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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初探
崔长青
摘 要

大学英语写作课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汉语思

维习惯的束缚, 创造英语思维环境, 使作文尽量地道、贴切、符合英文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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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y ) 。主动词汇召之即来, 富有生气, 是英

一
词汇是作文的基石, 因而也是写作教学

文写作的生力军。它能为及时表达思想、阐
述主题服务。而学生课下背的词汇条目, 是
在割裂语言背景下进行的, 因而是僵死的、

的重点。就学生 目前学习 英语词汇 状况来

片面 的, 属 于被 动 词 汇 ( Passive Vocabu-

看, 真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大部分同学背

lary) 。这些被动词汇呆滞迟缓、毫无生气,

单词积极性很高。有的背完课内生词后, 还
购买一些词汇几万条之类的书自学。忧的是

需要时 用不上, 有时勉强 用上, 也 用错地

这些孤立背诵记忆的词很少能在写作中派上

动词汇一般是为应试而死记硬背的, 至多能

用场, 而且易于遗忘, 有时勉强使用, 却辞

帮助学生获取一时高分, 之后便成为孤立、

不达意, 与用语环 境和文章 风格不 符。例

死板的语言符号被遗忘。被动词汇对提高语

如: Every year t housands of Moslems make

感毫无益处, 碰上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作文

an ex pedit ion t o the holy cit y of M ecca. 此句

课, 就施展不开了。

中的 expedition 指普 通旅行、探险、考察,
不能用于伊斯兰教宗教性质的旅行, 而这样

如何变被动词汇为主动词汇, 提高学习
英语效益和实际操作能力, 增强对词义, 用

旅行应称为 pilgrimage。又如, 有学生刚学

语环境及背景的认识, 创造小范围的原文环

完 int ensif y 一词, 就用 于 作文 中: Experi

境, 便成为作文这个运用综合语言技能的课

ence has shown t hat hist ory int ensif ies itself,

型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方, 与行文风格不符, 酿成笑话。再者, 被

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后经询问, 才知道他想

英语是一种句型灵活多变的语言。学生

表达 / 历史重演0 这一汉语意思, 其实只用

初学写作时往往拘泥于传统语法框架, 每句

repeat 一词即可。

开头都用同样的名词或代词。这样从单个句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 在英文写作中真正
发挥 作 用 的 是 主 动 词 汇 ( Act ive Vocabu12

子来看倒也无可非议, 但若通篇文章都是干
巴巴的同样结构的句子, 就显得呆板生硬、

缺乏生气了。因而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根据
句意, 使句子开头多样化。( Variet y of Sen-

失0, 不 说 / disappear from view 0, 只 要
/ disappear0 即可。 / 后退0, 不 是 / retreat

t ence Opening ) 此外,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有

back0, 只要 / retreat0 即可。 / 新手0 不能

的学生偏爱写长的复合句, 还有的则尽写短
句。全部用长句, 给人以晦涩难懂的感觉。

写成 / new beg inner0, 只要 / beginner0 即
可。 / 我的个人意见0, 不用写成 / my per-

全部用短句, 不仅使人觉得水平有限, 而且

sonal opinion0, 只 要 / my opinion0 即 可。

不能表达复杂意思。因此, 写作时最好长短

/ 他失败0 不必写成 / t he f act t hat he hadn. t

句交替使用, 该长则长, 该短则短。
下而引用学生作文中一段话:

succeeded0, 只要 / his f ailure0 即可。 / 重
复0 不能写成 / repeat it ag ain0, 只要一个

I w ill st art from myself as a w arm -

词 / repeat 0 即可。写的目的就是表意, 对

blooded yout h. I w ill t ake an active part in

那些重复罗嗦、词不达意的赘词, 在教学中

Pro ject Hope. I t hink people who have morals
w ill do somet hing for t he poor children. 这段

应要求学生坚决去除。

中句子全是短句, 给人平淡无奇之感, 而且
每句开头几乎全是 / I0, 缺乏变化。按照句
子开头多样化及长短句相间原则改写之后,
成为:

二
沙滩上建不起高楼, 在缺乏语言环境、
背景的情况下就一切课题凭空泛泛而谈, 会

As a w arm - blooded yout h, I w ill st art

收效甚微, 甚至以谬传谬。反之, 如果我们

from myself and t ake an active part in Project
Hope. In fact, everyone w ho st ill has some

在写作课上给学生提供语言环境、专题、素
材, 使学生的写作根扎于大语言环境的坚实

sy mpat hy lef t in his heart should do somet hing

土壤中, 就会结出硕果。

for those poor children。这 样文章读 起来就
较为流畅, 富于变化, 中心也更加明确。

写梗概 ( Precis- Writing ) , 提供 了联
系语言环境, 背景与个人写作的桥梁。它溶

在写作教学中, 笔者还发现有些学生受

学与写、学与用为一炉, 不失为训练我国学

汉语影响, 重复用词, 正话反说, 影响了写

生写作之有效、值得推广的好方法。

作效果。如有学生要表达 / 他认为钓鱼浪费
时间0 时, 写成 / H e didn. t t hink that f ish-

在选材时, 可充分考虑原文的知识性、
趣味性、思想性、可读性、相关性。本着知

ing w as a sensible way t o use one. s time0。然

识习得与语言习得同步的原则, 兼顾学生的

而, 用了直截了当、富有生气的正面说法之
后, 成为: / He t hought fishing a w ast e of

兴趣,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 将内容详实、语言精美、思想健

time0。这样就克服了累赘繁琐、重复罗嗦、

康、引人入胜、长短适宜的好文章介绍给学

优柔寡断、缺乏生气的弊端, 消除了母语的

生。此外, 还应有意识地配合教学内容, 结

干扰和影响。用正面说法, 去掉赘词, 节约
用字成为句子写作的关键。汉语中 / 不再延

合所讲文章, 选择 相应 的描 写、叙 述、说
明、议论。题材应尽量广泛, 涉及社会生活

误0, / 延0 和 / 误0 属近义关系, 在汉语言

不同侧面、角度, 使学生既学会课堂知识,

中约定俗成并被人们广泛接受, 但写成英文

又广泛认识社会, 充分培养语感。这里应说

就不能成为: / w it hout f urther delay0 只要
/ wit hout delay0 即可。同样, / 从视线中消

明的一点是: 写梗概与纯阅读侧重点不同,
纯阅读强调单纯吸收, 写梗概则涉及学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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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把握原文精髓, 并且进行再创造。总之,
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写、再创造。

平, 增强了对某一专题的认识。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 主题句则是主题的

当学生学完原文之后, 教师可以提问:

点精之笔。在教学实践中更应着重注意。笔

/ 本文究竟讲什么? 阐明了什么最重要的思
想? 有无贯穿全篇的主题?0 可以组织课堂

者发现: 有时学生写的主题句在语法上出了
毛病。例如: T hree causes of t he war of 1812

讨论, 加以引导。

尽管该句意义无误, 但由于缺谓语, 因而是

一旦确立中心思想, 主题, 其它问题就

个成份残缺句, 或者说是个名词性词组, 所

迎刃而 解 了。 可以 让 学 生自 我 心 中发 问:
/ 这段包含了全文中心思想还是补充中心思

以不能 充当主 题句。 如改成: T hree causes
led to t he w ar of 1812. 就可以了。因此, 写

想? 是直接论证主题, 还是辅助论证主题?0

主题句尤须语法正确, 应在教学中强调, 这

这样逐步写出全文精髓, 去除枝节, 同时注

是写作基础, 是前提条件。

意行文的连贯性, 流畅性。鼓励学生用原文
中的词汇, 这同精读课中的 paraphrase 也不

其次, 主题 句是概 括性、 具体性 的统
一。学生有时以空泛的句子作主题句, 如:

同, 当学生产生了要运用该词表达思想的意

T his essay w ill be about fish。读者无法把握,

识时, 他的想法是积极的, 因而也是富有表
现力的。在篇章 ( Discourse) 中学词汇, 是

原因是该句太泛, 没有具体确定的内容。经
启发和讨论, 将其改写成: Pet ow ners pre-

在读懂原文, 扎根原文背景基础上进行的,

f er cert ain species of birds。这样, 主题句三

因而在小环境中弥补了语言环境的障碍, 既

大特征得以确立: 一是能迅速引出主题, 二

不凭空而谈, 又未裹足不前, 因而学的词汇
是活生生的, 富有表现力的, 并具有较强的

是限制主题, 既不空泛, 又不琐碎。三是阐
明作者的态度、观点。还可以在课上给出过

持久性和生命力。

于空泛或过于琐碎不能作主题句的例子, 让

写梗概涉及的范围、文体较广。当原文
是叙述文时, 应要求学生找出关键描写词、

学生根据上述三原则进行改写, 例句如下:
1. Oil explorat ion off t he coast is taking

短语。当原文是介绍历史事件的, 应要求学

place.

生找出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当原文是

2. T he highest mount ain in the w orld is

介绍科学知识或社会知识的, 应要求学生找
出论据与观点。

Mount Z humulangm a.
3. Annual oil product ion was 137 million

通过写梗概训练, 学生也会发现有些作

tons in 1889.

者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行文中有讲逻辑、信
息、说理的一面, 还有幽默、反语、讽刺等

4. I do jogging every day . 经过充分讨
论, 大家统一认识: 前二句太笼统, 后二句

效果。如果学生写的不太成功, 可以让他们

又过于具体, 所以均不宜作主题句。经过教

将自己写的梗概 同原文放 在一起, 比较阅

员启发和学生努力, 上述四句变成:

读。然后教师再进行启发性提问: / 在写作
过程中漏掉了哪个关键点?0 / 再创作后是否

1. Oil explorat ion of f t he coast brings
tremendous gains for the national econom y.

同样有说服力?0 / 是否同样引人入胜?0 因

2. Clim bing Mount Zhumulangm a can

为学生已经几易其稿, 他们不难发现问题。

be ex tremely dangerous.

经过反复改写和对比阅读, 学生不仅学到了
相关知识, 还提高了运用语言能力、鉴赏水

3. Oil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source of
foreign ex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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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ily jogg ing is one of t he best exercises you can do f or your body. 经过反复引

taken abroad to spend t hree years absorbing
French and Germ an Cult ure. 写作的统一性

导、练习, 学生们将对主题句的认识上升到

和连贯性相辅相承, 它要求作者按一定的逻

一定的理论高度, 从而为指导下次习作奠定
基础。

辑顺序 展开段落, 诸如时 间顺序、地点顺
序、强调顺序、因果顺序, 等等。此外, 教
学中应 强调过渡、照应的 技巧与方 法。否

三

则, 信口开河, 行文就会如一盘散沙。请看

无论是写梗概, 还是写命题作文, 都要

下段:
Daily jogging is one of the best exercises

求段落中的句子相互关联, 表达共同信息,

you can do f or your body. Bot h your muscle

并将读者注意力吸引到中心思想上来。强调

tone and your cardiovascular syst em can be de-

段落的统一性, 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极为
重要。学生初学英文写作, 往往带有高中造

veloped, ensuring t hat your heart and lungs
are in prime condit ion, and prevent ing you

句或精读课中翻 译句子的 习惯, 短 短几句

from gaining unneeded weight since a great

话, 跳跃极大, 几易其主, 互不关联, 使读
者如坠云雾。请看学生写的梗概:

many calories are also burnt off . No mat ter
what your age, to keep yourself in excellent

Henry James. ext ensive travel during his

physical condit ion is important . 上文内容不

early years greatly inf luenced his later writ-

错, 但句子间互不照应、互不关联, 经课堂

ings. Born in New York in 1843, H enry was
dest ined to become one of t he f irst rate novel

讨论、修 改, 将跑 步自始自 终作为 阐述对
象, 就一目了然了:

ists of t he world. He received a remarkable e-

Daily jogging is one of the best exercises

ducation. His parents t ook him abroad f or a
year w hen he was only an infant . He was ed-

you can do for your body . It develops muscle
tone and is ex cellent for your cardiovascular

ucat ed by tutors until he w as t welve, and

system, ensuring t hat your heart and lungs

then t aken abroad for t hree years by his par-

are in prime condition. It burns off a great

ent s. His f at her w ant ed him to absorb French
and German cult ure. His brother, William,

many calories. preventing you from gaining
unneeded weig ht . Yes, nothing beats jog-

received t he same educat ion.

g ing for keeping you in ex cellent condit ion,

尽管上文无明显语法错误, 但读完不知
所云, 更不知意图何在。经过压缩整理, 砍

no matt er w hat your age. 强调统一性与连贯
性, 就会使作文有凝聚力。运用连接词、平

去枝 节, 全 文 象 下 面 这 样 围 绕 着 H enry

行结构、代词、重复重点词均可增强行文的

James 的童年展开, 就清楚多了:

统一与连贯, 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Henry James, t he novelist , had an unusual childhood. In 1844, while st ill an in-

中国人对 作文的 开头结 尾很讲 究, 有
/ 凤头豹尾0 之说。写英文作文, 有好的开

f ant, he w as t aken abroad by his parents for a

头、结尾同样重要。教学中笔者经常收集整

year. Upon his ret urn, he and his brot her,

理各种文章开头、结尾的方法, 并分步骤介

Willim w ere g iven privat e t utoring unt il H enry
w as tw elve. At t hat time, bot h boys w ere

绍给学生。例如, 笔者让学生比较下面文章
的不同开头方式, 看看哪个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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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general, t he ancient Romans w ere
a pract ical people.

同时对学生作文中所写不当之处进行总结,
防止再 次失误。另外, 结尾 时不应 节外生

2. L ong ago men learned t hat t he w orld

枝, 不应 说一些 主题不相 干的话, 迷惑读

of nat ure is built w ith mat hemat ical ex actness
according t o ref ined and pow erful laws: every

者。有的学生结尾时吞吞吐吐、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例如: / T his is just my opinion. 0

bee st roke it s w ings exactly 440 times a second

/ I. m sorry I can only w rit e t his far since I

to propel itself 40 m iles an hour, the eye of

don. t have t ime. 0 这些都应予以纠正。

every fly has exact ly 7000 lenses; every
spider. s t hread is composed of 300 sing le

四

thread.
3. When W. C Handy, com poser of

在教学中笔者还发现部分学生对文章的

the / st. L ouis Blus0, was t hinking of a career, his m inist er father in Alabama told him:

认识模糊, 不能掌握并运用一些基本的写作
技巧。从写作的角度谈技法, 适当介绍名家

/ I. d rat her f ollow you t o t he g raveyard than

名著, 耳濡目染, 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经

see you becom e a musician. 0 But the syncopat ion of life around him pounded harder in his

过精心准备, 笔者采用先实践, 后理论, 再
上升到写作新高度的做法。在讲描写文写作

ears than his father. s warnings.

技巧时, 笔者没 有从抽象、枯燥的 定义入

4. M an should have a good conscience.

手, 而首先选用了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5自

5. What exactly is a tornade?
6. An unidentified w it once said,

传6 中对童年描写的一段文字。该段文章以
朴实无华的语言生动描绘了作者童年时乡间

/ Laugh, and the world laug hs w it h you.

生活片段。文章一开始, 作者便为我们展示

Snore, and you sleep alone. 0 Yet snoring is
far from laug hing mat ter, as those unfortu-

了一幅全景风光画, 只是这幅画并没挂在墙
上, 而是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调动着所有感

nat es w ith good hearing, w ho are nig ht ly

官。从密林深 处泥土、野花的 芬芳, 到啄木

subject t o the sounds of the snoring disorder,

鸟、
野鸡的鸣唱, 直到蓝天上展翅的雄鹰, 无

w ill test ify. 经过个人思考、课堂讨论以及
教师引导, 最后统一大家意见。第一句代表

一不唤起我们对五光十色、梦幻般童年的记
忆、
向往。那些野生柿子、
核桃、
槭糖汁, 更是

着陈述事实开头的方法。第二种是以引人注

乡下孩子的美味佳肴。孩子们流着口水, 围

目的详细材料开头。第三种以能引出主题的
名人秩事开头。第四种以作者的观点、主张

着意外收获的大西瓜, 一刀下去, 清脆作响,
黑子红肉, 分外香甜。结尾写道: / 西瓜有规

开头。第五种以提问方式开头。第六种以引

规矩矩得来的, 也有凭技巧搞到的, 两种都好

语、谚语引导出文章主题的方式的开头。

吃, 但有经验的人会知道哪种最好吃。
0这段

经过大量例证、讨论, 常见的结尾方式
被归纳成以下三种: 一是以演绎、归纳、分

描写充分表现了顽童的生趣和成人的幽默。
具有描写的典型特征、
技巧。经课堂讨论和

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二是首尾呼应, 再

教师补充, 对描写文的写作技巧总结如下: 描

次强调主题。三是总结全文, 复述全文的主

写须诉诸于 人的感官, 刺激 读者的视 觉、嗅

题。笔者在教学中将这些不同的开头、结尾
介绍给学生, 让学生习作时分别加以运用。

觉、
味觉、
听觉、触觉, 以达到耳闻其声、
眼见
其人、身临其境的境界。同时教员提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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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性例句:
1. He w as an undersized lit tle m an,

人在回营地的途中迷了路, 弹尽粮绝, 饥寒
交迫, 步履艰难。沓无人烟的荒野中只有野

w it h head too big for his body. ( 视觉)

狼吃剩的尸骨和 冰凉的河 水。故 事基调低

2. A wom an wit h clear voice was
singing. ( 听觉)

沉、伤感, 希望中交织着绝望。作者大量运
用悬念: 同伴弃 主人公而 逃结果如 何? 15

(嗅

磅重的口袋中装着何物? 野狼同主人公鹿死

3. T he air is full of cement dust.
觉)

谁手? 大海中的船能否救助垂死的人? 环环

4. T he night is smoke- blue and moonlit. ( 视觉)

相扣、险象环生。而作者视点由近到远, 由
远到近, 不断变化, 主次得 当, 远近相宜。

5. T he apple is sour and sw eet. ( 味觉)

等等 ,,

6. T he banana is smoot h like t he kid-

总之, 英语写作课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

skin. ( 触觉) 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以
渲染气氛, 抒发感情。

运用语言的能力。从教学法上来看, 能力只
有在学生这个教学主体的活动中才能发展,

叙述文的基调很重要, 是恐怖、神秘、

具有不可传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

探险, 还是言情、浪漫呢? 基调建立在行动
之上。而悬念是叙述中最具活力的, 它能激

袖手旁观, 不 闻不 问, 高 枕无 忧。恰 恰相
反, 如果我们教员加强教学内容, 重视教学

发读者兴趣, 使读者追根求源。叙述文的视

过程, 尊重教学规律, 使教学科学化、合理

点也可比作摄影中的近景、中景、远景。为

化、规范化, 就能帮助学生提高英文写作能

阐述上面观点, 笔者选用了著名作家杰克#
伦敦的 5 热爱生命6。故事讲述了两个淘金

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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