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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科基金与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何

关系？

社科基金与我们的科研是密切相关的，是我们

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研究方向、研究

兴趣和研究焦点密切相关。通过社科基金项目，可

以使我们研究的问题更加明确，同时这些研究项目

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越走越远。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去申报

各类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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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各类社科基金项目有什么益处？

（1）可以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去思考自己

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2）可以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些项目经

费可以用来购买自己研究生涯中所需要的图书、数

据、设备和各类服务。

（3）能够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过程中，

有些学校还会给予 1∶1 的配套资金来支持老师们

做研究。

（4）一个社科基金项目的完成，意味着研究

者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又多了一些成果，无论

是论文还是专著，无论是案例还是理论，它们都丰

富着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体系，同时对研究者的教学

工作和产业实践工作都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因此，对于每一位普通老师来讲，申报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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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金之前都要好好地问一下自己：我是否只是一

个机会主义者？

如果回答是，那你也许并不会很好地去做那些

扎实的基本功，基本功做不好，妄谈申请书的填报

技巧或润色技巧，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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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大学的老师能成功申报国家社科

基金吗？

当然能。

通过每年的项目申报情况就可以得出，除了“清

北人师”这类“985”“211”以及“双一流”大学

每年有数十项的项目申报之外，很多三、四线城市

的普通大学都会有几项到十几项不等的项目申报。

所以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申报

就好像高考一样，虽然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比起其

他类型的社科基金来说，其公平程度应该是最高的。

例  以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

新闻传播学立项为例，除了中国传媒大学获得 4 个

立项课题之外，获得 3 项或 2 项课题资助的高校只

有 30 余家，其余获得 1 项课题资助的有很多是普

通大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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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通大学的老师有“竞争优势”吗？

从立项结果来看，国家每年会对地方高校和普

通高校的教师有适当的政策倾斜，如对青年项目有

适当的倾斜，对西部项目有专门的政策。所以，如

果在基本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普通高校的老师反而

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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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把“竞争劣势”转变为“竞争

优势”？

要立足自己所在的省市、高校和专业寻找一个

独一无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

比如在云南或者广西的老师，可以尽可能地避

开研究中美贸易战或者人工智能、区块链这样的选

题，选择一些与少数民族话题或者东南亚话题相关

的选题。因为有地缘优势，或许这类选题会更适合

自己。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立足点。比如，选择研

究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可以与自己所处的地域、学

校和专业相衔接。

例  比如财经类的大学老师，可以研究贸易战对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类的老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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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内媒体关于贸易战的话语传播对公众认知的

影响等。以 2021 年普通高校立项中部分有关民族

选题的一般项目为例，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21年普通高校立项中部分有关民族选题的一般项目

课题名称 工作单位
所在

省市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南边

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西部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西部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影响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

高效能治理视域下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广西

西北民族地区“三股势力”社

会动员阻断机制及对策研究
兰州文理学院 甘肃

西南民族地区“三调联动”机

制实证调查与法治化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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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什么要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准

备课题申报？

每年到 12 月选题指南刚刚发布的那几天，很

多人会特别兴奋，雄赳赳气昂昂地立下宏愿：今年

一定要好好地写申报书，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内，

全力以赴。

但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是“最不在状态的两个

月”，学校要组织期末考试，孩子要放寒假，要筹

备新春佳节等，很多事情都会影响自己的状态。

所以，如果仅靠最后两个月去“突击”一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书，单论 7000 字的申报书

能不能在两个月内顺利完成，都是一个问题。更何

况，还有很多前期材料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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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题指南发布前如何准备？

有一些工作必须要在前期准备好：文献综述、前

期成果、团队成员。

（1）文献综述要提前

很多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申报书中相对比

较烦琐也比较难写的地方，就是文献综述。这其实

说明了一个问题，文献综述难写，是因为在填写申

报书之前没有对这个话题进行过相对系统和比较深

入的研究。如果在此前一两年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

选题的各个方面，且查询过大量的文献资料，那

么此时再做文献综述，基本上就是手到擒来！如

果前期没有做这些工作，等到选题指南发布了再

去做，时间上就有些紧张了。因此，可以把这部

分工作往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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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期成果早积累

前期成果其实是和文献综述密切关联的。很多

老师的选题都不错，甚至可以用非常好来形容，但

是，缺乏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这就好比木桶原理，

其中一块木板比较短，能装的水就少了大半，同样，

申报书的综合成绩就会下降很多。

在做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可以边做边寻找思路，

完善自己的观点，同时就感兴趣的话题形成自己的

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是论文、报告、专著，也可以

是校级、市级或者省部级的课题。反过来看，自己

在形成前期成果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检索大量的国

内外文献。检索用完的文献，千万不要把它们一键

删除，而是应该适当分类，将其存储到硬盘或者网

盘上。如果怕以后找不到这些资料，就要认真地把

文件夹命名为“国家社科基金所需资料”，以便后

期进行搜索。当然，前期研究成果和文献综述其实

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同时进行，等到选题指南发布

的时候，我们最起码已经有了相关的普通期刊、核

心期刊乃至专著等成果了。这些东西是临阵磨枪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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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的。

例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工具进行文献搜集，比如在

知乎网站上询问关于 C 刊发表周期的问题，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知乎上关于 C 刊发表周期的问题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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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队成员时时想

除前期材料外，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团队

成员。青年课题的成员要求都得是青年，普通课题

的成员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和研究的课题相关。比如

想要研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新媒体网络舆情引

导机制，团队成员中就得有相关的医疗专家、政策

专家、大数据专家、舆情专家等。这些人可以在平

时的社交关系中找到，需要提前和对方沟通，并且

邀请其参与到研究团队中来建言献策。但也有可能，

在我们的社交关系中，缺少一位大数据专家，那么

这半年的时间我们就需要想办法结交大数据专家或

者技术人员来不断调整团队成员。 



第一章  了解国家社科基金及申报准备工作 15

8. 怎样更好地撰写申报书？

很多朋友写申报书的时候都是悄悄进行，生怕别

人看见自己的选题并抄袭了去。其实这种行为并不可

取，因为你喜欢的选题，别人可能并不感兴趣，也许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选题非常好，但是他们并没有跟你

一样的前期成果作支撑。如果他真的能抄袭你的选

题，并且成功了，这说明他可能比你更适合这个选

题。事实上，我们未发现的好选题还有很多，没有

人愿意冒着学术不端的风险去抄袭别人的选题。

既然这种风险很小，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自己的

选题和申报书拿出来，跟好朋友讨论，让同事、专家

哪怕是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提意见、建议。其实我们每

个人都天生爱寻找别人的缺点，不管我们是否成功申

报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几乎看一眼，就会很容易发

现哪个地方不对劲。帮你找缺点的人多了，你所写的

申报书问题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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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什么要好好给申报书挑毛病？

我们写好申报书后不应该害怕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同事专家挑毛病，也不应该怕他们笑话。而是应

该怕他们不说实话，搪塞地说挺好的。

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申报书还有一

周就要提交了，虽然申报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

题目不好、格式不对、文献有问题、研究框架不清

晰……但是，他的选题方向是好的，前期的基础工

作也是认真完成的。这种选题，要是连校级评审都

过不了，就会很可惜，但是当局者迷，到了自己已

经发现不了申报书中的问题和瑕疵的时候，就必须

拿给别人看，让别人来帮你找问题。

所以前期我们要早点动手，选题的时候要跟别

人讨论，确定题目的时候要跟别人交流，撰写申报

书和活页的时候也要边写边跟别人深入交流，写完

之后更要跟别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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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申报书和活页有哪些撰写技巧？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短短的 7000 字告诉

评审专家：我是谁，我要研究什么课题，为什么这

个课题我能做好？这时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分量和价

值，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精雕细琢，每一段话都要

有其应该明确传达的意思和内容。

其次，在撰写的时候应该转换一下思路，站在

评审的角度来看待这份申报书。也许我们很多人没

有当过评委，但我们可以借鉴我们评审过的本科生、

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以及学生们的试卷，评判一下什

么样的毕业论文和学生试卷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

看看自己撰写的申报书是否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后，就是要搞清楚申报书和活页的各个部分

的作用是什么，撰写的原则是什么，应该注意的技

巧是什么，还有哪些错误的思维和策略必须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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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是否有一个好的标题，这个标题能否给别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标题没有亮眼之处，那么你

的申报书沉没在茫茫申报书中的概率就非常大。 

所以，要想写好申报书就必须付出大量的心血、

时间和精力。只要打好了基本功，再加上具体的申

报技巧，对于每一位普通教师来说，一年搞定社科

基金申报绝不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毕竟有那么

多普通老师的确在一年之内就可以搞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