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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选题原则与注意事项 # （%）选题原则：!需要与可

能：需要是选题的首要原则，即满足医药教研工作的需要，面

向实际，有的放矢，按需选择；可能性原则是选题的基础，选题

应充分顾及主客观条件，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如为专科

经验和教学题目可稍大一些；如属科研的选题、论证或难点的

解决，题目可小些、针对性强些。"求实与创新：这也是选题

的科学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求实和创新，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侧面。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以事实或理论为根据，不好高

鹜远，不哗众取宠，不贪大求全，不脱离实际。有时即使选题

很好，但由于力量有限，也可以考虑将整个课题化大为小，化

整为零，逐步深入，各个击破，虽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以达

到集零为整的目的，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等级、多阶

梯的课题系列。#审时度势：选题要注意时机，掌握火候，这

是选题的及时性原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早，条件不成

熟，白费力气攻不下来；过晚，会重复别人的劳动。如何把握

瞬息万变的需求动向，辨别价值重大的情报信息，抓住千载难

逢的良机，甚至不惜对选题和课题作出及时的调整，这也是选

题艺术的精华所在。$扬长避短：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选

题的可行性原则。对于每个人而言，也会有长短的差异，如你

长于理性思维，我巧于文献搜集，你爱好综合，我精于专业的

各种情况，所以应选择本专业、自己业务所长或正在研究的课

题，这样对文献易融汇贯通、准确理解，做起来更得心应手、事

半功倍。另外，要根据所占有文献资料的质与量选题。只有

文献数量较丰富、能较全面反映各方面论点，又在分析、对比

与综合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符合时代发展、满足工作需要的题

目。%讲究效益：选题还要讲究社会效益和和经济效益，这不

仅是选题的重要原则，也是评价成果的重要依据。题目不宜

过大，范围不宜过广。有时为了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可分为若

干小题目写成系列性的综述。不计成本、不惜工时、不重效益

的选题，不利于改善选题的针对性、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接

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促进成果的商品化，这也可看作是选题的

经济性原则。

（"）选题的注意事项：!与医药学日常工作相结合：应根

据本单位工作的具体情况选题，有的放矢，不能’ 照葫芦画

瓢’。如医院药学工作者放着药物剂型不研究，去选择药物

合成方面的课题，工作与研究相脱离，结果两方面任务都完成

的不好。"充分利用别人的经验：要充分利用文献和参考别

酸甘油有较强的吸附作用；第四类是软包装，主要是塑料膜或

塑料、纸、铝箔等制成的复合膜。一般分单层膜与复合膜。单

层膜常用纸、聚乙烯、聚丙烯、尼龙、铝箔、聚苯乙烯薄膜等，复

合膜是由两层或两层以上种类相同或不同的薄膜贴合在一起

制成，从而可发挥一种或多种功能，基本结构是以纸、玻璃纸、

尼龙、聚酯等非热塑性高熔点材料为外层，以未拉伸聚乙烯、

聚丙烯等热塑性材料为外层。

理想的药品内包装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能保护

药品不受或少受环境条件的影响；（"）不与药品起相溶性作

用，不影响药品的气味、外观及内在的质量；（#）材料本身无

毒副作用；（(）能适应药品加热、碰撞等各种特殊的要求；（)）

便于药品运输、储存、患者携带方便和使用，同时在规定的使

用时间内确保药品的内在质量、并安全有效。目前研究的现

状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研究少、不重视。无论是药品生

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生及患者，还是药品包装材料生产厂，均

对药品包装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将药品包装材料放在应有

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包装材料组

成的复杂性与中药所含成分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对

此研究的难度；（"）人们对药品的包装着重放在其美观和识

别的作用上而不是其保护作用；（#）研究方法与指标单一、片

面。包括药物和包装材料选择少、指标多为定性指标，如吸湿

性、外观等变化，缺乏研究目标的一致性；（(）研究结果只对

所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意义，而不具有普遍性、指导性。

对中成药内包装与药物相容性问题进行系统、较为全面

的研究，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包装材

料与中药各成分相容性的规律，建立药物性质与不同内包材

的应用指导原则，解决目前国内医药界在内包装材料选用过

程中的盲目性、随意性，避免由此造成的经济、时间的浪费，特

别是可能造成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从而填补中药研

究与生产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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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验选题。例如，要开展生物利用度研究，就应当了解国

内外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再考虑自身的研

究计划，决定取舍，选好主攻方向，避免盲目性。有人说! 文

献缝里找题目!，从狭义的观点看，不失为一种选题方法。!
统筹安排人力、物力：选择一个题目必须考虑所研究对象的来

源、设备条件、主要研究人员时间及志趣等。考虑必须周密严

谨。如研究肿瘤，要有病理诊断；研究肺结核要有胸片；测定

药物浓度起码要有分析仪器；开展体内药物分析，起码要有样

品分离、预处理手段等。

!" "" #$ 编写格式$ 各种综述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不同，编写格

式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基本上可以包括前言、主体、总结、

参考文献四部分。

（#）前言：主要阐明本综述的目的、有关概念的定义、资

料来源及综述的范围。范围包括：! 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

综述范围切忌过广、过杂；!时间范围!，必须声明引用文献的

起止年份。简要介绍本专题的历史、现状、理论和实践意义以

及不同学派的争论和争论焦点，引出所写综述的核心主题，这

是读者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也是写作综述的主线。前言力

求简洁明快，开门见山，要有一种紧扣读者心弦，促其一口气

读完全文的吸引力，文字一般在 $%% 字左右。

（&）主体：主体是综述的核心，关系到整个综述的质量，

包括论据和论证两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比较各家学说及其论据来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现状及

发展方向等。叙述的方法由一般到具体，由远及近，由传统、

经典到现代及作者的观点和经验。应该按标题、分层次地叙

述本专题涉及的各个方面，需要注意各标题之间的过渡与照

应，前后衔接要得当，上下相呼应。主体如果是总结历史的经

验教训，以回顾历史为主；如果是介绍现状，则以目前状况为

主。二者均需对前人的有关论点或成就作细致的描述，并明

确提出至今未解决的问题。要在恰当截取材料上下功夫，截

取的资料要完整客观地反映问题，不能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

对有创造性和有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加介绍，并引出

主要论据；对陈旧、过时的或被否定的论点则可从简；对有争

议的问题要介绍各家观点，进行比较，指出问题的焦点和可能

的发展趋势，一般将肯定的观点写在前，否定的观点写在后。

综述写得成功不成功，主要看主体写得充实不充实。一篇优

秀的综述，应该是立论有据，条理清楚，血肉相兼，丝丝入扣，

让人回味无穷。

（$）小结或总结：主要是对主体部分所阐述的内容进行

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指明该学科当前国内外主要研究

动态、实际意义、存在的分歧与主要问题，指出今后发展趋势。

力求简明扼要，内容应重点突出，文字要短小精悍，注意与前

言所提问题相互呼应，使读者阅后有个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综述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相当于该专题国内外文献目录，是检测文章科学性与作者

专业水平的试金石，可为论述提供可靠依据，使之有很高的可

信度。

!" "" %$ 写法$ （#）列举法：即把所述主题中包括的几件事物

分别列举，加以介绍说明，最后进行分析和比较。适合于阐述

多种观点、产品、技术或几个国家情况的专题。列举法是最常

用、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阶段法：根据历史年代进行分析研究，找出科学技术

或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归纳成几个

阶段进行综述。这种方法适合介绍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某项

技术的发展过程。如动态性综述，关键是把学科发展阶段划

分得准确，按时间先后，提出学者姓名，摆明他们的观点，每一

个阶段要有代表性文献，旁支侧翼的文献可多可少。

（$）层次法：适合于写作课题涉及面广的文章，它是随着

课题的深入阐述，根据问题的层次，抽出几个小标题，把文章

组织起来的。每个小标题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

是深度上的，也可以是广度上的，主要取决于写作的目的。

（’）分析法：即在论述范围内，抽出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作

专门分析。对于不宜按年代划分阶段，又是单一的新兴学科、

技术或产品，单一的新理论，或是整体性强的问题，宜采用这

种方法，通常需要对素材重新组织编排。

（(）综合法：这是指在一篇文章中同时采用上述 ’ 种或

其中某几种方法，用中标题、小标题、细标题相互搭配，这种方

法适用于涉及范围较广的课题。

!" "" &$ 注意事项$ （#）勿将综述与自己某项具体工作混为

一谈，否则文章会变成既非综述又非科研报告。也不要将综

述写成述评，因为综述的重点在!述!，而述评的重点在!评!。

（&）资料要丰富，内容应充实，对材料、观点处理应得当。

只归纳原始文献的观点、理论和关键实验技术的实质，对原文

献的压缩比一般在 #) ’% 左右，一般选 $ * ( 年的近期文献为

主，但也不忽视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远期文献。这样，既反

映了本综述各阶段发展的历史，又重点抓住了最新发展动态，

使预测发展方向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选题要适当、新颖、实用，不要太宽太杂，要用专题学

科范围和年代范围进行限制。选某方面范围较小的专题，因

题目小而具体，资料往往处理得好一些，写得比较集中，适用

于初学者；全面系统地介绍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进展，题目

大而篇幅长，需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专业上有很深的造

诣，常由这一领域的专家担任。

（’）文献要可靠，文笔要流畅，勿做第二手综述文章。所

谓第二手综述，是只读过几篇别人写的综述，以其所引用的参

考文献作为自己!读过的!参考文献，再综合在一起或添加些

个人观点的综述。这种综述肤浅、无意义，还往往是造成误解

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时可给综述的科学价值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引用自己亲自阅读过的原文，才能将

错漏的地方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

（(）小结要精练，展望有启发。在综述的最后一般要有

小结和展望，小结要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精辟的概括，要用最

简短的语言说明最复杂的问题；展望是就所综述的此方面进

行前景预测，但不能偏离主题，展望不能凭空想象，要有科学

依据地进行推论，要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篇好的综述，一般在学术构思层次方面非常清晰

明确。文章布局应合理，结构要严谨。要做到材料与观点统

一；叙述国外情况要面向国内；叙述过去和现在时应以现在为

主；理论和实践经验要统一；要求实，不要虚夸；要严谨，不要

拘泥；提出论断要有定量的数据为佐证；要从可行性入手，提

出估计和措施。综述文章未见有约定俗成的模式，主要是量

体裁衣，视主题而定。不言而喻，语句生动，事例鲜明，叙述得

当，布局合理，对撰写好全文是至关重要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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