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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中文文章撰稿指南 

 

 

简介 

《中国文字》是一份同行评议的国际学术期刊，专注于中国文字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国文

字》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CSACC）主办, 由SAGE集团出版。《中国文

字》刊登英文文章和中文文章，欢迎原创文章、研究综述、书评等类型的文章，研究范围包

括现代汉字、古汉字、东巴文字和水书等研究，以及关于古典象形文字如古埃及和美索不

达米亚文字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字》致力于文字形态的研究，即符号的结构及其功能；文

字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文字的认知和习得的研究等。 

 

期刊的目标和范围 

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体系的代表性文字。世界上其他的主要文字皆属于表音文字体系，是

语言研究的一个有机成分。中国文字具有复杂的结构形式，使用成千上万的文字符号，因

此自身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中国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

一切人文研究的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文字目前已知的历史即有三千三百多年，源远流长，传承完整，是研究表意文字系统

的最好的对象，从中可以发现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多样性。对于文字符号构成、文字和语

言的关系、符号和意义的全面研究可以促进语言研究，符号学研究，认知研究等相关学科

的发展。 

《中国文字》是第一种全球发行的系统研究中国文字系统的专业期刊，旨在促进中国文字的

深入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设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 

本期刊欢迎以下范围内的文章： 

 现代汉字、古文字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研究，如蒙古文字、东巴文字等 

 对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及亚洲其他表意文字的比较研究 

 和中国文字相关的符号学研究 

 汉字认知与习得研究 

 鼓励中国文字与古代史、古代文献、考古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欢迎有关符号和意义

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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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期刊提交和发表文章不需要支付费用。 

在将稿件提交至jcw@ecnu.edu.cn之前，请您仔细阅读并遵守以下提供的所有准则和指南。

不符合这些准则和指南的稿件将被退回。 

只有符合《中国文字》目标和范围的高质量的稿件才会被采用并审稿。 

请保证您所提交的稿件是您的原创作品，您对此作品享有著作权。您所提交的作品必须为首

发，而不是在他处已经发表的作品。提交本期刊的作品不允许一稿多投。同时，保证您使用

任何不属于您的版权的部分已获得必要的许可。 

1. 文章类型 

    《中国文字》刊登关于中国文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问题的原创文章、研究综述、书评等，

其中包括古文字研究、中古汉字研究、现代汉字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汉字规范与应用研

究、文字理论研究、古代文献研究、各类少数民族文字研究、文字比较研究、汉字教学与汉

字认知、汉字习得研究等，以及与汉字有关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本刊文章一般不超过10,000个字，包括所有文字内容，如正文、标题、摘要、关键词、

参考文献、表格等。本刊不刊登太长的稿件。原创文章一般8,000-10,000字；研究综述、书

评一般5,000-8,000字，如果作者担心自己的文章会被裁减，在提交之前请自行作必要的删

减。 

2. 编辑政策 

2.1 同行评审制度 

    《中国文字》严格执行双盲同行评审制度，即评审者及作者的个人信息均保密。评审者

可自行决定在评审中是否向作者透露自己的信息，但通常是双方身份都保密。编辑部会尽快

处理稿件，一般在2个月内作出是否刊用的决定，并将信息反馈给作者。若不符合期刊稿件

范畴，或明显不符合学科和编辑标准的论文将不会发送给外审专家审查。 

    编辑委员会的主编或其他成员可能偶尔提交自己的稿件，以便在期刊上出版。在这种情

况下，同行评审过程将由编委会的其他无利益相关成员管理，提交稿件的主编、编委会会成

员将不参与整个决策过程。 

2.2 作者身份 

    对该论文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所有人员均应列为作者。提交的论文要得到参与论文创作的

所有人员的授权，论文提交者需仔细检查所有对论文作出贡献的人是否都已纳入到论文中。

主要作者、作者排序和其他出版权益应基于相关个人的学科或专业贡献而定，不受作者身份

地位影响。比如，如果论文在实质上是在学生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在有多个作者

时，学生通常应被列为主要作者。 

2.3 致谢 

致谢部分应列在文章末尾，在您的利益冲突声明（如果有）后，注释和参考文献之前。 

所有不符合作者标准的论文参与者均应列在致谢部分，比如提供纯技术帮助者、写作辅助，

或仅提供一般支持的系主任等。 

2.3.1 写作协助 

    提供写作协助的个人，例如专业咨询公司则不属于作者，因此应包括在致谢部分。作者

应当声明是否有写作辅助，并明确提供此项辅助的实体机构，包括个人姓名、公司和投入程

度等。 

    使用语言润色服务没有必要声明。  

    请单独提供个人致谢文本，以方便匿名同行评审。 

2.4 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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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要求所有作者在一个单独的标题下以一致的方式注明其基金资助。如果没有基

金资助，则说明本研究没有收到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性资助机构的特定资助。 

2.5 利益冲突的声明 

    《中国文字》鼓励作者作出任何冲突利益的声明。 

    在“期刊投稿出版协议”中，您将被要求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声明进行确认。《中国文

字》的政策要求所有作者都须声明利益冲突，声明应标注在刊物编有页码的书页上。 

    请在您文章的正文后面，致谢之后和参考文献之前，在标题“利益冲突声明”下确认。

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可以注明“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在作出声明时，提供的信息必须具体，其中包括文章的所有作者与所有赞助单位的全部

财务关系，以及赞助单位所代表的营利性利益，以及与在文稿中讨论或暗示的任何营利性产

品的关系。 

3. 出版政策 

3.1 出版道德 

SAGE致力于维护学术记录的完整性。 我们鼓励作者参考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作者的

国际标准。 

3.1.1 剽窃 

    《中国文字》和SAGE非常认真地处理版权侵权、剽窃或其他违反出版标准的问题。我们

寻求保护作者的权利，如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被指控有剽窃或不当使用的问题时，我们都会进

行调查。针对错误行为，我们同样力求维护“期刊”的声誉。收到的稿件会使用查重软件检

查。如果发现某篇文章剽窃，或未经允许，或未明确声明，使用了第三方版权材料，或文章

的作者身份有争议，我们保留采取相关行动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发布勘误，撤销文章（将

其从期刊中撤除）；与作者所在机构的部门主管或机构负责人和（或）相关学术机构或社团

讨论此事；禁止作者在本期刊或所有SAGE期刊上发表文章，或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3.1.2 已出版的文章  

    SAGE期刊不接受已发表的材料。请参阅SAGE“期刊作者门户”指南，如果有疑问，请联

系编辑部：jcw@ecnu.edu.cn  

3.2 投稿者出版协议 

    在出版前，SAGE要求作者作为版权所有者签署“期刊投稿者出版协议”。SAGE的期刊投

稿者出版协议是一个独家许可协议，这意味着作者保留着作品的版权，但授予SAGE唯一和专

有的法律意义上完全的出版权。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在SAGE期刊“期刊作者门户”上的常

见问题及回答。 

3.3 开放存取和作者归档 

    《中国文字》通过“SAGE Choice”项目提供可选的开放存取出版。更多信息，请访问

SAGE Choice。有关如何遵从资助机构的要求以及将文章存储在有关数据库的信息，请访问

SAGE“期刊作者门户”上有关出版政策。 

3.4 许可 

    作者负责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用于使用之前在其他地方发布的所有插图、表格、数

字或长篇引文。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SAGE“期刊作者门户”上常见问题及回答。 

4. 稿件的准备 

4.1 文字处理格式 

    您的手稿的文本和表格的首选格式是Word DOC。正文首行缩进2字符，左侧0字符，右侧

0字符， 行距为固定值20磅。文本应为标准的五号字。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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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插图、数据和其他图形 

    电子格式插入的插图、图片和图表的相关指南，请访问SAGE“期刊作者门户”上有关稿

件要求的指南。 

    作者提供的彩色图表在线发表的文章里，会显示彩色。如要求印刷时使用彩色，需支付

额外费用。在您的论文被录用之后，您将收到SAGE有关彩色印刷的成本费用的信息。 

4.3 期刊设计 

    《中国文字》有自己的文章格式。请查看本指南末尾的中文文章格式。 

4.4 参考文献格式 

    《中国文字》中文文章遵从特定的参考文献格式，请查看本指南末的中文文章格式。 

5. 提交稿件 

5.1 如何提交稿件 

    《中国文字》将在SAGE Track上接受投稿，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在线提交和同行评审系

统，由ScholarOne™Manuscripts提供支持。SAGE的提交和同行评审网站正在建设中。目前，

请将您的论文提交至：jcw@ecnu.edu.cn 。 

5.2 题目、关键词和摘要 

    文章的标题、关键词和摘要的作用是帮助读者在线查找您的文章。 

    标题、关键词和摘要是确保读者通过在线搜索引擎（如Google）查找文章的关键。如何

取个最好的论文题目、如何写摘要和选取关键词，请参阅SAGE的“期刊作者门户”指南中相

关的信息和指导，了解如何帮助读者在线找到您的文章。 

5.3 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请提供通讯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件、邮寄地址（包括邮政编码）等。所有

合作作者都需要提供供职的机构信息。这些细节应单独列出，不出现于正文文本，以便于匿

名同行评审。 

5.4 稿件准备清单 

5.4.1 封面页 

（1）文章的中文标题，应简明扼要 

（2）所有合作作者的全名（中英文）、所属机构（中英文）、电子邮件和邮寄地址 

（3）通讯作者的全名（中英文）、所属机构（中英文）、电子邮件和邮寄地址 

5.4.2 匿名正文部分 

（1）标题 

（2）摘要 

（3）关键词 

（4）正文（含页下注，每页用圆圈格式单独重新编号） 

（5）资助基金（如果有的话） 

（6）致谢（如果有的话） 

（7）利益冲突声明 

（8）参考文献 （请与正文中出现的文献一一对应） 

（9）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 

mailto:jcw@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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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录：单独的图片、表格等（如果有的话） 

重要信息：作者需要准备单独的封面页和匿名正文。并请删除致谢中的人名和机构名称。 

 

6. 关于接收稿件与出版的说明 

6.1 SAGE 编辑加工 

    您的SAGE文案编辑将通知您的文章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的进度。校样将以PDF格式发送给

通讯作者，提醒作者仔细核对校样，以确认所有作者信息，包括姓名、联系人、作者排序和

联系方式，以及基金和利益冲突声明是否准确等，在核对之后应及时返还。 

6.2 访问您所发表的文章 

    SAGE为作者提供在线免费访问最终出版的文章。 

6.3 优先在线出版 

    单篇稿件在完成编辑加工和校对后将优先在线出版，亦即在该文章所在的一期以完整在

线出版和当期纸质版出版之前就已经正式发表。 

7. 更多信息 

稿件提交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请求，请联系《中国文字》编辑部： 

汤志彪  执行编辑  jcw@ecnu.edu.cn 

    中国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211室（A座二层）中国文字研究与应      

用中心（邮编：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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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中文文章撰稿格式  

(标题: 宋体二，加粗) 
 

[摘要] 中文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简明、确切地记述

文献主要内容的短文，以便于读者检索和提取文章主旨。摘要不应

加评论和补充解释，切忌写空话和套话，避免出现第一人称如我、

我们等，可代之以本文或文章字样。摘要中不使用图、表、化学结

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中文摘要一般不宜超过300字。（仿

宋小五） 

[关键词] 请输入3-5个关键词 （仿宋小五） 

 

正文字号：宋体，五号 

正文行距：固定值，20磅 

 

1. 引言 

行文为中文之处，英文标点符号请更正为中文标点符号，例如：

“,”请改成“，”，特别是引号的部分，请使用引号“”。 (内文：宋

体五号) 

行文标题格式： 

 

一级标题，小二，黑体，加粗 

范例：一、 文字考释 

 

二级标题，三号，黑体，加粗 

范例：（一）补释 

 

三级标题，小三，黑体，加粗 

范例：1.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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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标题，四号，黑体，加粗 

范例：（1）改释 

 

五级标题，小四，黑体，加粗 

范例：a.排列方式 

 

2. 引用格式说明 

 

2.1 如文中援引一段原文引文处需上下空一格，并将字体更改为楷体 

(引文：楷体五号) 

 

裘锡圭先生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老子甲本〉释文注释》(2014:26-27)“按

语”中作了很好的总结： 

 

通行本作“木强则共”或“木强则兵”，义皆不可通。解《老》者多据《列子·黄帝》

所引老子语“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其语亦见《淮南子·道应》），谓《老子》此句本作“木

强则折”。但《列子》、《淮南子》之文以“灭”、“折”为韵（皆月部字），《老子》此文上

句各本皆作“兵强则不胜”（此句句首，乙本、北大本及一般传本皆有“是以”二字，严遵

本有“故”字，甲本句首则无“是以”，亦无“故”字），帛书本的“恒”、“兢”皆蒸部

字，正与“胜”字协韵（北大本“核”字亦为韵部对转之字，已见上），如作“折”就失韵

了。可见上引旧说不可信（高明，1996: 201）。但帛书本的“恒/兢”究竟代表古汉语的哪

个词，尚待研究。 

 

2.2 征引格式  

正文注释随文注出。 

2.2.1 文本和注释中的所有引用必须包括作者的姓名和引文出版日

期以及必要的页码。 

2.2.2 不要使用“同上”、“见下文”等引用，而应该以与第一个相同

的引用方式引用。 

（1）如果作者姓名出现在正文中，请括注出引文年份。 

范例：林沄先生（引文年份）指出...... 

（2）如果作者姓名出现在正文中，请括注出作者姓名、逗号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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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已经有几位学者（作者姓名，引文年份）注意到...... 

（3）在适当的情况下，页码在年份后面，以冒号分隔。 

范例：已经有学者（作者姓名，年份：页码/林沄,1990：26）指出...... 

（4）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时，作者名字之间用分号间隔。 

范例：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作者姓名，年份；作者姓名，年份）

进行讨论...... 

一些研究者（作者姓名，年份；作者姓名，年份；作者姓名，年份，

年份）认为...... 

（5）如果同一作者和同一年份有多个引用，则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

以a、b等加以区别。 

范例：这个问题，也得到其他学者（作者姓名，年份a，年份b）的认

同...... 

（6）如果引用者较多，则用分号分隔。 

范例：不少学者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姓名和作者姓名，年份；

作者姓名和作者姓名，年份；作者姓名，年份）‥‥‥ 

*请按文章年份的先后顺序排列。 

（7）如果同一作者的两个或多个引用被同时引用，用逗号分隔日期。 

范例：学者已经在几篇文章中（作者姓名，年，年，年）作了论述...... 

*请从时间最早的文献开始列举。 

（8）在括号内包含与引用相关联的任何简短短语。 

范例：几位研究者（作者姓名，年份：页码—页码）认为...... 

（9）被引用者为机构或单位，从完整引用的开始引用。 

范例：某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声明（机构名称，年份：页码）指出...... 

（10）对于无版权的文章或研究，请使用杂志、期刊、报纸或赞助组

织的名称，而不是文章的标题。 

范例：据某期刊（期刊名，年份）研究...... 

（11）个人私人交流的观点引用无需列入参考文献列表。 

范例：学者私下告知（被引述的人姓名，年份，私人交流） 

*请仔细检查所有参考文献是否已在正文上下文中引用并在参考文献



9 

中列出。一般来说，避免使用如博士、教授或主席等标题。 

 

3. 表格、图片和图表 

表格、图片应采用表1和图1中给出的格式。表格标题应放在表格上方。

图片和图表标题放在下方。 

表格、图片或图表的文字说明应放在下方。 

请在表格、图片、图表前后各留出一个空白行。 

3.1 表格 

3.1.1 表格的标题和内容应为宋体5号，表1、表2、表3等字样应为粗

体字。 

表1：战国各系文字形体比较： 

 A B C D E 

1      

2      

3      

 

3. 2 图片 

图片文件 

 

 

             

 

4.  

图 1 三角形 

 

 

a.  凡文档中不能正常显示的古文字字形、少数民族文字、造

字，均做成 JPG 图片格式插入正文适当位置。图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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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低于 600DPI，大小高低适中，能够直接排印。 

b.  图片无论大小，均应在正文中出现。 

c.  若图片太大，担心正文显示不够清晰，则除了在正文中之

外，请另外提供单独图片，并标出序号予以说明。 

d.  图片说明为宋体，简体五号字，置于图片下方。 

 

4．参考文献（宋体小四） 

请仔细检查参考文献的所有信息（作者姓名、主编姓名（如果有）、

期刊卷号或DOI编号、页码、出版地和出版商，每个参考文献之间没

有额外的空白行，请参阅以下样本。 

 

 征引格式 

（1）检查列表是否按字母顺序排列（将MC视为MAC）。 

（2）英文引用区分大小写。 

（3）相同的引用，不要使用“同上”、“见上文”、“见下文”、“等等”

字样或省略号；该引用必须每次重复。 

（4）包含de，van，von，De，Von，de la等的姓氏应分别列在D和V

下。列为：De Roux DP而不是Roux D de。 当在没有名字的正文中引

用时，使用De，Von，de la等的大写（如Van Dijk，年份）。 

（5）包含Jr或Ⅱ的名称范例如下： 

* 作者姓氏.Jr（年份）。 

* 作者姓名.Ⅱ（年份）。 

（6）第一个作者相同的文献： 

* 单一作者文献按日期顺序排列。 

* 两个或多个作者的文献，如果是英文姓名，则按字母顺序排列，如

果是中文姓名，则按中文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相同日期的多个引用，

如果是英文名字，应以第一作者的字母顺序放置，如果是中文名字，

则按中文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并且必须插入a，b等加以区别。 

 Brown 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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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 TR and Yates P(2003) 

 Brown W(2002) 

 Brown W(2003a) 

 Brown W(2003b) 

 Brown W and John M(2003) 

 Brown W and Peter P(2003) 

 Brown W, and Kate J and Kent T(2003a) 

 Brown W, Kent T and Lewis S(2003b) 

（7）SAGE要求参考文献的期刊名称不能使用缩写形式。 

 

* 期刊文章： 

单一作者： 

Wu, Yanhong.吴艳红.(2000). Mingdai liuxing kao 明代流刑考 [Essay on 

exile of Ming dynasty].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6:107–143.  

 

合著文章： 

Wang, Peng. 王鹏； Ma, Beijia.马贝加.（2011）. Zhudongci “hui” de 

qingtai fazhan 助动词「会」的情态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modal meanings of hui]. Xiandai Yuwen 现代语文  [Modern 

Chinese]. 4: 63–66. 

 

同一作者同一年份多种文献被引用，用a,b等加以区分： 

Wu, Zhenwu.吴振武.（1984a）. Zhanguo " Lin"zi kaocha 战国“廪”字考

察 [Study on the character of Li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aoguyuwenwu 考古与文物[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Relics].4: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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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Zhenwu. 吴振武.（1984b）. Tan Xuwanglu mingwen zhong de "Lv"zi 

谈徐王炉铭文中的“闾”字[Talk about the character "Lv" on the 

bronze stove furnace of Xuking]. Wenwu 文物[Journal of Cultural 

Relics]. 11:84. 

 

提前于期刊印刷的文章： 

Chao, Yuan Ren. 赵元任.(1934). Yuyin xitong de yinsujie de fei weiyi xing        

语音系统的音素解的非唯一性[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Zhongguo kexueyuan lishi yu zhexue 

yanjiu suo xuebao 中国科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Epub ahead of 

print 12 June 2017.DOI:10.1177/09544327167940 

 

*报纸： 

Cui, Lequan.崔乐泉.(1991).Xingqi yuming-Liangqian duo nian qian de 

“Daoyin”lunshu 行 气 玉 铭 ——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 导 引 ” 论 述 

[Discussion Daoyin on the Xingqi Yuming- Two thousand years 

ago].Zhongguo Wenwubao 中国文物报  [China Cultural Relics 

News]. 8 September,2. 

 

 

*著作： 

Chen, Zeping. 陈泽平.(1998). Fuzhou Fangyan Yanjiu 福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Fu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ewman,John. (2014). The semantics of giving in Mandarin.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ed. by 

Richard A. Geiger & Brygida Ruodzka-Osty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3-25 October 2014: 433–485. 

Trueswell, John C. & Michael, K. Tanenhaus.(1994). Toward a lexicalist 

framework for constraint-based syntactic ambiguity resol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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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n Sentence Processing (ed. by Charles Clifton, Lyn 

Frazier & Keith Rayner).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55–179. 

Halle, Morris. (2003). Phonological featur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3(ed. by William J. Frawle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14–320. 

 

 

*研讨会论文： 

Lin, Yun. 林 沄 .(1990). Xinban Jinwenbian zhengwen bufen shizi 

shangque 新版金文编正文部分释字商榷 [ Discussion on some 

characters of the new edition Jinwenbian]. In: the 8th Chinese 

Palaeography Research Academy (ed. by the Chinese Palaeography 

Research Academy), 21–23 August 1990. Taica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学位论文：  

Liu,Zhao. 刘钊.(1991). Guwenzi gouxingxue yanjiu 古文字构形研究

[Study about the form of Chinese Palaeography].PhD Thesi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21-23. 

 

*网络资源： 

Li, Tianhong. 李天虹 .(2009) .Zhengzijiasangbushi 郑子家丧补释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n Zhengzijiasang].Available 

at: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7 (Accessed 1 

December 2009). 

 

 

 

http://www.bsm/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