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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三重奏”
——提高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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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大多大学生而言，写作困难重重。学界研究侧重分析单一方法，不够综合全面。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写
作的因素，梳理写作的研究现状，提出提高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三重奏”：阅读、思维和反馈。这
三个步骤贯穿整个写作过程，切合实际，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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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st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is extremely difficult. Researchers focus on analyzing
one single but not comprehensive metho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wri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steps of improving English writing skills:
reading, thinking and feedback. The three methods for the entire writing process are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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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义上，写作指人们以一定的语言符号记录事物、表达情感、传递知识，从而实现信息沟通、文化
交流和凝聚思想。写作的内容可以是诗文绘画，或书法文章，亦或文学创作。写作能反映主客观世界，
帮助人们更完整地记录，更直观地感受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狭义上，写作指用书面语言表达思想的实
践活动。本文的“写作”主要指大学生英语学术写作，包括与学术相关的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英语各
类考试的作文和书评等等。写作体现语言掌握的水平和程度，对任何语言学习都至关重要。Swain 提出
“可理解输出”(comprehensible output)假设，认为包括写在内的语言产出性运用有助于学习者检验目的
语句法结构和词语的使用，促进语言运用的自动化，有效达到语言习得的目的[1]。人们写作时必须调用
自己的知识储备，琢磨词句运用，回忆语法规则，掂量逻辑衔接，从而不断巩固已有知识。写作可谓之
难，因鲜有人能精益求精；写作也可谓之易，因其方法并不需高深的学问和巧妙的技巧。但英语写作对
大学生而言仍困难重重，或无从下手，或止步不前。学会写作不容易，因为它是一个迂回复杂、动态的
过程，受到各种认知和社会因素的约束，用外语写作的修辞环境则更为复杂，涉及到跨社会、跨文化因
素的制约和影响[2]。写作不仅要求创作者本身思维活跃，思想内容丰富，还要有丰富的词汇和语句积累，
而且语法、修辞和语篇结构等基本语言知识要掌握扎实。尤其是要了解英文语言的特色和英文文章的逻
辑，这便需要考虑中英文差异。既然写作如此重要，学界泰斗也曾运用不同方法研究分析，从不同角度
进行阐述，得出诸多提升英语写作水平和能力的方法。但时至今日，写作水平与大多人的英语学习时间
不成正比，依然稳坐英语学习阻碍的“宝座”。毋庸置疑，写作理论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但写作本身
是实践活动，需要从实践中寻求经验，进行验证。大多学者的研究只从一个方向，或只对写作的某个过
程进行分析，而实践者不能很好结合不同学者的方法，所以写作水平提升有限。笔者将通过不同方向，
贯穿写作整个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完整的能改善写作水平的“三重奏”：阅读、思维和反馈。

2. 大学生英语写作问题的分析
英语写作涉及社会、文化和跨文化等因素，受认知水平、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影响，需要考虑中
英语言差异。首先，中文是意合语言，不需要连接词，而英文是形合语言，需要连词；第二，英文主干
短，多嵌套从句，称为“葡萄型”结构。而中文多短句，属于“竹竿型”结构；第三，修饰语的前置后
置不同。第四，句子重心位置不同。英语头轻脚重，多用形式主语或倒装结构，像正三角形。而中文头
重脚轻，像倒三角形。
英语写作水平低是大学生的通病，缺陷也有相似之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杜金榜教授曾通过“基于
语料库的中国学生英语错误计算机分析系统”做过研究。他经过分析得出，学生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1) 语言错误严重；2) 受汉语的影响较大；3) 语篇组织能力弱；4) 一些典型的语言错误持续
时间长[3]。语言错误主要是语法、固定搭配和词语误用，英语水平差的学生比较多见；汉语影响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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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中式表达，自造词组；语篇组织能力和上文提到的中英文差异有关。杜教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生
的写作错误，群体未涉及更高层次的英语学习者，并未调查写作的困难。清华大学刘玉萍教授根据自身
的教学实践，对研究生英语学习者的写作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思维影响写作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 思维混乱；2) 言不达意；3) 无病呻吟；4) 说不出话来或无话可说等现象[4]。两位学者的研究
对象基本涵盖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大学生的英语基本功不过关，直接影响写作水平；而研究生的自身
思维能力不高，知识储备不足。
早在 20 世纪末就有学者研究如何提高英语写作水平，但中国学者大多从阅读、反馈、背诵和读后续
写等某一角度展开[5] [6] [7] [8]。笔者 2021 年 3 月 9 日在知网中设置主题“写作”并且包含主题“阅读”，
检索出 51,651 篇；设置“写作”并且包含“翻译”，有 31,922 篇；设置“写作”并且包含“反馈”，有
16,189 篇。但包含更多主题的论文则少之又少。这样研究固然有一定好处，可以更直接、全面地从不同
维度分析某个方法的优缺点，但分析结果会更偏学术。当然也有学者结合不同方法进行分析，如刘宽平
等教授通过分析我国英语写作教学现状后，提出多个改进方法：写作综合教学法、读写结合、译写结合
和利用计算机技术增加英语学习时间[2]。这几个方法给予笔者很多启发，也让诸多英语教师更能明确教
学方法，提高质量。但是笔者更侧重提高写作的全过程，由此提出提高大学生英语写作的“三重奏”，
从增加知识储备，到写作思维，最后是修改润色。知识储备离不开大量阅读，分析离不开辩证性思维或
创新思维，而修改需要多方面反馈。虽然这三者对应写作的不同阶段，但融会贯通，相辅相成。

3. “三重奏”提升法
3.1. 阅读首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阅读属于一种创造性活动。由此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阅读
和写作的关系，结果阅读领域的专家和写作领域的专家达成共识。他们吃惊地发现，阅读和写作几乎是
两个相同的过程，共同拥有关键性的认知机制，因为阅读者和写作者都运用一系列心理过程，积极参加
搜索意义、创建认知语篇世界的活动，并且在处理语篇时，至少在脑海里构建语篇时，两者都从一个共
同的“认知基础”库里提取资料[5]。诚然，读者阅读时，依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在脑海中分析语篇，转
换词句为对应的中文理解。阅读可以让读者学习其语篇结构，写作构思等。英语写作实际就是模拟写作
过程，
先从大脑中提取相关信息，
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逻辑，
开始着笔。在九十年代，
Wai-King Tsang
也对写作和阅读的关系作了实验研究，认为尽管阅读不能提高全面的写作能力，但对写作的很多方面都
有积极影响，在某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认为阅读能增进一般知识，帮助拓展写作内容，能使学生接
触和熟悉结构、呼应、时态、数、词序和词的功能等[9]。写作属于语言的输出，而正因为英语语言知识
输入不够，写作才有障碍。而阅读就是增加大量知识输入的最佳途径。众所周知，学习语言最好的办法
就是处于那个语言环境中，而阅读就是创造这种环境。作家舒伯特曾经说过，阅读就是写作。大量阅读
能帮助大学生扩大词汇量，通过上下文语境掌握词汇的准确用法和句法知识。其次，阅读各类题材，可
以增加学生的文化背景和百科知识，提高认知能力。再者，阅读能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假设判断、
分析归纳、推理验证等逻辑思维能力。通过阅读，还可使学生了解地道的外语书面语特点，避免在写作
中将书面语和口语体混淆[10]。阅读与写作本身相互独立，但也相互依赖，可以将二者合二为一。通过阅
读能增加语感，提升语篇分析能力和识别逻辑能力，增加语言储备，对英语写作特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大学生要仔细研读素材，分析写作思路，学习语句间的起承转合，等等；模拟其结构进行写作，也可就
其逻辑走向进行续写。而且，经过大量的阅读，大学生英语学习者至少不会出现上文提到的无话可说或
无病呻吟等情况，也能克服畏惧写作的心理。实际上，写作就是在运用分析语篇的能力，构思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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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并运用相应的语言知识进行创作。遇见相似的文章主题，可以模仿写作，巩固所读知识；而对于
不同的主题，也可以借鉴诸多作者的写作构思，结合自身经验。总之，通过阅读可以提升写作能力，练
习写作也能提高阅读效果，以此循环，与日俱进。

3.2. 思维接力
如果说阅读是写作的准备工作，那么思维在写作“进行时”中扮演主导性角色。思维决定文章思路、
逻辑和大纲，或者说决定文章基调。有的文章读来活泼深刻，或简洁但缜密，或明快而清新；而有的文
章晦涩难懂，或过于直白露骨，或索然无味。用词和句式也是影响因素，但引人注目或者标新立异的思
路肯定更胜一筹。
人类反映现实的意识形式包括思维和语言，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思维形式。思维
对外部事实做出反映；语言传达思维成果。思维和语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思维的进步推动语言发展，
反之亦然。通常来说，思维是语言的根本和基础。语言水平代表思维的发展水平。口头、书面和思维语
言是三种人类语言。思维语言无声无形，属于内部语言。人们思索问题、认知事物和洞察外界时使用，
因此思维语言是另外两种语言的基础。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写作，就是思维语言的一种体现。由于人们
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往往是纷繁杂乱的、无序的、无规则可言的，这就使得思维具有时间上的跳跃性和空
间上的无序性[4]。所以，大学生需要理清思维，整理思路，学会控制思维，提高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写
作水平。这里强调的思维能力主要指“创新思维”，但提高这种思维能力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多加训练，
厚积薄发。
首先，多读好书。创新需要足够的知识量，知识储备足够多时，才有可写的素材，才能在写作时另
辟新意，做到清新脱俗。而增长知识量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三重奏”并非完全独立，我们上文提到
的第一重奏直接影响第二重奏—思维。阅读好书有利于开阔思路，发挥创新潜能和想象力。其次，勤察
善思。任何领域的研究发展都需要学者善于观察，不断思考。而本文所说的大学生英语学术写作更多时
候要解决问题，那么方法是否得体，是否有新意，关键在于平时的观察与思考。一是，多关注时事，不
能只流于表面，多从不同角度分析思考，学会见微知著，由点及面。二是，关注普遍性问题。要学会摒
弃旧知识，将信息条理化，尝试从新的切入点认识。最后能言善辩。优秀的辩手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所提论据与众不同，引人深思。提高写作能力也可借鉴这种方式。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可以选一个话题，
与同伴进行辩论，也可以自己作为正方反方进行相互反驳。以此，思考角度会更广，思维活跃度也会更
高。

3.3. 反馈收尾
润色修改是提高写作成品质量的关键一步。修改途径主要包括在线批改、教师评阅、同伴建议和自
我批改等。以上几种方式实际属于“反馈”。二语习得语言专家罗德·埃利斯(Rod Ellis)认为反馈是对学
习者为交流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回应。业界认为反馈方式主要分为系统反馈、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系统
反馈主要指自动化写作评估反馈系统，是一种在线反馈。人们将作品提交到某网站，可即时在线分析错
误、给予反馈，提交者可根据反馈进行多次修改并提交。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写作自动评价系统有 Criterion，
My Access，Writing Roadmap (WRE)等；而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作文自动评价系统是“句酷 AWE 系
统”[8]。国内评价系统还有批改网、爱写作、星火作文网和智能作文网等等。一般情况下，系统批改可
以提示基本语法错误、固定搭配或拼写错误，更适合初步修改。教师反馈主要指教师对学生作文进行书
面、音频或口头类的评价和建议。从教师反馈的类型来说，Bitchener 和 Storch 将书面纠错反馈(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划分为三类：“直接反馈”(direct feedback)、“间接反馈”(indirect feedback)和“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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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反馈”(metalinguistic feedback)。直接反馈是指标注语言错误位置并提供相应正确的语言形式；间接反
馈是指仅标注错误位置，但不提供相应的正确的语言形式；元语言反馈是指标注语言错误位置、提供进
一步说明和相应的正确的语言使用形式[11]。诸多学者都曾研究教师反馈的重要性，或对比其他反馈方式
进行研究，发现学生普遍认为教师反馈效果最佳，更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同伴反馈指相互交换作品，
提出修改建议。南京大学莫俊华教授进行实验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愿意与同伴交换阅读文章，开
展互评，也乐意接受同伴的批改建议。相比之下，同伴反馈更容易进行，而且在批改过程中，批改者和
被批改者都能提高写作水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同伴的英语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英语知识可能不够
扎实，在批改中可能会出现错误，所以选择同伴时，要尽量寻找英语水平更高的人。
国内外对系统、教师和同伴三种反馈方式都做过研究，但很少提到自我反馈。实际上，自我反馈更
能直接发现错误，印象深刻。笔者认为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都属于他人反馈，故对其分类稍作调整：系
统反馈、他人反馈和自我反馈。自我反馈可以直接检查文本错误，字斟句酌，力求每一句都修改为更好
的表达。更高效的自我检验便是回译。所谓“回译”，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将已经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
本再翻译成原语言文本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将把 A 语言翻译成 B 语言的过程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翻译
(即顺译)的话，那么，回译就是再将 B 语言翻译成 A 语言的过程[12]。写作者可以将自己的英文作品翻
译成中文，检验内容是否和自己原来构思的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先后逻辑冲突和论据不足等等
缺陷。通过研究用回译提高写作能力，徐洁教授发现：很多学生感觉回译练习增强了“细致阅读”的愿
望和动力，以前阅读只求大意，常常似懂非懂，但通过回译练习，才开始注意英语写作的各种细节：用
词、搭配、句子结构、时态、甚至是原文的思想等各方面[13]。但是回译有一定弊端，尤其对于基础薄弱
的学生，容易出现大量中式英语，所以要格外注意写作后进行自我反馈，使用回译并非为了提高翻译水
平，而是跳出中文，用英文思维逻辑进行写作。
这几种反馈方式各有利弊，但能裁长补短，所以可采用多重反馈。多重反馈能让中国大学生多次根
据意见修改文章，在此过程中丰富词汇量、表达方式，增强学习动机，更快地提升写作水平。一般来说，
写作者可以先自我反馈——回译，在进行系统反馈，最后通过他人反馈。经过几重反馈，文章水平定能
更上一层楼。

4. 小结
提升英语写作能力一直是学界的难题，诸多学者绞尽脑汁试图解决，但道路阻且长。而英语写作需
要符合实际、贯穿全过程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的问题，提出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
“三重奏”：阅读、思维和反馈，力求辅助中国大学生面对写作有法可循。虽然这三个办法针对写作的
不同过程，但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或简单衔接，融会贯通更能相得益彰。阅读可以锐化思维，培养
思维需要阅读，而反馈就是在运用思维，阅读文章，进行对比，体现阅读效果。当然，只记方法而不练
习运用，实则纸上谈兵，不论什么方法都离不开大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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