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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_E5_8A_A1_c26_488730.htm 材料议论文的写作也可以说是

说理的艺术，除了思想内容要正确，说理方式和语言的运用

还要讲究辞章，要写得有文采。古人写文章很注意文采。孔

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文章如果不能用优美

的语言来表达，就不可能流传得久远。他还说过：“辞达而

已矣。”于是，有人就认为，文章写得同能达意就行了，何

必要什么文采呢。苏东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答谢民师

书》一文中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院人而

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目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

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他的意思是说，以辞达意并不容

易。要对客观事物的奥妙“了然于心”，就像捕风捉影一样

的难，如果而要“了然于目与手”，用语言文字恰当地表达

出来，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真要做到辞能达意，文采也就

够用了。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曾以他许多“笔

锋常带感情”的政论名噪一时。他主张写文章要做到“耐驳

”和“动听”。所谓“耐驳”就是内容要正确，别人驳不倒

；“动听”就是文章要写得有文采，读者爱看，读起来人家

也爱听。这些道理，都是为了使文章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

们写评论，也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一、平易近人，深人浅出 

深人浅出就是要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平易通俗的论述结合起

来。评论主要是讲道理的，道理讲得正确，讲得深刻，使读

者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同时，道理还要讲得明自晓畅，通



俗浅显，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一篇评论即使内容而好，

如果文字艰深晦涩，或者任意搬用连作者自己也不懂的同汇

，使读者莫名其妙，评论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有的古人写

文章以“艰深文浅陋”见称，那是不足为训的。 评论的深人

浅出不是单纯的文字技巧问题。深人是浅出的前提，评论作

者对所评论的事物和所阐述的问题有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理

解，才能把道理讲得深刻，并且讲得通俗易懂。这里有作者

的写作态度问题，也有论述方式和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态度

平等亲和 这主要是评论作者的写作态度、思想作风问题。古

语说：文如其人。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风和他的思想作风

是一致的。如果把自己看做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就容易在文

章中发号施令，教训读者；如果把自己和读者的关系看做是

平等的，就能用讨论问题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毛泽东

于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

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

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

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他主张写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在某些情况下，用

自己切身的经历现身说法，也要把自己摆在和读者平等的位

置，道理可以近人。著名学者周谷城生前曾在《中国科技报

》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领导者有知识才能尊重知识》的短文

，谈到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像说的那么容

易。文章主要部分是这样写的：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复旦大

学理学院院长是卢于道博士，他是研究神经学的，他买了3条

狗，要砌个狗房子，有的同志批评他说，你这个神经学博士



也害神经病了，人的房子都没有，你还要砌狗房子！他给我

反映，我当时是教务长，也没有这个知识，只好施工后来给

校领导反映，领导和我一样也不懂这个狗呀、狗房子的有什

么作用，也是施工后来呢？狗没了，狗房子没了，博士的工

作条件和时间也没了，结果，这位博士除了他原来写的那个

博士论文是很好的专著外，以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很好的成

果了，现在想起来，假如当时我们略知动物买验的科学知识

，给他创造条件，他这门学问可能早就发挥出来了，可见，

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也得有点知

识)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知识，往往会对人家的学

问进步成为一个障碍。 周谷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

会主任，但他的文章没有摆一点领导的架子，也没有以教育

者自居，而是通过自己过去的教训，用朴实的语言讲清楚一

个道理。虽然没有批评什么单位或领导人，但有很强的针对

性 2.语言通俗平易 评论要写得深人浅出，还要注意语言的运

用。这直接关系到评论的效果，关系到能不能把评论的内容

很好地传达给读者。新闻评论要深人浅出地讲道理，它的语

言首先要平易通俗，反对艰深晦涩、故作斯文；其次要新鲜

活泼，接近群众，反对各种空话、套话和令人厌恶的八股腔 

语言的平易通俗，是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不等于内容

的肤浅和低级趣味的庸俗。真正通俗的语言，来自人民群众

的语言，是生动的、富于表现力的，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

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办报，写言论，一直主张“采用‘明显畅

快’的平民式文字”。他在1936年办《生活日报》时曾说：

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日语文字来写论文和

新闻，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



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韬

奋自己写的评论，就有这样的特点。请看他1936年6月18日发

表于《生活日报》上的《工作的大小》一文。这篇评论针对

人们关于工作的大小和贡献大小的各种看法进行论述。开头

是这样的：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

似乎是有大小的区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

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会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

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想要做大事，不满意于

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好的动机，

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

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

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可嘉的，我们当然

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

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那么，什么事算大，什么事算小呢？

他巧妙地用大将和小卒做比喻来加以说明： 我们如在军界做

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

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杭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

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

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

大将，买在远不如做干九路军淞沪杭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

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

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他接着又设问： 如做了

真正杭敌卫国的大将，有了较大的贡献，大将的贡献是否比

小卒大呢？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军队总不能人人都

做指挥官，同样也不能都是小卒。所以，在杭战卫国的大目

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



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

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

，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

小卒。 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

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 这篇评论首先说明，有的人把工

作分为大小，希望做大事多贡献，也许动机是好的。同时，

又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然

后用平易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统一的目标

下，各种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大小高低的区别。文

章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语言也是来自群众的大众化的

语言，令人感到亲切而信服。 人民群众中有很多生动而表现

实际生活的语言，运用得好，可以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我

们所讲的道理，也可以把评论写得生动活泼而富有表现力。 

几爱憎分明，形象生动 评论主要是靠逻辑的力量来说服读者

。但是，如果在抽象道理的论述中，穿插一些具体的形象，

使评论不仅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形象性，把抽象的

道理和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道理讲得生动活泼，

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使他们更容易理解评论的内容。形象

说理也是评论说理论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具体、形象的东

西，总是比抽象的道理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通过形

象说理的方式，能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奥的哲理讲得

通俗易懂，从而增强评论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评论中的形象

可以是比较具体的，也可以是比较概括的；可以是完整的形

象，也可以是某一形象的局部；可以在评论中塑造某种形象

，也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去描绘所要分析的事物。至于具体

的运用，则可以用形象作为由头，引出正文；可以把形象作



为依据，提供证明；还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议论和形象

融为一体等等。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从评论的内容出发

，根据说理的需要而定。 善用比喻 比喻是形象说理常用的方

法。巧喻善比，通过形象的比喻，可以使人们由近及远，由

实见虚，由感性到理性，由浅显而熟悉的情况了解深刻的思

想。总之，就是通过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把评论写

得深人浅出、生动活泼 毛泽东很善于运用形象比喻的方法进

行说理。无论寓言故事，或是小说戏曲中的形象，在他的笔

下，都可以用来说明精辟的道理。如挖山不止的愚公、智斗

铁扇公主的孙行者、景阳冈上奋勇打虎的武松以及丢了“系

在颈上的一块石头”的贾宝玉，这些为人们所熟悉的形象，

在他的政论中都成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在《一个极其重要的

政策》这篇社论中，为了形象地说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

他连续用了6个比喻。他用“黎明前的黑暗”说明当时抗日战

争面临的形势和困难；用航船和暗礁的关系提醒人们设法绕

过暗礁，即用精兵简政的办法克服面临的物质困难；用鱼大

水小的矛盾说明战争的机构已经不适应战争的情况；用随着

季节的变化而变换衣服说明不应受现状和习惯的束缚；用孙

行者化为小虫战胜铁扇公主和“黔驴之技”的故事，说明精

兵简政会使八路军新四军变得更有力量。这一连串的比喻，

使整篇社论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形象来自实际生活。只要

留心观察，有许多事物可以作为喻体，帮助我们把评论写得

生动感人。比如，有的地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行动缓慢，迟

迟不到位，群众就说，这像“火车进站，叫得欢，走得慢”

。有的地方对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置若圈闻，照样

乱收费，乱摊派，农民说，“现在是千手观音变着法儿要钱



”。“把乡镇企业当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曾经有一篇

讲扶贫工作要治本的文章，是这样作比的：瑶家兄弟说得好

，帮助饥饿的人，与其送他一只烤熟的鸡，不如送他一支火

枪。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胜过许多空洞的道理 2.笔法形象 

用形象化的笔法直接描绘客观事物，给所要论述事物画像，

也是一种形象说理的方法。这种形象描绘的过程，有的就包

含了对事物的态度和分析 《新民晚报》1992年7月22日发表怡

然写的《“你们中国真穷吗？”》，则是描绘了我们一些“

公仆”的形象，批评当时的奢侈风气的。文章说： 提出这个

疑问的，是一位外国承包商，这个“老外”在他承包的工地

上，看见前来视察的一些中国普通官员一个个从“奔驰”轿

车中钻出来，不禁大发感慨：“参加欧共体财长会议的许多

官员也不过坐‘奥迪’而已，怎么反倒说你们是发展中国家

？你们中国真穷吗？” 文章接着说： 该怎样回答这位洋先生

呢？其实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穷则思变，所以才要

改革开放，然而，我们似乎又很富有，就说坐轿车吧，在一

些人身上，哪有穷的泉迹？昔日那段顺，口溜说，“县委书

记‘帆布篷’，公社书记‘一三O’，大队书记‘喻喻喻’(

施拉机广，早已，成为历史，“蓝鸟”早就飞入穷乡僻壤，

“奔驰”也驰骋于大街小巷)难怪“老外”要纳闷： 你们真穷

了 ⋯⋯每一个稍有理智稍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时刻不忘我

们的家产根本经不起挥霍，只要看看眼下全国还有百余院少

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这个严酷的现实，就该意识到我们的责

任。 “蓝鸟”飞奔，“奔驰”驰骋，我们看得恐怕不会太少

，“帆布篷”、“一三O”在脑子里也可能还留有印象，作

者把这些图景一一描绘出来，就给最后那些语重心长的劝告



更增加了 分量3.形象具有感情性 形象是比较容易表现感情的

。形象本身往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所以，新闻评论在借

用形象作比喻或直接描绘某种形象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感情

色彩，要使形象能恰当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我们读毛泽

东的政论就会发现，他总是把人民群众比做武松、孙悟空，

把帝国主义比作妖精、野兽、纸老虎，把反动派比做狗、粪

坑、狗屎堆。他还把反动派内部的矛盾比做狗打架，说这是

“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

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这样的比喻生动幽默

，感情色彩也褒贬分明。 从毛泽东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

雷登》一文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进行形象说理。文中有

形象的比喻和对照，也有形象化语言的巧妙运用。请看他是

怎样描述美国政府对华的所谓援助和救济的。文章说： 美国

确买有科学，有技术，有很多钱，但不是在人民群众手里。 

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

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

意弯腰拾起来。 “洒了些救济粉”，“弯腰拾起来”，一个

“洒”，一个“弯腰”，形象地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和作者鲜

明的态度。帝国主义者是以救世主自居的，是来施舍的，给

你们洒了些救济粉，你愿意拾起来吗？卑躬屈膝吧。而中国

人民是有骨气的，他们不吃“喈来之食”，是不会接受这种

污辱性的施舍的。 评论可以通过形象来讲道理，同时也可以

借此表明作者对事物的态度，抒发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鲁

迅在1925年3月24日曾经在《京报》副刊发表过一篇题为《战

士和苍蝇》的杂文。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所谓战士者，是指

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



；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请看他是怎样论述的： 战士死了

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泉，着，营营

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

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甚营营地叫

，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 的确，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

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去罢

，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你们这些虫宕们！ 辛辣有力的讽刺，生动贴切的形象，作者

爱憎分明的感情跃然纸上。 三、人情人理，情理交融 评论不

仅要在道理上说服读者，还要在感情上打动读者，既服之以

理，又动之以情。有一种论调认为，评论是说理的，不应当

带有感情色彩。国外有的修辞学家主张，在文章的各种风格

中应当有一种“零度风格”，就是纯客观的、不带情感、不

动声色的那么一种风格。据说这种风格还最适合于评论的写

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按这样的要求去写评论，那就

只能是干巴巴地背诵一些教条，或者不痛不痒地罗列一些枯

燥的概念，既不可能感动人，更谈不到说服人。评论作者对

他所论述的事物，或褒或贬、或爱或憎的态度，总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有所流露。因此，评论中的理和情应当是一种水乳

交融的关系。俗话说得通情达理，意思就是一个人讲话做事

要人情人理，你讲的话人家乐于接受，你办的事也容易行得

通。可见，在实际生活中，理和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情

为理服务，理借情动人。写评论也是如此有感而发 评论应当

是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这样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

作用。评论作者对评论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才能有



真知灼见，也才能有真情实感，并自然地表现在评论的论述

中。我们的评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应当是健康的、高尚的情

感，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所以，评论就要对事物有科学的分

析，同时还要有作者的真实感受。情理交融的评论，既可以

帮助读者明辨是非，又能使他们受到启迪和感染。当然，评

论所表现的真情实感，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所能做到的。 评

论作者应当是现实斗争的参加者。有些事物，作者首先受到

感动，他写出的评论才会有感而发，才能感动读者。1934年

，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华北，而加上国民党政府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

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悲观论调，甚至说什么中国人已经失去了

自信力，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写下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吗》，严正地指出，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是有的，他们只有

“他信力”或“自欺力”，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这样： 我们

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传家谱

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自信，不

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

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被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

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

诬蔑。 鲁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前

仆后继的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赞扬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这正是出自他爱祖国、爱人民，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的

真情实感 2.巧用修辞 评论文章的感染力如何，首先取决于它

的内容。如果从评论的内容出发，适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段



，也可以使说理和抒情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强评论的感情色

彩。语言的运用和修辞的方式都要根据内容的需要，以求有

助于说理和抒情的统一。下面试举3种 (1)用排比、对偶等句

式渲染气氛。《中国农民报》曾经刊登了一篇社论，题日是

《假如都像徐永山》，是配合报道《徐永山和他的拖拉机》

发表的。徐永山是一位拖拉机司机，他敬业爱岗，节约用油

，注意维护机械，降低作业成本，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社论

出自当时担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同志的手笔。项南以后在

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还给省报写过许多评论。这篇社论

在对照国家规定说明徐永山的成绩以后，接着说： 高消耗不

可能有高速度，搞四化必须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消耗，增加

收入，这是搞四化最买际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

该不该学习徐永山，大家都该认真想一想。 假如都像徐永山

，一台施拉机一年节省柒油1吨半，单是60院台大中型施拉机

一年就可以节省90院吨柒油。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施拉机

节省修理费1500元，全国就是9亿元。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

施拉机一年少开支费用2800元，全国就可以为农民节省20亿 

假如都像徐永山，干年如一日，精心保养操作，全国二百多

院台施拉机，就可以一台顶一台，甚至顶两台用。 假如我们

不能把高消耗压下来，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那四

化就没有希望。 假如都像徐永山，买现四个现代化就大有希

望，时间也可以大大提前。 这篇评论由小见大，放眼全局，

从徐永山的事迹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作者没

有一点教训人的神气，而是运用对照、排比、假设等修辞手

段，把自己的情感融注于字里行间，以鲜明的态度赞扬了徐

永山，同时也表达了对农业战线的期望。 (2)用设问、反问等



语气增强节奏感，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古人说：文

似看山不喜平。一篇文章如果通篇都是逗号、句号，就会使

人感到平淡。如果有一点问号和惊叹号，必要时用设问、反

问、质问的语气进行同述，就可以使文章有波澜，有起伏，

增加节奏感，也更便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香港过去沦为英

属殖民地是鸦片战争的产物，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的侵

略本质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香港同归祖国进人倒计

时一年，全国人民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一

种奇谈怪论，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

”。这种谬论实际上是全盘西化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产物。《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1996年7月1日发表米博华写的《史

不可诬》，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批驳。文章指出： 事买是：“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奇

耻大辱？试看一百多年中，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哪一条哪一款能够让人看出丝毫的文明痕迹！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明是靠屠杀传播吗？进步是靠掠夺交

换吗？正义是靠强权体现吗？照此推理，三元里人民倒应该

开门揖盗，敲锣打鼓地欢迎“洋师”，而林则徐虎门销烟、

关天培横剑殉国，倒成了排拒文明的荒谬之举。 文章还说： 

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以至于此，连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

侵略、国家主权与外国强权这些是非都分不清，作为一个中

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从何谈起呢？ 作者在分析

、批驳这种谬论的同时，还强调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应

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近代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

精神。文章分析具体细致，批驳有理有力，而加上3个有力的

反问，更显得生动而有节奏感 (3)富于幽默感。幽默是一种机



智、巧妙的论述方式。有些评论可以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段，

表达作者或赞成或反对的思想感情。列宁曾经说过：幽默是

一种健康的品格。其实，列宁有许多政论就是用幽默的笔调

写成的。 1997年10月14日《杂文报》发表张雨生写的《有感

于巴西对中国官员说“不”》，也是一篇颇具幽默感的文章

。巴西的伊泰普水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又是著名的

风景区，世界各地来考察、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巴西政

府惟独对中国做出限制，一年最多只能来四批中国的官方代

表团。原因是近年来那个水电站已经接待了近百个中国官方

代表团，但其中真正懂技术，或者能促进双方经济技术合作

的人数极少。文章就此议论道：巴西人的脾气也古怪，中国

官员树自己的国库，不远院里飞到那儿去，想看看水电站，

他们居然反感，竟然限制。若是颠倒一下，换了咱们，恨不

得天天接待他们才好。只要他们愿意来，玩得开心，我们什

么都能做到)挂彩旗，刷标语，波水扫街，警车开道，茅台酒

宴，乃至让小学生停课列队欢迎，这些都是我们的拿手戏。

风景区接待了多少外国官方代表团，那是政绩呀！至少，也

可以向老百姓张扬，“提高了我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公费旅游”这个词，不知巴西有没有？人家做出这个限

制，目的不在帮助中国禁止公费旅游”⋯⋯公款出国旅游，

是中国官员腐败的一面，已引起国内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

外国人的厌烦。就算是巴西歧视中国官员吧，那也是歪打正

着。 如此说似乎是巴西人替中国老百姓出了一口气，而这篇

文章的论述，却正是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反语讽刺

，幽默风趣，作者以轻松的笔调痛斥了那种久治不愈的腐败

现象 是朴素精练，要而不繁 朴素是评论应有的风格。评论要



写得朴素，就是在说理论述的时候，力求质朴自然，把作者

观点和思想感情准确而恰当地表达出来。朴素并不等于内容

空洞、语言粗糙，而是要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朴素，就要

反对装腔作势、哗众取宠，进行论战也不能用谩骂代替斗争

。这里面，有作者的写作态度和思想作风问题，即如何对待

读者的问题，也有语言文字的问题。这里主要讲语言文字问

题 所谓精练，就是要用恰当的篇幅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内

容要精辟，而语言又很简洁，不舞文弄墨，故作斯文，以同

害意。当然，精练并不等于短，更不能简单地说评论写得越

短越好，而要量体裁衣，长短适度 评论的朴素和精练是相辅

相成的。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文章，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粉

饰，也不需要冗长烦琐的论述；而精练得体的文章，往往更

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给延安《解放日报》写过一篇

社论《质问国民党》。那篇文章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真反共假

抗日、制造反共高潮的事实和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言之

有据，言之有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来痛快淋漓，令人

拍手称快全文虽长达约5000字，但读者不会有一点冗长的感

觉如果压缩成一两千字，篇幅虽然短了，但也就没有那样的

气势了。 可见，评论的篇幅长短不是绝对的，应当从评论的

内容出发，该长则长，能短则短。当然，总的来说，要像毛

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要尽量“写得短些，写得精

粹些”。他还说，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

，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

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

物的文章。建设时期何尝不应如此 至于如何把评论写得朴素

精练、要而不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道理实在 这就要求



作者首先要对客观事物或所要评述的问题，有准确、深刻的

理解，从实际出发，弄清问题的实质，然后给读者把道理讲

清楚。如果作者自己的思想就不明确，分不清主次，抓不住

要害，也弄不清读者的思想症结在哪里，问题就很难讲清楚

，更谈不到写得精练了 道理要讲得实在，就要有实事求是的

态度，说实话，讲真理。对问题不夸大，不缩小，尊重 事实

。评论要有感而发，但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即使是批评性

的言论，也不能只图批得痛快，而要考虑社会效果。 请

看1994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发表的《值得一

听的外国人的话》： 《文摘周报》不久前的一期刊载了《法

拉奇旋风在京城》一文，其中写道：“她在讲演里还响亮地

告诫：中国的发展不要‘放弃自身的传统和模仿我们西方人

的错误和罪孽！’她说她到中国3天里，接触到的少数年青人

谈论的都是金钱，也看到了酒店的拉客女郎，感到非常遗憾

。‘我因为热爱你们而担忧’，她说‘如果这么大的变化仅

仅是经济上的，而忽略了精神文化方面，那么任何变化都不

会是好的、真正的变化。” 说得多么好啊！国内有类似见解

的也不乏其人，可是出自一位外国人之口，就更值得一听，

更值得重视。 法拉奇说的这种现象，何止“少数”，又岂止

是“年青人”呢？发展经济是为民富国强必然的大事。但，

只为“钱”而“争斗”，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利益已成世

风，不讲人品、道德风尚，更有甚者，在商品经济时代，竟

把人格也当成“商品”，岂不可卑、可叹、可悲！ 这篇文章

是老一辈革命家张爱萍写的，全文只有400字。这里写的是作

者即事而发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感慨，也是对

广大读者语重心长的劝诫：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忘



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章朴素

精练，亲切感人 2.篇幅适度 评论的长短，应当由它的内容决

定。在这个基础上力求文字简洁，短小精悍。为什么有些本

来可以写得短些、精粹些的评论，会写得烦琐冗长呢？这主

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求大求全的思想在作怪，似乎文

章长一点，架子搭得大一点，讲的方面多一点，才能显不出

内容的重要其次，不了解读者的情况，认为读者什么都应该

知道，什么都想告诉读者。这样的文章自然就会枝蔓横生、

冗长乏味。评论作者不能把读者看做是什么都不懂的人，而

应当根据评论的内容，针对读者的需要，主题集中，论述集

中，行文语气集中，这样才能写出短小精悍的评论。当然，

也有精益求精、锤炼语言的问题 1993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位置报道了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的假药案，标

题是《阳光下的罪恶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假药案揭秘》

。这个兽药厂在一些人的庇护下，3年来一直制售人用的药，

而且是假药。不断的举报，不断的调查，都未能制止这种罪

恶，而且厂长工志强还不断地戴上了一顶顶桂冠。主犯终于

落网了，但案件并未结束。报纸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编者按语

，全文如下： 读了这篇报道，凡正直的人都会义愤填膺)一个

厂竟然造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的假 药！而假药厂长竟然获

得这么多“荣誉”！这么多的揭发和调查竟然奈何他不得！

不仅有一些政府部门为其开脱，还竟然出动公安人员为其“

保驾”，这究竟是为什么？ 假冒背后往往有地方保护主义的

支持，而地方保护主义的恶性发展究竟通向哪里，通过这篇

报道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此案的主犯虽已抓获，但那些怂弓

者、包庇者，也该得到应有的查处)这既是广大读者关心之所



在，也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所必须。 编者按语的矛头集中指

向民愤极大的地方保护主义，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发挥了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同年10月巧日，周口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主犯工志强被判处无期徒刑，包括地区

和县的个别领导人在内的同案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并不

是只有编者按语这种形式的评论才能写得这样简洁有力。由

项南执笔的《福建日报》社论《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

下去》、《论老虎和苍蝇》，周谷城的《领导者有知识才能

尊重知识》，张爱萍的《值得一听的外国人的话》就都是这

样的评论。所以说，只要思想明确，笔力集中，就可以把评

论写得长短适度，繁简得当 语言规范 评论要写得短而精，还

应当在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上下功夫。古人写文章讲究“炼意

”，还要“炼句”、“炼字”，要避免文章中出现“浮同”

、“累句”，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古代文学理论家刘耙主张

：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见其密。这要求是很

高的。新闻评论的作用如何，首先要看它的内容。但是，内

容多么好的评论，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如

果一篇评论有许多“浮同”、“累句”或各种八股腔，那还

怎么吸引读者、说服读者呢？ 我们的媒介一向重视语言文字

的运用。早在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就曾针对社会上

语言方面的混乱现象，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开始连载吕叔

湘、朱德熙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事隔30年，1981年6

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

明和健康》，强调要讲究语言的规范和文明。1994年和1995

年，《人民论坛》专栏发表了《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建设文明的语言环境》等评论，这些评论都引起了社会上

的普遍关注 真正能发挥正确导向作用的评论，关键在于它的

内容是读者需要的，道理又讲得实在。如果而用朴素、规范

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更易于为读者理解和接受。请看一篇《

人民日报今日谈》专栏征文的得奖评论，1996年9月15日发表

的《请注意“人均”之下的贫困户》： 福建省一位领导同志

到农村调研时说：“买现小康目标，不光是看人均收入水平

，还要注意‘人均数’掩盖的不平衡，树立人人意识)”此话

很有针对性，令人深思。 “人均”收入高低是衡量贫富的一

个重要标尺，掌握准确的“人均数”，是正确决策的一个重

要依据)但是，不能看到颇高的“人均数”就沾沾自喜)因为

“人均数”里看不到贫富差别，看不到贫困线)试想，把一两

个大户几干院上百院的收入平均到一般户、贫困户头上，全

村人均收入自然能够上去)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是看到“人

均数”，而看不到人均背后的不平衡，不会算“人均”之下

的收入账，不知道一个乡一个村里的贫困户有多少，他们的

收入为何低，怎样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或

超过“人均数”，就很难使其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农民群

众共同富裕的步伐。文章讲的是普普通通的道理，用的是朴

素通俗的语言，但提出的却是一个较普遍地存在的被一些领

导干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