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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论文写作是本科生、研究生的一门必修
课，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学生学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对学生学过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全面
衡量，也是对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
际能力的综合性考核。为了使学生撰写专业（毕
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和规范性，
我们编制了《大学生、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专题
推荐书目》，内容包括：题名、馆藏索取号、责任
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内容提
要，按照论文导写（综合）
、文科类、经济管理类、
其它等四个部分进行编排，并在“相关链接”中
简介了与论文写作有关的中国国家标准。推荐的
图书着重地介绍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文献信息
的检索与利用以及论文写作的技术性问题，并附
有范文评析。我们希望它能够满足同学们的需求，在宏观上提供方向性的引导，在微观上给
予方法上的指导，对同学们的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有所启发和帮助，以期写出高质量的毕业
论文，为实现人生理想奠定良好的基础，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论文导写（综合）
1、《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方法与规范》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57
陈燕，陈冠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03 页
本书以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规范为依据，借鉴了学术期刊对论文的评审规范与要求，并结
合作者编辑、教学的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学术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社会科学论文写作方法
与规范、自然科学论文写作方法与规范三方面的知识。
2、《新编大学论文写作》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41
李萍，秦勤，肖勇编著；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255 页
本书共 10 章，涉及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通用性学术论文写作等方面的内容。全
书分类介绍了科技论文、经济论文、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经济专
业毕业论文、学年和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书中各部分还介绍了论文的常用词语，并列举了
大量实例。

3、《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高等学校教材)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12
董华等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71 页
本书结合毕业论文撰写中的实际问题，介绍毕业论文写作的一般知识，同时结合例文评
析，分类讨论各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讨论和理论与方法上的具体引导，给
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方法和门径，并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本书是专门为成人大
专学生编写的，但也适用于高等院校的本、专科毕业生。
4、《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说明书写作指南》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39.2

欧阳周，汪振华，刘道德编著；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1；344 页
本书既具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具有较强的写作实践指导作用。在内容表达上，尽可
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准确、精当地表述了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说明书的写作原理、知识和
体式、特点、规律、规范、要领、要求、方法、技巧，融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与整体性、
技能性、可读性于一体，使同学们易于阅读，乐于阅读。
5、《学位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11
黄津孚编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24 页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论文的价值与质量，学位论文质量的保证--创新、研究与读书，课
题的选择，常用调查研究方法，文献信息检索，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学位论文的写作，不
同类型学术论文实例及分析。并附有实用性较强的“附录”与“练习”内容。适用于研究生、
本科生。

二、文科类
1、《文科类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52
吴秀明，李友良，张晓燕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318 页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毕业论文写作的一般步骤与方法，比较倾向于理性，
下篇比较侧重于实用性，乃至操作性，除了概括介绍中文、 新闻、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
专业的学科性质之外，还选辑了一些优秀的论文，并在附录中列举了各专业各专题的毕业论
文参考题目和参考文献。
2、《高校文科科研训练与论文写作指导》
馆藏索取号：H152.3/200438
陈延斌，张明新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82 页
本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以培养文科学生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探讨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规律、方法为宗旨，系统论述了文献检索和利用、人文社会科学论文
选题确定、提纲拟订、撰写、修改和答辩、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申报和实施等内容。该书的
对象主要为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学生，也可以为高校文科研究生提供参考。
3、《毕业论文写作》
（文科类）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310

徐融编著；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353 页
本书适用于本科、自考、电大、大专应届毕业生 本书共有 9 章，包括：毕业论文写作
介绍、毕业论文的选题、毕业论文写作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写作毕业论文如何检索利用文献
资料、毕业论文的提纲和结构、初稿的撰写、修改定稿，毕业论文写作常见的毛病等。
4、《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

馆藏索取号：H315/200330

穆诗雄主编；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89 页
本书第一章介绍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包括选择论题、确定题目、收集资
料、分析资料、构思、拟订论文提纲、拟稿、定稿等。第二章分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语语言、语言与文化、英语教学法 5 个专题，分别介绍以这些领域为研究方向写作毕业论
文的思路和要领，并提供了一些论文题目和相关参考书目。第三章列举了部分优秀毕业论文
评析。
5、《中文专业论文写作教程》

馆藏索取号： H152.3/200533

邝邦洪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458 页
本书力求创新，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侧重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选题和研究方
法的指导，并配以论文评析，让学生可视可思可学，从而提高学生写作学术论文的能力和创
新能力。
6、《中文专业论文写作概论》

馆藏索取号：H152.2/20011

陈果安，王进庄等编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318 页
本书主要为大学中文专业本科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所写的一本指导教材，从论文的含义、
特点、格式、分类，论文选题、资料搜集、研究过程、执笔行文等方面较详细地论述了学术
论文写作的基本情况。
7、《文史哲类学生专业论文导写》

馆藏索取号：H152.3/20011

陈仕持等编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333 页
本书以专业论文写作为重点，兼及有关专业文件如调查报告、实习报告等的写作指导。
在概述专业论文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文献信息的检索与利用、论文写作
的技术性问题以及范文评析等，并分别对不同体裁的论文进行具体的指导。附录中还列举了
部分毕业论文选题摘编供学生参考。
8、《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参考书．法学卷》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53/2
主编熊跃敏；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398 页
本书分八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法理学、宪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等方面的理论前沿综述、资料汇集、优秀论文选读、论文题目
举荐、相关的书目介绍等内容。
9、《法学类学生专业论文导写》
馆藏索取号：H152.3/20013
刘健，张立平等编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329 页
本书以专业论文写作为重点，兼及有关专业文件如调查报告、实习报告等的写作指导。
在概述专业论文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文献信息的检索与利用、论文写作
的技术性问题以及范文评析等，并分别对不同体裁的论文进行具体的指导。附录中还列举了
部分毕业论文选题及提示要点供学生参考。
10、
《硕士论文写作》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23
陈力丹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94 页
本书第一章正面讲述硕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步骤和规范；第二章从评估论文的标准讲述对
论文的要求；其他部分，从 1998 年以来对作者的评阅信件中，选出涉及 26 篇的评语，以常
见的问题划分，编为六章；最后是三个对撰写论文有参考价值的附录。主要适用于文科各专

业的研究生，特别适用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
11、
《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
馆藏索取号：H152.2-65/20031
中国心理学会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16 页
本书参考美国心理学会的《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
，根据国际上心理学论文的写作惯
例，结合我国有关科研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制订了我国心理学研究论文的撰写规范，包括
如何评定心理学论文的质量、如何撰写合乎规范的心理学论文、如何投稿等内容。
12、
《Writing a Thesis：A Guide to Long Essays and Dissertations 》
馆藏索取号：H315/200390
(英)George Watson[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156 页
本书在“方法篇”中讨论了在论文写作时怎样合理使用学术理论、拟定文章主题、谋篇
布局等等。在“技能篇”中，作者对引文风格、引文技艺、初稿处理、参考文献著录、语言
学习及应用等具体技能做了讨论。
13、
《How to Write Essays,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in Literary Studies》
馆藏索取号：H315-62/20041
Nigel Fabb, Alan Durant；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207 页
本书是一本在欧洲以英语作为母语和非母语的大学生广泛使用的论文写作手册，系统介
绍了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如何确定题目、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论文的开头、如何
拓展主题，直至最后如何结尾、打印上交。本书对论文写作过程做了细致入微地阐述，并给
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指导。
14、
《Writing Matters》
馆藏索取号：H315/200425
(美) Peter G. Beidler 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169 页
本书特点：不直接给出写作中的规范，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读者自己动手，在写作的过
程中学习、体会，逐步掌握论文写作要点和规范。

三、经济管理类
1、《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南》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22
储佩成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325 页
本书抓住论文写作中的各个环节，在方法上加以切实的指导；从选题、材料、论点、结
构到语言表述都作了详尽的介绍，章节内容构架合理。并密切联系高校经济管理专业教学与
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
2、《经济类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54
姚先国，牛海霞，张绍峰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46 页
该书在毕业论文选题、参考文献搜寻和利用、论文框架和思路的研究、观点提炼、文字
表达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精辟的见解。既有普遍规则和一般要求的阐述，又有
精彩、经典的案例分析和重点提示，并在书后列有实用性强的附录。
3、《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参考书．经济卷》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53/1
主编关宇；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312 页

本书分八个部分阐述了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法经济学、现代商
学、WTO 与贸易等方面的理论前沿综述、研究热点问题、论文推荐选题、介绍相关的必读
书目与推荐书目等内容，并有范文选读。
4、《经济论文写作》

馆藏索取号：H152.3/20035

主编霍唤民；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354 页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编由 10 章组成，重点介绍有关经济论文写作的指导思想、基
础理论以及相关知识，包括毕业论文答辩的有关问题。下篇是例文赏析，根据经济论文的撰
写要求，选择了一些不同专业的专家、教授撰写的论文，并作了简要的赏析提示。因此，指
导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是本书的突出特点。
5、《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论文导写》
馆藏索取号：H152.3/20012
巨钦编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329 页
本书以专业论文写作为重点，兼及有关专业文件如调查报告、实习报告等的写作指导。
在概述专业论文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文献信息的检索与利用、论文写作
的技术性问题以及范文评析等，并分别对不同体裁的论文进行具体的指导。
6、《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参考书．公共管理卷》
馆藏索取号： G642.477/20053/3
主编孙庆国；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336 页
本书阐述了公共行政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社区管理等方面的最新学术动态、相关
资料，并列有专业论文选、可供选择的论文题目、主要参考书目及内容简介。
7、《论文宝典》

馆藏索取号：H152.2/20051

王薇茜编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334 页
针对目前大多数工商、经济类专业学生的文字归纳能力不强，又需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大
量书籍的难题，本书从近百种专业图书中精选、归纳出论文写作必然涉及的问题，可以使读
者从中迅速找到和归纳出论题、论点、论据，加上读者自己的实例分析，即可快速完成论文
写作。特别是本书列举了论题范围为“关于新经济”、
“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参考模块，适用
于论文引言参考；还列举了论题范围为“中国加入 WTO 透视”
、“企业管理创新”、
“信息时
代热点”的参考模块，提供给相关专题论文参考。
8、《最后一击：MBA 论文选题写作与答辩》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21

韩秀云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249 页
本书具有实战性、案例性、真实性、指导性的特点，从 MBA 论文的选题、写作、答辩
和案例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撰写论文的实际过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做论文中遇到不同问题时
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在书中附有大量的案例、论文答辩的真实记录。本书不仅适用于 MBA
读者，从方法论的角度也适用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四、其他
1、《我与经济论文：知名专家学者经验谈》

馆藏索取号：H152.2/20002

李启明，李凯林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166 页
本书编者特约了富有写作成就的知名专家、学者、教授撰写经济论文的体会式文章 11
篇。作者通过现身说法，全面而又有所侧重地阐述了经济论文的选题、创新、布局等经济论

文写作中的核心问题，对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具有
启发、借鉴和指导意义。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高校“十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选》
馆藏索取号：G644/20032
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463 页
本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 23 个学科领域，勾勒了这些学科“九五”期间的研究成果，
并在回顾“九五”研究工作和分析今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学科“十五”期间的研
究趋势、重要研究领域、重点研究课题和实施办法等建议。
3、《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优秀范例》

馆藏索取号：D920.0-53/20031

北京大学法学院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87 页
本书收入的 16 篇论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从已经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近 300
多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选题集中在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等一些学科。
在写作方法上，既有法社会学的描述性方法，也有采取传统的注释法学的方法，对法律规范
进行精确诠释。并在每篇论文前附有导师点评。
4、《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
馆藏索取号：C11/2005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20 页
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要趋势的国际性研究著作。它主要强调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对世界发展、社会变革、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本书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
、
经济学、人口统计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还涉及跨学科研究的共同机制、数学模型方法、
跨文化与跨国界研究、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际间的理解等交叉性研究。
5、《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人文科学卷》（上、下册）
馆藏索取号：C11/2005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0 页
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要趋势的国际性研究著作。它主要强调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对世界发展、社会变革、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本书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美学、
艺术学、法学、哲学等多个学科，还涉及跨学科研究的共同机制、数学模型方法、跨文化与
跨国界研究、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际间的理解等交叉性研究。
6、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 (文科学士) 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馆藏索取号：G642.477/20032/1-10

共 10 卷。

陈平原等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10 册
本套图书包括文学卷、法学卷、经济学卷、教育学卷、社会学卷、心理学卷、哲学卷、
新闻学卷、历史学卷、艺术卷共 10 册。

相关链接
大学生、研究生论文写作相关资料介绍

本馆中文图书阅览室的工具书区域收藏有《中国国家标准汇编》
，索取号：T-652/842
从中选出部分与此专题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供读者参考。
1、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GB7713-1987；
2、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7714-1987；
3、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4-1995；
4、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地址：暨南大学金陵四栋架空层
E-mail: Thouxl@jnu.edu.cn

GB/T 1583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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