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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 体会, 特 别是在如 何将研 究生选 题的一 般性指 导原则 与具体的

计算机方向研究生的特 点相结合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提 出了研究 生选题 是整个 培养过 程中的 一个关 键环节的
指导思想, 并指出了抓 好选题前期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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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不属于导师研究领域的课题时, 必须取得导

一、引言
研究生学习需要把握好各个阶段的诸多环节,
如课程学习环节、基本技能培养环节、论文研读和

师同意, 并在导师及指导小组指导下进行工作。
3. 选题应考虑到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适当的难
度, 既要有理论分析, 又要有实验验证。

讨论报告环节、论文选题环节、课题展开和研究环

4. 所选课题应 为本 学科、专 业或工 程现 场,

节、论文写作环节等等。研究生选题不是导师给学
生出一个题目或者指定一个方向, 而是一个过程和

在经费、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等方面具有实现该课
题的基本物质条件, 并经过努力能按期完成的。

环节, 本身并不孤立, 与培养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紧

5. 指导教师应充分了解研究生的专长和不足,

密关联。有 关 研究 生 的 选 题 已得 到 多 方 面 的关
[ 1]
注 , 内容涉及选题 的一般原 则、选题 来源等方

有针对性地指导研究生选题。
6. 博士生的选题应体现科学性、创新性和可

面。总体来说, 这些指导是一般性的方法, 可操作

行性, 硕士生的选题应体现对研究课题的新见解,

性不强。本文想结合自己若干年来研究生选题实践

要范围适宜、目标明确,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

方面的情况来进行讨论, 将一般性选题指导与具体
的研究领域的选题和要求相结合, 将选题过程回归

用价值。
在确定论文课题 后, 研究生应 在经过大 量调

到研究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之中, 从整体的观点和视

研、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动态的基

角来关注选题过程, 达到选题的科学性、前沿性、

础上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的

应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阐述所选课题的来源和选题的依据及在理

二、选题报告

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价值。

选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
果, 也是两年半研究生学习生涯的里程碑。在关注

2. 该课题的文献综述。须详细阐述国内外有
关文献在该研究方向的动态。并将查阅的文献目录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责难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今天, 一

在选题报告的附录中一一列出。

些学校已经把选题报告作为学生中期学习检查的一
个重要指标。一般而言, 校方对选题和选题报告会
[ 2]
提出类似于如下的要求 :
1. 选题应从本学科出发, 要考虑本学科的发
展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应选择在学术上或国民经济
上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课题。
2. 选题应尽量结合导师的科研课题。研究生

X

3. 阐述研究工作的计划、确定的技术路线和
实施方案, 及拟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4. 该课题达到的预期效果。
5. 阐述课题研究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6. 估计该课题的工作量和所需经费。
可以看到, 对研究生选题要求的标准是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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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必须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选题指导, 在具体

效果, 而且也影响到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的培

指导工作中, 需要考虑提前进行 课题相关背景准
备。要求学生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能应对技术研

养。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讲, 别人清楚了的东西自己
不一定清楚, 别 人讲解的 东西, 自 己需要反 复咀

究变化快、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涌现的新情况, 并

嚼。有道是,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要增强外文论文的阅读, 增强对关键经典文章的阅
读, 以尽量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进展。

在目前的 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第一年基本上 是上
课, 作为导师, 在这一阶段应加强对学生的影响,

在实际的指导中, 要注重科学研 究与系统开发并

使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培养问题意识, 围绕某个自

重, 重视系统的测试和验证工作, 使得选题能够按
照既定的研究计划给 予实施, 并 最终完成论文研

己了解不深入的问题, 利用资料收集、同学讨论、
老师请教 等方式, 使自己感 受到探索型学习 的乐

究。

趣。

同时应当注意到, 在开题过程和开题报告的撰
写中, 是否使研究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

# 经典论文导读
经典论文导读的用意旨在发挥导师的作用, 引

是否有清晰的科研思 路。这就需 要导师多指导学

领学生学习。经典论文是某个学科开创性工作的介

生, 多向学生提出问题和要求, 比如为什么要做这
个课题? 已有的研究工作中还存在什么问题? 你的

绍, 或者是某个领域已有研究工作的系统总结, 作
者多为这些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是后人学习和

研究思路和方法和他人相比有何特点? 研究的具体

模仿的榜样。能为学生开出这样的清单, 应当是每

内容是什么? 如何开 展研究? 研究结果 预期是什
么? 其问题的科学意义和工程价值是什么? 只有这

位导师的基本功, 对学生而言, 这尤如在知识的海
洋中快速找到灯塔和航向。通过这个阶段, 学生既

样, 才不仅从形式上完成了开题报告, 关键是从培

可以了解该领域的重要思想渊源, 欣赏到经典论文

养的实质上达到了这一阶段的真正目的和要求。

的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反复研读, 提高阅读
论文的能力。这些论文对研究生来讲, 由于知识背

三、预选题阶段
可以说学位论文写作是研究生学习期间最重要
的大事, 它不仅反映了研究生在学期间研究的成果
和研究水平, 也是研究生最终能 否获得学位的关

景和知识深度的原因, 一开始往往是难以读懂的,
通过导读, 可以消除学生的畏难心理, 逐步让学生
掌握和体验论文阅读的基本方法。
# 把握研究动向

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论文不是写出来的, 而是
做出来的。正如陆游所说, / 汝果欲学诗, 功夫在

提前了解本研究领域动向, 首先要精读一两篇
好的综述性方面的文章, 通过这种综述性文章对所

诗外0。如果对论文写作技巧的关心甚于如何指导

研究的领域进行整体的把握, 培养研究生对科学问

学生做研究, 则未免本末倒置。选题是完成学位论
文研究的第一步, 课题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整个论文

题的基本理解能力。导师可以指定题目或者学生自
选题目, 在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交文献综述

的主题和研究方向。

论文。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要求研究生特别注意

导师要有意识地将学生提前纳入培养和指导。
根据目前学习时间的分布, 三届学生的学习时间有

四个问题: ( 1) 这个领域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为什
么选择这 些问题, 是否还有 没有关注到的其 他问

一定的交叉。让新生及早接触已完成课程学习开始

题? ( 2) 注意有哪些研究手段和方法? ( 3) 实验是

选题的学生, 以及课题研究工作基本完成正在进行
原型系统实现、测试、或者准备写论文的同学。有

如何进行的, 数据是否完整? ( 4) 目前还普遍关注
哪些相关问题, 实际应用价值如何? 当然, 这个过

意识地让新同学提前了解培养阶段, 不至于上完一

程需要导师的参与, 不能单独由学生来完成。

年的课程, 只拿了几个学分, 对于选题毫无准备。
要让学生尽早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也要及时

四、选题阶段

了解学生情况和学习兴趣。提倡创新意识, 加强学

从大的方面来讲, 选题需要考虑到选题的创新

术交流, 调动学生阅读论文、及时了解学术动向的
主观能动性和敏锐性。具体而言, 要注意以下若干

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基本原则。但研究生学位论
文选题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科学研究项目的选题, 要

方面的问题。

把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放在主要地位, 兼顾论文

# 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养成
学生是否有问题意识, 不仅影响到课程的学习

本身的实际价值。因此, 我们要注意选择那些既能
提高科研能力, 又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课题。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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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阶段的基础上, 在选题阶段需要对研究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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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切身感受, 实验性环节差。

对聚焦, 形成 实质性意义上而非 形式上的开题报
告, 达到研究内容基 本明确、难点和关 键问题清

五、结语

楚、技术手段和研究条件基本满足、实验方法和环

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本文只限

境大体掌握的要求。
# 研究内容
经过预选题阶段, 已对有关学科、专业领域文

于讨论论文选题。事实上, 它与其 他环节密 不可
分, 比如在整个培养阶段导师的榜样作用, 言传身
教的作用。导师或者导师组是否有 / 公正、宽容、

献资料、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展、导师课题组内的

勤奋0 的做人态度, 是否有 / 探索、坚韧、开拓0

课题情况、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有了大体的了解,
这时候学生应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要权衡国

的创新精神, 是否有 / 严谨、求实、规范0 的做事
态度, 都会深深地影响到学生的成长。我们是否能

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与导师课题 组任务之间的关

尊重和发展研究生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在选题上调

系。导师要尊重学生 的兴趣, 鼓励学生 从事科学

动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 在研究过程中让研究生真

性、创新性、可行性均好的探索性研究。对于导师
已有积累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一定要在深度上将学

正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个性思维, 是否了解研
究生本人的个性特点、学习基础、以及个人兴趣,

生带到最前沿, 尽量使研究内容具体而明确。对不

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 难免要遇到各种困难和

太了解的分支, 也要依据科学研究的一般经验, 引
导学生清楚描述问题, 并对可能遇到的难度进行评

挫折, 如何培养正确的、积极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磨练坚韧不拔的意志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估。

选择研究生选题来进行讨论, 主要考虑到这是

# 难点和关键问题

一个中间环节, 如何从这个环节来思考研究生培养

难点和关键问题根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领域和
学生的不同情况, 其难易性也不尽相同。作为旨在

问题, 向前可以积极思考从入学到开题这个重要的
热身阶段的问题, 向后可以为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

培养研究生的选题而言, 并不能要求去选国内外公

研究工作进行基本部署, 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及

认的高难度的问题, 学习阶段不 仅有时间上的要
求, 也有能力和积累方面的现实情况。因此, 这里

时补救, 对可以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预测。所以,
如何帮助研究生度过这一重要阶段, 解决好这个中

所说的难点更指学生进行上述内容研究时的难点,

间环节, 是需要导师和广大研究生认真思考和关注

要求导师能多多接触学生, 做到心中有数, 能有针

的问题。

对性地加以解决。
# 技术手段和条件
这里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指参考原型是否存在,
课题组是否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 是否有好的积累
还是要全部自己白手起家, 完全重新开始? 研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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