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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与态度
1．中国素以“文章大国”著称于世。

古代曾有“以文取仕”之说，近现
代则长期“重理轻文”。而就“文”
而言，又有“重文学作品，轻应用
文章”之倾向。



2．名人谈写作的重要性

• 毛泽东：“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
写。”（《文化课本序》）

• 刘少奇：“要学习写文章。”

• “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已的重要
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
围的重要文件的起草”，……“这是一个重
大的原则问题。”

（《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
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



• “在今天这样大型化了的社会里，为了发挥领导力
量，必须依靠写作能力和讲话能力。”（日本.占部
都美：《怎样当企业领导》）

• 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中，有五件“最重要”
的事情应该记住，而其中的一件就是：在这个文字
密集的社会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具备最基
本的读写技能。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
十个新方法》

• 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能写小说、诗歌，但一定要能写
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
实不可。 ——叶圣陶



3、应用文的价值

△中国古化文学传统，从诗经→楚辞→
先秦散文→汉赋乐府→魏晋骈文→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谓各
放异采，屡起高峰。



△中国古代应用文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
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
也可谓不乏名篇佳作，行远传后。

△刘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才冠鸿笔，多疏尺牍。”（《文心雕龙》）

△李涂：“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
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
难于质。”（《文章精义》）



可概括为四句话：

经国之业，立言之要，

交际之需，文明之魂。



4、评改一篇普通的会议通知

通知！！！

兹定于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在主楼后厅召

开全校中层党政干部会，传达中央重要文件。请
各院系党委正副书记、校机关各部处正副部处长
准时出席，不许请假。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五月二十日



总之，认识决定态度，态度
决定一切。



二、应用文的特点与写作要求

（一）应用文的特点

1、写作目的上的实用性

据以办事，解决实际问题，讲究现实目

的和效用。

2、写作内容上的真实性

事实材料要绝对真实，既不可有意做假，

也不能无意失真。

3、写作方法上的程式性。



（二）写作要求

1、实：内容真实，文风朴实。

△材料要真实可靠，数字要确实无误，判断要

符合实际，办法要切实可行。

△鲁迅：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

勿卖弄。”



2、准：文如其事，恰如其分。
△文种要选准，语气要得体，用词要准确。不
能词不达意，或生歧义，古有“一字入公文，
九牛拔不出”之说。

△著名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我们不论描写什
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唯有一个名词；
要赋于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说明它的
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须继续不断地
苦心思索，非发现这唯一的名词、动词和形
容词不可。”



△判断下列词句是否准确

1、带毛、带泥的肉不绞不卖。（卖肉店服务
公约）

2、砍伐一人高的油松一棵，罚款5元；砍伐碗
口粗的杉木一棵，罚款10元。（林场）

3、凡请事假、病假三天以上者，扣发当月奖
金。

4、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用恰当的词填入下文的（ ）内。

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已
经和正在（ ）我们的干部队伍，（ ）
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
（ ）人们的思想，（ ）社会风气，
（ ）经济建设，（ ）对外开放
和 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 ）
社会安定。



3、简：言简意赅，陈言务去。

△写作要精炼，惜字如金。做到篇幅简
短，内容简要，表述简明，“字则期
少，意则期多。”



△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凡文笔老则简，
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谈则简，
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故简为文章尽境。”

△明代吴讷（《文章辩体序说》）：“篇中不可
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

△俄著名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简练是才力的姐
妹”。

△老舍：“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就是最精炼的
文字”。



△世界上最短的信，是雨果写给出版社的，只
有一个标点“？”。

△世界上最短的社论，是1968年8年14日美国
《明星日报》社论，标题是《约翰逊认 输》，
全文只有一个字：“妙！”

△世界上最短的小说，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
弗里蒂克·布朗所写。全文是：“世界上最后
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
门声…… 



△“啰嗦先生”的一封家信

吾妻：

昔日啰嗦往日啰嗦而今不复啰嗦也。吾在
下月即返故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
初二，即在初三，不在初三，即在初四……
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所以不写三十日，
因下月系小月之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希
吾妻拿出来拍拍打打，打打拍拍，因多灰尘
之故也。希吾妻千万不要忘记。为省笔墨起
见，吾不写草头大萬字，故以方字去点代
之。……



△同义词重复：

薄暮黄昏日已西，关门闭户掩柴扉，

半夜三更子时后，猿鸣猴叫猢狲啼。



△累句赘字例：

过去的往事，目前的现状，凯旋归来，
悬殊很大，背上背着，目的是为了，
不好的坏毛病，涉及到，全部都，诸
位代表先生们，“多余的累赘”，
“一个年轻的南非女孩”。



△文章“七戒”：“旨戒杂，气戒破，
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
宜，是非戒失实。”

——清代刘熙载《艺概》



三、中国现行公文概要
（一）公文的性质

△公文是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
书。代表国家行政职权，是国家的管理工
具，集中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权力和意
志。

△公文是一种特殊的应用文，政治性（政策
性）和业务性均很强。公文写作的验收标
准，第一位是政治性，第二位才是技巧性，
且后者从属并服务于前者。



（二）公文的种类

△广义的理解，包括通用公文（即行政公文）、
专用公文（包括党务文书、军事文书、外交
文书、司法文书等）和事务公文（如计划、
总结、简报、调查报告、规章制度等）。



• △狭义的理解，仅指行政公文，现有13种。

1、命令 8、报告

2、决定 9、请示

3、公告 10、批复

4、通告 11、意见

5、通知 12、函

6、通报 13、会议纪要

7、议案



（三）公文的特点

1、作者的法定性。公文的法定作者是法定机
构及其代表人，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2、体式的规范性。包括文体、结构与格式，
由国家规定统一的规范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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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作的程序性。公文从准备写到制成公文
的全过程叫制作。

• 撰稿人 审核人 签发人

初稿 送审稿 定稿

• 公文制作的主要程序
草拟 审核 签发 复核 缮印 用印



4、作用的权威性。既有强制性，又有相对性
（受时间、范围、内容、形式这些主要因素
制约）。



（四）公文写作的一般规律

1、公文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因为，

公文写作归根结底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叙
事需要唯物论，说理需要辩证法。

2、公文写作的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叙事说理
和概括判断都要遵循逻辑规律。

3、公文写作的表达方式是以说明为主，辅以叙
述、议论的综合方式。叙述贵用“直笔”
（有时可巧用“曲笔”），议论贵用“画龙
点晴”之笔，说明贵用“言简意赅”之笔。



4、公文的语言特色是庄重、朴质、准确、精炼，而且有
一些惯用的规格语。

公文常用的几种特色语言

①缩略语

如：中共中央，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三个代表”，
“四有新人”等。

②模糊语

 近几年来，清华大学在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及运行机

制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校系机关及有关单
位通力合作，使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不许以任何名义、任何资金修建计划外的楼堂馆所。



③惯用语（书面语）

惯用——应用文（其中公文为主），有
一套惯用语，形成一种程式性修辞方法。如
称谓语——本（局）你（公司）我（部）、
该（厂）；经办用语——兹经、经、业经、
业已；引叙用语——悉，前接，近接等；表
态用语——照办，同意，可行等；期望用语，
即请查照，请、拟请、望、希、希即遵照等；
综述过渡语——为此、对此等等；结尾用
语——为要、为盼、为荷、特此通知，当
否……等等。这些惯用语使公文撰写简洁明
了。



5、有些事务公文，如计划、总结、简报、调查
报告、工作报告等文种，要善于运用数据说
明问题。数据是一种极为经济而有效地表达
手段。

其实，中国的古诗词中（包括对联）也很讲
究“妙用数字”，以起“点石成金”之效。

△ 一首古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楼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



△卓文君致司马相如的诗信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
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
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
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
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
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
五月石榴如火偏遭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
未黄我欲对镜心已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
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咳，郎呀郎，
恨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作男。



6、公文写作有其固定格式（如上述），不同文
种又有不同的语气要求。



7、公文的写作思路

△“三要素”：以什么身份写？写给谁？目的
何在？



例:  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两封信

1．1949年6月19日的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
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极待商筹，特
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
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2．1956年1月26日的信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
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
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
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
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构思逻辑：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例文（文章骨架）

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
（温州市，载《人民日报》）

一、基本的做法

1.注重形成较为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2.注重形成较为活跃的劳动力流动态势

3.注重形成较为成熟的择业观念

4.注重形成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5.注重形成较为完备的社会化保障体制



二、实践的启示

1.在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着重依靠发
展促稳定。

2.在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着重发挥市
场的基础性作用。

3.在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着重统筹全
局以促进微观矛盾的化解。

4.在把握效果与形式的关系上，着重把社会
效果放在首位。

以上则构成公文写作的一般规律。



四、提高应用文写作水平的基本功

古人云：写文章：“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1．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的能力

• “《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
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
思想。” ——列宁

2．分析概括能力

• 恩格斯：“抽象思维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

• “七分脑瓜子，三分笔杆子。”



3．特定的专门业务能力

• “高炉里钢花飞溅。”

• “烟台市今年香蕉、苹果丰收。”

4．文字表达能力

• 毛泽东：“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
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 郑板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
骂亦精。”（鲜明性）



• 应用文写作也要讲究文采，“文采也有力
量”。文采对于讲话和文章而言，不是可有
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缺少的追求。作报告、
写文章，借助于文采，可以使思想表达更深
刻、更生动，可以使思想的灵魂乘着文采的
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建议：

多掌握汉语成语；

多搜集群众语言；

多学习名人名言。（名言均富有高度的概括性，哲
理性和生动性。）



5．要养成良好的文风

• 三种不正文风：

（一）“老八股”（“食古不化”）

例1：“放眼望蛋，千而成一，好似根本无异。
然，宁眉纵目细视之，方知其形非同。可谓
必须细观之，才可分辨，道理何其深也。”

例2：一书呆子对妻子说：“贤妻，迅燃玉灯，
汝夫为毒虫所袭。”



（二）“洋八股”（故作艰深、反易为难；效
法洋文，不看对象。）

例1：把“他的课讲得很不好，我们都听不懂。”
写成：“他的课讲得是如此之坏，以至于我
们都不能听懂它。”

例2：把“我自以为会演奏这曲子了，却没有演
奏好。”写成：“自以为达到了这曲子演奏
要求的我，却没有演奏好。”



例3：“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写成：“历史与现实在物象
中拥抱，理论与实践在意境中幽会。”

例4：生造一些含义不清的“新名词” 。
如：“象态信息”、“知觉核”、“意
象品质”、“内析性”、“崇拜期”、
“伪饰机制”等。



（三）“帮八股”（“三话”→空话、废话、
套话）

△“套话”一例（前提式，在……下）

“在……的指引下，在……在关怀下，
在……的鼓舞下，在……的领导下，在……
的支持下，在……的配合下，在……的努力
下，我们这个训练班开学了！



△“空话”、“废话”二例

1、“一把手亲自抓，党委成员人人抓，分管委
员认真抓，主管部门配合抓，大队小队层层
抓，一抓到底”。（某公社介绍计划生育工
作经验的简报）。



2、“五、把教育工作落实作为大事来抓。一年
来我们狠抓教育工作的落实，为了把工作落
到实处，并抓出成效，抓出成绩，抓出特点，
抓出水平，抓出档次，我们领导抓，抓领导；
干部抓，群众抓；层层抓，级级抓，条条抓，
块块抓；点上抓，面上抓，而且要求抓得紧
而又紧，因为‘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某市教委工作总结）



名言共勉

△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
易却艰辛。”

△鲁 迅：“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
不由天。”



作业布置（一）



1．写自己（自传）

要求： ①内容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人的基本情况（包
括姓名、性别、年龄、藉贯、学历和工作简历、家庭等）；
二是本人的基本特征（包括性格、爱好、特长、志向等）。

目的：训练分析概括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②写基本情况要切忌“履历化”；写基本特征要切忌
“抽象化”。

③连标点不超过300字。

• 2．写同学（人物剪影）

要突出写作对象的外在和内在的特点，也不超过300字。

• 3．每位同学写一条“凡人妙语”。



介绍二个名篇作参考

老舍自传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

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
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
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
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
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
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卷，以未得



彩为荣，示甘于贫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
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书，博大家一笑，
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
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爱花，不得其法，
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
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
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
许能有点出息。



启功墓志铭（自撰）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
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面微
圆，皮不厚。瘫趋左，派曾右。妻已亡，
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
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日
陋。身与名，一齐臭。

（1977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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