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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达与学术写作

王　 笛

正确、清楚和流畅的文字表达，是对一篇学术论文的最基本要求。 但可惜的是，有相当数量论

文的文字并不合格，以至于不少学术杂志的编辑对此叫苦不迭。 我也长期担任过学术杂志的主编，
对文字存在问题的论文也是深有感触。 所以非常高兴接受《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的邀请，把这个

问题提出来讨论，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一个做研究的人，都会面临怎样把文字梳理清楚的问题。 每个人有不同的提高文字水平的

方法，这里我只能根据自己写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来讨论这个话题。 简单地说，我认为并没有什

么把文字水平提高的灵丹妙药。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认真”二字。
本来只想谈论文的文字问题，但是发现难免也会涉及论文写作的其他方面，这里也就一起提出

来讨论。 本文谈三个问题，一是优化文字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反复斟酌修改；二是关于文字表达的

一些建议；三是写论文的一些技术性手段。 这里我想申明，本文的看法，无非是根据自己的体会而

提出的一些建议，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或者提出批评和商榷。

一、 优化文字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反复斟酌修改

对完成一篇论文来说，相对于收集整理资料、阐发论文要旨、讲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论证

分析等过程，梳理文字应该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保证文字的通顺、流畅、准确、清楚，其实没有

什么诀窍，没有捷径可以走，必须反复斟酌和修改。 受过学术训练的研究生，一般都不难达到这些

基本的要求。 其实，文字的许多问题，大多数可以自己先处理好，关键是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和责任

心，要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观能动性。 写学术论文，不可能一气呵成，必须反复修改。 当然天才

除外，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 一篇论文完成后，最好先放一阵，冷一下，然后再回头来

读，便可以发现不少问题。
论文一定要反复修改，这也包括文字的推敲，即使严复这样的大家，也是“一名之立，旬月踟

蹰”①，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对文字抱轻慢的态度。 我们不能总是希望编辑帮助处理文字的问题，便
在文字还没有认真梳理之前就投出去，这样不仅给编辑增加了负担，而且也使论文被采用的可能性

降低。 我自己也做过 １０ 年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历史学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同主

编，对修改文字有问题的稿子，是有切身体会的。 有时候一篇文章在评审之后，处于可发可不发之

６３
① 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 年版，“译例言”，ｘ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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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果文字基础好，看起来清楚、赏心悦目，可能就发表了；如果文句不通，语病迭出，就干脆退稿

了。 这种情形有点像科举时代的书生，如果字写得漂亮，对是否能考上功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之一。 作者自己尽量杜绝文字的漏洞，再经过编辑把关，编辑部精校，这样文字便基本可以避免出

错。 虽然一篇论文的文字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要尽可能地减少出错。 这是对读者负责，对编辑和

杂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在西方，学术杂志的编辑流程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杂志的编辑们，一般都不

直接改稿子。 因为学术刊物大多数没有专门的编辑部，一般只有一个主编，负责杂志的学术事务，
另外还有一两个编辑助理。 规模较大的杂志则有若干副主编。 这些主编、副主编和助理几乎都是

兼职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对每篇论文进行文字处理。 他们主要负责收稿、外审、作者

修改等早期流程。 一旦稿子修改完毕决定发表后，就发给出版社。 出版社有专门负责出版的编辑，
但也是不管改稿的，而是外包给专业的文字处理编辑（ｃｏｐｙ ｅｄｉｔｏｒ）。 文字处理编辑几乎都不是杂

志或者出版社的雇员，而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受雇杂志或出版社，一般不领工资，按件收费。 一个好

的文字处理编辑，收取的费用是很高的。 这些文字编辑并不管学术内容，除了对文字进行润色修

改，他们对学术征引规范也非常熟悉，可以纠正原稿中的不规范格式和注释等。 而在中国，没有文

字编辑这一独立职业，所以这个工作都是由杂志或者出版社编辑来承担的。 这样，如果稿件的文字

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将会给编辑带来许多额外的工作负担。
一篇文章完成后，已经确定不需要对内容修改之后，就可以考虑梳理文字了。 根据我自己的经

验，可能走下面几步对文字进行修改：一是在电脑上反复看，多看几遍，每次都能理顺一些句子，调
整一些词语，发现一些错别字。 在几乎很难发现新问题后，便可以走下一步。 二是打印出纸本来

读，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因为过去都是在纸本上改的。 经常在电脑上看不出来的问题，
在纸本上读就看出来了。 自从有了平板电脑以后，我发现在平板上修改的感觉，和过去打印纸本是

一样的，所以现在这一步就在平板上完成了。 三是大声朗读，一定要读出声来。 有些错字和文句不

通等问题，仅仅依靠看不一定能觉察，但是一旦朗读，就比较容易发现。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

微观世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一书的英文版最后一稿交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之前，我便从头到尾朗读

了一遍，修改了非常多的地方。 四是可以用软件朗读，反复听，现在许多软件都自带朗读功能，也可

以下载朗读软件。 听到句子不顺、意思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停下来修改，然后继续听。 听一遍

如果不够，可以反复听。
检查和修改文字，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找别人帮助看。 做学术研究的人可能都有体会，做一个

课题，经常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由于对这个课题太熟悉，往往对内容的敏感性降

低，不容易看出文章中的问题来。 可以请同学、同事、朋友或者同行甚至自己的学生看看，也是发现

问题不错的办法。 现在我的论文和书，在给杂志和出版社之前，尽量请我的学生（也是研究助理）
再过一遍，往往会发现新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的每篇文章和每本书，无论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都是经过了反复修改。 特别是

由于英文不是母语，修改起来就更花功夫。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１８７０—１９３０）》一书英文版①，经过了多次脱胎换骨般的修改，不算在电脑上的数次大动干戈，仅全

书打印出来的修改本，便不下十五六稿。 ２００５ 年这本书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 中文

翻译版也是经过反复修改，问世后，书很是火了一阵，是《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 年年度十佳图书。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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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ｉ Ｗａｎｇ，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８７０ － １９３０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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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人博物馆托人说要买那些原稿，只可惜没远见，早送去了资源回收，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
我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１９５０—２０００）》一书①，初稿 ２００４ 年就

完成了，修改了 ４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才出版。 稿子每从头到尾大改一次，就另存一份电脑文件，到书最

后定稿，整整 １２ 个版本！ 我有一篇英文论文，２００６ 年开始写作，２０１０ 年写完，修改了 ４ 年，２０１４ 年

才发表。②

虽然修改稿子要花时间和精力，但是对提高稿子的质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这

种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我们都知道，一旦文章发表，就会跟随作者一辈子，和自己的学术名声联系

在一起，所以一定得非常慎重。 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当有研究生毕业，不论是硕士还是博士，
我都会反复叮嘱，在上交论文的最后版本之前，一定要反复检查，尽量杜绝错误。 对有些论文，虽然

不甚满意，要求学生做内容的大改不现实，但是做文字的最后检查和梳理则是相对容易且能在比较

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二、 关于文字表达的一些建议

文字表达方法有各种形式，包括描述、叙事、讨论和分析等，而这些都是通过具体文字体现出来

的。 总的来说，文字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想到你的文字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你所讨

论的问题、所论证的观点，而不是看你的辞藻如何漂亮。 写论文毕竟不是写小说或者散文，不要求

文采飞扬，但求文字清楚、准确、严谨、合乎逻辑。 不过，如果在上述标准的情况下，文字又很精彩，
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写作需要对文字有感觉，这种感觉需要不断地写作实践才能培养。 长时间不写，对语言的感觉

会变得迟钝，对此我深有体会。 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在美国攻读博士，努力为提高

英文写作能力、完成博士课程和博士论文而奋斗，所以很少用中文写作。 我发现中文写作的感觉没

有以前好了。 弥补的手段就是，在中文写作的同时，阅读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中文学术论文或书

籍，慢慢找回那种感觉。 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过去为提

高写作水平，要求学生多读和背诵古文。 现在或许我们不需要再背诵许多古文，但是能够读熟甚至

背诵一些经典范文，也是有好处的。 我刚到美国时，英文写作非常糟糕，有学者就建议我找高水平

的中国历史著作中英文版对照读，学习常规的英文学术表达。
写作学术论文，文字尽量简单明了、形式直白，不要绕来绕去，不要为了看起来漂亮而玩弄辞

藻。 虽然我们不讲究文字华丽，但是也不要过于平淡，因此建议同一字和词不要反复用（当然关键

词除外），尽量用同义字词取代。 尽量不要用生僻字，除非是内容特别需要。 为了增加所谓“文采”
而用生僻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会给读者理解内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学术论文也不宜使用过多

的形容词，因为会造成文风拖沓，甚至转移读者对文章论题的注意力。 学术论文也不宜过度使用成

语。 我认为成语算是一种间接的表达，要懂得作者的意思，首先要知道成语的意思。 而成语经常在

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解释，与其绕那么多弯子，还不如直接用学术的语言来表达。 而且，使用

成语还有一个消极的结果，即可能使论文带有政治、价值或者情感的判断。 如果你使用“罄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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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ｉ Ｗａ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Ｄｉ Ｗａｎｇ，“Ｍａｈｊｏ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ｐｐ １８７ －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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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来形容某人，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显然判断和倾向性太强，还不如具体分析某人所作所为，让读

者自己去做评判。
在论文写作时，难免会使用一些专业词汇，但是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一定要限制在最低的范围，

如果对一些概念和要点，不用专业词汇也能表达的，就尽量不用。 文章要写得让专业外的人也能读

懂，这也是一项不错的能力。 对必须使用的专业词汇，应该进行解释和限定。 比如，我在即将由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馆研究的第二卷中①，“公共生活”是我使用的关键词之一。 我在导言中，对
这个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在讨论了学术界的一些代表性观点之后，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包含了以下

几个方面：１ 人们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的活动；２ 在这些地方，人们对隐私没有期待；３ 人们的活

动可由社会、休闲或政治原因所驱动；４ 公共生活中的活动可被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所影响；５ 自

发的日常公共生活，而非由国家主导的各种活动（例如国家组织的游行、集会、庆典等）。 这样，关
键概念的准确限定，有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和主要观点。

史料原文的引用要有节制，要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中文史学论文，往往喜欢引用比较丰

富的资料，但有时候会造成史料堆砌。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的论文或者专著，一整页都是引用的

长段史料。 英语的学术论文不主张大量引用原文，最好是经过研究者消化后的重新表述。 除非是

非用完整的原文不可，比如后续的分析是建立在原文文字理解或逐字解释的基础上，不引用原文便

无法进行分析，可能引起混淆等。 原始文献直接引用过多，会影响阅读感受，特别是原始资料，许多

读者就干脆跳过不读了。 史料是不会自己说话的，作者必须对史料进行解读，方能让史料呈现应有

的意义。 关于资料使用等方法论的问题，请参考我的新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②，这里就不

详细讨论了。
在论文写作中，尽量不要用太长的段落和句子。 太长的句子会增加读者对内容理解的难度，在

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把长句子断开。 有的学者喜欢用长句，认为这样显得更有学术性。 但是其

实我的感觉是，除了增加阅读的障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如果一句话要让读者反复读几遍才

能看懂，这不是读者的理解力太差，而是作者的表达方式或写作能力有问题。 一个段落也不宜太

长，如果超过半页，就可以考虑在适当的地方重起一个自然段。 此外，还应该注意段落之间的连接，
即承上转合，否则会觉得下一自然段来得太突然，缺乏逻辑关系。

关于处理好段落的问题，这里多说几句。 在我刚到美国时，修了英文写作课，英文老师总是强

调每个自然段的第一个句子，就是那一自然段的主题句。 所以读博的时候，老师也建议，如果课程

必读材料看不完，就把导言和结论以及每段的第一句读了，这样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把握一本书

或者一篇文章的大意。 其实，中文写作也是一样的，我不清楚现在中学语文是否讲这样的问题。 除

了那些纯粹的描述段落，每个段落的开始，就应该是本段的主题句。 重起一个自然段，往往就是意

思的转折，或者内容的延伸。 因此，一个段落，一般不应该太短（写小说或文学作品除外），只有一

句话的段落需要避免。 如果太短，就应该特别考虑一下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是否可以与上边段

落合并。 因为很可能作者在新起一段之后，本来应该进一步展开的讨论还没进行，就又开始跳到另

外的地方，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要不就是新的一段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转折或内容的发展，可能

需要与上一段合并。
我自己长期在中西两种学术环境中工作，并一直坚持用双语写作，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论著，

几乎都有中、英两种版本，一般是先写英文，后翻译成中文。 但是，同一本书或同一篇论文的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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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笛：《茶馆：成都公共生活衰落与复兴（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王笛：《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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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是有区别的，中文版都经过我的修改和扩充。 中文和英文的学术写作是有差别的，不仅是语言文

字本身不同，而且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在用一种语言写作的时候，会一直想应该怎么用另一种

语言来表达。 对我而言，最大的体会是受英语学术写作的影响，我的中文表达更精炼了。 我发现，
我的中文作品译成英语的时候，要做不少删减，感觉有些有文采的段落重复多余，有时候甚至需要

重新建构段落。 但把我的英语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就很少有不必要的东西，甚至还需要往里加一些

史料，否则感觉不够丰满。 英语学术写作追求精炼准确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的中文写

作。 因此，我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把这些资料或者讨论翻译成英文，是否会觉得

累赘和啰嗦。

三、 写论文的一些技术性手段

我在美国教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历史论文写作课十余年，２０１５ 年到澳门大学以后，仍然给学

生开这门课。 虽然我开的是英文论文写作课，但是我觉得，中英文历史论文写作有许多类似的标

准。 翻阅英文历史论文写作手册，我们会发现都会提到写一篇好历史论文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和

写中文论文相类似的。
要达到好论文的标准，需要具备许多重要因素，例如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史观和学识、研究

取向和角度、历史资料的掌握等等，这些因素必须是长期培养和努力才能解决的。 不过，在论文的

具体写作中，上面已经讨论的文字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改进的技术性方面。 此外，我想还有其他

一些论文写作的技术性手段，也能帮助我们改进论文的写作。 下面简要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和

看法。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标题。 论文题目如果不恰当，会影响到读者是否会有兴趣读这篇论文。 题

目太抽象，缺乏一些史学研究的主要因素，如时间、地点等限定词语，反映不出论文的研究主题；题
目太大或者太小，都可能造成与论文内容不符；题目的表达方式太沉闷，一看题目就提不起阅读的

兴趣；题目没有显示出学术的新发展，看起来会觉得很老套，缺乏新鲜感；题目过长则啰嗦，过短则

无法涵盖必要的信息，等等。 因此，题目一定要反复斟酌，使读者一看标题，大概就知道所研究的内

容和范围，而且还有阅读的欲望。
作者还应该让读者尽早知道这篇论文要达到什么目的、论文的主旨、研究的问题，乃至核心观

点等等读者所关注的东西。 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人们一般没有耐心被吊着胃口，读了许多页还不

知道该论文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犹如宴请客人，要趁着客人胃口不错的时候，把好菜端出来。 因

此，作者要争取在第 １ 页，就能把读者抓住，希望继续看下去。 否则读者可能早早地就放弃了，哪怕

你的精华在后面。 我的建议是，最好在论文的第 １ 页（如第一或者第二自然段），就要告诉上面所

提到的重要信息。
另外，中心思想或者核心观点要突出。 我发现，学生论文的普遍问题，是文章没有一个核心观

点（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虽然有各种资料，却没有一个中心观点把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中心贯穿

始终。 这个道理犹如古代的铜钱，必须要有一根绳把钱串起来，否则那些铜钱就是乱七八糟地堆在

一起。 文章的材料，就是那些铜钱；而中心观点，就是那根绳子。 没有中心论点，论文就会杂乱无

章，缺乏逻辑和说服力。 但是怎样找到论文的中心观点？ 我们都知道，在写开题报告或者申请研究

基金的时候，往往都把自己“想象的”中心观点列上去，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能作数的，因为还没

有开始研究，哪里有什么观点？ 如果有观点的话，那就是带着观点去找资料证明，恰是历史研究的

大忌。 观点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是在收集、阅读、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千万不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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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观点，这样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才没有偏见，各方面的资料都应该收集，而不应该只找能证明

自己观点的资料。 其实，恰恰是那些和自己观点对立的记录，给了研究者一个去发现后面更有意义

的东西的机会。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锤炼出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呢？ 多年以前，我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

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那本书在斯坦福大学送交外审后，一位评审者就指出，书
的中心观点不是很清楚。 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把我的苦恼告诉了罗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Ｒｏｗｅ）教
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教了我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操作，很快就使我的中心

观点明确起来。 下面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提炼中心观点可以分三步走：１ 一篇文章一般都

分为几个部分，把每个部分的中心意思用一两个句子进行概括；２ 把各个部分总结出来的句子，合
在一起，改写成一个完整的段落；３ 总结出这个段落的主题句，这个主题句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

想或核心观点。 如果是一本书，程序也一样，即把每一章用一两句话总结，把各章的总结合成一段

话，这段话的主题句，就是这本书的中心。
不要使自己主要观点淹没在细节中，文章自始至终都要围绕主题，不要让太多的枝蔓造成主题

偏离。 写作的时候，引用的资料或者讨论的问题，一定是和主题有关的。 而不是因为某条资料或者

某个问题太重要、太珍贵或者太有趣，而加在论文中。 使用每一条资料，讨论每一个问题，引用每一

个观点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是否和这篇论文的主题有关。 前面提到过，主要观点应该在文章

开头便出现，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结论中还应该再次对中心观点进行某种阐述，以与开篇相呼应。
而不应该是在开篇提出了问题，最后并没有告诉读者你在这篇论文中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说

要告诉读者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
要注意用词和语气，以便清楚区别“历史事实本身”与资料所“记录的历史”之间的不同。 在论

文或者著作中所讲的故事、事件，作者自己要有明确的意识，自己是在阐述一段历史事实本身，还是

在引用观察者或者亲历者的记载或者讲述。 用词和语气一定要清楚，否则可能误导读者。 对于一

个事件，可能有不同的人记录或者描述，因此经常所呈现的所谓“事实”是不同的，可能是真实历史

的一部分，但是也可能是片面的，是虚构历史的一部分。 在用词时，一定要表述清楚，是“某人所记

录”，或者是“根据某人的观察”，或者“依据某材料”。 一定要让读者知道，这段论述是阐述历史事

实，还是资料这么说的，或是作者论述分析的。 现在有些论文，把三者混在一起，这样可能造成叙事

的混乱。 如果是作者的论述和观点，可以用“笔者认为”等方式予以讲明。
在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的时候，一定只用学术语言，尽可能公正地评述，不能因为需要反驳他

人观点，而片面理解或者断章取义。 要用讨论的口吻，而不是下断言或猜测，例如说某人的观点是

“错误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是“反……主义的”，是“违背……原则的”，是“带着……目的

的”，等等。 应该是观点的交锋，而非站在政治或道德的制高点。 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
是在争论过程中求得学术的探讨。 我们需要认识到并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或者所谓绝对的历史

真实的存在，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或许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重构逝去的历史。 我们必须承认每个

人都有认识和理解的局限，这种局限可能与家庭、地域、教育、经济地位、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等等因

素有关，所以对那些与自己看法对立的观点，一定不能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 要避免以偏概全的论

断，或者使用人身攻击的词汇。 除非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不是猜测或推论），不能随便指责别人学

术不端、抄袭，或者用可能损坏他人学术声誉的词语进行学术讨论。
文献综述要与作者的课题有机结合起来。 现在的文献综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罗列或

者简介文献，而不是对此前研究的贡献和观点进行分析和对话，也没有把自己的课题与文献综述所

提到的那些成果建立起必然的联系。 把自己的课题与过去的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是至关重要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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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许多论文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就是因为缺乏问题意识，无法在更高层次上与现存的研究进行对

话，所以具体问题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讨论。
引用文献要规范，也是写好论文的要素之一。 千万不要试图在写完文章以后才去查核资料来

源，这样会耽误和浪费许多时间。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收集资料时便及时标注好详细的来源，
不过写草稿的时候可以采用简注的办法，例如作者姓名和页码等，以保证最后能够做出完整资料来

源的注释。 如果在收集资料和写作的各个阶段不坚持随时标注来源，一是有可能时间久了，记不清

到底是征引的资料或者转述他人观点，还是自己的思考或看法，结果造成没有按规范注释，可能无

意识地犯抄袭的错误；要不就是有可能最后无法找到正确的来源，而不得不忍痛放弃那些非常有用

的资料。
在一篇论文写作的初期阶段，不要过多考虑文字是否通顺，词语是否恰当，行文是否流畅，以免

打乱思路，而要尽快把头脑中的想法写下来，文字是可以随后处理的。 鲁迅曾经在谈论写作的时候

告诫道：“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① 不时有学生找我诉苦，说是写不出来，很痛苦。 我往往告诉他

们，文章不必从头写到尾，资料丰富、思考成熟的部分可以先写。 有时候，当我们对一个问题面临瓶

颈，无法动笔或者展开的时候，可以暂时放下，写其他的能写下去的部分。 奇迹有时候就会出现，其
他部分的研究和写作，有时候在不经意间出现了一把钥匙，就把那扇原来封闭的门打开了，问题突

然清晰了。 这个时候，写作就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下去。 所以，写不出来的时候，把思路转移到其他

地方；或者去阅读有关的二手研究，也是打开思路的好方法。 现在使用电脑，文章的顺序调整变得

非常容易，在写草稿的时候，几乎可以不必拘泥于先后顺序，可以留待下一步处理。 一篇论文，有时

候可能要调整无数次，才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此，要有论文整体调整的思想准备，要舍得在结

构上动大手术，不能怕麻烦。
以我自己关于麻将的一篇论文为例，最初的英文文稿只是按主题分为六部分，缺少层次上的递

进关系，即“争端与居委会”“麻将的功能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国家对麻将的管控”“个人权利和

集体利益的矛盾”“关于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争论”“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的冲突”。② 稿子

投给杂志后，一位匿名评审人总结道，其实论文讲了四个层次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评审者说得有道

理，便对论文动了大手术，最后的结构是：“关于麻将的诉讼”“个人的故事：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
“街坊的故事：居委会的困境”“城市的故事：怎样塑造自己的形象？”“国家的故事：地方问题还是全

国问题？”“公共生活中的市民、街坊与城市”六部分，这样，这篇论文从个人的故事开始，范围逐步

扩大到街坊（邻里）、城市，以至整个国家。 这种多层次的结构，比原来的布局显得更新颖，更有逻

辑性。 最后发表的英文版就是这个结构。③

在读资料的时候，或者在写作的时候，哪怕有些想法非常不成熟，只是一个疑问，一个困惑，一
个小小的不理解，或者思想的一闪念，都要随时记下来。 有些思考是转瞬即逝的，一旦出现了，就立

刻记录下来，无论是电脑上、手机上，还是任何纸片上。 当这些问题集中到一起，经常会发现一些有

趣的东西，甚至发现你研究中最重要的思路或者观点。 这是我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硕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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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北斗》第 ２ 卷第 １ 期，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根据这个版本曾于 ２０１３ 年夏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做过讲座，中译本以《成都麻将讼案引起的思考———

城市日常生活中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为题，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Ｄｉ Ｗａｎｇ，“Ｍａｈｊｏ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ｐｐ １８７ － ２１０． 这篇论文也成为作者 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０（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的第 ６ 章。 本书今年（２０２０ 年）早些时候荣获

美国城市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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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隗瀛涛先生给我传授的经验。 上世纪 ８０ 年代我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

究（１６４４—１９１１）》的时候①，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有任何想法，就记在上面，几年来记了一大本，书
中的许多思考，都是从那本“随想录”中得来的。 我猜想这种方法可能脱胎于顾炎武的治学习惯，
他游历各地的时候，随身带一个袋子，有体会就写在纸条上，扔在袋子里。 日积月累，这些纸条汇在

一起，成为了名著《日知录》的基本素材，就是他所说的“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②

如果要追溯到更久远，也就是《论语》中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③ 这些

前人的经验之谈，就是一个意思，思考是必须每天进行的，这些思考要随时记录下来，鸿篇巨制，无
非是这些涓涓细流汇集而成。 千万不要幻想坐在电脑前便思如泉涌，下笔若有神。 坊间许多这类

故事的流传，虽然的确有一气呵成的先例，但不少也是过去文人的无可考据的轶事或编造的神话

而已。
这里还想告诫一下年轻的朋友们，写作过程中一定要妥善保存好正在工作的文件。 在我作为

教师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不少学者和学生由于电脑出问题，把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书稿、文章或者

作业文件搞丢了。 在美国教师中有一个大家常用的说法：“狗吃了我的家庭作业”（Ｔｈｅ ｄｏｇ ａｔｅ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是讥讽那些不按时交作业而随便找个借口的学生。 不过，在我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
倒是真的有不少学生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丢失了正在写的论文文件。 我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时

候，曾经丢失过一个手提电脑，万幸的是，我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有备份，要不文件遗失了，延长几年

的读博时间也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储存信息的方式更多样化、更加方便了。 我自己的经验是，正
在工作中的文件，不仅存电脑，还要存到云盘、Ｕ 盘、硬盘或发送到电子信箱，以做到万无一失。 这

样，哪怕是电脑遗失或者损坏，也不会造成作品的丢失。
最后应该特别强调，写一篇好论文，文字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资料丰富、论述深入、条理

清楚、层次分明、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合乎规范等。 同时，我认为，写一篇好论文，甚至什么是好论

文，学者们会有不同的体会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同样的技术或方法，对一个人来说是经

验，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教训。 这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反复摸索，才能总结出一套对自己行之

有效的方法。 这篇文章所讨论者，不过是自己长期学术研究与写作的经验，和同行特别是青年学生

和学者们分享，是否有用和有所启发，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包括写作习惯、知识准备、课题性质、
研究方法等等，进行融会贯通，方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作者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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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１６４４—１９１１）》，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 １ 卷，“学术一·原学·日知录序”，上海焕文书局 １９０２ 年版。
朱熹：《论语集注》第 １０ 卷，“子张第十九”，世界书局 １９３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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