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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规范的引注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我国法学研究人员众多，出版兴
旺。但长期以来，引注体例既不完善也不统一。现有的几个推荐性标准
比较简略，对许多问题没有说法，相互之间也不一致；法学刊物和出版
社基本上各搞一套，以至于作者投稿，换一家单位就改一种引注体例。
引注体例虽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大事，却耗费了作者和编者太多的精力。
有感于此，多家法学期刊、法律出版社和法律数据库联合制定了这份
引注手册。起草小组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过两次会议，并在今年举行
的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上做了报告。联合制定、相约使用一份引注手册
的设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编写组广泛吸取各方意见，最终形成目前的
手册。
与现有的引注体例相比，这份手册具有明显优点。第一，内容详实。
手册对什么地方该引、什么文献该引、引用格式如何，提出了一般性的
要求；对于常见文献包括法律文件、司法案例、网络文章的引用，做了比
较具体的规定；对于英、法、德、日四种主要外文文献的引用，也有相当
篇幅的规定。第二，考虑周全。引注格式的具体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见仁
见智，这也导致各行其是。编写组本着遵守法律、遵循惯例、尊重作者和
编者的方针，能够统一的尽量予以统一，同时也考虑作者和出版单位的
不同需要，使其具有包容性和延展性。第三，查阅方便。手册正文以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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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顺序，辅以节、项，前有示例、目录，后有起草说明。手册装帧考究，
尽量方便读者阅览。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文法学领域一个比较完善
的引注体例。为此，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予以大力推荐。
我们希望，这份手册能够给法学论文和书籍的写作者、出版者带来便
利。欢迎更多的法学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采用这份体例。也
希望这份手册能够不断修改完善，成为中国法学引注的标准蓝皮书。

张新宝
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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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一）引用书籍的基本格式为：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73-75 页。
〔3〕高鸿钧等主编：《英美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二章
“英美判例法”。
〔4〕[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二）引用已刊发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5〕季卫东：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
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6〕王保树：
《股份有限公司机关构造中的董事和董事会》，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0 页。
〔7〕[美]欧中坦：
《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
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8〕何海波：
《判决书上网》，载《法制日报》2000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三）引用网络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9〕汪波：
《哈尔滨市政法机关正对“宝马案”认真调查复查》，载人民网
2004 年 1 月 10 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2/2289764.html。
〔10〕《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 研究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措施》，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5/17/content_4562304.htm 。
〔11〕赵耀彤：《一名基层法官眼里好律师的样子》，载微信公众号“中国
法律评论”，2018 年 12 月 1 日。
〔12〕参见法国行政法院网站,http://english.conseil9

etat.fr/Judging, 2016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四）引用学位论文的基本格式为：
〔13〕 李松锋：《游走在上帝与凯撒之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
关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五）引用法律文件的基本格式为：
〔14〕《民法总则》第 27 条第 2 款第 3 项
〔15〕《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
19 号，2007 年 7 月 11 日发布。

（六）引用司法案例的基本格式为：
〔16〕 包郑照诉苍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8）浙法民上字 7 号民事判决书。
〔17〕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
年第 11 期。

（七）引用英文报刊文章和书籍的基本格式为：
〔18〕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aw Journal 733, 737-38
(1964).
〔19〕 Louis D. Brandeis, What Publicity Can Do, Harper's Weekly, Dec. 20, 1913,
p.10.
〔20〕 William Alford,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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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注的一般规范
（一）引注的基本要求
1. 使用引注应当必要和适度
学术写作应当尊重前人智力成果，方便读者查核论证资料。凡是涉及学术
观点、法律文件、事件、案例、统计数据等，需要交代出处而又不便在正文中
叙明的，应当予以注明。
注意保持正文流畅，避免过度引注。业内周知的知识无需引注，平常的意
思无需引用他人的话。节制使用原文引用；除非必要，不大段引用原文。尽量
避免一句多注或者连续一句一注。

2. 文献来源真实、相关、权威
确保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未经查核的文献不得引用。引用他人观点，不得
曲解。
所引文献应当与论证相关。同一问题有多种相关文献的，优先引用与论证
最密切的文献。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论述优于简单论及的文献。
同一内容有多种文献来源的，应当选择权威文献。有纸质出版文献的，不
引用网络、电视资料。同一文献有多个来源的，一般引用最初刊发的文献，不
引用网络或者其他介质转载的文献；能够查找并阅读原初文献的外文、古籍，
应当查找并引用原初文献，不使用转引。有修订再版的，一般引用修订后的版
本，先前版本与论证主题更为密切相关的除外。

3. 引注信息准确、完整、简洁
已出版文献引注信息的内容，原则上从原文原著。书籍的作者、名称和出
版信息（如“修订版”
“增订版”
“第×版”），以版权页为准。原文献的署名或
者标题有错误的，先依原文，之后可以在适当位置注明。例如：
朱苏力：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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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法研究》1998 年第 1 期（引者注：此处“马歇尔”系“马伯里”之误）。
引用文献信息应当完整，包含被引文献的基本要素，尽量方便读者查核。
标注文献信息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引注体例并结合文章主题、写作对象和论
述需要酌定。
在保证引注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引注信息的编排尽可能简洁、流畅。

（二）引注的一般格式
4. 引注信息的排版
注释内容采用页下脚注。
引注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可以带圆圈或者六角括号，也可以不带。对论
文作者的介绍、翻译作品的译者注，可以使用其他符号，以示区别。
引注序数，文章建议每篇连续编码，图书建议各个篇章连续编码。

5. 引注符号的位置
对全句的引用，引注符号置于句号、问号等标点之后。对句子部分内容的
引用，引注符号置于该部分之后；对句中字词的直接引用，引注符号应当紧接
引号，置于其他标点之前。例如：
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关于受案范围问题曾有热烈的讨论。1 尽管
多数学者主张概括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以使受案范围尽量宽泛，2
立法最终采取了逐项列举的方式。比起此前各个单行法，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
受案范围“有所扩大”3，但与概括规定的主张还相距很远。

1

立法过程中的相关讨论和争鸣，参见金俊银、邱星美：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范围》
，载《西北政法学
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姜明安、刘凤鸣：
《行政诉讼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
年第 3 期；肖峋：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比较研究》
，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 年第 6 期；张尚鷟：
《试
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法》
，载《中国法学》1989 年第 1 期；王名扬：
《评行政诉讼法草案》
，
载《政法论坛》1989 年第 1 期；俞梅荪、孙林：
《行政诉讼法草案修改意见综述》
，载《法制日报》1989
年 3 月 15 日；张树义：
《〈行政诉讼法（草案）
〉若干争论问题再思考》
，载《法学》1989 年第 3 期。
2
同上注。特别是俞梅荪、孙林文和张树义文，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法律草案，明确主张采用概
括式规定。
3
王汉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
〉的说明》，1989 年 3 月 28 日在七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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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文的编排处理
为了节省篇幅，作者在原文引用时可以删除部分内容，删除的地方使用省
略号；为了强调，作者在原文引用时可以对部分文字加上着重号或者变换字体；
为便于读者理解，作者对引用内容可以用夹注的方式作出解释。删除、强调或
者解释，应当清晰区分被引原文和作者评注，避免读者对引文原意产生误解。
大段引用，或者有其他情况作者需要特别强调的，引注内容可以独立成段，
变换字体，缩进编排。例如：
河南是全国行政诉讼大省，10 年受案 10.6 万余件，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该省于 1996 年 4 月召开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
除各中院的院长、行政庭长和 1995 年行政诉讼、非诉行政案件收案‘双
超百’的 23 个基层法院的一把手和三个大力支持行政审判工作的县委
书记参加会议外（以之鼓励先进！），我们还让行政诉讼案件收案不足 10
件的 14 个基层法院的一把手参加会议（以之鞭策后进！）。在省院会议
上，李道民院长（针对各地收案悬殊的状况）要求每个法院的领导都要
认真查找一下原因，关键是从法院内部、从领导自身找原因；要认真反
思一下，自己思想是否解放，是不是真正重视行政审判工作。4

7. 文中图表的注释
对文中图表的来源或者内容的注释，可以采用页下注，也可以置于图表下
面；置于图表下面的，不与其他注释连续编码。
图表来自其他文献的，出处宜以“图形来源”
“图片来源”或者“表格来源”
引出；图表数据来自其他文献、图表系作者自制的，出处宜以“数据来源”引
出。
如果对图表有不同性质的注释，可以按图表来源、图表整体注释、图表部
分内容注释的顺序排列。

8. 文中夹注古籍

4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作用 推动全省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载最
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研讨――99’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材料汇编》，人民法
院出版社 2000 年版。括号中的粗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13

引用常见古籍经典中的语句，出处又相当简短的，可以在正文中使用夹注，
以代替页下脚注。夹注一般只标书名和篇名，用中圆点连接，用圆括号括注，
紧随引文之后。例如：
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
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尚书·皋陶谟》），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
书·泰誓》）。

9. 文中夹注外文
正文中提及的外国人名、地名和重要术语，读者不熟悉或者容易误解的，
第一次出现时，在正文中夹注外文。例如：
自毕克尔（A. Bickel）提出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5，该问题占据了美国宪法研究的中心，无数的笔墨花在对司法审查
合法性的探讨上。
夹注外文不宜太多、篇幅不宜太长，以免妨害中文阅读。众所周知的外国
人名、地名和术语，在论述中并不重要的术语，不夹注外文。人名、地名、术
语涉及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在正文或者脚注中专门辨析、说明的，不使用夹注。
较长句子不使用夹注。

10. 文中夹注页码
一般来说，不鼓励在一个篇章中频繁、密集引用同一文献。对特定书籍和
文章的专门介绍、评论、商榷，确需多次引用的，可以在适当声明后，在正文
相应位置用括号夹注页码。

11. 引领词的用法
1）“参见”和“见”
一般来说，概括引用可以使用“参见”引领，直接引用原文用“见”。由于
引用原文通常使用引号，足以识别，可以省略引领词“见”。
2）“又见”“另见”
5

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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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文献有不同出处，需要互相印证的，可以写“又见”。
正文中叙述一个观点，脚注援引该观点的出处，同时提及其他作者的相关
文献，可以写“另见”。
3）“转引自”
作者没有找到原初文献并予以核实，只是转引他人的，写“转引自”。作者
已经查找、核实原文的，直接引用原文，不写“转引自”。
4）“载”
文章来源于期刊、报纸、网络以及来源于独立作品组成的文集，文献来源
前标注“载”。

12. 标点符号的用法
标点符号的使用应当遵循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
防止误用。以下是常见的误用：
1）混用标点符号与其他符号。例如，把单书名号〈〉写成尖括号 < >，把
短横线– 写成一字线—，把中圆点·写成下角圆点 .。
2）混用中英文输入法。例如，把中文状态的下的逗号，、引号“”、括号（），
与英文状态下的逗号, 、引号“ ”、括号( ) 混同使用。
3）不必要地使用标点符号。例如，在几个并列的书名号（如《中国法学》
《中外法学》
《清华法学》
《法学家》）中间加顿号，在标示序数的括号[如（一）]
后面加顿号。

13. 同一注释包含多个文献
同一注释里包含多条同类文献的，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用分号隔开。例
如：
马怀德主编：
《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胡建淼主编：
《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杨小
君主编：
《行政诉讼法问题研究与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版；莫于川主编：《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版；何海波等：《理想的行政诉讼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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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注释里中外文文献混合排列的，结尾句号使用最后文献的语种。例如：
参见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立足刘燕文案的初步探索》，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 3 卷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Thomas Kellogg,
“Courageous Explorers”? Education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Innovation in China, 20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141 (2007).
外文文献包含在一个句子中，整个句子属于中文句式的，结尾句号使用中
文句号。例如：
对于“分离的领域”的经典论述，参见 Bradwell v. Illionois, 83 U.S. 130, 141
(1892)。

14. 同一文献多次出现
对同一文献的引用应当适度；除了对该文献的专门介绍和评论，一般不宜
频繁、密集引用。
同一文献在文中多次出现的，第一次必须引用完整信息，再次引用时可以
略写。是否略写，由各刊物、出版社或者出版社授权编辑自行决定。为防止修
改、编辑过程中发生错乱，作者投稿时不建议采用略写。
略写文献时，一般应当写明前注序号、文献作者、文献名称，必要时标注
页码。文献作者前不加国籍，标示文献性质的“编”
“主编”等可以省略；作者
为三人以上的可以只写第一作者，后加“等”；文献名称可以略写副标题。例如：
〔16〕应松年、马怀德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
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
〔37〕同前注〔16〕，应松年、马怀德：
《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第 330
页。
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上述文献也可以进一步略写为：
〔37〕同前注，应松年、马怀德书，第 330 页。
前后紧邻的两个引注，文献完全相同，而且没有其他文献干扰的，可以写
“同上注”或者“Ibid”
；所引文献是外文的，从该语种习惯。例如：
〔56〕R. v.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987] QB 815.
〔57〕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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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一文献多个来源
同一文献有多个来源的，原则上只引用一个来源，即最早的出处。一些早
期文献的最早出处一般读者不易查找，作者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同时引注该文
献重印或者转载的信息。例如：
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清华学报》第 6 卷第 1 期（1930
年），后重刊于顾颉刚编著：
《古史辨》
（第 5 册），朴社 1935 年版（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2 年重印）。
民国大学诉工商总长刘揆一案，判决文书见熊元翰等编：
《京师地方审判厅
法曹会判牍汇编·第一集民事》
，京师地方审判厅 1914 年版，第 232-236 页，
转引自北京记忆，
http://www.bjmem.com.cn/bjm/bjwh/zzfl/200711/t20071111_5953.html。

16. 对文献的解释和评论
除了纯粹的解释性脚注，引用文献的脚注也可以适当夹带解释或者评论。
1）对文献内容的解释。例如：
R. v.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987] QB 815. 该案涉及对一个证券交
易机构的司法审查。这个交易机构既非行政机关也没有法律授权，却行使规制
和惩罚的职能。
2）提示类似研究或者相反观点。例如：
Jeffrey E. Cohen, The Dynamics of the “Revolving Door” on the FCC, 3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89 (1986). 类 似的 研 究 还 有 Paul Quirk, Industry
Influence in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对文献整体的评论。例如：
这些意见没有公开，但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法院的基
本立场。参见江必新主编：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
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江必新：《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 1 期；李广宇、王振宇、梁凤云：《行政诉讼法修改
应关注十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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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引注有关的论文部件
本部分主要适用于学术论文，内容为建议性质。书稿可由出版社另行安排。

17. 论文标题
标题应直观、贴切反映论文主题，力求简洁、通顺。原则上不用三重标题，
例如“依法治国：新时代的重大使命——对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
标题内容不用脚注说明，需要说明的信息宜在主文中说明；作为题注的作
者介绍、项目信息、致谢等内容除外。

18. 论文摘要
摘要应客观反映文章核心内容，言之有物、连贯顺畅、独立成篇。
摘要可以摘录文中字句，但不宜大段重复论文段落。摘要不使用第一人称
（如“我认为”），忌带主观评价（如“具有开创意义”）。
学术论文的摘要，以 200-300 字为宜，不分段；论文篇幅较长的，摘要字数
可以稍多。硕士学位论文的摘要可以稍长，一般不超过 800 字（以一页 A4 纸
为宜）
，建议分段；博士学位论文的摘要一般不超过 1600 字。学校对学位论文
摘要的字数有要求的，从其要求。
摘要不用脚注。

19. 关键词
学术论文摘要之后，附关键词 3-5 个。关键词栏以“关键词”字样引导，后
加冒号。
关键词应当标示论文的核心主题因素。不使用过分特别、其他研究者不会
想到的语词，也不使用过分普通、没有识别度的语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一般不带引号、书名号。关键词之间留空格，或者用分号隔开。例
如，不说“最多跑一次”、《行政许可法》，而直接说：
关键词：最多跑一次 行政许可法 行政审批改革 服务行政

20.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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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介绍，应当标明作者的工作单位和学术头衔（职称、学历）。例如：
林来梵，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者介绍一般只写最主要身份，不写“博士生导师”
“研究会理事”等；除
了在职公务人员，不写行政职务。确有必要标明兼职身份的，原则上只写一个。
作者学历，一般只写最高学历，可以具体写上学位授予单位。
合作作品的，宜于在作者介绍部分说明各自分工或者参与的情况。
作者介绍可以置于页下脚注位置，也可以置于论文摘要和关键词之后。采
用页下脚注的，用星号*标明；有多位作者的，一一标明，但只标记一个星号。

21. 项目说明
论文系课题项目成果的，可以注明课题项目的支持机构和项目名称；有项
目号的，可以同时标明项目号。
刊发的论文与支持项目应当有关联性。同一论文的项目支持机构原则上只
写一家，最多不超过两家。

22. 作者致谢
作者以外其他人的贡献，可以适当声明。致谢应当客观、诚恳、简约。

23. 参考文献
如有需要，文后可以附上论文写作的主要参考文献。参考文献较多的，可
以按文献性质、语种、作者姓名顺序、发表时间排列。
法律专业图书可以分别做参考文献、案例索引、术语索引（或人名索引）、
图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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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引注体例
（一）引用纸质出版文献
24. 引用纸质出版文献的基本要求
1）纸质出版文献的概念
纸质出版文献包括已经发表的论文、已经出版的图书，以及纸质媒体的报
道，不包括法律文件和裁判文书。
2）文献性质
引用纸质出版文献，应当让读者识别文献性质。作者独创的作品，姓名后
省略“著”字；其他作品，应当标明该文献系主编、汇编、翻译、整理、点校
等文献性质。文献性质以版权页为准。
3）纸质出版文献的要素
引用纸质出版文献，一般包括主要作者、文献名称、其他贡献者（翻译、
整理、校对）、出版信息（出版机构和年份或者期刊期数）、页码或者章节。文
献主要作者（包括文献的原创者及主编、汇编者）写在文献名称之前，其他贡
献者（包括文献的翻译者、整理者、勘校者等）写在文献名称之后。
4）纸质出版文献的标点符号
纸质出版文献的主要作者与作品之间，用冒号间隔；其他要素之间，用逗
号间隔；同一要素的多个信息（例如作者与作者之间），用顿号间隔。

A．文献作者
25. 原创作品的作者
引用文献时提及并区分文献作者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识别文献性质和查核
文献，不涉及著作权的归属。
作者对于作品的形成注入了较多贡献的，在引用时视为原创作品；主要是
翻译、整理、校勘他人文字和口头作品的，在引用时视为原创作品。例如，对
外国法律的翻译和译注，可以分别做如下处理：
《英国 2006 年公司法》，葛伟军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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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26. 编辑作品的编者
编辑作品的，在主要作者（编者）姓名之后，加“主编”
“编”
“编著”
“编
译”“译注”等，说明文献性质。例如：
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何海波编：《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引用多人参与、一人或者若干人主要负责的编辑作品，只写主编，不写副
主编、编委会主任，也不写各部分作品的作者。引用多人分工主编的大型丛书
中的某一卷册，只写该卷主编，不写丛书总主编。

27. 翻译作品的译者
翻译作品的译者位于文献名称之后、出版信息之前。例如：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美]欧中坦：
《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等编：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翻译作品有校对者的，可以视情况写明校对者。例如：
[英]科林·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安永康译，宋华琳校，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28. 口述作品的整理者
口述作品，口述者位于文献名称之前，整理者位于文献名称之后、出版信
息之前。例如：
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29. 勘校作品的校对者
古籍点校作品，可以视情况写明点校者；早期作品再版的，也可以视情况
写明校对者。例如：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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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扬：《行政法总论》，邹荣校，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年版。

B. 作者的写法
30. 作者的一般写法
1）直写姓名
引用著作直写作者姓名，不写职务。引用本人著作不用“拙文”“拙著”
之类的谦称，引用他人著作不用“氏著”之类的说法。
2）标注全名
作者姓名、名称，原则上应当按照版权声明标注全名。例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
《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
全集》，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3）团体作者
作者系多人，以“编写组”“编委会”等为名的，从其署名。例如：
本书编写组：《“三个代表”重要论述释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4）笔名
作者使用笔名的，从笔名；必要时，可以括注真名。例如：
慕槐（贺卫方）：《关于注释》，载《法学研究》1995 年第 2 期。

31. 外籍作者
外籍作者，在姓名之前用方括号[ ]注明国籍；台港澳作者，无需特别标明。
国籍以版权页为准，可以使用简称，如[德]、[英]；但如果可能引起歧义，
不得使用简称。例如，阿富汗学者不能简称[阿]，而应该写[阿富汗]。
姓名标示应当完整。学界熟悉、约定俗成的姓名，从习惯，如“[德]康德”
“[英]边沁”。特别冗长的姓名，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也可以缩写。例如，
葡萄牙学者若泽·曼努埃尔·里贝罗·塞尔武罗·科雷亚（José Manuel Ribeiro
Sérvulo Correia），可缩写为“若泽·曼努埃尔·科雷亚”。
姓名中间的间隔符用中圆点，如“马克斯·韦伯”；中外文混用的姓名，外
文用首字母缩写的，首字母右下角加“.”，其后不用中圆点。原文与此写法不
同的，照此统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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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查德·J.皮尔斯

32. 合作作品的作者
合作作品的几位作者之间，用顿号间隔。例如：
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中国法学》1993
年第 1 期。
作者人数为两人的，一一列明。
作者人数为三人或者三人以上的，原则上第一次列明全部，再次引用时可
以只列第一作者，后加“等”。例如，前述文章在再次引用时，可以写作：
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中国法学》1993 年第 1 期。
作者人数众多，不便全部列明的，可以根据情况列 1-2 个，后面加“等”。
例如，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一书由 6 位作者共同整理，但版权页只
列两人。引用时可以写作：
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

33. 作者信息的省略
1）古籍的作者
常用基本典籍和官修大型典籍，可不标注作者。例如，
《论语》
《资治通鉴》、
二十四史等。
2）辞书的作者
由编委会组织编写的辞典、百科全书等，可以省略作者。例如，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是一个庞大的法学编辑
委员会负责编写、并由众多人员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集体作品。引用时，只需
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3）作者佚名的
被引文献没有作者署名，经过查考仍无法确定作者的，不写作者姓名，或
者只写“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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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文集
书名包含作者姓名的个人文集，从书名可以直接推断作者的，可以省略文
集作者。例如：
邓小平：《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 2 版第 2 卷），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C．文献名称
34. 文献名称
1）引用文献的名称，包括文章标题，用书名号；栏目名称、丛书名，可视
情况使用引号
2）引用文献应当用全称，不用简称。文献名称冗长的，第一次引用仍应全
称，再次引用时可以略称（详见本手册第 12 条）。
3）所引文献标题带有逗号、问号等标点符号的，从原文，不省略。例如：
《执行难，难于上青天？》
4）所引文献有副标题的，主标题和副标题之间的符号（冒号、破折号等），
一般从原文。原文排版时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的，加冒号；主标题是问句的，可
以加破折号。例如：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原理与规范》
《何以合法？——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

35. 报纸的标题
所引文章标题包含两个部分，但没有主从关系的，用一个字符的空格隔开。
例如：
《陕西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 施压最高院要求改判》
报纸标题包含引题或者副题，内容特别冗长的，可以省略引题或者副题。
例如，一则报道标题为“周强在全国法院决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决胜仗”。引用时可省略引题，写成：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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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图书的标题
所引图书包含两个不同主题，互相没有主从关系的，用一个字符的空格隔
开。例如：
[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
所引图书是大型丛书中的一种，丛书名称不能省略的，用顿号间隔。例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多卷本的图书，在书名号后面用括号注明“上册”
“第×卷”等；连续出版
物的卷、辑，不加括号。卷次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例如：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民商法论丛》第 61 卷

37. 图书的版本
1）图书版本不同于印刷次数；同一版本多次印刷的，仍为一版。版本信息
以版权页为准。
2）图书初版的，无需标明“初版”
“第 1 版”；再版的，在图书名称后，括
注“修订版”“增订版”“第×版”等。例如：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外文图书的中译本一般无需标明原书版次；确有必要时，可以在书名后
用括号标明“原书第×版”。例如：
[美]理查德·J.皮尔斯：
《行政法》
（原书第 5 版），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英]劳特派特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第 8 版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
体强译，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4）图书再版时变更出版社，没有标明再版的，从原书信息。例如：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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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出版信息
38. 图书的出版信息
1）图书的出版信息，包括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2）出版社名称应当完整，出版社之前不写所在城市。例如，只写“法律出
版社”，不写“北京：法律出版社”。
3）两家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的，应当一一列明，中间用顿号。例如：
魏振瀛主编：《民法》（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4）出版时间只写年、不写月。出版月份与讨论主题有关系的，可以写明月
份。

39. 期刊的出版信息
1）期刊名称用书名号。期刊的“社会科学版”“人文社会科学版”属于期
刊名称的一部分，用括号置于书名号内。期刊的出版信息，一般采用“××年
第×期”。例如：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2）期刊名称有变化的，写所引文献发表当时的期刊名。
3）期刊有别名的，写主要名称。例如，《法律科学》杂志在封面上标明该
刊系“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引用时可以只写“《法律科学》”。

40. 其他连续出版物的出版信息
期刊之外的其他连续出版物（包括一卷多辑、连续页码的出版物），一般标
明主编或者编辑，直接标注“第×卷”
“第×辑”或者“第×卷第×辑”，后面
注明出版社和出版年份。连续出版物的封面未标明主编的，引注时也不标主编。
例如：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
《北大法律评论》第 4 卷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41. 文集的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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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会议文集、纪念文集或者其他专题文集中的文章，应当完整标注该书
籍的编者、书名和出版信息，以“载”字开头。例如：
宋炉安：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发现》，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
《当代中国行
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

42. 报纸和新闻类杂志的出版信息
报纸的出版信息，一般注明年、月、日；必要时，注明版次。例如：
何海波：《判决书上网》，载《法制日报》2000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新闻类杂志的出版信息，一般注明期次，必要时括注刊发时间。例如：
王和岩：《邓玉娇案尘埃落定》，载《财经》2009 年第 13 期（2009 年 6 月
22 日）。

43. 古籍的出版信息
传统的刻本、抄本，应当标明版本信息；现代出版的标点本、整理本、影印
本，也可根据需要标注出版方式。例如：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1877 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
《太平御览》卷六九○，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3 册，第 3080 页下
栏。
引用常用基本典籍，不涉及内容争议的，可以省略出版信息。例如：
《论语·述而篇》

44. 台湾文献的出版信息
引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应当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一般不使用“国立”
“中央”等字眼。例如，
“《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按惯例称为“《台大法学
论丛》”。
台湾地区书籍的出版年份写公元年。台湾学者自己出版发行的图书，没有
出版机构的，可以只标“自版发行”。例如：
陈敏：《行政法总论》，1998 年自版发行。
台湾地区期刊卷、期的标注方式从各期刊，年份用括号标明公元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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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法学论丛》第 47 卷第 4 期（2018 年）
《政大法学评论》第 132 期（2013 年）

E．页码和章节
45. 页码
1）引用书籍或者论文特定部分的内容，应当标明页码；如果是概括提及书
籍、论文整体，不标页码。例如：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30 页。
崔国斌：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1 期，第 163 页。
2）古籍刻本的页码有两面的，可以进一步用 a、b 标明。例如：
姚际恒：
《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1877 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
第 9 页 a。
3）引用同一著作的几个内容互不连续的页码，用“、”隔开；内容连续的
页码（包括连续两页），用短横线“-”连接。页码数字置于“第”和“页”中
间，“第”和“页”只写一次。例如：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5、64-68 页。

46. 章节
标示页码，一般写起始页和结束页。必要时，可以在页码后括注提示相应
内容。例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第 81 页（
“法的
解释”条）
在一些场合下，引用书籍特定章节更加明白的，可以只标明章节序号和名
称，不写页码。例如：
《圣经·出埃及记》，20:3。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田宅·家财》，“过房子与庶子 分家财”条。
应松年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二章“行政法
的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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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网络、电视和音像制品
47. 引用网络电视文献的原则
引用网络电视文献应当谨慎。
如果文章已在纸质出版物上发表，原则上应引用纸质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
纸质出版物未刊载，又确有必要的，可以引用互联网上的文献或者广播电视节
目。
纸质出版物曾经刊载但查阅不到的，可以转引互联网上的文献，但应注明
转引。纸质出版物曾经刊载但读者不易查阅的，可以同时提供互联网上的文献。
如果多个网站都有该文献，原则上应当引用最初发表的文献；最初发表情
况难以确认的，可以引用比较权威、稳定的网站上的文献。
除非绝对必要，不引用已经消失的网页。万不得已而引用的，应当提供该
网页曾经存在的证据，并如实说明该网页现已不存。

48. 引用网络文献
引用互联网上的文献，引领词、作者、文章名参照前述做法。在作者和文
章名之后，标明网站名称、上传日期和网页地址。基本格式为：
汪波：
《哈尔滨市政法机关正对“宝马案”认真调查复查》，载人民网 2004
年 1 月 10 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2/2289764.html。
1）作者
来源信息没有作者，引注时省略作者。例如：
《国务院同意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1/27/c_121032896.htm。
2）上传日期
引用互联网文献，应当在网站名称之后、网页链接之前，注明该文献的上
传日期。例如：
任重远：
《镇坪强制引产事件终结 当事人获七万余元补助》，载财新网 2012
年 7 月 11 日，http://china.caixin.com/2012-07-11/100409832.html。
如果网页地址中已经标明了上传日期，可以不重复标明。例如，前述信息
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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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远：《镇坪强制引产事件终结 当事人获七万余元补助》，载财新网，
http://china.caixin.com/2012-07-11/100409832.html。
网页没有显示上传日期，或者上传日期对于该文献没有意义的，引用时不
标上传日期。
3）网页地址
网页地址一般采用 http:// 格式，链接信息一般不分行。
4）访问日期
引用互联网文献，一般不要求注明“访问日期”。网页没有显示上传日期的，
引用时可以标注最后访问日期；涉及动态页面，访问日期对查询结果有直接影
响的，应当注明访问日期。访问日期写在网址之后。例如：
法国行政法院网站, http://english.conseil-etat.fr/Judging, 2016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已结束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栏目，载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node_8195_2.htm，2016 年 11 月 19 日
访问。

49. 引用个人博客、微信公众号
引用个人博客、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应当非常谨慎。没有特别需要，不
宜引用；原则上，只限于引用原创文章。
1）引用个人博客上的文章，应当标明博客名称、上传日期和网页地址。例
如：
黄晓磊：
《再说博客文章被正式引用》，载科学网博客，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1883-550928.html。
2）引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应当标明微信公众号名称和上传日期。例如：
赵耀彤：《一名基层法官眼里好律师的样子》，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
论”，2018 年 12 月 1 日。
微信公众号的链接过长，不建议标注链接。6

6

以上述文章为例，其链接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I0MzgyMA==&mid=2651884643&idx=1&sn=15974c37c3b47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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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引用电视节目
引用电视节目，应当标明电视台和电视栏目名称、播出时间；必要时，可
以标明节目主持人姓名；可能的话，标明该电视节目在互联网上的链接。例如：
《上海袭警案再反思》，中央电视台《新闻 1+1》2008 年 7 月 17 日播出，
http://vsearch.cctv.com/plgs_play-CCTVNEWSprog_20080716_6386507.html 。

51. 引用音像制品
引用 CD、DVD 等介质的音像制品，应当标明其名称、制作单位和发行时间。

（三）引用未发表文献
引用未发表文献应当特别谨慎。除了考虑论证的需要和文献本身的可信度，
还要考虑文献的私密程度和当事人的处境，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伤害。

52. 引用访谈
访谈应当事先获得对方同意。引用访谈，应当标明访谈的时间、地点或者
方式。例如：
笔者与×××访谈，2000 年 3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
笔者电话访谈，2001 年 3 月 8 日。

53. 引用私人通讯
引用私人通讯原则上应获得对方同意，并标明通讯方式和通讯时间。例如：
王名扬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2 年 3 月 8 日。

d6f9bd1701637556&chksm=8bb5b2e0bcc23bf68b2977e08b886bf9b2ba54be084f461ac0b7039514c79fcc03b6
7c214689&scene=0&key=0061820b7e211c2752436529baafa7e8216585fd1c90fa5fbc4a590cde3116651e9766
983f3002fe04e2d3c7c26218482e2842c7a3d915ff8759d5dba3b4146eafe40f09a6a173829f5849a55d2f6bd3&a
scene=1&uin=MTQ2MjMxNDk2Mg%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739&lang=zh_CN&pass
_ticket=Qr0cX6LB%2FUHoeuQpsNGXNc9XD9XZgwzM1N4L0%2Fo051MtjXwzlBLBTzLiXNiiSZ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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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引用内部资料
引用未发表工作报告、调研报告或者口头讲话，原则上应征得当事人同意
（不涉及秘密的官方报告和会议讨论除外），并适当注明文献产生、保管或者
公开之时间、地点和方式。例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政庭：《2001 年行政庭工作总结》。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诉讼法修改座谈会，2009 年 1 月 21 日，河南大厦（北
京）。

55. 引用会议论文
引用未发表的会议论文，一般应当经作者同意。如果会议论文明确要求“请
勿援引”，则不应援引，除非得到作者特别许可。
引用会议论文，应当注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等会议信息；持续举行的
年会，时间、地点可以从略。例如：
贺卫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方法
与法律思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 年 9 月 22-23 日于西安。
何海波：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中国行政法学会 2001
年年会论文。
如果相关文献已经发表的，应当引用发表后的文献。是否已经发表，引用
者有义务做一番检索；如果能够联系并询问被引文献的作者，则是最安全的。
事实上，上述两篇论文均已于 2002 年在刊物上发表，不应再作为会议论文引
用（除非是专门讨论会议相关主题）。

56. 引用学位论文
引用已公开的学位论文，无需经过作者同意。该学位论文已经发表或者修
改后发表的，一般应当引用发表后的文献。引用时，应当标明作者毕业的学术
单位、年份和学位层级。引用论文特定部分的内容，应当标明页码或者章节。
例如：
李松锋：
《游走在上帝与凯撒之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关系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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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引用档案文献
引用档案文献，需标明文献名称、形成时间、保管机构、档案编号。例如：
雷经天：《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1943 年 9 月 3 日），陕西省档案
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 15/149。

（四）引用法律文件
58. 法律文件的名称
1）法律文件名称应加书名号。
2）法律文件的“试行”“草案”，以及刑法修正案的序号，应当视为法律
文件名称的一部分，括注于书名号内。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或者《民事诉讼法（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或者《刑法修正案（十）》

59. 法律文件名称的缩写
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法律文件名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省略，
无需特别说明。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略写为“《治安管理
处罚法》”
。但文件名称中引用的其他文件的名称，不略写。例如，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不略写为“《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律文件名称较长，文中需要反复提及的，可以使用业内通行的缩略语；
缩略语仍加书名号。使用缩略语的，必须在该文件第一次出现时予以说明，
“以
下简称《××法》”。
使用缩略语应当兼顾行文简省和表述自然。通常情况下，不建议使用过分
简略的用法。例如，把《治安管理处罚法》说成“处罚法”
“治管法”，把《民
法总则》说成“民总”。

60. 法律文本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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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经过修改的法律文件，应当注明所引版本的制定、修改年份，除
非正文已经交代或者根据情境不难判断。例如：
《公司法》（2005 年修订）第 16 条。
《公司法》（2013 年修正）第 36 条。
2）引用已经失效的法律文件，应当予以注明，除非正文已经交代或者根
据情境不难判断。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破坏计划生育犯罪活动的
通知》（已废止），法发〔1993〕36 号。

61. 法律文件的条款序数
1）为使行文简洁，法律文本的条、款、项序数采用阿拉伯数字，序数中
的括号省略。例如：
《民法总则》第 27 条第 2 款第 3 项。
《行政诉讼法》（1989 年）第 54 条第 2 项第 3 目。
根据《刑法》第 64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 138 条、第 139 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
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2）原文引用法律文本的，条、款、项、目的序数一般从原文。即，条、
款序数一般用汉字，项的序数用汉字加括号，目的序数用阿拉伯数字。例
如：
《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
《行政诉讼法》（1989 年）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3 目。
3）在任何情况下，法律文件名称中的条款序数不得改为阿拉伯数字。例
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62. 法律条文的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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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包含多个款项，需要完整引用原文并且需要突出内容的，可以将
相关款项单独排列、分行分段。一般情况下，法律条文各款之间可以不分段，
用两个字符的空格代替；各项之间不分行，也不用空格。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3 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刑法》第 54 条规定：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
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
务的权利。
”
除非必要，不大段引用法律条文原文。

63. 引用法律、法规、规章
1）援引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律条文，一般只需提及该法的名称和条文序数，
不必详细标明哪年哪月哪日由几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几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几号发布、哪年哪月哪日起施行等信息，更不必标明载于哪个出
版社的哪本书上。例如：
《行政处罚法》第 32 条。
2）引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性质的决定，应当标明决定机关、
决定名称、决定时间和会议届次。例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 年 9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3）援引法规、规章的条文，参照法律。必要时，可以进一步标明该法
规、规章的制定机关和年份。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1984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6 年）。

64. 引用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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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规范性文件，应当标明该文件的制定机关和文件号；必要时，进
一步标明发布日期。文件号中的年份加六角括号〔 〕。例如，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
号，2007 年 7 月 11 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18〕1 号），第 100 条。
2）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包括制定机关的，制定机关在书名号内；否则，制
定机关放在书名号前。例如，国务院以“国发”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国务院
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系该通知的附件。引用该行动计划时，可写：
国务院下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
3）文件号一般在文件名之后，用逗号分隔。文章叙述中提及规范性文件
又需要标明文件号的，为保持行文顺畅，可以在文件名之后括注文件号。例
如：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
19号）明确要求，“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4）一些较早时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读者难以查找的，最好进一步标明
可供查阅的载体。例如：
《司法部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发现某单位在工作中存在缺点时不
要用“个别裁定”应用“建议书”的批复》，
〔56〕司普字第 853 号，载司法部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规章汇编（1949—1985）》，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646 页。

65. 引用国家标准
引用国家标准，写明发布机关、名称和标准号；必要时，注明发布时间。
例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信息与文献 参
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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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引用立法说明
引用官方的立法说明，应当标明报告人、报告名称和报告场合；必要时，
可以用括号标明报告人的身份。例如：
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

67. 引用会议决议
引用官方会议的决议，写明决议名称、决议机关和作出决议的时间。例
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68. 引用外国法律和国际公约
1）引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公约的中文版本，视情况加国别（国际组织）
和年份。例如：
英国《1996 年仲裁法》
美国《统一买卖法》（1906 年），或者美国 1906 年《统一买卖法》
2）外国法律或者国际公约加书名号，约定俗成的简称除外。例如，《美
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常无需说明，直接表述为：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3）国别或者国际组织一般置于书名号之前，但国名或者国际组织名称是
法律文件名称一部分的除外。例如：
美国《统一买卖法》，《法国民法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4）引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公约的中文版本，必要时可以括注外文。例
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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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用外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特定译本，一般应当注明译者和出版信
息；引用国际公约的官方文本，不需要注明译者和出版信息。例如：
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
（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08 条
“夫妻财产合同、契约自由”。
《美国法典·宪法行政法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6 页
（第 554 条“裁决”）。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27 条
6）引用外国法律和国际公约，条文序号原则上用阿拉伯数字，款项依习
惯用数字或者字母。外国法律增订条文“之一”“之二”，不改为阿拉伯数
字。

69. 引用台湾地区的法律文件
引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文件，应当根据情境注明“我国台湾地区”或者
“台湾地区”。引用台湾地区的“宪法”以及其他涉及两岸关系、容易产生“两
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嫌疑的法律文件，必须打上引号；其他法律文件，
使用引号或者做其他适当处理。例如：
台湾地区“民法”第 12 条规定：“满二十岁为成年。”
驾驶人无过失及情节轻微之肇事逃逸案，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777
号，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布。

（五）引用司法案例
援引案例，优先考虑援引裁判文书。引用案例包括案例名称和案例来
源；必要时，可以加上裁判时间。基本格式为：
包郑照诉苍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8）浙法民上字 7 号民事判决书。

70. 案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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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名称，格式为：“×××（原告）诉×××（被告）×
××（案由）案”。刑事案件的名称，格式为：“×××（被告人）×××
（指控罪名）案”。必要时，可以加上审级说明，例如“×××上诉（再审）
案件”。
根据上下文或者当事人信息可以推知案由的，案由可以省略。例如：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在前文有交代的情况下，案例名称可以用简称。简称一般用原告或者刑
事被告人姓名，如“刘涌案”“刘燕文案”。
案例名称一般不加引号。在叙述过程提及的广泛流传的非正式名称，加
引号。例如：
“夹江打假案”
“许霆恶意取款案”
使用案例的非正式名称，应当避免给人造成误解。例如，被告人于欢因
母亲遭人侮辱、愤而杀人，一些媒体称为“于欢辱母杀人案”，就是极不妥当
的。
正文已经说明案例名称的，脚注不再重复。

71. 案件文号
1）裁判文书一般注明审判法院、文书名称和案号。审判法院用全名，案
号中的年份加圆括号“（ ）”。例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 142 号。
2）案号一般置于文书名称之后，用逗号隔开。在有其他案件信息的情况下，
为使表述更加紧凑，可以把案号置于审判法院和文书名称中间，不用逗号。例
如：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8）海行初字第 142
号行政判决书。
3）在现行的案号管理规定下7，法院数字代码开头的“0”，不能省略；原先
案号中的“字”字，省略不写。实践中，有的法院案件编号开头带有多个“0”，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
，法〔2015〕1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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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时可以不写“0”。例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院代字为“京 0108”）2018
年第 00142 号判决书，写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 0108 民初 142 号。

72. 案例来源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一般只标注发布机关、指导
性案例的序号，并用括号标注发布年份。例如：
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24 号（201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可以只援引《公报》，不再引用裁判
文书（除非需要文本比较）。例如：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15 年第 11 期。
早期案例，读者比较难找的，可以同时提供相关出处；找不到裁判文书
的，援引媒体报道。例如：
谢文彬诉广东省司法厅案，参见李桂茹、孔献之:《七旬律师被判可以执业
〈律师法〉赢了司法部文件》，载《中国青年报》2003 年 6 月 4 日，第 7 版。
宁德市大众影院诉宁德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 年合订本）·行政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案例 51。

73. 裁判时间
裁判时间一般无需标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例如裁判年份与立案年份不
一致或者讨论涉及裁判时点，可以标明裁判时间。裁判时间以裁判文书落款
时间为准。例如：
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一终字第 81
号民事裁定书，2017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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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用统计数据
74. 应当标明出处的数据
除业内周知的事实外，统计数据应当标明出处。例如：
与每年400万到600万件涉及行政争议的信访案件相比，行政诉讼案件简直
微不足道。8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少得出奇：法国六千万
人口，地方行政法院一年受理的案件也近20万；9 德国八千万人口，几套法院
一年受理的各类行政性案件更是高达50万左右。10
通过作者自己调研、计算获得的数据，应该说明数据来源。

75. 引用统计数据的注意事项
统计数据的来源应当可靠，数据应当合理。对于不可靠的来源、不合理的
数字，应当作出解释和评估。
同一篇文章的多个统计数据来源相同的，可以在导论正文或者第一次出现
时概括介绍，以后不再一一叙明。
统计数据的精确程度，应当根据文章主题和数据质量而定。本来无法精确
的事实，不必以貌似精确的数字来说明。例如，“在前述175个案例中，原告胜
诉占11.82%”。由于样本偏小、代表性不足，这里精确到小数点后实际意义不
大，小数点后第二位更是没有意义。

76. 统计数据的图表呈现
为更加直观地显示统计数据，可以使用图表。
图表应当与统计数据相符，力求直观和美观。
图表在正文中的位置，遵循“先文后图，图随文走，图文呼应”的原则。
图表应有标题。图的标题，位于图下；表的标题，位于表上。图表不止一
幅时，应按顺序标明序号，序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图表的序号之后空格（不加
冒号），然后接续标题。
8 参见孙乾：
《“民告官”信访案件年超 400 万件》
，载《京华时报》2014 年 11 月 5 日，第 3 版。
9 参见法国行政法院网站, http://english.conseil-etat.fr/Judging, 2016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10 参见刘飞：
《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70 页。如果只看普通行
政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数量，则只有 20 万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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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引注体例
77. 引用外文文献的一般要求
1）中文文献优先引用
相关外国文献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引用中文译本，或者在引用外文文献
时提示中文译本。
中文译本已经过时、翻译质量不够理想或者有其他原因不适合引用的，可
以不引中文译本。
2）外文文献的翻译
引用外文文献，一般不做翻译，直接使用外文；必要时，可加以解释或者
评注。
翻译外文著作时，原文中的注释一般不需翻译，从原文；引注中说明性、
评论性的文字，应当翻译。
3）引用外文文献的原则
引用外文文献遵循该种文献的通行体例，照顾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慎用
简称。
4）外文文献中的人名
人名中的姓名次序采用“名从主人”原则，尊重该作者自署方式。例如，
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习惯署 Albert H. Y. Chen，从其习惯。外国人名，原则上写
全名；特别冗长的姓名，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略写。
5）异体汉字的写法
中、日、韩、越文中的异体汉字，容易出现乱码的，可以使用中文简体字
替换。

（一）英文引注体例
78. 英文学术期刊
一卷多辑、连续页码的学术期刊文章，基本格式为：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aw Journal 733, 737-738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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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连续页码的学术期刊文章，基本格式为：
Barbara Ward, Progress for a Small Pla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
1979, p.89, 90.
1）作者
英文姓名，名在前、姓在后，首字母大写。例如，William P. Alford。姓在前、
名在后、中间加逗号，如“Alford, William P.”，是列举参考文献时的通常写法，
不宜用于注释。
华人作者的署名，原则上尊重作者在文章中的写法。姓在前、名在后的，
姓氏采用大写字母或者小型大写字母11。例如，张力写作 ZHANG Li（大写字母）
或者 ZHANG Li（小型大写字母），而不是 Zhang Li 或者 Li Zhang。名字包含两个
或者三个字的，名字的拼音合写为一个单词；复姓连写，双姓中间加连接号。
例如，何海波写作 HE Haibo，不写 He Hai Bo；上官丕亮写作 SHANGGUAN Piliang，
刘熊擎天写作 LIU-XIONG Qingtian。
两人合作的，用&连接。三人合作的，分别用逗号和&连接。四人以上的，
可以只写第一作者，余下用 et al.。
2）文章标题
文章标题首字母大写（“首字母大写”系指实词首字母大写，冠词、介词、
连词等虚词的首字母不大写，但标题的第一个单词无论是虚词还是实词都大写，
下同）。文章标题不加引号，用斜体。例如，The Dawn of the Due Process Principle
in China。
3）刊物名
刊物名首字母大写，不用斜体。例如，Harvard Law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为方便中国读者认知，刊物名用全称，不缩写（如 Harv. L.
Rev., Am. J. Comp. L.）。
4）期刊卷数、文章首页页码和出版年份
期刊卷数和文章首页页码，分别标注在期刊名称前后；出版年份括注于后。

小型大写字母（small capitals）是西文字体设计中的一种字符形式，即全部字母大写，但首字母字形
较大、其余字母字形较小。在 word 文档中，可以按住需要采用小型大写字母的单词，依次进入“开始—
字体—效果—小型大写字母”，在方框中勾选。以后再需要小型大写字母的地方，可以使用格式刷。另
一种处理方式则为：全部字母大写，然后把首字母以外的字母缩小字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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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73 Yale Law Journal 733 (1964)。
也可以在期刊名称之后写期刊卷数、文章首页页码和出版年份。例如：
Stephen J. Choi & Adam C. Pritchard,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SEC, Stanford
Law Review, Vol.56:1, p.1-73 (2003).
上述两种方式可由作者选择其一。在同一篇文章或者同一本书中，应当尽
量保持统一。
5）文章页码
如果引用文章特定内容的，则在后面加注页码。
采用期刊卷数和文章首页页码分别标注在期刊名称前后的，文章特定内容
的页码前不加 p.，逗号后直接写页码。采用期刊名称后写期刊卷数的，文章特
定内容的页码前加 p.；页码为复数的，也写 p.，不写 pp.。

79. 英文报纸杂志文章
报纸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Andrew Rosenthal, White House Tutors Kremlin in How a Presidency Works,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90, at A1.
一般杂志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Louis D. Brandeis, What Publicity Can Do, Harper's Weekly, Dec. 20, 1913, p.10.
报纸杂志名称首字母大写，不用斜体。出版时间标注年月日。报纸可加具体
版次，杂志可加具体页码。版次为英文字母或者字母加数字的，用 at 引导；页
码为阿拉伯数字的，用 p. 引导。

80. 英文书籍
引用英文书籍的基本格式为：
William P. Alford,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8.
合作作品的作者写法，同论文。编辑作品，在编者之后加 ed.；两人以上编
辑的，在编者之后加 eds.。
书籍名称采用实词首字母大写，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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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称后加出版社和出版年份，出版社前不写地址。
翻译作品，在书名后加译者信息。例如：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 MIT Press, 1996, p.330-336.
除非指引整本著作，引用书籍应当标明页码。页码前加 p.；页码为复数的，
也写 p.，不写 pp.。

81. 英文集合作品中的文章
引用多人合作、相互独立的集合作品中的文章，一般格式为：
Jamie Horsley, Rule of Law in China: Incremental Progress, in C. F. Bergsten, B.
Gill, N. R. Lardy & D. Mitchell eds.,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6.
引用对象的文章名称实词首字母大写，斜体；该文章来源书籍首字母大写，
不用斜体。
文章名称后，用 in 表示“载于”。

82. 美国联邦法规
英文法规以美国联邦立法为例。美国联邦立法有多种形式的载体：一是随
时出版的单行本（slip laws）；二是一个国会会期一卷、按颁布时间先后汇集的
《法律大全》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缩写为 Stat.）；三是六年一次、遵
循法典体系汇编的《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缩写为 U.S.C.）及其补充
本（Supp.）。引用多为第二、三种。
1）引用《法律大全》的格式为：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t, Pub. L. No. 89-670, § 9, 80 Stat. 931, 944-47
(1966). （注：
《交通部法》，第 89 届国会第 670 号法律，第 9 条，载《法律大
全》第 80 卷（1966 年）第 931 页，944-47 页。）
2）引用《美国法典》的格式为：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 6, 5 U.S.C. §555 (2006). （注：《行政程序法》
第 6 条，收入 2006 年版《美国法典》第 5 卷，重新编为第 555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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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法律名称省略定冠词 The。如果官方名称中包含年份，法律名称可以加
法律的制定年份，如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77。法律名称有时可以同
时或者单独用俗名。例如，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Taft-Hartley) Act § 301
(a), 29 U.S.C. §185 (a) (2012). 《塔夫脱-哈特莱法》即是《劳工关系法》的俗名。

83. 美国法院案例
英文案例的引用方式，因不同国家、不同法院、不同案例报告系统而有所区
别。
1）引用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基本格式为：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Gorsuch, 685 F.2d 718 (D.C. Cir. 1982);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S. 837 (1984).
案例名称由原告（上诉人）v.被告（被上诉人）构成，双方当事人名称采用
首字母大写，v.用斜体。如果用一方当事人的名称足以辨识的，以后出现时可
以只写一方当事人，例如 The Chevron case。
F.2d 代表案例报告系统，即联邦案例第 2 系列。括号中的 D.C. Cir.，指该判
决系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作出。
2）确有必要的，可以同时援引几个不同的案例报告系统。例如：
Roe v. Wade, 410 U.S. 113, 93 S. Ct. 705, 35 L. Ed. 2d 147 (1973).
3）尚未宣判的案件，可以只引用案件号和审理法院；必要时，标注起诉、
受理、开庭日期。例如：
United States v. Dino Nastasi et al., No. 3:15-cr-00213-FDW-DCK (W.D. North
Carolina).

84. 英国法院案例
英国早期的案例报告比较杂，都为私人编撰，引用时根据具体情况。例如：
Bagg’s Case (1615) 11 Co. Rep. 93b, (1572) 77 ER 1271.
后来比较正式的案例报告（Law Reports），根据审理法院分为 AC（Appeal
Cases，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或者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理的案件）、QB/KB（Queen’s
Division 或者 King’s Division，来自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由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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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ases in Chancery，来自高等法院衡平法庭、由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例
如：
Ridge v. Baldwin [1964] AC 40.
R. v. Lord Chancellor, ex parte Witham [1998] QB 575.
WLR（Weekly Law Reports）、All ER（All England Law Reports）也是目前常见
的案例报告。一般情况下，引用其中一种案例报告即可。

85. 英文网络文章
网络文章，应标明作者、文章名、网站名、上传时间和网址。网页没有显示
上传日期，或者涉及动态页面，标明上传日期没有意义的，标明访问日期。例
如：
Stephen McDonell, When China Began Streaming Trials Online, BBC NEWS (Sept.
30, 2016), https://www.bbc.com/news/blogs-china-blog-37515399.
不易查找的书籍等文献，有网络版的，可以同时提供网络链接。例如：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Maclehose, 1914, also se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mckechnie-magna-carta-a-commentary.

（二）法文引注体例
86. 法文学术文献
1）书籍
书名斜体，作者姓名首字母大写。例如：
Marc Chevallier, L’État de droit, Montchrestien, 4e éd., Paris, 2003, p. 16-29.
2）论文
论文题目双括号中，杂志名称斜体。例如：
Marc Poisson, « Le droit de la mer », RGDIP, 2015, p. 15-47.
Claire Badiou-Mouferran, « La promotion esthétique du pathétiqu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 La Licorne, n° 43, 1997, p. 75-94.
3）书中的一章或文集中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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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Poisson, « Le droit de la mer », in R. Lapieuvre (dir.), Le droit des Océans,
Éditions de la mer, 2015, p. 12-48.
4）会议报告
Marc Poisson, Le droit de la mer en Méditerranée, Congrès de Marseille, juillet
2016, p. 228-229.
5）内部报告
Marc Poisson, Le droit de la mer en Méditerranée, Rapport de recherche de
l'IFREMER, n° 1202, août 2016.
6）博士或硕士论文
Marc Poisson, Le droit de la mer appliqué à la Méditerranée, Thèse de
l'Université de Marseille, 17 juin 2016.

87. 法国法律
1）引用某部规范
规范类型，编号，颁布日期（若正文中未标注该规范的标题，应在引注中
添加；若正文中已标注该规范的标题，引注中可省略）
引用某部法律：
Loi n° 2013-403 du 17 mai 2013
引用某部特别法令：
Ord. n° 2016-307 du 17 mars 2016 portant codification des dispositions relatives
à la réutilisation des informations publiques dans le code des relations entre le public
et l’administration
引用某部行政法规：
Décret n° 2016-38 du 17 mars 2016
2）引用某部规范的特定条文
条款，编号，法律规范
Art. 78 et s. de la Constitution du 24 juin 1793
Art. 6 de la Charte de l’élu local codifié à l’art. L. 1111-1-1 CGCT
3）规范条文区分了法律条文与规章条文的情况
法典名称，条款，规范类型（L.或 R.），编号
CGCT, art. L. 2121-25 et R. 2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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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法国法院判决
判决应写明法院名称、审判庭名称、日期、案件名称和案件号。若案件载
入案例汇编（Recueil），可注明页码。
CE. 15 février 2008, Commune de La Londe-les-Maures, req. n° 279045.
Cass. crim., 8 juillet 2015, n° 13-86.267.
Cour d’appel d’Orléans, Chambre sociale, 23 avril 2015, n° 14/00500.
CJUE, Grde Ch., 11 novembre 2014, Dano, Aff. C-333/13.
CIJ, Délimitation maritime en mer Noire (Roumanie c. Ukraine), 3 février 2009,
CIJ Recueil 2009, p. 61.

89. 法文网络信息
原则上标注上传日期；若无法获知上传日期，则标注访问日期。
Béatrice Joyeux-Prunel, « L’histoire de l’art et le quantitatif », Histoire & mesure, vol.
XXIII, n° 2, 2008, [En ligne: http ://histoiremesure.revues.org/index3543.html]. Consulté
le 17 mars 2010.

90. 引注关系
- Ibid., p. xx-xy fait référence à plusieurs pages de ce même ouvrage.
前引书
Marc Poisson, Le droit de la mer, op. cit., p. 212.

（三）德文引注体例
91. 德文学术文献
1）学术期刊文章
引用学术期刊论文的基本格式为：作者、论文题目、刊物名称、卷册号、
出版年份、所引页码。例如：
Benjamin Vogel, Rechtsgüterschutz und Normgeltung, ZStW 129 (2017), S. 630.
49

Markus Würdinger, Über Radarwarngeräte und die Zukunft des Europäischen
Privatrechts, JuS 2012, S. 238 f.
需写出作者完整姓名，名在前、姓在后，姓名首字母均大写，不用斜体。
两人或三人合作的，用“/”连接。三人以上合作的，仅写第一作者，余下
用“u. a.”。
文章名不加引号，不用斜体。
刊物名原则上使用德国学界惯用的缩写，没有惯用缩写的，写明刊物全称。
若仅有期刊年份，直接标注在期刊名称之后。若同时有期刊卷册数和年份，
则将卷册数标注在期刊名称之后，随后再以括号标记年份。
原则上以“S.”标记所引用的页码。引用相邻两页之内容的，在首页数字后
加“f.”，引用连续两页以上内容的，在首页数字后加“ff.”。
2）报纸杂志文章
报纸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Thomas Fischer, Absurdes Spektakel um den Tod, in: Die Zeit v. 29. 9. 2015.
报纸或杂志名称后需依日、月、年的顺序标记出版时间。报纸可加具体版
次，杂志可加具体页码。
文章名称后，用“in”表示“载于”。
3）专著与教科书
专著与教科书的基本格式为：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4. Aufl., 2006, § 15 Rn. 19.
Ralf Dreier/Stanley Paulson (Hrsg.), Rechtsphilosophie Studienausgabe, 2. Aufl.,
2003, S. 181.
合作作品的作者写法，同论文。编辑作品，在编者之后以括号标记“Hrsg.”。
书籍名称后加版次和年份，不写出版社和出版地信息。
原则上以“§”标记所引内容所在章节，以“Rn.”标记所引内容的页边码。
没有页边码的，以“S.”标注所引用的页码。
4）法律评注
引用法律评注，一般格式为：
Martin Schwab,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Band 5, 6. Aufl., 2013, § 817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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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后，用“in”表示“载于”。原则上引用页边码，没有页边码的，
引用页码。
5）集合作品中的文章
引用多人合作、相互独立的集合作品中的文章，一般格式为：
Arthur Kaufmann, Bemerkungen zur Reform des § 218 StGB aus
rechtsphilosophischer Sicht, in: Jürgen Baumann (Hrsg.), Das Abtreibungsverbot des
§ 218 StGB, 2. Aufl., 1972, S. 46 ff.
文章名称后，用“in”表示“载于”。
6）祝贺文集与纪念文集
引用祝贺文集，一般格式为：
Claus-Wilhelm

Canaris,Gesamtunwirksamkeit

und

Teilgültigkeit

rechtsgeschäftlicher Regelungen, FS Steindorff, 1990, S. 524.
祝贺文集（Festschrift）缩写为 FS，纪念文集（Gedächtnisschrift）缩写为 GS，
两者后均用连接号连接被祝贺和被纪念者的姓氏。姓氏不用斜体。

92. 德文法规
引用德文法规的基本格式为：
§ 32 II StGB
§ 58a I Nr. 2 StPO
Art. 2 II GG
原则上以“§”标明条文数，以罗马数字标明所引款，以“Nr.”标记所引项。
对于《基本法》以及国际条约等以 Art.表示条文数的，以 Art.标明条文数。
法典或法规名称，有惯用缩写的，使用缩写。没有惯用缩写的，写明法典或
法规全称。

93. 德文案例
引用德文案例的基本格式为：
BVerfGE 75, 369 (380).
BGH NStZ-RR 1999, 185.
BGH NJW 2000, 1560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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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判例集中的判决时，标出判例集的名称、卷号、所引判例首页，并以括
号注明所引内容所在页。引用载于期刊的判决时，标明做出判决的法院、所载
期刊的名称和年份、所引判例首页，并以括号注明所引内容所在页。

94. 德文网络文章
德文引注中原则上不引用网络文章。确实需要引用时，应标明作者、文章
名、网址和上传或者访问日期。例如：
Martin Meidenbauer, Wissenschaftliches Publizieren, URL: https://www.clioonline.de/sites/files/clio/portal-archiv/site/lang__de/40208143/Default-2.html.
(abgerufen am 10. Oktober 2017).

95. 几种情况的处理
1）脚注文献的引领词
vgl.表示“见”和“参见”。
同一文献有不同出处，需要互相印证的，可以以 siehe auch 表示“又见”。
作者没有找到原文并予以核实，只是转引他人的，用 zitiert nach 表示“转
引自”。
2）多次出现的文献
同一文献在文中多次出现的，第一次必须引用完整信息，后面可以简写。
简写时，只需写出作者姓氏，在其后的括号中用“Fn.”标明第一次引用该文献
时的脚注序号。例如，前引 Claus Roxin 的文献（假设为注 19），第 101 页，标
为：
Claus Roxin (Fn. 19), S. 101.
若为法律评注，前引 Martin Schwab 在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中的评
注（假设为注 5），再次出现时，标为：
Martin Schwab,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Fn.5), § 817 Rn. 9.

（四）日文引注体例
日文文献的引注体例主要参考了《ジュリスト》杂志和《新版注释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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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动。改动之处主要是为便利中国读者认知，包括：作者名、杂志名、法规
名、案例名称均不采用简写，而用全称；年份统一采取公元纪年而不用日本天
皇年号纪年版。

96. 日文学术文献
1）书籍
书籍的基本格式为：
我妻栄『新訂担保物権法（民法講義Ⅲ）』（有斐閣，1971 年）50 頁。
书名加“『 』”，如果属于系列丛书，则丛书名字加在“（ ）”内紧接在书名
后；出版信息加在“（ ）”内，出版社和出版年份之间用“，”隔开。
如果有多个作者，则在作者之间加=，如：
我妻栄＝有泉亨『民法総則物権法（法律学体系·コンメンタール篇）』
（日
本評論社，1950 年）31 頁。
对作者观点有提炼或者解读时，在引注后加“参照”，如：
我妻栄＝有泉亨『民法総則物権法（法律学体系·コンメンタール篇）』
（日
本評論社，1950 年）31 頁参照。
2）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的基本格式为：
於保不二雄「付加物及び従物と抵当権」民商法雑誌 29 巻５号（1954 年）
1 頁以下。
论文名加“「 」”，杂志名称不加符号，杂志名称用全称，如上述“民商法
雑誌”不简写为“民商”；杂志名称后面直接衔接卷号信息；刊登年份加在“（ ）”
内。
有多个作者、对作者观点有提炼或者解读等情形，同前述书籍标注方式。
报纸杂志文章的格式同期刊论文，只是省略页码。
3）集合作品中的文章
引用集合作品中的文章的基本格式为：
佐藤英明「一時所得の要件に関する覚書」金子宏ほか編『租税法と市場』
（有斐閣，2014 年）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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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文章名加“「 」”，集合作品的编纂者名字后加“編”字，集合作品
的名称加“『 』”。

97. 日文案例
日本学术文献中的案例一般采取简写形式，并常用年号纪年版。为了便于
中国读者认知使用全称，并用公元纪年版。
如“大判大 8·3·3 民録 25·356”在本杂志中应该采取下述格式：
大審院 1919 年 3 月 3 日判決，大審院民事判決録 25 輯 356 頁。
再如“最判昭 57·7·15 民集 36·6·1113” 在本杂志中应该采取下述格
式：
最高裁判所 1982 年 7 月 15 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36 巻 6 号 1113
頁。

98. 日文法规
日本学术文献一般不会将日本本国法作为注释，而是会在正文中直接表达
法律名称，不添加任何符号，并且往往采用简称，如将“建設機械抵当法”简
称为“建抵”。为照顾一般中国读者，日文法规一般应写全名；在同一文章中反
复出现的法规名称，第一次必须写全名，经说明后，再次出现时可以略写。
我国论文正文中习惯上将日本的法规翻译为中文，如果翻译后基本没有差
异，如“民法 177 条”在我国论文正文中表述为“日本民法第 177 条”，则没
有必要再加注释。如果翻译成中文后，与原文表述差异较大，为了便于读者准
确查询法规，可以考虑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日文全称，或者将法规的日文全称
作为注释。如“关于动产和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的民法特例法”在日本《新版
注释民法》中被简称为“動産債権譲渡特”，本杂志中应该添加全称注释为：
動産及び債権の譲渡の対抗要件に関する民法の特例に関する法律。

99. 日本官方文件
官方文件的名称加“「 」”，后加“による”，如：
「平成 26 年版犯罪白書」に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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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日文网络文献
日本学术论文极少使用纯网络文献。书籍、论文有网络版的同时也会有正
式出版版本，引用时应该引用正式出版版本。案例、法规以及官方文献也都有
自身的注释方法，即使在网上搜索得来也要用前述注释方式。
如果文献只有网络信息，可以引用网络信息。一些不易查找的纸质文献有
网络版本的，可以在标明其正式来源的同时，提供网络链接。
引用网络文献，应该标明网址和上传日期；不能确定上传日期的，可以标
注访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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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引注手册》
起草说明

何海波

一、制作引注手册的目标
统一、细致、合用的引注体例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有助于该学科进一
步发展。中国法学界在学术引注体例上做了很多探索，1 但离上述目标还有距离。

（一）统一引注体例是首要目标
目前法学著作的引注体例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不但高校学报和多数法学
刊物的引注体例截然不同，在法学刊物和法学图书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异。有学者
比较了23家刊物的引注体例，发现“没有两家是完全相同的”2。细小的差异不必
说了，许多大的方面也没有统一。例如，引用文章有的用书名号，有的用引号；
文章的出处，要不要写个“载”字；书籍的出版信息要不要写月份、要不要加个
“版”字；引用文章什么情况应当注明页码，以及页码怎么写。
缺乏规范、统一的体例，耗费了作者和编者大量的时间。作者无所适从，常
常被迫改来改去。投一家刊物，就换一个体例；发论文时是一种体例，出书时又
换一种体例。因为作者改得不到位，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不得不再一一改
过，大量精力浪费在这种琐细繁重的事务中。如能确立一个规范、统一的引注体
例，应当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三方便利的大好事。
相关的讨论，参见慕槐（贺卫方）
：
《关于注释》
，载《法学研究》1995 年第 2 期，后与其它几篇讨论学
术写作与编辑的文章一起，收录于贺卫方：
《法边馀墨》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肖永平：
《中国法学研究
的学术规范和注释规则》
，载《法学评论》2002 年第 4 期；罗伟主编：
《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建议稿）
》
（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熊谋林、许林：
《法学文献引证与注释体例的统一化》
，载《法治
现代化研究》2017 年第 4 期。法学以外更加宽泛的讨论，可参见杨玉圣、张保生主编：
《学术规范读本》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 苗炎（
《法制与社会发展》副主编）
，法学著作引注体例讨论会，2018 年 12 月 27 日于清华大学法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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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注体例应当力求细致
目前多数引注体例，包括几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内容都比较
简略。简略的好处是容易“求同存异”，但它确实遮蔽了分歧，不能应对形形
色色的问题。例如，引用学术文献时，作者怎么标注、页码如何标注？引用规
范性文件和司法案例，又如何标注？引用外文，原则上“从该种文献的惯
例”，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惯例？引用互联网文献，是写上传日期还是访问日
期？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更没有明确。引用连续出版物上的文章，要不要加
“载”字、要不要写明主编和出版社？外文中的华人作者，是名在姓前还是姓
在名前？这么多的具体情况，寥寥两三页纸是无法完全解答的。
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引注体例，篇幅都相当可观。例如，美国法学期刊界
流行的《引注蓝皮书》（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从最初的
26页发展到今天的560页。3 因为不满Bluebook引注标准过于复杂而自创一套的
《芝加哥大学法学引注手册》（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nual of Legal Citation，
又称Maroonbook），从最初的15页迅速扩展到今天的86页。4 英国法律界通用的
牛津手册（Oxford Standard for Citation of Legal Authorities, 简称OSCOLA），到2012
年第4版时也达到了61页。5 在中文学术圈，罗伟教授起草的《法律文献引证注
释规范》也已达到一本书的规模。6
可见，引注体例要为作者和编者起到有用指引，必须抛弃“宜粗不宜细”的
思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力求具体周详。

（三）引注体例应当合用
引注体例的许多具体问题是见仁见智、利弊互见的。但根本上讲，一个好
的引注体例必须适应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实际需要。
首先，与其他学科相比，法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引注文献数量普遍较多，又
See 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 (20th ed.), 2015. 电子版可以浏览 Bluebook 的官方网站，
https://www.legalbluebook.com/Public/TOC.aspx。
4 参见《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网站，https://lawreview.uchicago.edu/maroonbook，Volume 86 of the
Maroonbook。
波斯纳法官批评 Bluebook 的文章，
参见 Richard A. Posner, Goodbye to the Bluebook, 5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343 (1986).
5 参见牛津大学法学院网站，https://www.law.ox.ac.uk/research-subject-groups/publications/oscola。
6 参见罗伟主编：
《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建议稿）
》
（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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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涉及法律文件和法律案例。因为引注文献多，把引注内容一一排列在文章后
面（即“文后注”），阅读时翻前倒后，很不方便。又因为涉及法律文件和法律
案例，在一些学科流行的文后列举参考文献、正文括注作者和页码的格式，在法
学写作中造成又是文后注、又是页下注，极不方便。由于这些特点，法学引注独
具一格是自然的事情。许多国家的法学著作都形成了自己的引注体例。7
其次，法学研究的国别色彩向来鲜明。国外的引用体例未必适合中文著作，
无法简单移植；即使拿它引用英文文献，对绝大多数中国作者和编者仍然太过复
杂。以美国法学刊物流行的Bluebook为例，在一个时期，Bluebook要求文章名加
引号，这套用于中文文献就不纯正；新版的Bluebook改变了规则，包括引入小型
大写字母，这些规则对中国作者、编者和读者可能都不方便。所以，还是要从中
国法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套自己的规则。
最后，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互联网和数据库已经成为“当代”的一个主要特
征。大量文献发表在互联网上，甚至个人博客、微信公号上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原
创文章，完全禁用互联网上的文献是行不通的。同时，海量文献收录在数据库里。
在互联网和数据库上检索文献，是许多作者的第一选择。是否要像以前那样一一
标注出版社地点、文章页码，也值得斟酌。但是，互联网上的文章鱼龙混杂，数
据库也还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如何引用特别需要规范。
综上，中国法学写作和出版中的引注体例亟需统一，而引注体例的统一必须
建立在细致、合用的基础上。

二、引注手册的起草过程
统一引注体例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却一直未能实现，问题很可能出在没有一
个合理的路径和合适的步骤。本引注手册的起草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一）统一引注体例的路径设想
统一引注体例这事由出版单位各自为政不行，由一个机构发布规则强行统一
也不行；一开始参与的机构太少不行，太多也不容易。我们初步设想，由几家法
相关介绍，参见罗伟：
《美、英、日、韩法律引注体系简介及统一中国法律引注体系的几点建议》
，
《法
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6 年第 4 期；[英] 柯林·内维尔：
《学术引注规范指南》
，张瑜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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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出版单位联合制定、学术团体倡导使用、定期修改、逐步统一。
首先，拟由几家主要法学刊物和主要的法律图书出版机构作为发起单位，派
人组成一个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开会讨论，在“求同去异”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
相对具体周详的引注体例。
其次，倡导使用。讨论确定的引注体例公开发布，发起单位首先使用，欢迎
其他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采用。
最后，定期修改。引注体例以发起单位的名义联合出版，定期修改。各发起
单位派人组成工作小组讨论修改，经发起单位同意的其他机构也可以派人参与讨
论。

（二）引注手册的起草过程
这份引注手册参考了多个出版单位的引注体例，它的起草是众多学者、编
辑共同参与、集体讨论的过程。
引注手册讨论稿的初稿由何海波（负责中、英文文献）、冯术杰（负责法语
文献）、王钢（负责德语文献）和龙俊（负责日语文献）拟写，何海波统稿。初
稿写成后，陈天昊审读了法语文献，做了少量增补；王天华审读了日语文献；陈
卫佐通读全文，提了多处意见。汤欣、屠凯也贡献了意见。该稿经车丕照主编决
定，在《清华法学》试用。讨论稿初稿曾在微信群里发布，朱芒、王贵松、易明
群、朱明哲、马剑银、谭冰霖、江溯、彭錞、蒋浩等多位学者、编辑提出了宝贵
意见。
2018 年 12 月 24 日，多家刊物和出版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法学著作引
注体例讨论会”，《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法学评
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清华法学》等刊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的负责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统一注释体例的必要性、路线图和工
作安排达成了基本共识。与会人员还在《中国法学》总编辑张新宝的主持下，对
《法学著作引注体例（讨论稿）》进行了具体讨论。8 会后，何海波综合讨论中
提出的意见，对讨论稿做了修改。
2019 年 4 月 13 日，上述单位组成的工作小组再次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会
与会人员有：
《中国法学》总编辑张新宝、
《清华法学》主编车丕照、
《中外法学》主编王锡锌、
《现代法
学》主编许明月、《法学研究》副主编谢海定、《法学家》副主编尤陈俊、《法学评论》副主编江国华、《法
制与社会发展》副主编苗炎、
《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田夫、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法律出版社编
校部主任班运华、
《中国法学》编辑王莉萍和任彦、
《法学研究》编辑李曼、
《中外法学》编辑高薇，及《清
华法学》副主编何海波、主编助理屠凯、编辑部主任徐雨衡。
8

59

议，对修改后的《法学著作引注体例（讨论稿）》进行整整一天的讨论。讨论涉
及引注体例的一般规范以及中英文引注体例。9 事后，中国法制出版社的马颖女
士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余娟女士反馈了各自单位对讨论稿的意见。《中外法
学》的高薇编辑对德语引注体例做了一点增补。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对讨论稿
的内容和编排再次做了修改。修改后的引注体例，名称改为《法学引注手册》，
条文从 69 条增加到 98 条。
2019 年 8 月 20 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印发
了《法学引注手册（审议稿）》；应法学期刊研究会指派，何海波在会上就审议
稿做了说明。在会议前后，《中国法学》的编辑任彦校对了审议稿并提出许多意
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马长山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庞从容副编审就审议稿
提出了详细意见，《中国法律评论》执行主编袁方、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韦钦平、中国检察出版社李健副编审也提了具体的意见。
2019 年 10 月 14 日，遵法学期刊研究会张新宝会长意见，引注手册的拟定稿
送呈共同制定单位最后审阅。在反馈意见基础上做少量技术性修改后，于 10 月
29 日定稿。
引注体例的起草，还得到诸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
院的罗伟教授表示了支持，清华法学院聂鑫、李平等多位学者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三、引注手册的基本内容

（一）引注手册的主要方面
引注手册着重总结引注文献的格式。著作正文、文后参考文献，以及解释性
的注释，基本没有涉及。
引注手册讨论了引注的基本要求、引注的一般格式以及与引注有关的论文部
件，作为引注的一般规范。
中文引注体例按照引注文献的性质分别介绍，依次为纸质出版文献、网络电
视文献、未发表文献、法律文件、司法案例和统计数据。
考虑到中国法学著作中引用外文文献相当频繁，引注手册用较多的篇幅列明
与会人员有：《中国法学》总编辑张新宝和编辑任彦、《中外法学》副主编车浩和编辑高薇、《法学家》
副主编尤陈俊、《法学评论》副主编江国华、《法制与社会发展》副主编苗炎、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
浩、法律出版社编校部主任班运华及《清华法学》副主编何海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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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法、德、日四种文献的常用引注体例。

（二）学术引用的伦理原则
引注手册明确了学术引用的几个伦理原则，分别涉及“什么地方需要引用”
“引用什么文献”“如何标注文献信息”三个问题。
一是使用引注应当必要而适度。引注是文章的辅助部分，是正文的补充。涉
及学术观点、法律文件、事件、案例、统计数据等，需要交代出处而又不便在正
文中叙明的，才予以注明。应当避免繁琐引注，谨慎使用外文夹注，尽量避免一
句多注或者连续一句一注，以防干扰正文阅读。学术写作应当尊重前人的智力成
果，但提倡使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论述。一般的意思无需引用，直接引用宜谨慎使
用；没有必要，不大段引用原文。
二是应当引用真实可靠、内容相关、权威稳定的文献。作者应当对文献引用
承担首要责任，不得引用未经查核的文献，不得歪曲他人观点。引用文献的选择
上，中文优先、纸质优先、原创优先。相关外国文献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引用
中文译本，或者在引用外文文献时提示中文译本。有纸质出版文献的，不引用网
络、电视资料，尤其是“百度百科”等有待查核的资料。有多个相关文献的，一
般引用最初文献，不引用网络或者其他介质转载的文献，包括新浪、搜狐等门户
网站和各种文摘。慎用转引，作者有条件查找和阅读原初文献的，有义务查找并
引用原初文献。
三是保证引注信息准确、完整，力求简洁、流畅。已出版文献的作者、名称
和出版信息，原则上从原文原著，具体根据版权信息而定。原文原著的名称包含
多个部分的，原则上应当全文引用，不省略。在保证基本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引
注信息尽可能简洁、流畅，符合中文阅读习惯。引用外文文献，需要照顾中国读
者的知识结构，慎用简称；一般不做翻译，直接使用外文，必要时可加以解释或
者评注。

（三）引注体例的编排方式
为方便查阅和引用，本引注手册参考中国法律的通常写法，分级编排、以条
为主，条文序数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除了各部分的一般性规范，原则上，一
条规定对应一种文献。中文纸质出版文献情况复杂，则按作者、文献名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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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出版信息、页码和章节等项目编排。

四、起草引注手册的方针
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统一、细致、合用的目标，引注手册的起草采取的方针是：
遵守法律，遵循惯例，尊重作者和编者。

（一）遵守法律
与引注体例相关的法律，主要有《国家语言文字法》以及出版行业的相关法
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比较原则。与引注体例直接相关的，目前主要是三个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
第一个是教育部办公厅2000年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修订版）》（教社政厅〔2000〕1号）。这份编排规范为部分高校学报所采用，
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报体”。10 “学报体”没有考虑法律文献引用的特殊性，与
法学著作通用体例相去甚远，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没有为多数法学刊物和法律出
版单位所接受。
第二个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GB/T 7714-2015）。该规则所用的著录格式与“学报体”一致11，因为
同样原因，在法律出版界较少采用。
第三个是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2015 年以来发布的新闻出版行业系列标准，
其中最为相关的是《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CY/T 121-2015）。该标准与法律出
版的惯例比较接近，但个别地方仍有差异。例如，出版社与出版年之间用逗号分
隔，主编作品的编者与书名之间不用冒号，编辑作品的副主编也写上。12 这几点

这里也举三个例子：
[4] 宋华琳.行政基本法要在审慎中前行[N].法制晚报,2012-4-16(5).
[5] 林来梵,刘义.新中国宪法变迁的见证——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J].政法论坛,2005,(5):188191.
[6]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47.140.
11 这里举两个基本例子：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常森. 《五行》学说与《荀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0 (1): 75.
12 例如：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216 页。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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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出版行业基本没有被采用。
依据《标准化法》，上述几个标准都属于推荐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又依
该法，只有事关“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
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才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可见，法律
没有也不准备对引注体例作强制、统一的规定。由出版单位联合制定特定领域所
需要的引注体例，并由学术团体倡导使用，完全符合法律精神。

（二）遵循惯例
统一引注格式是本引注手册的首要考虑，遵循惯例则是统一引注体例的最好
路径。惯例越清晰稳定，越应当遵循。已经形成稳定惯例的，没有十分必要，不
做更改。是否形成惯例，以主要法学期刊和法律图书出版机构的做法为参照，结
合这种做法的时间长短来确定。例如，规范性文件的年份用六角括号〔 〕、裁判
文书的年份用圆括号（ ），已经约定俗成，从习惯。
遵循惯例最大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形成惯例，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
上愿意为了其他目的而牺牲惯例。在讨论过程中多位编辑提出，所有析出文献，
包括引用期刊、报纸、文集和互联网上的文章，都应当写明“载”。查阅国内主
要刊物，目前只有《中国法学》《现代法学》等少数刊物和法律出版社采用这种
体例。但析出文献一律加“载”，确实有规则简明统一、文词连贯的好处。而期
刊前面不加“载”是相对晚近的做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惯例。我们考虑改变多
数刊物的做法，要求所有析出文献后加“载”字。
出于遵循惯例的考虑，每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些个人认为合理的改进建议。例
如，依笔者个人看法，在作者和著作名称之间的冒号可以省略，因为著作名称已
经有书名号间隔。我在一些场合表达过这个想法，也曾经在一些著作中使用过这
个格式13。但是，这种做法还难以为多数人所认同，显然无法以此统一格式。又
如，出版信息（××出版社××年）之后的“版”字，似乎是冗余的。但它在法
律出版行业已经约定俗成，很难改动。英文引注中的小型大写字母很好看，但中
国学界普遍陌生，暂时无法引入。

（三）尊重作者、编者和读者
统一引注体例归根到底是为了便利作者、编者和读者。在追求规范、统一的

13

何海波：
《法学论文写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尤其是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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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考虑文献的多样性，给各种复杂情况留有余地，防止禁锢今后的发展。
为此，引注体例尽量尊重作者、刊物和出版机构的偏好，不搞完全的“一刀切”。
1. 有些内容不做要求
例如，引注符号的标记，目前有的用圆圈，有的用六角括号，有的只写阿拉
伯数字，不同作者和出版机构有不同偏好。而且，不同方式能够在电脑上迅速转
换，差不多一键到位。因此，引注手册不做要求。再如，注释是采文章各篇、书
籍各章连续编码还是每页重新编码，不同出版机构有不同偏好，而且这个问题在
电脑上转换起来也比较容易。引注手册建议采用连续页码，但不做强制要求，出
版社有不同偏好可以自己转换。又如，多次出现的文献，有的著作从第二次开始
采用缩略写法。这种做法特别容易出错，引注手册提供了缩写方案但不作要求，
更不建议作者投稿时采用缩略写法。
2. 较多使用“可以”“必要时”等建议性措辞
引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如果涉及正文特定内容，应当注明页码；但如果整
体提及全书全文，引用页码似乎没有必要。引注手册未做“一刀切”的规定。
引用规范性文件，引注手册要求标明该文件的制定机关和文件号，同时规定，
“必要时，进一步标明发布或者施行日期”。在已经有制定机关和文件号的情况
下，发布和施行日期不属于必需的部分，是否标明由作者根据情况决定。
引用外文文献，一般不做翻译，直接使用外文；必要时，可加以解释或者评
注。相关外国文献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引用中文译本，或者在引用外文文献时
提示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已经过时、翻译质量不够理想或者有其他原因不适合引
用的，可以不引中文译本。是否引用或者提示中文译本，由作者斟酌。翻译作品
有校对者，是否必须写明，难以统一。我们建议作者“可以视情况写明校对者”。
作者没有写明的，一般不要求补加。
3. 容许各出版机构做适当保留
参与引注体例联盟的各个出版机构原则上应当整体接受讨论确定的引注体
例，但使用中发现有不合适之处，各单位可以斟酌处理。出版社在出版特定图书
时，也可以根据作者和编者的意见做适当改变。当然，无论如何，每一期刊物、
每一本书的引注体例必须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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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注信息的编排原则
引注信息的编排是引注手册的核心内容。本手册关于引注信息的基本原则
是，在保证提供引证文献必要信息的同时，力求文字简省、表述自然、便利输
入。

（一）必要信息
1．
“编”
“主编”。编著、集合作品不同于专著，写明“编”
“主编”是必要的。
引注信息的主要功能是方便读者查核，不是记录参与者的版权和贡献。所以，
“副
主编”不是必要信息，不建议写；翻译作品的校对者，也不要求写。
2．出版地址。以前信息不便，写明出版社所在城市是必要的。但在互联网时
代，这一点已属多余。尤其在中国，出版社数量有限，其所在城市也广为知悉，
再写地址纯属多余。
3．出版月份。写明出版年份主要是为了帮助辨析书的版本。一本书一年之内
出两版的情况比较罕见，写明月份没有必要。
4．刊物的卷次与期数。中国的刊物习惯上写“××年第×期”，简单明了。
“总第×期”不利于了解出版年份，查找起来也不方便。一些刊物采取卷次或者
卷辑（多为一年一卷，可能分几辑，连续编码），本手册尊重刊物的编排方式，
但要求括注年份。
5．网络文献访问日期。许多刊物借鉴国外做法，要求网络文献写明访问日期
或者最后访问日期。这本来是为了防止网络文章丢失而设计的措施，但实际上对
于读者意义不大，也无法让作者承担责任。14 而网络文献的上传时间，就像报纸
期刊的出版时间，是更有用的信息。所以，原则上要求写明上传时间，上传时间
不能获知的才考虑写访问时间。涉及动态页面，访问日期对查询结果有直接影响
的，应当注明访问日期。

（二）文字简省
1．见、参见。原文引用的写“见”，否则写“参见”，这似乎已经约定俗成。
但实际上，是原文引用还是概括引用通过正文就能辨析（原文引用带引号），不
必要求在注释中一律写“见”或者“参见”。
th

最新版的 Bluebook 也不再一般性地要求注明“最后访问日期”
。参见 Bluebook (20 ed.,2015), Rule
18.2 “The Interne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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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图书应当标明“编”
“主编”等文献性质，但创作作品，即作品内容
原创并由作者（一人或多人）对作品整体负责的，姓名后省略“著”字。
3．文献名称中的冒号与破折号。文献标题包含副标题的，副标题之前有冒号
有破折号。个人认为，冒号占地少，版面更干净，提倡用冒号。如果主标题带问
号，冒号可以省略。在三重标题的情况下（不过不提倡），先冒号，后破折号。
4. 网络文献的上传和访问时间。网络文献的上传时间，一般只写上传日期，
不写几点几分，也不写“上传”“推送”字样；网络文献需要写明访问日期的，
标注哪年哪月哪日“访问”即可，不写作“最后访问日期”。
5. 规范性文件的文号。规范性文件的文件号在文件名之后，一般用逗号分隔。
这主要是考虑逗号比括号更简省，更便利输入。
6. 省略的写法。同一文献重复出现的，再次出现时可以省略部分信息。常用
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包含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以省略作者。报纸标
题包含引题或者副题，内容特别冗长的，可以省略引题或者副题。引用常用基本
典籍，不涉及内容争议的，可以省略出版信息。

（三）表述自然
1．
“拙文”
“拙著”。引用作者自己的著作，不用“拙文”
“拙著”等谦称。直
呼作者姓名更加自然、统一，也便利匿名评审。
2．文献名称。文章名加书名号是规范的中文表达，用引号不是规范的中文表
达。文章名加引号仿自英文文献，但现在英文引注的 Bluebook 都已经不用引号
了。
3．英文文献的作者。英文名字，名在前、姓在后，首字母大写。姓在前、名
在后、中间加逗号（如“Reich, Charles A.”），是列举参考文献时的通常写法，不
是自然表述，不宜用于注释。华人作者的署名，原则上尊重作者在文章中的写法。
姓在前、名在后的，姓氏采用大写字母或者小型大写字母。例如，张力写作 ZHANG
Li 或者 ZHANG Li。名字有两个字的，两个字的拼音合写为一个单词。例如，何海
波写 HE Haibo，不写 He Hai Bo。
4．主要作者以外的其他贡献者（例如翻译者、整理者、校对者）的姓名置于
书名之后，这一点也已经约定俗成了。
5．第×页。有的文献写“页×”，也是从英文“p.×”学来的，在中文中不够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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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允许适当变换表达方式。举个例子，前面提到文件号一般在文件名之
后，用逗号分隔。但如果在文章叙述中提及规范性文件的，为保持行文顺畅，
可以在文件名之后括注文件号。例如：《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明确要求，“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司法文书的案号也可以做类似处理。

（四）便利输入
1．页码之间的波浪号，用短横线代替。所引文献涉及多个连续页码的，页码
之间有的出版社用波浪号。但波浪号不方便输入，用短横线更便利。
2．
“参见前注”。前后相互参引，特别容易出错。所以，在作者投稿或者交稿
时，不要求写参见前注。
3. 括号的用法。引用外国文献的中文翻译，有的文献在作者姓名之前用六角
括号〔 〕注明国籍。六角括号比较美观，但在目前的键盘中不便输入，所以只要
求用方括号[ ]。
4. 小型大写字母。英文学术文献曾经有使用小型大写字母的建议，但因为不
方便输入、照排和阅读，最后基本上放弃。目前只有涉及华人姓氏时，可以使用
小型大写字母，但也不作要求。

六、几个事项的特别说明
（一）载
目前的较常见的做法是，引用文集和连续出版物上的文章，出版信息前加“载”
字；引用期刊、报纸文章，出版信息前不加“载”字；引用互联网上的文章，尚
无通行规则。由于规则不尽一致，作者比较困扰。本手册将此统一为：析出文献，
包括期刊、报纸、书籍和互联网上的文章，在期刊、报纸、书籍、网站名称前均
加“载”字。

（二）版
目前，图书的修订版、再版，多数在出版机构和出版年份后写“修订版”
“第
×版”；第一次出版的，通常也在出版机构和出版年份后加“版”字。讨论中大
家认为，
“修订版”
“第×版”紧随书名比较符合认知习惯。为此，引注手册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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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第×版”等信息用括号置于书名之后，初版的不另标明。出版机构和出
版年份后是否再加“版”字，在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前面有“修订版”
“第×版”的，后面再加“版”字完全重复；前面没有“修订版”
“第×版”的，
“版”字也是冗余。但多数参与讨论的人认为，出版年后加“版”已成惯例，不
宜更改。本手册姑且维持通常做法。

（三）纸质出版文献的页码
现在文章大都比较长，书籍就更不必说了，不标明页码不好查找。为此，引
注手册原则上要求，引用期刊文章、书籍等纸质文献应当标明页码。但有几种情
形例外：一是整体引用书籍不标页码，整体引用文章也可以不标页码；二是，如
果有其他更加清晰的标示方法，可以用其他方法，例如标注书籍的某一章。标示
页码的主要目的是便利读者查找，对查找文献没有意义的信息无需标示。同时，
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需要考虑减轻作者和编者的负担。

（四）法律条文序数是否用阿码
法律条文的序数，官方文件多用汉字，项带括号，目用阿拉伯数字。用汉字
写序数，庄重有余，简洁不足。特别是连续引用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动辄上百条
的条文序数显得过于冗繁。而且，又汉字又括号又阿拉伯数字，处理起来也有些
复杂。学术文章的文字表达，简洁为美。实践中，条文序数写成阿拉伯数字也是
广为接受的。为此，引注手册努力兼顾不同需求：为行文简洁起见，允许作者改
用阿拉伯数字；原文引用的，原则上从原文，即条、款、项序数用汉字，目用阿
拉伯数字；引用法律文件标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成阿拉伯数字。

（五）英文引注体例
英文文献的引注体例非常复杂。英国法律界有通用的牛津手册（OSCOLA），
比较好办。美国的，我们原先打算参考美国法学期刊流行的引注蓝皮书（The
Bluebook）。我们发现，最新一版的 Bluebook (20th, 2015)与以往相比改动较大。
最大的改动可能在于，报纸、杂志、书籍名称采用小型大写字母。所谓“小型大
写字母”，就是全部字母大写，但每个单词首字母字形大一些，后面字母小一点。
15

使用小型大写字母比全部大写美观，作为报纸杂志书籍名称也好识别。但是，
15

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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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者对小型大写字母普遍比较陌生，中文照排系统目前也没有相应的软件处
理小型大写字母，多数读者阅读英文大写字母还有障碍。此外，美国期刊卷次和
页码的标示方式与我们的阅读习惯也有距离。为此，我们放弃追随蓝皮书的想法，
在中文期刊熟悉的英文引注体例基础上加以调整和统一。
引用英文学术文献，我们采用的方式是：1）作为直接引用对象的文献，不管
是期刊、报纸、网络文章还是书籍，都采用首字母大写，斜体；期刊名、报纸名
和文献来源的书籍名称，首字母大写，不用斜体。2）为便利中国读者认知，报
纸杂志名称不采用缩写（如“AM. J. COMP. L.”），期刊的出版信息允许采取期刊名后
跟期刊卷数、页码和年份的方式；3）为避免混淆，对华人学者姓名的写法作特
殊规定，即姓在前、名在后的，姓氏采用大写字母或者小型大写字母。

（六）本引注体例的名称
引注手册讨论稿曾经使用“法学著作引注体例”的名称，后改为“法学引注
手册”。改名的主要原因是：讨论中，大家对于“著作”一词有不同理解，又没
有更好的词可以概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等不同形式的学术作品，决定舍
弃“著作”二字，而直接说“法学引注”。“法学引注”比较简略，使用有先例，
读者也不难理解。例如，罗伟教授在介绍《芝加哥大学法学引注手册》时，就使
用这个说法；我国台湾地区也曾有《华文法学引注格式统一》的报告。16 改“体
例”为“手册”，主要是“手册”一说更加明了，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功能的期
待。我们希望为作者和编者提供一个简便实用的引注指南，“一册在手，引注不
愁”。我们也希望在多家期刊和出版社联合行动的基础上，形成一份符合当代中
国法学研究需要的规范统一的引注体例。

〔1〕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AW JOURNAL 733 (1964).
〔2〕 Louis D. Brandeis, What Publicity Can Do, HARPER'S WEEKLY, Dec. 20, 1913, at 10.
〔3〕 William Alford,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t 98.
16 参见罗伟：
《美、英、日、韩法律引注体系简介及统一中国法律引注体系的几点建议》
，载《法律文献
信息与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40、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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