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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写作就是写文章0 这一判断掩盖了写作的真实 目的, 模糊了人们 对写作本 质的认识。从 发生学

的角度讲, 写作是使用工具呈现主体精神世界的特殊劳 动。这一劳动的 目的是: 传递信息、进行 精神生产、磨
砺思维、诗意地栖居。打开人类发展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 文字出 现以后历史发展的速度快得惊人, 一方面是
写作帮助人类积累了丰富经验; 另一方面是写作磨砺了人 类思维。因此, 任何一 个文明民 族都不会轻 易放弃
写作。对现代人来说, 手工劳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按照劳动是推动 人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原则, 写作越
发不可忽视, 它成为人类保持头脑清醒和思维不断进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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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写作就是写文章0

层次的问题。实际上/ 怎么写0和/ 写什么0 都是以

5现代汉语词典6 对写作一词的解释是: 写作就

/ 为什么写0为理论基础的, 当为什么写无法解决时,
写什么和怎么写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 为什么

是/ 写文章( 有时专指文学创作) 0 [ 1] ( P 1394) 。这一解释

写0这一深层理论问题被/ 怎么写0 和/ 写什么0遮蔽

成为写作学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写作学的发展自
始至终没有超越这一基本命题。可见/ 写作就是写

住了, 被/ 写作就是写文章0牵掣住了, 使我们至今看
不到它的重要意义。再次, 它导致写 作/ 教学无用

文章0这一词条对写作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论0时时沉渣泛起。因为所有鼓吹写作教学无用论

然而, 学科的发展是以对那些/ 自明0命题的批

的人都会举例说: / 作家有几个是中文系毕业的?0如

判性质询为推动力 的。随着各 学科研究的不 断深
入, 随着人们对写作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 / 写作就

果写作不/ 专指文学创作0, 谁会拿/ 作家不是中文系
毕业的0来说事呢? 正是因为写作就是/ 写文章( 有

是写文章0这一命题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假和不周

时专指文学创作) 0, 使很多人发现, 从事文学创作的

严, 成为写作学发展的强大桎梏。首先它把写作活
动的目的指向/ 文章0, 文章成为研究的核心, 使多年

人很多没进过中文系, 而中文系毕业的人多不擅长
文学创作, 他们据此判定写作学科没有存在的必要。

来的写作理论围绕主题、材料、结构等文章构 成要

当写作以/ 文章0为终极目的, 当/ 文章0被限制为/ 文

素, 或围绕如何制作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而进行, 从

学作品0, 写作者的存在被忽视了: 学生在写作课上

而忽略了对写作者的研究, 使我们看不到写作者在
写作时的无助和欣喜, 也看不到写作者在写作完毕

通过散文、
杂文等方式把自己对大学教育的不满、
对
社会的懵懂无知、以及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发泄出来

后的自豪和愉悦, 只看到了文章本身 ) ) ) 文章好或

后获得的轻松感没人看见; 写作老师通过文章规范、

坏。其次, 它牵引着写作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
制作文章的过程和技巧上, 全力关注/ 写什么0和/ 怎

梳理学生不成熟、甚至混乱的思维, 使学生的思维趋
向条理化、
理性化没人看见。却只看到了写作课没

么写0, 从而忽略了/ 为什么写0、
/ 写有何用0等更深

有培养出作家这一事实, 于是某些高校的写作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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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 另外一些高校也在想着何时以何借口取消
写作课。

概念寻找真正的内涵。

二、什么是写作?

可见/ 写作就是写文章( 有时专指文学创作) 0这
一词条不仅给写作学带来了困惑, 还影响到学生的

我们看5说文解字6对写 ( 寫) 的解 释: / 写置物

切身利益。尤其是当前, 学生心理素质降低, 心理疾

也。谓去此注彼也。曲礼曰: 器之溉着不写, 其余皆

患越来越普遍, 取消写作课将使学生失去一个自由

写。注云: 写者, 传己器中乃食之也。小雅曰: 我心

表达的平台, 失去一个与老师深度交流的渠道, 失去
一个梳理思维、培养思维生产能力的机会。但要从

写兮。传云: 输写其心也。按, 凡倾吐曰写, 故作字
作画皆曰 写。俗作泻者 写之俗字也。周礼以浍写

根本上为学生保住这个自由表达的平台, 保住这个

水, 不作泻。从宀。写之则安矣, 故从宀。
0 [ 2] ( P 340) 从

深度交流渠道, 必须重新审视/ 写作0的意涵, 为/ 写
作0正名。

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最初的/ 写0包 含了这样两层意
思: 主体有强烈的传递信息的愿望, 把胸中块垒( 信

现代汉语词典对写作一词的解释存在 三个问

息)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此所谓/ 去此注彼也0; 对

题: 一是不能自圆其说; 二是没有解释写作行为的本

客观世界的主 体化加工, 此所谓/ 传之 器中乃食之

质; 三是掩盖了写作的真实目的。
假设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正确的, 写作就

也0。所谓/ 倾吐曰写0、
/ 输写其心0便包含了这两层
意思。而/ 作字作画皆曰写0 则说明写 作历史的久

是/ 写文章( 有时专指文学创作) 0, 那么把/ 写文章0

远, 写作与绘画同源。正如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

这个词组分解为: 写+ 文章, / 写0的词条与/ 文章0的

所证明: / 世界各国 的文字, 虽 然五花八门, 种类繁

词条相加得到的内涵就应该与/ 写作0的内涵相等或
部分相等。

多, 但是追溯它们的先祖, 却都是从原始的图画和记
号演变而来的。
0[ 3] ( P 198)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 写0有四个词条: 用笔在

/ 作0在5说文解字6中的含义是这样的: / 作, 起

[ 1] ( P 1394)

纸上或其 他东西上做字; 写作; 描写; 绘画
。
/ 文章0也有四个词条: 篇幅不很长的单篇作品; 泛指

也。秦风无衣传曰: 作, 起也。释言谷粱传曰: 作为
也。鲁颂駉传曰: 作, 始也。周颂天作 传曰: 作, 生

著作; 比喻暗含的意思; 关于事情的做法 [ 1] ( P1320) 。分

也。其义别而略同。别者, 所因之文不同, 同者, 其

解之后再按照各个词条的意思合并, 结果使用/ 写0

字义一也。
0

的第几个词条都不合适, 第二个词条似乎是合适的,
却让我们陷入一种毫无进展的词语循环: 写作就是

也。像草木生出土上。
0
显然/ 作0有 创造, 生
成的意思。那么/ 作字作画0实际上便是创造、
生成

写, 写就是写作。

/ 字、
画0。创造/ 画0是可以理解的, 每一幅画都是独

再看/ 文章0的四个词条: 如果/ 文章是篇幅不很
长的单篇作品0, 那么篇幅的长短如何计算? 篇幅不

一无二的, 即便是现在, 画家的绘画每 一次都是创
造, 是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创造/ 字0如何 理解呢?

很长以多少字符为标准? 写篇幅很长的作品算不算

创造/ 字0 如果不是指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新/ 字0的

写作? 这样追问下去/ 写作就是写文章0这个结论仍

话, 那么创造/ 字0是否可以理解为对文字的创造性

然不能成立。如果使用文章的第二个词条, 那么著
作的范围太广泛了, 写作就是写著作, 一方面使得写

使用? 让文字在表达的过程中显示出特有的张力和
生命力。正如对/ 作0 的解释中所说: / 其义别而略

作学可以很高兴地看到自己拥 有广泛的可关 照领

同。别者, 所因之文不同, 同者, 其字义一也。
0一个

域, 另一方面又会授人以柄, 人们会说哲学家、科学
家都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写作学科的地位就更加岌

/ 作0字, 在不同的文章中可解释为/ 起0、
/ 始0、/ 生0
便是创造性使用。

岌可危了。

[ 2] ( P374)

/ 作0, 有/ 生0 之义, 而生则是/ 进
[ 2] ( P 274)

按照汉语发展的基本规律, 写和作并不是同时

无论追究/ 写0的意义还是追究/ 文章0 的意义,

产生的, 它们分别产生, 各有各的意思, 而后合并在

/ 写作就是写文章0这个结论均不能成立。而小括号
中的/ 有时专指文学创作0 更难以立足, 因为在对文

一起表达一个更完整意思。从5说文解字6来看/ 写0
的意义偏重于使用工具转移( 记录、
描画、再现) 主体

章的解释中根本没有相应的词条。由此可见传统写

的精神世界; / 作0的意义则偏重于为/ 写0制定标准:

作学赖以生存的写作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多年来写
作学在其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也就找

创造、
生成。将二者的意思合并在一起就是: 使用书
写工具转移( 记录、
描画、
再现) 主体的精神世界, 并

到了: 名不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写作这一

创造性地完成转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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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提到写作的结果 ) ) ) 文章。这说明最

石上刻画就是 / 为了给远离的部族成员报告必要的

初的写作更加侧重信息的传递, 只要实现了将写作

消息, 通知他们必须前往的方向, 说明动物生存的区

者的意图传递出去的目的就完成了写作使命, 至于
写出的是什么没有人追究。即是说, 最初的写作不

域, 警告将要发生的危险 , ,0 考古学家们的研究
结果也说明, /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岩刻和岩画, 都是

在乎好与坏, 只在乎表达的明白准确。正如研究者

原始氏族为表意的记事而绘0。/ 即使是一些简单的

们所说: / 岩画常分布在高山峻岭地势险要之处, 画

人 形, 也 具 有 路 标 或 指 示 猎 物 所 在 地 的 作

一个图形, 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如果不是认为生
存所必要, 原始人决不会选中这些地方, 从事-艺术

用0
。这说明最初的写作不是为了抒情, 也不
是为了创作, 而是为了告知大家一些重要的情况。

创作. 的。
0 [ 3] ( P195) 这样重要的信息如果没有 表达清

此外, 随着人类的发展, 积累的改造世界的经验

楚准确, 被人误读了, 不但失去了写的意义, 甚至还
会害死自己的族人。

越来越多, 这些经验很容易随着经验持有者的消失
而消失。为了留下经验使后代少走弯路, 人类产生

至此, 我们对写作已经有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认

了 / 把 言语 传 达 到远 处 并 把它 在 时 间 上 固定 下

识: 第一, 写 作必须使用工具。写作工具包 括两部

来0 [ 5] 的强烈愿望。发明各种记录符号和记录工具,

分: 软工具, 符号。在文字产生之前, 原始人类使用
的是笨拙而复杂的图画; 硬工具, 刀、
笔、
岩石、
木片、

都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这个愿望而已。符号一旦
发明, 写作便成为人类更加自觉和更加有意识的行

纸张等等。第二, 写作必须以传递必要的信息为目

为。由此可知最初的写作行为与人类的生活和生存

的。所谓必要的信息在原始人类时期是与生存密切

密切相关, 它承载着为人类存储信息的历史功能。

相关的信息, 而现在至少也应该是对主体来说不得
不说的话, 不得不表达的思想和观点等。第三, 写作

第二, 从心理学 角度讲, 写作 是为了生 产和创
造。如果最初的写不过是为了记录、传递信息, 但在

需要创造性地进行。包括创造性地使用符号和创造

写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比记录和传递更重要的东

性地表达自己。从原始人类留下的稚拙的文本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写作过程中的创造性。他们每使

西, 那便是精神生产。首先, 写作的符号转换性质决
定了它具有生产的作用。/ 写0是将人的意识转换为

用一个符号都是一次发明, 他们的表达充满了人类

物质化的符号, 意识是精神的, 虚空的, 在转换为符

的想象力和智慧。没有他们最初的发明和创造, 很

号之前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也可以说是不 存在的。

可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第四, 文章并不是写作的
目标和目的。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们很难把原始人类

但通过/ 写0, 虚无的精神转换成了物质符号, 虚空的
意识有了物质形式, 变成了物质存在。一个人的意

写出来的东西称作文章, 但却可以称为文本。二者

识再丰富, 不经过/ 写0 的行为, 很难让人看到, 也就

的区别在于, 文章是成熟的, 有头有尾, 有结构, 有思
想的言语产品, 而文本则是写作行为的必然结果, 不

无法证明其存在。写, 使人的内部世界的存在得到
证实。文本便是写出来的特殊产品。其次, 在符号

论完整与否, 不论成熟与否。

转换过程中会出现意识增生现象, 即本来主体的意

这样写作就包括了写作行为和文本两个层面。

[ 4]

[ 3] ( P195)

识中没有这一部分, 而因为把意识的前一部分内容

写作行为是一种以信息传递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劳
动。文本是写作行为的必然结果。二者的不同在于

转换成了符号, 大脑变得轻松了, 便有可能产生新
的意识, 这新的意识就是由/ 写0的行为促动产生的;

前者属于劳动过程, 后者属于劳动产品。

此外, 在将意识符号化的过程中会发现原有意识的

三、为什么写作?

不周严之处, 必须经过增补才能完善, 主体不得不继
续自己的思考活动, 以完善自 己的意识产品, 于是

在搞清楚什么是写作之后, 我们需要进一步了

/ 写0的行为促动了意识的不断增/ 生0。当写作者发

解人类为什么写作? 回答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沿着一

现了这其中的奥秘时, 自然不会放弃这种特殊劳动,

条发生发展的路线寻觅下去, 否则难以找到正确的
答案。

还会继续从事这种劳动, 生产更多新的产品。再次,
/ 写0的行为产生的虽是意识产品, 但在意识产品产

第一, 从发生学角度讲, 人类的写作是为了传递

生之后, 便可以产生物质产品。比如, 后人通过前人

信息。严格地说在文字出现以前写作行为就已经出
现了, 文字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更加方便、
准确的表

记录下来的经验学习掌握改造世界的最佳手段, 不
必再走前人的老路, 在掌握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再次

达需求而逐渐发明的。比如, 非洲的原始人类在岩

进行革新, 生成更加先进的改造世界的手段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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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制造工具的方法, 还是打猎种地的经验, 都会成

识到这一点尽管无法证明, 但从历史上那些贵族阶

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手段。这样写作者就如同其他劳

级把持着文化大权, 不断训练自己的子孙舞文弄墨,

动者一样产生了满足感和愉悦感。
此外, 在写作者具备了一定的思维张力之后, 他

培养他们写诗作赋的历史事实可以得知, 他们至少
知道这样一种行为对后代是极为有益的。世界上任

还可以把自己独特的思维成果以独特新颖的方式呈

何一个文明国家和民族在教育过程中都不会轻易放

现出来, 使写出来的东西成为具有使人赏心悦目功

弃写作教育, 都把写作教育当作一项重要内容, 足以

能的特殊产品。这样写作行为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由普通的精神生产升华为精神创造。正如海德格尔

证明写作对人类思维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第四, 从哲学角度讲, 写作是为了诗意地栖居。

所说: / 创造的本质取决于作品的本质。
0而作品的本

写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写

质与写作者的精神向度密切相关。由于/ 写0的过程
中伴随着/ 思0, 不断地/ 写0必然不断地/ 思0, 而/ 思0

作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 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
世界因而更接近人类的愿望: 变得现代化。在这一

又是写作者精神向度广延的最好方式。因此, / 写0

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越来越感觉到紧张和焦虑, 他

的直接结果便是促使所/ 写0作品的提升, 从而使写

们矛盾重重地面对着自己改造和建立的新世界。高

作的性质发生本质性改变, 由普通的精神生产质变
为精神创造。

楼大厦本为安全居 住, 却带来 了隔膜、疏远甚至灾
难; 动物被驱赶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 再也伤害不到

第三, 从功能学的角度讲, 写作是为了磨砺人类

我们, 人类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寂寞、郁闷甚至

的思维。在谈到人类思维的进化时, 哲学家们一致

恐慌。人类建造的世界不但失去了对人类的保护功

强调: 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 是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
的双手, 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手

能, 还成为人类的最大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人
类的精神需要解压, 需要释放, 需要在宣泄的过程中

在操作物体时, 不但是劳动器官, 而且日益成为认识

自我安抚。于是写作的另外一种价值浮出水面: 帮

物体属性的器官。它一方面向大脑输送越来越多的
信息, 另一方面又向大脑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以调

助人类构建内部世界, 使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
上。正如海 德格 尔所说: / 有 诗人, 才有 本真 的安

节手的更加复杂而精确的动作。
0 [ 3] ( P 29) 当然, 人类所

居0 [ 7] 。而诗人就是那些为写作而诞生, 用真心来写

有的劳动都离不开手, 没有灵巧的双手, 人类的历史

作, 并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写作的人。有了诗人人类

将是另一副模样了。
而写作也是一种劳动, 并且是一种特殊的和重

才有了另外一个可以安居的家园, 才获得了真正的
安宁。

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像其他劳动一样使用工具, 不

但我们不可能都降生为诗人, 尽管如此, 我们仍

同的是, 其他劳动使用的工具是单一性的、机械的,
而写作使用的工具是复杂的、能动的。并且这种特

然可以拥有诗人的梦想和渴望。因此, 从事写作的
人要比诗人多。可以这样说, 离现代化的距离每缩

殊劳动不但使用双手, 还使用人的各个感觉器官, 同

短一步, 加入到写作行列的人就增加一层。当下的

时使用大脑。可以说写作是一种全身心共同参与的

网络写作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通过网络写作的人

劳动。
按照恩格斯所说: / 首先是劳动, 然后是语言和

不是为了成为诗人, 而是进行精神化疗。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讲, 写作是人类 最基本的生命存 在方式。

劳动一起, 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 在它们的影响

没有写作, 人类的生存状态就会远离诗意。

下, 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0 那么写作
作为一种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劳动, 对人的大脑所产

四、结论

生的作用也就无需质疑了。

当把写作界定为写文章时, 写作行为的作用很

[ 6]

劳动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速度, 使人变得越

容易被遮蔽, 而把写作界定为使用工具转移( 记录、

来越聪明, 作为劳动之一种的写作对人类思维的促
进是更加巨大的。打开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画卷就

传递、
再现) 主体精神世界的劳动时, 就会欣喜地发
现, 写作的历史比文学的历史更加久远。写作的历

会发现, 文字出现以后, 历史发展的速度快得惊人,

史与符号发展的历史并行前进。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这一方面是写作帮助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使后
人少走弯路; 另一方面是写作这种特殊劳动磨砺了

写作作为一种复杂精神劳动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人
即使不为当作家, 也不应该放弃写作这种劳动锻炼。

人类的思维, 使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人类是否意

对现代人来说, 缓解人的物质性生产劳动的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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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限性这一矛盾的最好手段便是从事写作。

不可忽视的工作。这也是写作此文的目的所在。

重视写作, 重视写作教育是推动民族心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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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of writing
L I H ua- x iu
( S chool of Chin ese, H 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T he paper f ir st ly reit er at es t hat w r it ing sho uld no t be t aken as co mposit ion, but as a sort of
special w ork w hereby t he w rit er uses lang uag e as a t ool t o ex pr ess his inner thoug ht s. H uman hist ory
turns so quick ow ing to t he int elligent use o f t he lang uage, w hich hel ps humans t o accumulate living exper iences on t he o ne hand, and im prov e the ment al thinking o f the w rit ers, on t he ot her hand. In m odern
tim es, less manual labor is needed. T heref ore, w rit ing is supposed t o be m ore import ant f or hum ans t o
consecut ively sharpen t heir br ains fo r bet t er t hinking .
Key words: w rit ing; t eaching of w rit ing ; nat ur e; mental 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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