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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会
暨第三届“
第三届“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格式
一、内容：
内容：
内容充实、观点明确、资料详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有独到见解，有一定
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与已提交的论文摘要和主题相符，语言文字合乎规范，
以中文书写。
二、版本：
版本：
请使用 Office Word 2007-2010 软件编辑电子文档（文件后缀名为.docx）。
三、字数要求：
字数要求：
1. 摘要须控制在 400 字以内，关键词 3-5 个。
2. 正文以 6000－8000 字为宜，最多不可超过 8000 字。
四、论文格式：
论文格式：
各项内容的顺序：题目、作者、作者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论文正文、参
考文献（要求在文中进行注释，并依次列于正文之后）、附录。
文中标题一般分为三级，一级标题用“一、二、三……”表示，居中排列，上
下各空一行；二级标题用“（一）（二）（三）……”表示，前空两汉字格；三级
标题用“1、2、3……”表示，前空两汉字格。

Blocks B & 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E. , Malaysia
Tel: +603 8739 2770
http://www.newera.edu.my

五、字体字号：
字体字号：
论文题目用方正粗宋
方正粗宋_GBK22
方正大标宋_GBK
方正粗宋_GBK22 号加粗；作者用方正大标宋
加粗
方正大标宋_GBK14
_GBK14 号字；摘要和
号字
关键词的内容用楷体
楷体 10 号字，“摘要”和“关键词”几个字用黑体
黑体 10 号字，
号字，
“摘要”
摘要”两字之间空一个汉字；正文用宋体
两字之间空一个汉字
宋体 12 号字；参考文献和附录的内容用宋
宋
体 10 号字，
黑体 12 号字。
号字 “参考文献” 和“附录”几个字用黑体
号字
一级标题用方正粗宋
方正粗宋_GBK
号加粗
黑体 12 号字；三级标题用宋
号字
宋
方正粗宋_GBK14
_GBK14 号加粗；二级标题用黑体
体 12 号字。
六、例句和图表：
例句和图表：
独立列出的例句用楷体五号字，编号采用（1）（2）（3）的形式，全文所有
例句连续编号。文中如有图表，请给图和表分别编号，全文图表须连续编号，即：
图 1、……；表 1、……。编号与表格名称置于表格上方居中，编号与图示名称置
于图示下方居中。图表文字使用宋体 10 号字。
七、注释：
注释：
正文中对所引用文献的注释采用下列格式：（作者姓名 发表年份：引文页
码），例如：（
（李伟 1987：
1987：25）
25）。引用一个作者的多个文献，文献之间用顿号隔
开，如：（Smith
Smith，
Smith，1983：
1983：34、
34、1991：
1991：90）。多个作者之间用顿号隔开，如（李伟、
90
刘大力 1987：25）。
对正文中的有关问题、论点需要做详细或补充说明的，统一采用当页脚注的
当页脚注的
方式，脚注内容须用
除了对作者用
对作者用“
脚注内容须用宋体
内容须用宋体 10 号字。具体要求：
号字
对作者用“∗”上标的方式脚
注外，其余的脚注
注外 其余的脚注编号格式以数字
数字上标
上标
1
、
2
、
3
…
为序；编号方式为全篇连续编号
为序
全篇连续编号，
其余的脚注
数字
全篇连续编号
其余按照 word 软件默认的格式。对作者需注明单位
作者需注明单位、
作者需注明单位、职务或职称以及邮箱地址。
职务或职称以及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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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放在文末，中文参考文献在前，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外文参考文献在后，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每条文献必须顶格写。所有参考
文献用[1]、[2]、[3]……表示顺序。
各类中文参考文献来源依类别排序如下：
（一）期刊：[序号] 作者.文题[J].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例如：[1] 吴芳，黄冰，包梅芳．CT 引导下半月神经节射频热凝术治疗三叉神经
痛的护理[J]．护理学报，2008（11）：64-65。
（二）报纸：[序号] 作者. 文题[N].报名,出版年-月-日(版次)。
例如：[2]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思路[N]. 人民日报，1998-12-25(10)。
（三）专著：[序号] 作者. 书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3] 姜安丽. 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报告[M].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6。
（四）论文集：[序号] 作者. 文题[A].主编.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起止页码。
例如：[4] 孙品一．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现代化特征[A].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
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论文集(2) [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22。
（五）论文：[序号] 作者.文题[D]. 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例如：[5] 张和生．地质力学系统理论[D]. 太原：太原理工大学，1998。
（六）报告：[序号] 作者.文题[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出版年.。
例如：[6]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
计研究院，1997。
（七）教材 [序号] 编者.教材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例如：[7] 马亚敏、李欣颖编.轻松学中文第1册[Z].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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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利文献：[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 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
期。
例如：[8]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 中国专利：881056078，198308-12。
（九）国际、国家标准：[序号] 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
例如：[9]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北京：中国标准出
版社，1996。
（十）电子文献：[序号] 作者. 电子文题［文献类型/载体类型］．发表或更新日
期（加圆括号）引用日期（加方括号）（任选）.电子文献的网址.
例如：[10] 王明亮．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EB/OL］.(1998-0816)[2001-10-24].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
电子文献类型及标识：
数据库（database）-DB，
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CP，
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EB，
电子文献载体类型及标识：
磁带（magnetic tape）-MT，
磁盘（disk）-DK，
光盘（CD-ROM）-CD，
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表示。如：
[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DB/OL]---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Blocks B & 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E. , Malaysia
Tel: +603 8739 2770
http://www.newera.edu.my

各类外文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格式与中文相同，外文书名和期刊名用斜体, 出
版地、出版社与期刊名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均大写，论文题名用正体且第一个单词的
首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作者姓名中姓是全拼，名是保留大写的首字母,作者前
3 个之后的“et 或 al”表示，作者不详的用“Anon”。请从您实际参阅的文献中
提取作者、文题（书名）、期刊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期、卷、页码等
要素，切勿将未加核实的二次引用文献罗列在文后。
例如：
O'Grady N P, Murray P R, Ames N. Preventing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Does the evidence support the practice?[J]. Jama, 2012, 307(23):2534-2539.
Peebles P Z. Probability, random variables, 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
4th.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九、由于本次会议中的
因此论文编辑组有权对参会论文作
由于本次会议中的优秀
本次会议中的优秀论文
优秀论文将结集出版
论文将结集出版，
将结集出版，因此论文编辑组有权对参会论文
编辑组有权对参会论文作
必要的修改、
删减与编辑，不同意者请在来稿中注明。
必要的修改、删减与编辑，
不同意者请在来稿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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