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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论依据(另起一页)  
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  (标题为黑体小四)  

课题来源：自选课题（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  

（二）研究目的 
1、通过对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纠纷案事件研究，发现此类纠纷案事件的特点

和形成原因，从而为探索解决青岛市撒拉族人员纠纷事件提供方向。 

2、 通过对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问题研究，进一步分析形成矛盾纠纷

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目前处理此类案事件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并提出一些建设性对策帮助公安等政府部门提高应对水平，进而从少数民族问题

源头出发，更好的服务于青岛市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 
（发现了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 

（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转变，身处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走向经济

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打工、创业、就学、安家，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

形式的人口流动和聚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缩小了东西部经

济差距，但同时，也对社会管理、社会稳定等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 

本文全面收集汇总了青岛市撒拉族人员务工情况，对公安机关受理的涉及撒

拉族人员的案件进行了分析研判，特别是针对部分撒拉族人员聚众抗拒公安机关

执法、引发群体聚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的情况，从历史、民族、社会和现实

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深度剖析，得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结论，提出了

有参考价值的工作建议，以期在处理类似问题是给予参考和借鉴。 
(提示：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 
 

 

 

 

 

 

 

 



二、文献综述(另起一页) 
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动态；献的查阅范围及手段 
（一）XX 研究现状(标题为黑体小四，注意：是研究现状，而不是现状) 

注意： 

1）国内外可以不分 

2）不要资料堆积，没有分类没有层次 

3）学术史（时间维度） 

4）研究现状，不是现状 

关于纠纷解决的理论，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丰硕。同时由于国情的原因，以及

西方学者在民族、族群的划分标准上和我国不尽相同， 

(提示：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 

 
 

（四） 文献评述(标题为黑体小四，文献评述必须有，它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提示：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 

文献评述必须有对前人研究的总结。这些总结不是别人的观点

罗列和堆积。而是自己根据理解对前人的研究，按照一定的分类原

则进行分类。评述其研究的： 

（1）共识是什么，分歧时什么？ 

（2）已有的表现维度，缺乏的维度是什么？ 

（3）特别是研究的不足，需要明确指出来，以更好的切入我们

研究，让我们的研究显得有意义。 

 

 
所阅文献范围及手段 

主要通过“中国知网”、“维普数据”、“万方数据”等网上数据库查阅了国内

外关于城市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矛盾纠纷问题研究、撒拉族

等领域的期刊文献和论文，通过海大图书馆收集了国内部分民族领域、社会学领

域学者撰写出版的相关书籍，还查阅了公安部、省公安厅对于当前涉及少数民族

群体性事件、涉及少数民族治安、刑事案件的有关部署、规定性文件通知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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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兰州大学, 2011. 

[14]陈小伟. 从一起案例谈公安机关在处置涉及少数民族纠纷的事件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J]. 公安教育,2013,04:43-46. 

[15]王燕. 民族纠纷案件处置与和谐社会构建[J]. 江苏警官学院学

报,2013,06: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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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2011,0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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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胡兆义. 撒拉族民族认同研究[D].兰州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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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篇文章的参考文献的格式为准，如果有任何的不明白，请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bc2d3b649b6648d7c1c746f8.html） 

参考文献的数量应该不少于 30篇。 

(提示：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 

参考文献要： 

1）高：高层次的期刊，论文，论文水平高，篇幅长；CSSCI；

北大核心， 

2）新：近 3年的发表的论文至少 50%； 

3）多：多看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期刊论文，开题报告至少 30

篇，毕业论文至少 6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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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另起一页) 
（一）学术构想与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技术或问题 
1、研究思路 

本论文的论证思路分为三步： 

首先：立论，确立研究的对象，就是解决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案事件工作

对策。论文在近年来青岛市务工经商的青海省循化、化隆两县的撒拉族人员

逐年增多的大背景下，分析研究当前青岛市处理涉及撒拉族引发的矛盾纠纷

案事件的工作情况。 

其次：寻找论据，从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案事件产生的特点和原因入手，

分析采取现行工作对策的原因和目前工作对策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何会

经常出现撒拉族群众大规模聚集上访闹事及漫天要价的赔偿？通过具体案例

分析目前工作对策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原因。 

最后：提出对策，解决“怎么办”问题。在当前青岛市处理涉撒拉族纠纷

案事件工作对策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矛盾纠纷存在产生的原因和当前工作的

不足，进一步引发思考，对症下药，提出未来更好的解决方案和工作对策，

提出“三性三度”理论，有效做好青岛市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 
最好有： 
分析框架、解释框架、思考框架 （三选一） 
 
2、主要研究内容 

[以本篇文章此部分的序号为准，尽可能的展开三级目录，也就是到

（一），无论是开题报告，还是毕业论文中，标号系统使用： 

第一章 

1.1  

1.1.1 

 

 

第一章； 

一、（一）；1、；（1）；①；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二、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解决对策的主要研究内容 

三、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解决对策的研究意义 

四、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我国撒拉族情况概述 

（一）撒拉族人口分布 

（二）撒拉族历史由来 



（三）撒拉族宗教信仰 

（四）撒拉族风俗习惯 

二、青岛市撒拉族情况概述 

（一）青岛市撒拉族人员情况 

（二）青岛市撒拉族从业情况 

第三章    青岛市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情况 

一、青岛市涉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因素分类 

（一）因经营利益引起的矛盾纠纷（所谓行规） 

（二）因拉面馆租赁引起的矛盾纠纷 

（三）因宗教习惯引起的矛盾纠纷 

（四）与汉族日常琐事引起的矛盾纠纷 

二、青岛市涉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特点 

  （一）政府 

  （二）社会组织 

  （三）借口民族宗教问题干扰法律实施 

  （四）因涉及民族宗教问题处置难度大 

三、涉撒拉族纠纷形成原因 

（一）传统道德约束功能弱化、法律意识淡薄是主观原因 

  （二）所谓的“行规”是引发矛盾的直接原因 

  （三）利益竞争是引发矛盾的内在原因 

  （四）民族宗教问题在部分矛盾纠纷中是深层次原因 

第四章   当前青岛市处置涉撒拉族纠纷工作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问题 

（一）处置不当易由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二）心存顾忌迁就了事造成“漫天要价”事件频发 

（三）缺乏统一工作协调机制造成各部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局

面 

（四）只解决表面未触及根源造成隐患长期存在 

二、原因分析 

  （一）不合理的“行规”存在就会导致拉面馆纠纷事件频发 

  （二）不引导撒拉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当地 “隔阂”始终存在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尚未完善 

第五章  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解决对策的思考与建议 

一、提出处置涉撒拉族纠纷“三性三度”工作理论 

  （一）掌握纠纷的“民族性”特点，把握处置尺度 

  （二）掌握处置的“法律性”原则，把握法律量度 

  （三）掌握工作的“情理性”原则，把握团结高度 

二、引导清真拉面行业公平竞争，规范合法经营 



（一）借鉴我国其他地区先进经验 

  （二）借鉴青岛市朝鲜族服务管理经验 

  （三）借鉴自治理念，发挥 NGO（拉面协会等）作用 

  （四）引导协调拉面行业转型，以地方经济发展带动民族团结 

三、巧用化解矛盾纠纷“十个方法” 

    亲情感召法，釜底抽薪法，对症下药法，换位思考法，借力帮助法，

逐个击破法，冷却处理法，息事宁人法，将计就计法，取证威慑法 

四、加强网络舆情监督引导，防止事态扩大 

五、加强民族政策宣传，广泛开展文化、法律宣教 

结语 （建议有） 

 

最要的章，重点章，尽量展开 3级目录，以便提出观点。 

让老师能看出你想写什么内容。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基于对青岛市近年来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多发的现状深入分

析，找出此类纠纷案事件特点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设性对策帮助解决涉及

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有针对性地提高政府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纠纷案事件

水平。 

（3）进一步引发思考，从根源上减少、避免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

的产生，使撒拉族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当地生活，做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和

民族团结工作。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或研究步骤、实施方案及可行性分

析 

1、具体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

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通过阅读大量互联网及图书馆的书籍、资料及文献，总结涉及撒拉族矛盾纠

纷案事件特点、形成原因、解决对策，形成理论体系。 

（2）比较研究法。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因为有了比较才能

够区分，因为有了比较才能够借鉴，没有了比较就不能全面的认识自我，发

现问题，在科学研究领域，为了探寻研究对象的现象及其本质，往往需要借

助参照系。通过对其他地市涉及撒拉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矛盾纠纷案事

件的研究分析及青岛市其他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的研究，在对比中求得结

果，在参照中获得最佳方案。 

（3）案例研究法。本人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公安和少数民族相关的工作，

特别关注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的问题，掌握较全的相关案事例，通过



对研究对象的大量观察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其发

展规律，总结一套最适合青岛市涉撒拉族纠纷解决对策的方法。 

2、技术路线 

（1）提出问题。通过近年来青岛市务工经商的青海省循化、化隆两县的

撒拉族人员逐年增多的大背景下，提出涉及撒拉族引发的矛盾纠纷频发的问

题。 

（2）分析问题。分析青岛市涉及撒拉族引发的矛盾纠纷特点及产生原因。 

（3）解决问题。提出在处置涉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时要把握“三性三

度”原则，巧妙利用解决纠纷的“十个方法”， 尊重宗教信仰发挥清真寺阿訇

作用，引导清真拉面行业公平竞争、规范合法经营，以地方经济发展带动民

族团结，从根源解决矛盾纠纷的发生。 

 

3、实施方案 

（1）继续搜集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的案例，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

理。 

（2）构建文章的逻辑思路和框架体系，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与研究。 

（3）梳理青岛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问题现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案事件

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 

（4）通过总结、比较与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此类矛盾纠纷的工作对策与

建议。 

（5）完成论文整体结构，进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4、可行性分析 

（1）研究背景： 

如何化解和谐社会建设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纠纷与矛盾，探索适应

当前民族、宗教、流动人口以及经济利益多元化现实的调节机制，是亟需研

究的问题。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

群众纠纷案件处置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顺利发展。研究青岛市涉

及撒拉族矛盾纠纷问题，对青岛市推进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2）研究基础：本人在学习期间就特别关注于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

纷的问题，翻阅过大量的与之相关的书籍和论文资料，同时我的导师王印红

老师学术精湛、视野广阔、研究领域宽泛，对我本次研究的课题能够进行专

业的指导。 

（3）个人知识结构：本人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公安和少数民族相关的工作，

特别关注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的问题，掌握较全的相关案事例，并阅

读过大量相关的书籍、论文等，积累了一些资料，这些都为本文的研究打下

了基础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 

必须， 

（四）预期研究结果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讲有： 

1、 掌握目前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频发的现状； 

2、 明确青岛市涉及撒拉族矛盾纠纷案事件的特点及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3、通过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分析，掌握今后处理此类矛盾纠纷案事件

的处置原则和方式方法； 

4、引发进一步思考，如何从根源上减少、避免此类矛盾纠纷案事件的发

生，以地方经济发展带动民族团结，使青岛市撒拉族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当

地生活，推动青岛市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和民族团结工作。 

 

(提示：正文为宋体小四，行间距为 1.25，标题为黑体小四) 

 

 



四、论文安排(另起一页) 
序号 阶段及内容 起讫日期 阶段成果形式 

 

1 

 

 

 

2 

 

3 

 

4 

 

 

5 

 

查阅收集文献资料，与导师沟

通确定选题，明确基本思路与

写作框架，完成开题报告。 

 

开题答辩。 

 

撰写完成论文初稿。 

 

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完善论

文初稿并定稿。 

 

论文答辩。 

 

2015.9—2015.12 

 

 

 

2016.1 

 

2016.1—2016.10 

 

2015.10—2015.11 

 

 

2015.11 

 

开题报告 

 

 

 

完成开题答辩 

 

硕士论文初稿 

 

硕士论文定稿 

 

 

完成论文答辩 

 



五、评审意见(另起一页，提示：其他页可以双面打印，但本页单独打印)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小组意见： 

 

 

 

 

 

 

 

 

 

审核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研究生开题报告的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