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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論文（2003年 10月，香港大學） 

 

報告和請示：異質同構和異體同質 

——MBA案例教學方法在寫作課中的運用之五 
 

竹潛民 
(寧波高等專科學校  人文系，浙江  寧波 315016) 

 
[摘  要] 本文是教案式的教學研究論文，全文以 MBA（工商管理碩士）案例教學為模式，通過一個案例的寫作

過程，分清報告和請示、呈報性報告和呈轉性報告的區別，以此加強學生的文體意識，達到提高學生的思維和寫作

能力的目的。 

[關鍵字] 寫作教學  應用文  案例  報告  請示 

 

案 例 概 況 

 

請看以下三段材料： 

材料一： 

湖南省東安縣是一個傳統的“藥材之鄉”。這個縣的農民利用本縣山地丘陵多的特

點，多年來一直種植各種藥材；藥材種植不僅品種多、產量高，並且由於多年種植，積

累了豐富經驗，質量也好。因此，種植藥材成為這個縣農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在這

個縣的工農業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但是，由於一直來市場意識比較淡薄，藥材生產和

銷售處在一種沒有組織的自發狀態；生產的藥材除一部分由供銷社收購以外，大部分要

靠農民自己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到各地去零散推銷，也有一小部分是由外地人員來收購

去的。這種藥材銷售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使農民所生產的藥材經常積壓，甚至發生黴爛

變質，無法使用，造成經濟損失；外地來收購的人又常常不知道該到哪里去收購自己需

要的藥材，一個村一個村地打聽消息，非常不便，有時沒有收購到就回去了。到 1992

年 7月份，這個縣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打算向縣政府發一份公文，要求縣政府同意縣工商



 2

行政管理局到時候舉辦一個藥材展銷會，讓農民進入會場擺攤銷售，外地人員到會場裏

購買。展銷會的名字叫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舉辦以前打算到一些有影響的電視、報紙

上做一做廣告，會場到時候也準備好好佈置一下，努力想辦法搞得像樣一點。這一些費

用加上其他一些開支大概要有 10 萬元錢。會場地點初步打算借用東安中學的大操場，

展銷會時間初步打算 10月 15日開始，10月 22日結束。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希望通過這

次展銷會，一方面使生產和銷售的渠道暢通起來，促進本縣藥材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

為幫助農民走上致富道路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同時也可以提高東安縣在全省全國的知名

度。這次展銷會到底能不能舉辦，需要由縣政府來作出決定，10萬元資金問題也需要由

縣政府撥款解決。 

 

材料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簡介]竹潛民（1945-），男，寧波高等專科學校教授，主要從事魯迅和寫作學研究。 

東安縣政府接到縣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檔後，在縣長辦公會議上作了研究，並於 1992

年 7月 28日答復工商管理局，同意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決定撥款 10萬元作為籌

辦展銷會的經費。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接到縣政府的檔後，便積極籌辦此次展銷會。

至 9月下旬，展銷會的對外聯絡工作大致有這樣一些：1、得到了周邊 15個兄弟縣、市

的支持，屆時他們將盡可能多的組織客商到東安縣交易。2、與縣教育局和東安中學一

起落實了展銷會的時間和場地，整個展銷會打算安排 500個攤位，位置也已確定；並準

備採取部分隔離措施，在展銷會期間，儘量不影響東安中學正常的教學秩序。3、與本

縣醫藥、交通、公安等部門及餐飲、旅社等行業取得了聯繫，在展銷會期間，予以物資

供應上的方便，保證交通暢通、加強社會治安。4、與省、市、縣三級新聞媒體簽訂在

展銷會前共做 6次廣告的合同，等等。但是，縣工商局感到，本縣內的宣傳工作還做得

不夠，有些鄉鎮和部門還不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工商局向縣政府發了檔，並制定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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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首屆藥材展銷會實施細則》，希望縣政府發文到本縣各鄉鎮、各部門去，讓全縣上下

都曉得這件事，以便得到各鄉、鎮政府，縣政府所屬機構，特別是交通、公安、宣傳、

商業、服務等部門支持。 

 

材料三： 

經過幾個月緊張的準備工作以後，當年 10月 15日至 22日，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

在東安中學大操場順利舉行。來自湖南、廣西、廣東、貴州等 10個省區的 2000余名客

商進入了展銷會會場，整個展銷會進場人數達 3萬人次；原定 500個攤位開始很是緊張，

後增加了 60個攤位才總算解決了問題。展銷會上，同外地的 50個藥材公司和 300余名

客商簽訂了購銷合同。整個展銷會成交額為 ХХХХ 萬元，極大的推動了東安縣藥材行

業的發展。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取得了通過展銷會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經驗：一是

認識到展銷會是溝通生產和銷售渠道的極好形式；二是懂得了管理某一行業，要以市場

方式而不是依靠行政方式；三是開始思考如何將展銷會形式固定下來；四是進一步考慮

建立藥材專業市場的問題；五是提出了本縣的其他行業是否也可以舉辦展銷會的問題，

等等。 

 

根據以上材料，寫 3篇公文： 

1、1992年 7月 15日，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為要求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向縣

政府發的公文； 

2、1992年 9月 15日，展銷會的主要準備工作取得進展之際，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

局向縣政府發文，彙報準備情況，並要求縣政府通知各鄉鎮和各部門予以支援、組織人

員前來參加展銷會； 

3、1992年 11月 1日，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結束 10天後，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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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彙報展銷會情況，向縣政府發的公文（此文只要求列出提綱）。 

寫作要求：以上 3篇公文均要合乎規範，對提供的材料有所取捨，正確使用公文文

種和公文語言。 

 

問 題 討 論 

  

顯然，這個案例主要是為了訓練學生分清報告和請示、分清呈報性公文和呈轉性公

文。而學生要正確掌握這幾種不同類型的公文，學會比較的方法，就至關重要。 

    比較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一種基本手段，也是大學生應該學會的一種思維方式。古人

雲：“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難易、長短、高下，都來自比較。世

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著矛盾的對立面，沒有彼此的比較，事物相對的特性就很難為我們

所認識。蘇軾《題西林壁》雲：“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裏有很深刻

的哲理思想。我們不僅要在廬山之中去認識廬山，而且還得從廬山之外去認識廬山，既

在此山之中，又在此山之外，既有身臨其境的感性認識，又有通過和外界的比較得來的

理性認識。這樣，一座廬山就像一幅全息照片，把它的面目完整地、多視角地展現在人

們面前了。 

所以，應用寫作課程也應當承擔讓學生掌握比較方法的任務。如公文和事務文書的

種類繁多，學生是不是能夠將它們分清楚呢？答案是不盡人意的。例如，同樣是要求下

級不折不扣執行的命令和指示（現在黨委系統使用），有什麼區別呢？學生未必能回答

出來。對此可以通過討論的方式瞭解其中的差別：命令的權威性最大，行文斬釘截鐵，

文字簡明扼要，不需要講明原因，下級理解要執行，暫時不理解也要執行；而指示雖然

也是要求下級認真執行的，但行文的手段卻不一樣，它是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

讓下級理解上級的意圖，並對此口服心服、自覺執行，因此指示的行文一般比較長。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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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樣是表彰和批評，為什麼有的發一個決定即可，而有的卻需要通報呢？通報發的範

圍大，影響一般比決定大，因此往往有人誤認為通報的表揚和批評特別重要，實際上並

不是如此。例行的表彰，如每年評先進工作者、優秀黨員等，不採用通報的形式，作一

個決定就可以了；而通報的表揚和批評一般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如表彰奧運會金牌獲得

者、見義勇為的模範人物等，批評的事件則常常是別的地方或單位容易犯的，需要人們

引以為戒的，如學生食物中毒、重大腐敗案件等。 

    有了上述的比較和討論，學生就比較容易分清不同種類的公文和事務文書。而在公

文中，長期混淆不清、至今尚未完全解決的就數是報告和請示了。且不說公文實際操作

中經常發生將“請示”寫成“報告”、甚至“請示報告”的現象，日常生活中，凡有事

需上級幫助解決，就說“向上級打個報告”，也比比皆是。這是公文寫作教學中至今沒

有完全解決的重點和難點。 

報告和請示混淆是有歷史淵源的，主要原因是建國初期政務院 1951 年第一次發佈

《公文處理暫行辦法》時，沒有“請示”文種，當時規定“對上級陳述或請示事項”要

用報告，也就是說，當時不管是報告情況還是請示工作，用的都是報告這個文種，於是

出現了請示事項用報告、或用一個不倫不類的名字“請示報告”的情況。1957年，國務

院秘書廳《關於對公文名稱和體式的幾點意見》，注意到了“報告”、“請示”不分的

問題，新設立了“請示”文種。可是這個檔僅是一個“意見”，權威性不大，更由於多

年報告、請示不分，積習難改，這個檔的精神實際上沒有得到貫徹；再加上後來“文革”

掀起，法制遭到破壞，有關的規章制度就更難貫徹了。筆者保留了一本 60年代“文革”

期間的檔彙編，裏面有不少當年的省一級的政權機構——省革命委員會向中央的請示，

幾乎全都寫成“報告”或“請示報告”。這種混亂情況一直延續到 80 年代初期。1981

年，國務院辦公廳重新發佈《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對區分報告、請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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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三申五令，再加上 80-90年代重視了對公務員和秘書、寫作人員的培訓；各高等院

校和培訓機構開設了大量的公文寫作課程，才使報告和請示這兩種公文的寫作和運用逐

步趨於規範。但由於多年的習慣，同時 1981、1987 兩次發佈的公文處理辦法中仍然將

報告和請示屬於同一類公文的兩種，也就是說，一直沒有將它們完全分離，所以將報告

和請示誤用，或口頭上將“請示”說成“報告”的情況，還是大量存在。而時至今日，

再不將報告和請示的界線劃清，那就很不應該了。 

 

工  具  箱 

 

為了研究這個案例，涉及到公文的一些基本知識。在課堂上，教師應該引導學生重

溫這些知識，對幾種公文的異同做深入的討論。在這個案例中，除了必須瞭解報告和請

示的概念外，還應該區別它們各自的內容和形式的差異，分清兩個不同的層次：即報告

和請示屬於異質同構情況，而呈報性報告和呈轉性報告則屬於異構同質的形式。 

一、 報告和請示的概念 

    報告適用于向上級機關彙報工作，反映情況，答復上級機關的詢問。報告屬於上行

文，最主要的作用是向上級彙報工作，作為下級機關，無論級別高低、單位大小，都有

責任經常向上級彙報工作。這可以說是一種例行公事，大到國務院，每年春天都要向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小到基層單位，每年至少一次向上級報告工作。

一些具體事項，如建設某項工程，開工前可以向上級報告準備就緒的情況；工程過半時，

可以報告一下進度，遇到什麼困難，打算怎樣克服；工程竣工時，需要報告完成的情況，

等等。 

    而請示適用于向上級機關請求指示、批准。講得通俗一點，就是“有事求上級”，

無論是“請求指示”的請示，還是“請求批准”的請示，均需要得到上級的批復，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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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示的最大特點。 

二、 異質同構：報告和請示的區別 

報告和請示在形式上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都是上行文，都需要發文單位領導簽

發，都希望得到上級的支持；但在實質上卻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公文寫作教材，均將

報告和請示的區別列為以下三點：（一）具體功能不同。（二）內容含量不同。（三）行

文時機不同（具體差別不再贅述）。其實報告和請示的區別還有很重要的一條：上級接

到報告根據情況的需要可批可不批；而上級接到請示，不論同意與否，必須批復。這些

區別，特別是其中的“功能不同”，決定了報告和請示在性質上的差異。 

三、 異體同質：呈報性報告和呈轉性報告的區別 

呈報性報告和呈轉性報告均是向上級彙報工作，這就決定了它們的實質是相同的；

但它們在形式上卻有區別的：呈報性報告是不要求上級轉發的報告，而呈轉性報告是要

求上級轉發的報告。從內容上看，前者單純向上級機關彙報工作、反映情況，大多為情

況報告。後者涉及其他平行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的工作的問題，需提出處理意見或建議

請上級機關審閱；既要反映情況，又要拿出意見，甚至要寫明具體的措施和辦法，是呈

轉性報告的特點。 

 

參 考 例 文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為這三篇公文作準確的選擇和定位了。 

第一篇公文是要求縣政府批准舉辦展銷會、同時要申請 10 萬元錢，顯然是請示。

第二篇公文一方面是向縣政府彙報展銷會準備情況，另一方面是要求本縣各鄉鎮、交通

局、公安局等部門支持展銷會的工作，即涉及其他平行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的問題，希

望縣政府將自己的報告轉發到各鄉鎮、各部門去，所以應該是呈轉性報告。而寫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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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公文的時間已經展銷會結束後 10 天，主要目的是向縣政府彙報展銷會情況，總結成

績，指出不足，考慮今後的工作，不涉及其他單位和部門，因此應該是呈報性報告。 

 

例文一：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 

關於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的請示 

 

縣政府： 

藥材種植在我縣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但由於市場意識薄弱，我縣藥材產銷一直 

處於自發狀態，產銷渠道不暢，藥材經常積壓，甚至黴爛變質，外地人員來我縣收購也

極為不便。為了溝通藥材產銷，促進我縣經濟發展，幫助農民致富，提高我縣知名度，

我局擬於 10月 15日到 22日在東安中學大操場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展銷會廣告

和會場佈置等費用 10萬元，擬請縣政府撥款解決。 

以上請示，當否，請批復。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印章)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 

 

例文二：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 

關於籌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情況的報告 

 

縣政府： 

縣政府 7 月 28 日對我局關於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的請示（東工商 1992 年 37

號檔）的批復下達以後，我局將積極籌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作為當前的中心工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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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月除了在本系統採取很多措施以外，與本縣和縣外的有關部門和單位作了大量的協

調工作，主要有： 

1、與縣教育局和東安中學取得一致意見，落實了展銷會的時間和場地，整個展銷 

會的 500個攤位已經做了安排；並準備採取部分隔離措施，在展銷會期間，儘量不影響

東安中學正常的教學秩序。2、與本縣醫藥、交通、公安、商業等部門及餐飲、旅社等

行業取得了聯繫，在展銷會期間，他們將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支持，特別是要保證

交通暢達、治安良好。3、與省、市、縣三級新聞媒體簽訂合同，在展銷會前共做 6 次

廣告，擴大影響。4、與周邊縣、市工商管理部門達成共識，得到了兄弟縣、市的支持，

屆時他們將盡可能多的組織客商到東安縣交易。 

    以上工作為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的順利舉行奠定了基礎，使我們辦好展銷會充滿了

信心。但藥材是我縣的支柱產業，關係到本縣的千家萬戶，也涉及到本縣的各地區、各

部門，我們希望能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支持，如本縣各鄉、鎮政府，需在展銷會前擔負宣

傳展銷會、組織農民和客商進城等任務；縣政府所屬機構，特別是交通、公安、宣傳、

商業、服務等部門的支持和配合，至關重要。為此，我們制定了《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

實施細則》，以期展銷會的各項準備工作進一步落實。 

以上報告與《實施細則》如無不當，請縣政府批轉到各鄉、鎮，縣政府各部門。 

 

附件：《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實施細則》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印章）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 

 

例文三： 

 



 10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 

關於舉辦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情況的報告 

 

縣政府： 

在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導下，由我局主辦的東安首屆藥材展銷會於 10月 15

日至 22 日在東安中學大操場順利舉行，並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現將展銷會有關情況報

告如下： 

一、 首屆藥材展銷會盛況 

本屆藥材展銷會是從今年 6月開始做準備工作的。在縣政府的指導下，首先確定了

本屆展銷會的指導思想，即充分發揮本縣“藥材之鄉”的優勢，通過展銷會，一方面使

生產和銷售的渠道暢通起來，促進本縣藥材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為幫助農民走上致富

道路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同時也可以提高東安縣在全省全國的知名度。經過幾個月的努

力，基本上達到了上述目的。主要特點是： 

（一） 規模大：椐統計，參加展銷會的有來自湖南、廣西、廣東、貴州等 10 

個省區的 2千余名客商，進入了展銷會會場的人員達 3萬人次，原定 500個攤位頗為緊

張，後增加了 60個攤位才解決問題⋯⋯ 

（二） 效果佳：展銷會上，同外地的 50個藥材公司和 300余名客商簽訂了購 

銷合同。整個展銷會成交額為 ХХХХ萬元，極大的推動了東安縣藥材行業的發展⋯⋯ 

（三） 反映好：（群眾評價略） 

二、 我們的經驗和體會 

（一）展銷會是溝通生產和銷售渠道的極好形式； 

（二）精心安排、嚴密組織是辦好展銷會的基本條件（包括存在問題）； 

（三）以市場方式而不是行政方式管理和發展經濟。 



 11

三、 對今後工作的設想 

（一）將藥材展銷會的形式長期堅持下去； 

（二）在展銷會的基礎上建立藥材專業市場； 

（三）在其他有條件的行業採取展銷會方式打開市場 

以上報告，如有不妥之處，請指示。 

                                              

                                         東安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印章）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 

    

討論參考例文 

 

以上三篇公文基本符合寫作要求，各自的特點是： 

一、 第一篇請示寫得簡明扼要。原材料內容較多，但不少材料是多餘的，如介紹 

藥材在本縣經濟中的地位一部分，就顯得累贅，因為此檔是發給縣政府的，縣領導不可

能對本縣支柱產業的情況一無所知；原材料口語成分較多，如“展銷會的名字叫東安首

屆藥材展銷會”、“會場到時候也準備好好佈置一下，努力想辦法搞得像樣一點”等，

在正式公文中就應該避免；正文用了一個“為了”的介詞結構，將展銷會的意義全部包

含在內，文字精練，一氣呵成，筆法顯得老練。 

二、第二篇呈轉性報告有兩個作用，一是向縣政府彙報展銷會的準備情況，二是希

望縣政府將此報告及《細則》批轉到全縣各鄉鎮、各部門，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援，本文

基本達到目的。因主要是為了得到外單位的支援，因此本部門準備情況從略，同外單位

協調情況也按照從本地到外地的邏輯順序作了調整。文尾用了“以上報告和《實施細則》

如無不當，請縣政府批轉到各鄉、鎮，縣政府各部門”的呈轉性報告的習慣用語。 

三、第三篇呈報性報告比較複雜，涉及到作者的理論、政策水平，包括對經濟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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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握，內容也較多，一般缺少實踐經驗的大學生還難以寫出全文，但可以作撰寫提綱

的訓練，訓練學生思考問題的能力。文尾“以上報告，如有不妥之處，請指示”系呈報

性報告的習慣用語，言下之意是：如果文中沒有什麼問題，上級就不用指示了。這顯示

了呈報性報告與請示、呈轉性報告的區別。 

 

角 色 扮 演 

 

假設你是東安縣縣政府辦公室的秘書，當縣政府於 7月 15日和 9月 15日分別接到

東安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請示和報告以後，縣政府領導要你起草 2份批復，你該怎麼辦？

特別是對請示是“批復”、對呈轉性報告是“批轉”，在寫法上是有很大區別的，你能

運用比較的方法分清其中的差別嗎？ 

  2003年 10月  

 
[參考文獻] 

 
1、歐陽雲  丁春生  石  津，《哈佛大學MBA最新案例訓練》，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2、蔣  彬，《MBA企業經營管理經典案例分析》，北京， 時事出版社，1997年。 

 

                  

作者：  寧波高等專科學校人文系  竹潛民                地址：寧波市體育場路 

電話：  0574-87490839（O）   87080579（H）     63068735（小靈通） 

 E-mail: zhuzhi @ nbip.net.cn                         郵編：315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