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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41-1330/Z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许慎（约58—约147）

许慎（约 58—约 147），字叔重，东汉时期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投 稿 须 知

人，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他倾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
化。其编纂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汉语文字学经

典之作，使汉字的形、音、义得到规范和统一，是汉字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是由河南省教育厅主管、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有正式

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被誉为“千古一书”
“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许慎被

中国标准刊号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是被中国知网、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数

时人和后世尊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字圣”
“字学宗师”
“辞书鼻祖”
“文化宗师”，为

字化期刊群等全文收录的期刊，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许慎文化研究、
名城名镇名村研究、
职

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历代学人对许

教论坛、
应用技术、
政治经济社会、
文史哲等。作者投稿请注意以下事项：

慎和《说文解字》研究不辍，并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说文学”，又称“许
学”。许慎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
许慎文化。
为大力推进许慎文化传承创新，许慎故里漯河市充分利用汉字学策源地的地
缘优势，修建了许慎文化园，成功举办了四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和汉字文化研究
高端论坛。在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授予漯河市全国首家“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称号，成为世界文字文明的“中国名片”、
华夏文明的漯河地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是许慎故里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许慎文化研究是学校的
科研特色之一。学校以“六个一”为抓手（
“一学院”：许慎文化学院、
“一基地”：许慎
文化园教学实践基地、
“一专栏”：
“许慎文化研究”专栏、
“一团队”：许慎文化研究创
新团队、
“一网络”：许慎文化学院网站及公众号、
“一平台”：定期举办的许慎文化研
讨会），已初步建设成为许慎文化研究的重镇。特别是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自
“许慎文化研究”专栏开设以来，依托地缘和资源优势，得到众多名家和著名学者的

1. 本刊已被多家数据库全文收录。若作者不同意将自己的论文被数据库收录，
请在投稿时向本刊编辑部声明，
以便本刊做适当处理。
2. 论文内容依次包括：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
标识码；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及其详细地址、邮编、电话、邮箱；论文内容前五
部分的英文翻译。
3. 标题：
准确、
凝练，
20 个字以内为宜，
必要时可加副标题。
4. 作者及作者简介：多位作者之间用逗号分隔。第一作者必须有作者简介。作者
简介包括：
姓名、
出生年、
性别、
民族、
籍贯、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学位、
研究方向等。
5. 对于基金项目类论文，作者须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并向我刊提交相关
材料复印件。我刊优先发表教授、
博士或基金项目成果文章。
6. 摘要：200 字以内为宜，要求摘出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选摘出文中最重要、最有
新意的某一两个观点，
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
7. 关键词：
选出能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8 个，
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8. 正文：
6000~10000 字为宜。
9. 参考文献：所有参考文献，都要按照引文先后在正文中标出与文后参考文献表次

高度关注和赞誉，刊载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许慎文化研究创新成果，为全国的“许学”

序一致的序号。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请执行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的《信息与

乃至语言文字学、辞书学、文献学、经学和国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构筑了汉字文

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化研究高地，促进了汉字文化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
召力。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为进一步传承许慎
精神，打造许慎文化品牌，推动新时代许慎文化研究创新发展，
“许慎文化研究”专
栏力求通过该栏目的建设，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许慎文化为宗旨，以《说
文解字》、汉字文化、许慎研究为特色内容，重点刊登许慎及汉字汉语、国学、辞书
学、文献学和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许慎文化研究者
不吝赐稿并关注本刊成长，
共同推进许慎文化研究和传播！

10. 对所有投寄本刊的论文，本刊编辑部有权修改和删节；作者若不同意，请在文稿
中注明。
11. 投稿请发至编辑部邮箱。投稿 1 个月（以收稿日期为准）后，若未收到稿件录用
通知者，
可自行处理。
12. 作者投寄我刊的论文，文责自负。对于作者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文字、图片等，
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拟采用稿件均通过学术不端系统进行
“查重”
检测。
13. 作者在我刊发表的论文如被转载、摘录、复印或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者，
请主动告知本刊编辑部。
本刊通讯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大学路 123 号 邮编：
462000
邮

箱：
lhzyx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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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5-598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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