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指导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一、规范项目 

为确保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博士论文网络发布、纸本存档样式统一，体现学术严谨，论

文电子版、纸质版论文应按顺序包含以下 1～9 个规范项目。此外，纸质版应使用统一的封

面、封底，其他如附录等项依个人论文需要添加，不作要求。请勿出现漏页，空白页，插

图、表格不全等问题。 

⒈ 中文题名页 

⒉ 外文题名页 

⒊ 原创声明页 

⒋ 致谢 

⒌ 中文摘要、关键词 

⒍ 外文摘要、关键词 

⒎ 目录页 

⒏ 正文 

⒐ 参考文献 

 

二、格式要求 

（一）封面：由学校统一提供。 

（二）中文题名页：论文标题力求简洁易懂，题目字数不超过 25 字。格式要求如下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宋体，小二，加粗，居中 

论文题目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二号，加粗，居中 

副标题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二，加粗 

院系、学科专业、姓名、指导教师、年月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三，加粗，居中 

（三）外文题名页：论文标题、副标题应与中文内容一致。格式要求如下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居中 

论文标题、副标题 大写，字体采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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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居中，副标题不带破折号 

其他内容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居中，内容

过长可适当紧缩字间距 

（四）原创声明页：由学校统一提供，纸质版须由导师以及作者本人签名。 

（五）致谢：内容应紧扣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抒发真情实感，切忌连篇

套话，无病呻吟，语气上应严肃敬重，避免主客倒置。格式要求如下 

致 谢（标题） 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两字之间为一个

全角空格，1.5 倍行距 

内容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段落首行左

侧缩进 2 个全角字符。 

（六）中文摘要、关键词：摘要必须概括论文的主要内容，突出论文的创新点。内容宜少

而精，切忌铺延漫谈。中文摘要一般不少于 500 字。关键词要能反映学术研究的关键连接

点，以方便作相关课题的检索。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为 3～5 个。格式要求如下 

摘 要（标题） 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两字

之间为一个全角空格 

中文摘要内容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段落首行左

侧缩进 2 个全角字符。 

关键词（标题） 宋体，小四号，加粗，1.5 倍行距 

关键词 宋体，小四号，1.5 倍行距，不同关键词之间以

中文标点分号（；）间隔 

（七）外文摘要、关键词：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关键词保持一致，一般要求以英语撰写。

格式要求如下 

Abstract（标题） Times New Roman，小二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 

外文摘要内容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1.5 倍行距 

Keywords（标题）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加粗，1.5 倍行距 

Keywords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1.5 倍行距，不同

关键词之间以英文标点分号（;）间隔 

（八）目录页：只需要中文目录。目录分级不宜过粗或过细，一般只包含 1～3 级标题，篇

幅不超过两页（含图、表目录除外）；图、表目录应位于主要目录之后，如非必要可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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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编排主要目录页时，应采用 Word内含的目录编辑工具。格式要求如下 

目 录（标题） 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两

字之间为一个全角空格 

分级标题、页码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 

一级标题段落左侧不缩进； 

二级标题段落左侧缩进 1 个字符； 

三级标题段落左侧缩进 2 个字符 

多级目录格式要求和编号规则见正文部分说明。图、表目录格式要求同上，图、表标

题视同正文一级标题。 

（九）正文 

⑴ 全局格式 

正文部分包括：绪论、论文主体、结论。绪论为全文第一章，结论为全文最后一章。

章与章之间不应同页接排。同一章内段落与段落之间不空行，段落首行左侧缩进 2 个全角

字符。格式要求如下： 

正文 

（标题、注释及特殊情况除外）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 

⑵ 标题编号和格式 

正文各章总标题为一级标题，编号如：“第 XX 章 XXXXXX”，“第 XX 章”中的数字

用汉字书写。自二级标题以下（含）均采用半角数字、加“.”间隔构成编号。自三级标

题以下（含），每一级标题编号中均完整含有上一级标题的编号。不论几级标题都不能单

独置于页面最后一行，即标题排版不可出现孤行。各级标题举例及格式要求如下： 

 举例 格式 

一级标题 

（各章总标题） 

第二章 汉语句子

的结构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二号，加粗，居中，“第 XX 章”与

标题内容之间为一个全角空格，1.5 倍行距 

二级标题 2.1 单句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三号，加粗，左起顶格，1.5 倍行距 

三级标题 2.1.1 主谓句分析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四号，加粗，左起顶格，1.5 倍行距 

四级标题 2.1.1.1 VP 谓语句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加粗，左起顶格，1.5 倍行距 

四级标题以下（含）一般不出现在目录中，格式要求同四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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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引文格式 

正文中引用他人观点，包括意引、转引等，均须注明来源。全部引文来源都应列入参

考文献中，并在正文中以缩略形式注明（无须专设脚注或尾注说明引用来源）。缩略形式

可采用以下三者之一： 

吕叔湘（1980：21）认为，“句子复杂化有两种方式„„” 

《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80：21）认为，“句子复杂化有两种方

式„„” 

“句子复杂化有两种方式„„”（吕叔湘，1980：21） 

引自期刊论文的无须注明页码。引自通用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可采用以

上第二种形式，标明版本，而不必（在正文中）列出编纂者、出版年代和页码。 

独立成段的引文无需加“ ”，引文上下与正文其他部分之间各空一行，引文段落左

右两侧各缩进 4 个全角字符，在此基础上段首左缩进 2个全角字符，中文采用楷体，字母和

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行距等其他格式要求与正文相同，例如： 

举 例  说 明 

„„句子复杂化的问题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尤其是，它同

汉语单复句的划分密切相关，一度曾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

一。在这方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吕叔湘（1980：21）的论述： 

 

正文 

 ← 空一行 

句子复杂化有两种方式：或者是由于含有

几个小句，或者是由于有一个成分扩大。前者

称为复句，后者仍然是单句。所谓成分扩大也

有几种情况：或者是有几个并列的词语，共同

组成一个成分；或者是把一个比较复杂的小句

或者动词短语用作一个成分（主语、宾语

等）；或者是某一个名词的前边有复杂的修饰

语。这三种情况又常常结合在一起。 

 

引文 

 ← 空一行 

吕叔湘先生详细讨论了句子复杂化的 5种情况，并一一举例说

明。其中与本文论题最相关的是„„ 

 
正文 

⑷ 例句 

一条完整的例句原则上应单独列为一个段落，格式要求除段首不缩进外与独立成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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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相同。同一章内单独列出的例句应从 1开始顺序编号，编号采用带（ ）的数字形式。

错句用作例句时，应在编号之后、句子开始之前加星号“*”，以示与正确的句子有所区别。

不确定正误的句子用作例句时，可在上述“*”的位置加问号“？”。转引自其他论著中的

例句都应说明来源，可在举例后用（ ）注明，或在正文相关部分加以说明。 

举 例  说 明 

„„一些句子的谓语部分可以由名词或名词短语充当，但是名词谓语

句受到一定限制，有时可接受度不高，甚至完全不可接受。例如： 

 
正文 

 ← 空一行 

（1）今天星期天。 

（2）我今年二十岁。 

（3）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4）？他一个儿子。 

（5）* 这一画报。（引自吕叔湘，1980：23） 

（6）* 我一张老三。（引自吕叔湘，1980：23） 

 

例句 

 ← 空一行 

以上例 1～3合乎语法，例 4可接受度较低，例 5、例 6则不成立。 ← 正文 

⑸ 图表 

在正文中插入图片或表格，应采用上下型或嵌入型环绕方式，居中，避免采用四周型、

紧密型、穿越型等环绕方式。图片、表格较多的，应分别编列标题，并顺序编号。编号开

头注明“图”或“表”，数字部分由章序号加“-”加图片或表格序号构成，均采用半角字

符。举例及格式要求如下： 

 举例 格式 

图片标题 

（以第二章第 1 个图片为例） 
图 2-1 层次分析法示意图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

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

四号，位于图片或表格正下

方，居中，1.5 倍行距 

表格标题 

（以第二章第 1 个表格为例） 
表 2-1 汉语句型列表 

⑹ 注释 

正文中如非必要无须添加注释。如确有内容需要补充说明，且不宜纳入正文的，可以

用脚注的形式列出。应使用 word内含的工具添加脚注，编号格式选择带圈字符。格式要求

如下： 

正文中的脚注编号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上标形式，



vi 
 

带圈字符 

脚注 编号格式选择带圈字符，汉字采用宋体，

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

五号，单倍行距 

 

（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统一在正文之后列出，不附列于各章末尾。内容应包含论文正文中全部引用

内容的来源，及其他相关资料来源。硕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60篇，其中必须包含近

三年的文献资料。文献顺序，外文文献在前，中文文献在后。按第一作者姓氏音序 A-Z排

列，外文和中文文献分别从 1开始顺序编号。编号采用带[ ]的数字形式，[ ]和数字均为

半角。格式要求如下： 

参考文献（标题） 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 

文献著录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同一文献

内换行时应保持齐肩 

 

外文文献常用著录格式举例： 

⑴ 期刊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 〈来源期刊名称〉〈期数〉: 

〈引文起页－终页〉 

[1] Davies, E. E. 1985 ‘Looking at Style with Advanced EFL Learners’[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Vol.39 No. 1:13-19 

⑵ 从论文集中析出的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In〈文集编者姓名〉(eds.) 〈出

版年份〉〈文集名称〉[文献标识码],〈出版地〉:〈出版地〉pp.〈引文起页－终页〉 

[2] James, Cart 1971 ‘The Exculpation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A], In G. Nickel(ed.) Paper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8-68 

⑶ 会议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3] Downing, Laura J. 2004 ‘The Prosody of Focus in Bantu Language’[R],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ne and Intonation, Santorini, Greece 

⑷ 专著 

[编号] 〈姓〉,〈名〉 〈出版年份〉 〈著作标题〉[文献标识码],〈出版地〉:〈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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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引文起页－终页〉 

[4] Jamse, Carl 1998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Exploring Errors Analysis[M], 

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 Longman pp.90-97 

上表两个〈 〉之间，或〈 〉与‘论文标题’之间，没有其他标点间隔的，应空开

一个半角字符。外文文献中，文集（或编著作品）的编者姓名后须加（eds.）；作者或编者

超过一人的，人名之间用 and 连接。期刊论文或从文集中析出的论文须加单引号，期刊、文

集、专著及学位论文等的名称用斜体字，不加引号。标题中第一个词的首字母和每一个实

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为小写。在专著、文集标题之后可用带（ ）的序数词表明版次。

涉及同一作者多篇文献的，第二篇及以下文献作者姓名可用“——”代替。涉及同一作者

同一年内发表多篇文献的，应按发表时间顺序在〈发表年份〉数字后分别加英文小写字母

（a b c 等），以示区别。 

中文文献常用著录格式举例： 

⑴ 期刊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来源期刊名称》〈期数〉：

〈引文起页－终页〉 

[1] 鲁健冀 1994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49-64 

⑵ 从论文集中析出的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文集编撰者姓名〉（编），

《文集名称》，〈出版地〉：〈出版社〉，〈引文起页－终页〉 

[2] 胡壮麟 2005 韩礼德的语言观[A]，李凤琴（主编）《中国现代语法学研究论文精选》

[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 423-436 页 

⑶ 会议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会议名称〉，〈会议地点〉 

[3] 古川裕 2015 汉语的表达特点及其对日汉语教学上的应用[R]，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与

中国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海 

⑷ 专著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专著标题》[文献标识码]，〈出版地〉：〈出版社〉，

〈引文起页－终页〉 

[4] 佟慧君 1986 《外国人学汉语病句分析》[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⑸ 翻译的论文或专著 

[编号] 〈原作者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翻译者姓名〉

（译），《来源期刊名称》〈期数〉，〈引文起页－终页〉 

[5] 赵元任 2001 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J]，李芸，王强军（译），赵世开（校译），《语言

文字应用》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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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原作者姓名〉 〈发表年份〉 《专著标题》[文献标识码]，〈翻译者姓名〉

（译），〈出版地〉：〈出版社〉，〈引文起页－终页〉 

[5] 乔治-埃利亚萨尔法蒂 2006 《话语分析基础知识》[M]，曲辰（译），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第 25-30页 

⑹ 学位论文 

[编号]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学位授予单位硕士学位论

文〉，〈引文起页－终页〉 

〈姓名〉 〈发表年份〉 《论文标题》[文献标识码]，〈学位授予单位博士学位论

文〉，〈引文起页－终页〉 

[6] 段轶娜 2005现代汉语关联副词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上表两个〈 〉之间，或〈 〉与《 》之间，没有其他标点间隔的，应空开一个半

角字符。中文文献中，文集（或编著作品）的编者姓名后须加“（编）”；作者或编者超

过一人的，人名之间用逗号（，）连接。期刊论文或从文集中析出的论文不带书名号，期

刊、文集、专著及学位论文等的名称须带书名号。在专著、文集标题之后可用带（ ）的

序数词表明版次。涉及同一作者多篇文献的，第二篇及以下文献作者姓名可用“——”代

替。涉及同一作者同一年内发表多篇文献的，应按发表时间顺序在〈发表年份〉数字后分

别加英文小写字母（a b c 等），以示区别。 

凡正文中以缩略形式注明页码的文献，或正文中没有直接引用其内容的文献，在参考

文献中可以不标出页码。 

外文中文文献页码 

常用标识码和对应文献类型 

纸质文献 电子文献 

A（articlefromanthology）从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 CD（CD-Rom） 光盘 

C（collectedpapers） 论文集；会议录 DK（disk） 磁盘 

D（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MT（magnetictape） 磁带 

J（journalarticle） 期刊文章 OL（online） 联机文献 

M（majorwork） 专著、普通图书  

N（newspaperarticle） 报纸文章  

P（patent） 专利 组配标识 

R（report） 报告 C/OL 网上会议录 CP/DK 磁带软件

DB/MT磁带数据库 DB/OL联机网上数据

库 EB/OL 网上电子公告 J/OL网上期刊 

S（specification） 标准 

Z 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CP（computerprogram） 计算机程序 M/CD 光盘图书 

DB（database） 数据库 N/OL 网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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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lectronicbulletinboard） 电子公告  

 

 

（十一）附录 

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调查、测试问卷，访谈提纲，数据统计结果，教学资料，教案、补

充材料等可作为附录，列在参考文献之后。有多篇附录的，须在标题之前注明“附录一”、

“附录二”等。附录格式要求如下： 

 举例 格式 

附录（标题） 附录一：主语偏误测试问卷 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 

附录内容  同正文内容：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

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

号，1.5 倍行距 

（十二）其他格式要求 

除特殊需要外，论文中致谢、中外文摘要、目录页、正文、参考文献及附录各部分采

用 Word 默认设置，页边距上下均为 2.54 厘米，左右均为 3.17 厘米，保持标准字符间距。 

封面、封底、中外文题名页、原创声明页、致谢、中外文摘要及目录页，均不含页码。

页码从正文第一页开始顺序编排，采用阿拉伯数字，位于每一页底端，居中，字体字号保

持 Word 默认设置。 

全文除特殊需要外，一般采用 1.5 倍行距，汉字标题和内容均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

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拼音字母可采用“华文细黑”字体。 

 

三、格式示例（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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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汉语在全球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书面表达能力是汉语综合

表达能力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对外国学习者而言，汉语语篇组织往往比语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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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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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联词语偏误分析 

3.1 关联词语偏误的形式 

本章首先对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搜集到的关联词语偏误形式进行分类描

写，并结合语料具体分析偏误原因，最后在偏误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当前

关联词语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鲁健骥（1994）系统总结了偏误的主要类型。他将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项

目大致分为“词语的使用”（包括副词、连词、助词等虚词，及各种短语、结

构的使用）和“句法项目”（包括各种句子形式）两大类，进而指出： 

 

这两大类语法项目都会有遗漏、误加、误代、错序的偏误，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与词语的意义、用法有关的偏误；后者是

由词语充当句子成分使用上的偏误。 

 

以鲁文提出的偏误形式分类为基本框架，本文根据搜集到的语例将关联词语偏

误分为误用（搭配不当、位置不当）、遗漏和赘余①等三种类型。 

根据前文对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调查，关联词语不同类型偏误的偏误率

如下图所示： 

 

图 3-1 关联词语不同类型偏误的偏误率 

—————————————— 
①鲁健骥（1994）举例分析了错序和遗漏两种关联词语偏误形式。笔者在语料库调查

中还发现了关联词语搭配不当、赘余等多种偏误形式。本文将鲁文所说的“错序”称

65.0%
60.8% 59.5%

32.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搭配不当 位置不当 遗漏 赘余

批注 [C29]: 一级标题汉字采用宋体，

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均为小二号，加粗，居中，“第 XX

章”与标题内容之间为一个全角空

格，1.5 倍行距。“第 XX章”中的数

字用汉字书写。 

批注 [C30]: 二级标题汉字采用宋体，

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均为小三号，加粗，左起顶格，1.5

倍行距。自二级标题以下（含）均

采用半角数字、加“.”间隔构成编

号。标题排版不可出现孤行。 

批注 [C31]: 正文汉字采用宋体，字

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标题、注

释及特殊情况除外） 

批注 [C32]: 正文中以缩略形式注明

引文来源 

批注 [C33]: 独立成段的引文无需加

“ ”，引文上下与正文其他部分之

间各空一行，引文段落左右两侧各

缩进 4 个全角字符，在此基础上段

首左缩进 2 个全角字符，中文采用

楷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行距等其他格式要求与正

文相同 

批注 [C34]: 正文中的脚注编号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小四号，

上标形式，带圈字符 

批注 [C35]: 采用上下型或嵌入型环

绕方式，居中，避免采用四周型、

紧密型、穿越型等环绕方式 

批注 [C36]: 标题位于图片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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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位置不当”，和搭配不当并列为关联词语误用偏误的两个小类。另外，本文所说

的“赘余”相当于鲁文的“误加”。  批注 [C37]: 使用 word 内含的工具添

加脚注，编号格式选择带圈字符，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五号，单倍

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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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格可以发现按照语言形式分类偏误率较高的是搭配不当和位置不当，

而赘余则偏误率较低。 

参考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提供的国别信息，来自不同国家的考生产生不同

类型关联词语偏误的偏误率如下表所示： 

 

国别 

偏误类型 
泰国 土耳其 韩国 西班牙 俄罗斯 秘鲁 德国 

搭配不当 10% 50% 10% 90% 80% 83.3% 60% 

位置不当 22.2% 16.7% 60% 55.5% 83.3% 69.4% 26.7% 

遗 漏 22.2% 50% 46.7% 55.5% 83.3% 69.4% 53.3% 

赘 余 0 50% 20% 0 50% 50% 20% 

表 3-1 不同国别考生各偏误类型偏误率 

 

笔者还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水平等级的 HSK 考试中各种关联词语偏误类型偏

误率的高低，如下图所示： 

 

 

图 3-2 关联词语各偏误类型在不同等级 HSK 考试中的偏误率 

 

图 3-1 和表 3-1 的统计结果基本相符：搭配不当的偏误率在（除泰国、俄罗

斯考生外）各国考生中均位列第一。其中又以西班牙考生搭配不当的偏误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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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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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达到 90%。另一方面，赘余的偏误率则相对较低，泰国、西班牙考生赘

余偏误的偏误率都为 0。从 HSK 等级来看，随着等级升高，各种偏误类型的偏

误率都呈下降趋势，其中赘余偏误在 HSK 各个等级考试中的偏误率均为最低，

搭配不当的偏误率则随着 HSK 等级升高显著降低。这似乎表明，在确保连续学

习的前提下，目前的教学或学习方法可有效地减少关联词语搭配不当偏误。 

以下结合语料具体分析每一种关联词语偏误类型。 

 

3.1.1 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搭配不当是关联词语偏误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笔者通过调查 HSK 动态作

文语料库搜集到这一类型的偏误语例如： 

 

（1） *如果我是你，才不告诉他这件事。 

（2） *因为我说错了话，就我们不再见面了。 

（3） *他不但会写汉字，而是写得很漂亮。 

 

例（1）中“如果„„才„„”这样的搭配是不对的，表示假设时“如果”

应该与“就”搭配。所以，应将“才”改为“就”。例（2）中“因为„„所

以„„”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固定搭配，“因为”不与“就”连用，应该把“就”

改为“所以”。例（3）中“会写汉字”和“写得很漂亮”存在递进关系，“不

但„„而且„„”才是表示递进关系的固定搭配，应将“而是”改为“而且”。 

 

 

批注 [C40]: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

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

四号，加粗，左起顶格，1.5 倍行距 

批注 [C41]: 例句左右两侧各缩进 4

个全角字符，中文采用楷体，字母

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行

距等其他格式要求与正文相同。一

组例句与正文其他部分之间各空一

行。 

同一章内单独列出的例句应从 1 开

始顺序编号，编号采用带（ ）的

数字形式。 

错句用作例句时，应在编号之后、

句子开始之前加星号“*”，以示与

正确的句子有所区别。不确定正误

的句子用作例句时，可在上述“*”

的位置加问号“？”。 

转引自其他论著中的例句都应说明

来源，可在举例后用（ ）注明，

或在正文相关部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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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C42]: 宋体，小二号，加粗，

居中，1.5 倍行距 

批注 [C43]: 按第一作者姓氏音序 A-Z

排列，外文和中文文献分别从 1 开

始顺序编号。编号采用带[ ]的数

字形式，[ ]和数字均为半角。 

批注 [C44]: 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

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

小四号，1.5 倍行距，同一文献内换

行时应保持齐肩 

批注 [C45]: 外文期刊论文 

批注 [C46]: 外文会议论文 

批注 [C47]: 外文专著 

批注 [C48]: 外文从文集中析出的论

文 

批注 [C49]: 涉及同一作者多篇文献

的，第二篇及以下文献作者姓名可

用“——”代替 

批注 [C50]: 按第一作者姓氏音序 A-Z

排列，外文和中文文献分别从 1 开

始顺序编号。编号采用带[ ]的数

字形式，[ ]和数字均为半角。 

批注 [C51]: 中文学位论文 

批注 [C52]: 中文从文集中析出的论

文 

批注 [C53]: 中文期刊论文 

批注 [C54]: 涉及同一作者多篇文献

的，第二篇及以下文献作者姓名可

用“——”代替。 

涉及同一作者同一年内发表多篇文

献的，应按发表时间顺序在〈发表

年份〉数字后分别加英文小写字母

（a b c 等），以示区别。 

批注 [C55]: 中文专著 

批注 [C56]: 中文翻译的论文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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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关联词语考察范围 

 

 
甲级 乙级 丙级 丁级 

并列⑻ 

一边„一边„； 

（也）„也„； 

又„（又„） 

既„又„； 

一方面„一方面„ 

一面„一面„； 

一时„一时„ 
一会儿„一会儿„ 

承接⑹ 先„再„ 
于是；接着； 

先„然后„ 
—— 此后；起初 

选择⑽ （是）„还是„ 或者；或„或„ 

宁可；要不； 

不是„就是„； 

与其„不如„ 

要么；宁肯；宁愿 

递进⒂ 而且；不但 还；更；不仅 
不仅不；不只； 

甚至；并且；况且 

进而；何况；连；

不单；尚且 

转折⒃ 
但是；可是；虽

然 
尽管；然而；不过 

反而；却；仍；但；仍

然；虽；虽说；仍旧 
反倒；反之 

条件⑻ —— 

无论；只要„

就„；不管；只

有„才„ 

除非；凡是 任凭；别管 

假设⑼ 要是 否则；如果 
假如；倘若；幸亏；不

然；要不是 
幸好 

因果⑿ 
因为；只好；所

以 

既然„就„； 

由于；因此 

以至；可见；以致；不

免；从而 
因 

目的⑸ —— 为的是 免得；省得；以便 以免 

让步⑸ —— 哪怕；就是 即使；固然 就算 

 

 

 

批注 [C57]: 宋体，小二号，加粗，

居中，1.5 倍行距 

批注 [C58]: 同正文内容：汉字采用

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均为小四号，1.5 倍行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