字词句就是概念与命题。学术论文写作

的要义在于论证某个命题，而所有的命题皆是凭借

概念进行推理的结果。因此，对于学术论文写作而

言，界定概念就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有人曾做过这

样的设想：假如把伽利略的物理学书籍烧掉而仅留

下“运动”概念，那么其他人也可以重新写出物理

学书籍。假如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烧掉而仅剩下

“剩余价值”概念，那么其他人也可以把它重新写

出来。同理，牛顿力学体系只要一个“力”的概念，

爱因斯坦理论只要一个“相对”概念，微积分理论

只要一个“极限”概念，量子力学只要一个“量子”

概念，等等，只要人们还拥有上述概念，那么由这

些概念所建构的命题体系就能被重新创生出来。诚

如美国科学家费恩曼所言：“假如由于某种大灾难，

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丢失了，只有一句话可传给下一

代……我相信这句话是原子的假设（或者说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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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无论你愿意怎样称呼都行）。”[3] 可以说，一

个概念常常蕴含着一整套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

对于学术论文写作来说，“成”在核心概念的界定，

“败”也在核心概念的界定。因为所有推理、判断

皆要使用、运用概念，而概念界定中的任何缺陷都

可能导致判断、推理出现错误。因此，写好学术论

文的首先条件，是要成为自己概念化行为的主人，

即在界定概念时直面所研究的事象本身，运用自己

的各种感觉、认知功能再次“扫描”研究对象，在

深入而细致地感受、感知与体认多重维度的体验或

意向的过程及其结果后，尽量完整地呈现对象的各

种属性或要素，识别、遴选出其中的重要属性或要

素以及围绕这些属性或要素形成的一些具有解释性

的观点，以实现概念界定的再概念化。然而，有些

研究生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不是想当然地将一些名

称误认为概念，就是在界定概念时，简单列举别人

已下的定义，或将各种概念定义混杂在一起，从而

使学术论文写作从起点上就注定了平庸。当然，对

自己界定的概念可能存在的潜在偏差、歪曲或滥用

也要保持足够的敏感与警醒，应通过概念的“日常

用法分析、定义分析、词源分析、隐喻分析、跨文

化分析和条件分析”等[4]，反思、追问自己所界定

的概念是否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某事象，其与研究

问题是否密切相关，自己的观点是否扭曲了概念的

涵义等问题。就概念界定的具体方法而言，常见的

有“种差+属”的内涵式定义，运用归纳进行外延式

定义，通过描述被定义概念的发生过程或形成的特

征来揭示被定义概念属性的发生式定义等。 

界定了概念，只是明确了拟研究的对象，但此

研究对象及其包涵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还需借助

综述文献才能回答。因为研究之所以被称为研究，

皆在于对拟研究问题有一种新颖的回答。而判断自

己的研究是否是对拟研究问题的创新性解决，则需

通过综述文献来回答，看一看自己对该问题的回答

是否超越了别人。因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凡

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大多已被前人研究、思考过。从

此意义上说，综述文献，与其说要澄清研究问题，

不如说是为了在比较中建构新颖观点。其实，即使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综述文献的意义也不在

于寻找研究问题，因为倘若事先不知道自己要研究

什么，那么寻找、阅读哪些文献都是未知数，就根

本谈不上综述文献；而在于通过查阅对拟研究问题

的已有答案，来判断自己能否就该问题给予创新性

解答。由于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因此，综述文献

是围绕拟研究的问题，看一看别人都做了哪些回答，

其回答是否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自己能否超

越已有的回答而建构出新颖观点。同时，也只有通

过综述已有文献，在新旧比较中才能彰显自己研究

的创新意义。因为前人的研究成果既表明他们做了

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也反映出他们还没有做什么。

而后续研究之所以需要，就在于尚有前人未完成的

工作需要做[5]。从此意义上说，综述文献至少要起

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即

将拟研究的问题融入已有研究中。此种意向的文献

综述只能彰显拟研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却不能显

示出自己研究的价值。二是“仰仗别人，彰显自己”，

即通过揭示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或不足彰显自

己研究的创新意义。由此可见，综述文献的目的不

仅在于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澄清

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且在于通过呈现已有研究成果

对拟研究问题的回答，来映衬自己对同样问题的创

新性解决，以彰显自己研究的创新价值。而建构新

颖观点的思维路径至少有逆向思维、转换思维与综

合思维等。逆向思维是从已知观点的反面逆向思考，

即思考问题时，朝着与已有观点相反的方向或方面

去发问。转换思维是转换思考的角度，从另一个角

度进行思考。此种思维虽然没有改变思考的方向与

目标，但思考的出发点或着眼点却发生了变化，从

而摆脱惯性思维的影响与束缚而获得对某问题的新

认识。综合思维是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囿于

某一角度。可以说，同样一个问题，当从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时，就会得出不同的正确答案。 

界定了概念，才能明确研究对象；综述了文献，

才能澄清研究问题是否有价值。不过，由于国内许

多学术期刊并没有对文献综述有明确要求，初写学

术论文的研究生就误以为只要选定了某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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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围绕此研究对象进行书写，就能写出学术论文。

其实，即使学术期刊对文献综述不做要求，研究生

也要清楚自己写作的学术论文，相比已有相关成果

而言，其贡献、创新在哪里，否则，学术论文写作

就有可能蜕化为对已有知识的再现，即使有幸发表

出来，从知识创新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说凡是学术论文写作，皆须从界定概念、综述

文献做起，也只有先界定了概念、综述了文献，写

作学术论文才会有明确的思路，知道通过写作学术

论文，自己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何贡献；那么

研究生一旦习得了界定概念、综述文献的能力，也

就意味着奠定了学术论文写作的根基。  

三、从选题构思到行文修改的展示，为研究生

学术论文写作提供模板 

从过程来看，学术论文写作并不仅仅是行文本

身，也包括写作之前的选题与构思以及写作之后的

修改与润色。无论上述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

影响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如果说通过对学术论文

外在结构与内在结构的透视，让研究生明确了学术

论文写作的写理；通过界定概念、综述文献，奠定

了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的根基，那么通过从选题构

思到行文修改的展示，则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提

供了模板。其实，无论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写理，还

是界定概念、综述文献，皆需嵌入具体的学术论文

写作中，研究生才能明了其所以然。而作为或多或

少发表过学术论文的导师，则应结合自身的学术论

文写作经验，通过从选题构思到行文修改的展示，

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提供模板，以便让研究生“随

模铸器”，模仿着写作学术论文，少走些弯路。 

俗言道：“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日常的教

学中，为了切实提升研究生学术写作能力，笔者勇

于写“下水”论文，并在论文讲解中，剖析论文写

作的选题缘由，讲解论文写作的构思，展示论文写

作的行文及其修改。如笔者围绕“智慧教育建构研

究”，按照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的次序，先展示了“智

慧教育的三维解析”，阐述了自己对智慧教育的观

点，即“从目的来看，智慧教育是培育人的智慧的

教育；从过程来看，智慧教育是转识成智的教育；

从方式来看，智慧教育是人的智慧与人工智能融生

的教育。”[6] 接着，对“智慧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文献综述，指出“当下，人们说着相同的智慧教

育，却往往表达着相异的意义……比较而言，在不

同的语境中，同一智慧教育概念在价值旨趣上虽呈

现出融合之趋势，但在智慧教育的媒介、路径与方

式上却存在着差异……鉴于智慧教育研究的现状，

其未来发展则需倡导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多角

度澄清转识成智的内在机制，关注学校教育的核心

构成要素。”[7] 自然，之所以写这两篇论文，直接原

因源于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于核

心素养的智慧教育建构研究”），需回答“何谓智慧

教育”以及有关智慧教育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但

最终促成笔者写就此两篇论文，则是因为笔者不满

于有些学者将智慧教育与智能教育的混淆，主张“从

目的上看，智慧教育是培育人的智慧的教育”，也吸

纳了教育技术学对智慧教育的观点，认为“从方式

来看，智慧教育是人的智慧与人工智能融生的教

育”。而对“何谓智慧教育”的回答，又与对有关智

慧教育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密切相关，是通过对有

关智慧教育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审视、辨析与评价而

获得的认识。通过对“智慧教育”的概念界定和文

献综述，就形成了自己对拟研究问题的阐释框架，

指出智慧教育的未来研究“需倡导多学科、跨学科

的研究，多角度澄清转识成智的内在机制，关注学

校教育的核心构成要素”，从而为智慧教育的建构研

究提供了一种相对合理的内容结构。展开来说，既

然“从目的来看，智慧教育是培育人的智慧的教育”，

那么要想培育人的智慧，就应确立智慧教育视域的

人学观。既然“从过程来看，智慧教育是转识成智

的教育”，那么则需探讨“转识成智何以及如何可能”

的问题。既然“从方式来看，智慧教育是人的智慧

与人工智能融生的教育”，那么从智慧教育的视域来

看，学校教育的核心构成要素就应解构与重构。而

通过对智慧教育有关成果的文献综述，则恰恰发现

上述问题是当下有关智慧教育的薄弱环节，能够体

现出自己的研究贡献。由此可见，概念界定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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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对学术论文写作的奠基作用，且二者相互关联、

彼此贯通。因为学术论文写作不是自说自话，而是

在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对话中、在思想中思想的活动。 

通过界定概念与综述文献，既明确了研究对象

及其问题，也澄清了自己研究的创新意义；接下来，

笔者就系统地写作了《具体人及其教育意蕴》《生成

的人及其教育意蕴》《完整的人及其教育意蕴》《转

识成智何以及如何可能——基于杜威实用知识观的

回答》《转识成智何以及如何可能——基于冯契智慧

说的回答》《转识成智何以及如何可能——基于怀特

海智慧教育观的回答》等论文①。在每篇论文的写作

中，皆先界定概念，然后明确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针

对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比如，在《完整的人及其教

育意蕴》中，先将“完整的人”界定为“身体与精神

合一、情意知融生与全面发展的人”；然后，陈述“完

整的人”所遭遇的教育肢解现象，诸如学习的离身化、

情意的边缘化与知识的碎片化；最后，阐述了完整的

人的培育策略，即“重构身体观念，践行具身学习；

彰显情意功能，实践理解教学；整合课程知识，进行

全人教育。”[8] 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写理上看，本文遵

循着“是什么”“为什么”与“如何做”的逻辑，也

呈现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运思逻

辑。当然，在实际的学术论文写作中，无论是构思谋

篇还是遣词造句，皆不会一挥而就、立马成篇，而需

经历一个反复修改的过程。其实，学术论文写作犹如

创造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需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正

如俗话所说的：论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

“修改才是论文写作的硬道理”。笔者也经常给研究

生展示一些论文关键语句的修改。在写《指向学科核

心素养的教学变革》时，其中的一个观点开始写的是

“教学活动的人知共生：从人知疏离到人知融生”。

初读时从语感上就感到别扭、不妥，但一时又想不出

更合适、贴切的词语。直到有一天偶读李白的《独坐

敬亭山》，读到“相看两不厌”时，才受到启发，豁

然开朗，心想人与知识的理想状态不就是“相看两不

厌”的“互爱”吗？于是将原先的“教学活动的人知

共生”修改为“教学活动的人知互爱”[9]。如此修改，

既避免了“人知共生”与同句中“人知融生”的语义

重复，也贴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初衷。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写作是将自己的研

究发现奉献给世人，留存于世，这是一件极其高贵、

神圣之事，容不得半点苟且与马虎。而研究生在课

堂上展示的论文，按照所学的写理，在界定概念和

综述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大多也得以公

开发表，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从外在结构到内在

结构的透视、从界定概念到综述文献的坚守、从选

题构思到行文修改的展示，对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

的助力。而一旦处女作得以发表，那么研究生只要

持续求索、坚持写作，其学术论文写作就一定能慢

慢走向坦途、步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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