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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应用文语言的生动性及实现方法 
刘康乐 

武漢財政進修學院 
 

摘要 
 
一、 说明论题的意义，提出本论文的基本观点，阐明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涵义； 
二、 引用名家的论述及其写作实践，并联系当今应用文的写作实际论证基本观

点； 
三、 结合写作实例阐明实现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两种方法——使用修辞和灵活

巧妙地运用词语； 
四、 补充论述应用文语言生动性运用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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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应用文比较枯燥，难教难学，但是应用文的用途又很广泛，因为

工作的需要又必须去读、必须去写。因此，怎样增强应用文的可读性，让大家有

兴趣读、让学生愿意学，成为应用文教学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探讨

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意义和实现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具体方法，试图对应用文教

学和应用文写作的群众性普及工作有所助益。 
 
应用文的语言要做到简明、平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不能单调枯燥乏味，

板着面孔说话。应用文的写作者心中一定要有读者，应用文也应让人感兴趣，读

起来比较轻松一点，让人爱读易记。应用文的语言要力求生动形象，适当运用一

些新鲜、活泼、明快而富有表现力和趣味性的语言形式，来增强应用文的说服力

感染力和表达效果。应用文的语言之所以要达到这一要求，这是由应用文的交际

功能和应用文的时效性特点决定的。应用文不仅有传达指令、治理国家、管理指

挥生产工作的功用，而且还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去更好地完成工作

任务的作用，还有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系、促进互相交流和协作的作用，因此，应

用文有很强的交际功能。如果应用文写得干巴巴的，提不起交际对象（读者）的

阅读兴趣，就会形成交际障碍，其文章内容的可接受性就会大打折扣，文章的交

际功能就不能完全实现，那么，写作应用文的目的也就难以完全达到。应用文写

作必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相适应，即注重时效。应用文写作只有不断地摒弃

那些陈旧的、失去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成份、语言形式，与现代社会的迅速发

展变化相适应，才能高效率地反映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事实上，

很多反映时代特征的鲜活语言都是最先在应用文中出现的。 
 
毛泽东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伟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公认的文章大家、语

言大师，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写了很多应用文。关于实用性文章要写得生动形

象，他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说：“文章和文件都要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

性、生动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文章的人要有满腔的热情，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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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调”（《〈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报纸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

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中国工人〉发刊词》）他批评道：

“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

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

总是那几个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岂不是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反对党八股》）他主张坚决摒弃那些空洞抽象的教条“而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反对党

八股》）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对实用性文章的写作要求和基本原则，对我们写作应
用文是有指导意义的。毛泽东在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写作实践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他写道：“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

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

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 长褂先生吓得都．．．．．．．
跑了．．。”这些生动的语言把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国农村农民运动兴起之后，农民挣
脱族权、神权、夫权绳索的束缚，蔑视封建宗法制度的勇敢行动形象地反映出来

了。 
 
在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前人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如我国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这方面就有突出的成就。他在文章写作中努力按照

韩愈提出的“务去陈言”的主张去做，他写的实用文在语言的求新变革、生动形

象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他为历史著作《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伶官传》是一篇合传，写了宫庭中的四个乐官。这篇序以唐庄宗时出

现的伶官之祸作为事实根据，分析了五代时期后唐盛衰发展的过程。序文中由于

恰当地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语言显得生动而有气势，读来琅琅上口。文辞之盛，

加强了文章的论辩效果。序中有三处用到反问修辞，篇首用反问亮出主张：“ 呜
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兴盛和衰亡的常理，虽然说在于天命，

难道不是因为人事吗？）这里反问的意思是明确的，即用否定表肯定，从而加强

了正面肯定的力量；篇中他又用反问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

迹，而皆自于人欤？”（难道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抑或再考究一下他成功

和失败的种种迹象，难道不都是由于他自己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吗？）前句以反

问的形式对得难失易的说法表示否定，后句强调成败在于人事。这里采用反问修

辞既引发读者深思，又充满作者的感慨，增强了感染力；篇末时先用对偶修辞，

再接着用反问修辞：“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可以说灾难祸患往往是从微小的事情日积月累酿成的，而那些有智谋，有能力

的人物也往往被他所溺爱的事物困扰迷惑，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难道仅仅只限

于因为喜爱戏剧以致使伶官败坏政治、危害国家政权这样的事吗？）这里作者先

用对偶句推导出结论：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再用反问句“岂独伶

人也哉”引出教训。这篇序篇幅很短，但是由于对偶修辞（序中还有“忧劳可以

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等对偶句）和反问修辞用得多、用得好，使序文既简练又
生动，这样，作者想通过此文告诫北宋王朝执政者吸取历史教训、力戒骄奢、防

微杜渐的写作目的就达到了。 
 
在写作理论方面欧阳修对传记、碑志等应用文体的写作提出了“事信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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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他说：“言所以载事而文所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

人上王枢密求先人集》）他说的“事信”，即文章的内容真实，事实准确，无虚美

溢恶之辞，是非褒贬符合实际，分寸有度；所谓“言文”，即文章的语言必须根据

内容表达的需要，精心加工润色，使之富有文采，精美生动，有表现力。很显然

欧阳修提出的“事信”是指实用文体而言的，因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是可以虚构、

可以夸张、可以“不真实”的。“事信言文”这一标准对于写作现代应用文是适用

的，“事信”和“言文”，缺一不可，两者是统一的，不论缺少哪一面都写不成好

文章。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语言文字作载体来写作应用文时，除了要做到反映

内容真实准确、主观评价恰当之外，还必须讲究运用语言的技巧方法，讲求语言

的艺术效果。下面这篇某报汽车专版登载的新闻稿，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修改稿的

样子，讲究一点运用语言的技巧方法，增加一点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度，那么

这个新闻稿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宣传效应，恐怕就不一样了： 
  
原稿： 
            斯柯达“速派（Superb）4月到汉 
在去年 6 月北京国际车展的斯柯达展台上，一款被称为“速派”的高档轿车

吸引了不少汽车业者和车迷。斯柯达“速派”等系列车型将于 4 月下旬进入武汉

市场。斯柯达公司是一家具有 108 年悠久历史的老牌汽车厂家，1991 年斯柯达公

司被德国大众公司兼并，成为继奥迪、西亚特后的第四个品牌，该车一投放市场

不久就获得了各种美誉。 

速派的动力系统采用德国大众 V6/2.8/30V发动机，尾气排放达到欧 IV标准。

在安全性方面该车除了前排双气囊外 ，还增加了前排头部安全气囊。另有比如

ABS、EDS、原厂倒车感应雷达等 TiPtronic 的自动手动一体式变速箱，以及电动

天窗、真皮座椅、巡航定速系统、Cli-matronic 空调系统等。该车还采用了一些

高新技术，比如氙气大灯以及大灯自动喷洗装置、雨量传感器、防炫目内后视镜

等。值得称道的还有一点，速派在行李箱内设有一杂物架，以方便行李的分类存

放。速派竞争直指国产奥迪 A6等高端产品。 
 
修改稿：    

让我们为她疯狂 
   ——速派”（Superb）豪华轿车即将到访江城武汉 

 

“速派（Superb）”豪华轿车在去年北京国际车展获得大奖一鸣惊人，迅速掀
起了一场车迷狂潮。 

 

“速派”的外形独具魅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美感，就像一位绝色美女吸引

着众人的目光，让你心动。有她陪伴着你，你会感到既舒适又安全。她拥有前排

双气囊，前排还增设了头部安全气囊，另有原厂倒车感应雷达安全系统。她的真

皮座椅、电动天窗、Cli-matronic空调系统以及雨量传感器、防炫目内后视镜等，

让你有家的感觉。最让你心动的是强大的动力系统——德国大众 V6/2.8/30V发动

机，尾气排入达到欧 IV 标准。Tiptronic 自动手动一体电控无极变速系统，跑起

来让你有飞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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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速派”的日子里，即使阴雨连绵，你的生活仍会充满阳光！上下班

的路上，你有了独享的天地；假日生活惬意了，因为远离了尘市的喧嚣。 

享受进步时尚科技，开创全新驾驶生活，把“速派”带回你的家！ 
 
从审美角度讲，讲求应用文语言的生动性也是必要的。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文章的语言也需要修饰，应用文的语言同样需要美感，应用文章的上品都要求具

备功利和审美双重价值。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

感，正如一幢房子不但能住人，而且要式样美观。”应用文语言写得生动就能产生

美感，有了美感就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来看下面同一题材应用文的两种

写法。 
 
第一种写法： 
 

盗情自动告警器 
盗情自动告警器，由云南省××县特种电器厂生产。该产品告警准确率为 100%，

具有防破坏性能，可显示告警方法，记忆告警信号；可控制外围联动设备同步工

作。该产品有多种型号，分别有收音、录放、录像、扩音等功能。 

 

第二种写法： 
有了告警器，不再怕小偷 

我是盗情自动告警器，来自云南××县特种电器厂，我是一名不知疲倦为何

物的警卫。我很聪明，只要有我在，小偷休想带走一件东西。我跟警察很熟，告

警是我的绝活，从来不会失误。此外，我还会收音、录放、录像、扩音。 
像我这样有安全感的人难道你不喜欢吗？也许你已经心动，心动不如行动，

我等你啊！ 
 
以上是某产品广告宣传的两种写法，前一种写法语言平铺直叙，没有什么美

感，不能给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像，宣传效果不理想。后一种写法语言生动有趣，

一下就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且给人以语言美的愉悦感，拉近了产品与消费者

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觉得：这个产品不错，我需要。然后消费者就会考虑去购

买。 
 
应用文语言的生动性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实现，一是使用修辞方法，二是灵活

巧妙地运用词语。 
 
修辞是“反映和标志一种语言成熟、缜密、精美的内在尺度”，修辞方法是实

现应用文语言生动性最好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用文写作的语言运用过程中使

用修辞方法，具体说就是动用自己的语言储备，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

发挥联想和想象力，运用形象化的富有文采的语句来析事明理、叙事状物，深入

浅出地、富有成效地表述应用文的内容，传达信息。修辞方法有时用于一篇应用

文的整体，有时用在应用文的局部——一段话或一句话中，下面这篇经济短论是

修辞用于一篇应用文整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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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苹果．．．”如何吃 

时下，各商业银行都把清收处置不良资产当做“一号任务、头等大事”来抓，

以“抢收烂苹果．．．．．”的精神，集中人力、物力，采取各种清收手段，全力推动此项

工作的开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银行收回了大量的抵贷物资，实现了能收

尽收，为将不良资产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提供了可能。但是，在对抵贷物资的处

置变现上，出现了一些“处置难、变现难”、 “收回不易吃更难”的问题，让各

基层银行如梗在喉，吐咽难定．．．．．．．．．。 

 

前不久，有家银行抵贷收回两台挖掘机，抵还贷款 80万元。由于在转卖价格

上难遂双方意愿，挖掘机一直未能变现。可是，日复一日，风吹雨淋，夜露日晒，

挖掘机至今已变成两堆废铁，失去了变现价值。诚然，在处置抵贷物资时，100%

抵偿本息有一定可能性，至于能否以足额的货币形式入账，则只是一种期望值。

也许按 10：8变现看上去有些吃亏，但总比最后 10：1、10：0要合算得多。试想，

当我们费了好大劲终于从一堆烂苹果．．．中拣出了一个带斑点的“好”苹果．．．．．．．．．时，如不

及时消化它，第二天就可能再增加一个斑点，第三天、第五天会烂掉半拉乃至变

成一摊烂泥．．．．。 

 

对此，笔者认为，各银行在清收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对抵贷物资的收回，更

要注重处置变现。一是专人负责。在大量充实清收队伍时，可以挑选部分富有经

济头脑、熟悉市场、知晓法律的精干人员，组成变现组，专门负责处置对抵贷物

资变现。二是加快变现速度。因为不管收回的抵贷物资原值是多少，但只要一天

不能变现入账，它就多一天风险损失。要知道，在科技手段飞速发展的今天，产

品升级换代很快，千万不可以认为拿回了抵贷物品就稳操胜券，待价而沽一定程

度上会坐失变现良机，所以，在对待处置变现问题上，我们不要总抱着吃亏心理

“惜售”。既然已经是烂苹果，就不能像对待好苹果一样，时间是关键，抢抓在苹．．．．
果彻底腐烂之前卖出去．．．．．．．．．．，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篇短短的经济应用文中有五处用到比喻修辞。标题用比喻以问句提出问题；

文章开头一段先用比喻“抢收烂苹果”肯定成绩，再用比喻“如梗在喉，吐咽难

定”点出存在的问题；中间一段用“迅速消化掉带斑点的‘好’苹果”来比喻说

明宁可吃点亏也要果断地处置抵贷物资的道理；结尾一段在篇末又用比喻以“抢

抓在苹果彻底腐烂之前卖出去”点明这篇经济短论的中心论点，与标题相呼应。

作者在篇末用的是借喻手法，用喻体点题，本体“及时将抵贷资产变观”根本就

没有出现。解决不良贷款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很普遍而且

较突出的问题，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关金融行业业务发展的重大问题，此文作者

运用比喻修辞贯穿全篇，文章内容题材重大，语言轻松明快，我们读后并不觉得

这篇文章在语言运用上有什么不妥，倒是觉得文中的比喻用得很恰当，生动易懂。

短小精悍的经济短论作为经济论文这种应用文中的“轻骑兵”，语言可以亦庄亦谐，

可以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修辞手法，那么更加严肃的经济论文、论著，是否也可

以写得生动活泼一些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两段话中是如何做到

这一点的。以下各例是修辞用在应用文的局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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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

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

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

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节录马克思《〈资本

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在企业买卖需求日益繁多的情况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没有“红娘．．”，

即缺乏合适的中间环节和市场。因此，卖方资产往往因价格扭曲而难以评估，公

开招标也难于展开，企业合并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很小，已完成合并的企业大都

是由企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撮合而成，带有浓厚的“父母之命．．．．”的色彩。（节录

经济论文《为买卖企业找个红娘》） 
 
前一段是对一部开创性的经济学巨著的介绍中的一段话，作者并没有做关于

发现了真理的惊人的宣告，而是款款地道出事实，用一个贴切浅近的比喻，把经

济活动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事物——商品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动声色地做了最

深刻的阐释，语言是平实的，同时也是生动的。 
 
后一段话是陈述经济活动中的一类事实，由于用了比喻修辞方法，语言显得

生动活泼且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作者对问题的实质揭示得很深刻，作者的批评否

定态度也不言自明。下面两例应用文中的比喻修辞就用得更生动了： 
 
大家知道，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有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厉害非常，

一个跟头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手上金箍棒上下翻飞。而唐僧没什么本事，但他只

要在马上念念咒，孙悟空立刻痛得满地打滚，这样唐僧才能管束住孙悟空。我们

这里也有‘孙悟空．．．’，你也得常常念念紧箍咒．．．。当有人把手伸到旁人口袋里摸钱的

时候，你就要念一念，念什么呢？你就要念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节录一篇

法制宣传稿） 
 
今天企业成了一块“唐僧肉．．．”，各种妖怪．．都要来摊派、拉赞助，这就要有“徒．

儿．”来保护。应该由谁来充当“孙大圣．．．”这个角色呢？有些地方，平常说起来许

多部门、许多单位、许多人都在喊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而一旦“妖怪”真的

出现的时候，他们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更有甚者，自己也变换一副“妖怪”嘴

脸，趁火打劫。应该明确一下哪个部门来做“悟空”，哪个部门当“八戒”，哪个

部门当“沙僧”，并制定一个责任制，该牵马的牵马，该挑担的挑担，谁失了职．．．．，

就打谁的屁股．．．．．．。（《论实行职能部门“责任追究制” 》节录） 
 
法制宣传稿讲的是公民要守法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作比时语言表述也很生动（如“痛得满地打滚”），把一个严肃的但也是很枯燥的

法律条文讲得有声有色，让人记得牢。用这个比喻比不用这个比喻的宣讲效果要

好得多。后一例中用了很多比喻修辞，生动地反映了一些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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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职能部门的失职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用了比喻，语言就显得既生动又简练，

如“妖怪”比喻那些加重企业负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给企业带来灾难的部门单

位或个人。“保驾护航”比喻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做的排除强加给企业身上各

种乱摊派的本职工作。我们再看下面这篇金融工作总结（节录），文中用了引用、

排比和比喻多种修辞。 
 

××证券公司第一营业部 2000年工作总结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才能发觉时间的流逝是那么快，不知不觉中，2001 年

即将走完。想起我们营业部全体员工在这一年中披荆斩棘．．．．、风雨同舟．．．．的艰苦历程，

想起由此而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们心中总是会感到一丝宽慰，但是每当想起日趋

激烈的竞争环境、新迁营业部的大量工作需要去完成，我们又感到焦虑和不安。

马克思说：人类因为热衷于总结过去而进步．．．．．．．．．．．．．．。的确，我们的工作也只有在不断地

总结过去、修正谬误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进步和提高，在此我们以认真深入和细致

客观的态度对营业部在这一年来所开展的工作进行总结，力求获取更多宝贵的经

验和教训。 

 

一、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和成绩  

 

（一）业务发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二）⋯⋯（三）⋯⋯ 

（四）顺利完成新址搬迁工作   

 

经营场地的限制严重制约了业务的拓展。为此分公司领导决定我部于 9 月底

搬迁，并定于 10月 9日正式开业。面对这场大搬迁战役中繁琐的工作，营业部全

体员工立即紧张地行动起来，开市时间内抓紧办理客户提款转户工作，同时也努

力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使在整个搬迁工作期间日交易量没有受大的影响；在收

市后和休息日，全体员工以一种“蚂蚁搬家．．．．”的精神作风，将营业部的设备器件

分期分批地进行清理、清洗、拆装，然后用小面包车一车一车地来回搬移。全体

同志们就这样一夜一夜地搬啊扛，究竟有多少个晚上没有回家吃饭，谁也说不清；．．．．．．．．．．．．．．．．．．．．．
究竟有多少个双休日没休息，谁也记不得；究竟跑了多少趟车次，谁也数不明．．．．．．．．．．．．．．．．．．．．．．．．．．．．．．．．．．。

大家在国庆节前夕将所有的电脑设备全部清洗完毕并搬运到了新址，保证了基本

设备提前安置到位。 

⋯⋯ 
 
“工作总结”这种应用文我们见得很多，但是在工作总结的前言中引用“人

类因为热衷于总结过去而进步”这句话的很少见，因此给人感觉这个总结开头的

写法很有新意。作者这里采用引用修辞手法引用名人的言论，既强化了作者要表

达的意思——说明总结的意义和目的：“只有总结才能进步和提高，总结是为了获

取经验教训”，又使总结开头的写法不落俗套，使文章达到比较高的境界。《文心

雕龙》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就是指的这种方法。引用前人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

学论断来证实说明自己要表达的思想观点，这样既可使文章语言凝炼生动，又能

增强说服力。这个总结前言的开端一句话是富于感情色彩的回顾与思考，句中用

了“披荆斩棘”、“风雨同舟”两个比喻性成语，也使得对前段不平凡的工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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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既简洁概括又形象生动。在叙述“顺利完成新址搬迁工作”这项工作成绩

时，作者用了排比修辞——三个“究竟”和“蚂蚁搬家”这个比喻修辞，把职工

为确保按时完成搬迁任务而不怕疲劳、不计得失、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风貌

生动具体地表述出来了。排比修辞的运用使语言既有声音韵律的往复美，又使语

势得到增强，让作者对职工忘我精神的赞许之情得以充分表达，这样可对职工起

到鼓励作用，于是总结这种应用文“肯定成绩、促进今后工作”的写作目的就达

到了。再如下面一篇商业应用文中的一段话也是用的排比修辞： 
 
递．，是售货员把商品亲手递到顾客手里，使人感到．．．．“暖．”；放．，就是售货员把

商品往柜台上一放了事，使人感到．．．．“淡．”；扔．，则是售货员把顾客要买的商品往拒

台上随便一扔，叫人感到．．．．“冷．”。不同的动作，反映了售货员思想上的差异——是

把顾客真当作客，还是不视为客。 
 
这段话前一句中三个句子并排一起，把售货员三种不同的服务态度分别作形

象的描述：“亲手递”、“一放了事”、“随便一扔”，运用排比句进行了横向比较，

哪种态度好，哪种态度差，哪种态度更差，形象再现，清清楚楚。其他一些修辞

方法也可以在应用文中加以运用。如下面几例中用的是对偶修辞： 
 
⋯⋯如果发现古墓、古代遗址和其他重要历史文物，必须严加保护，立即上

报，听候处理。对保护有功者奖，对破坏损失者罚．．．．．．．．．．．．．．．。（《关于保护文物的通知》） 
 
⋯⋯有些地方有增无减，愈演俞烈，四面伸手，八方要钱．．．．．．．．．，名目繁多，数额．．．．．．．

很大．．。（《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 
 
会计工作要做到张张凭证合法，笔笔支出有据．．．．．．．．．．．．．。（《会计工作规范守则》） 
 
生意春前草，财源雨后花。（商店楹联） 
孟尝君店，千里客投。（宾馆楹联） 
十美容颜  五分造化  五分妆化， 
两倾品貌  一半生成  一半饰成。（美容院楹联） 
草绿莺啼花吐艳，春神激奋弄潮人。（春联） 
 
对偶修辞音韵和谐，读来上口，便于记忆，特别为大众喜闻乐见。应用文中

运用对偶修辞，能使语言既具生动性又给人以视觉匀称的美感。 
 
以下几例应用文用是的顶针修辞：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

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管理的中心在经营．．，经．营．的关键在决策．．，决策．．的重点是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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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廉．，人廉．我变。 
 
会计人员的职责之一，是要及时的发现漏洞．．．．，发现了漏洞．．．．．要查漏洞的原因．．．．．．，

查出了漏洞的原因．．．．．．．．要及时把它给堵塞．．住，只堵塞．．还不够，还要总结经验教训防止

类似的情况发生。 
 
买洗衣机就买全自动．．．．，买全自动．．．就买“小天鹅”。 
 
这几例应用文中由于用了顶针修辞而使语意上递下承、文气贯通、音律流畅，

表述生动而有力。 
 
实现应用文语言生动性的第二种方法是灵活巧妙地运用词语。在应用文的语

言表述中，对词语进行巧妙恰当的节缩、换用、换位、借用、搭配、联用、拆用，

使语言生动，达到增强语言表现力的效果。下面就其中几种方法作具体阐释。 
 
节缩。节缩就是把一些专门词语加以精简压缩、概括，或把几个并列词语中

相同的字词抽出来与并列词语的项数组合，使语言变得简短明快生动。例如：“节

约能源”节缩为“节能”；“传播媒体”节缩为“传媒”；“环境保护”节缩为“环

保”；“无正式商标；无生产日期和保存期限、无产地和生产单位名字的产品”节

缩为“三无产品”；“无合法身份证件、无正当职业、无固定住所的人员”节缩为

“三无人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节缩为“入世”；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节缩为“申

奥”；《产品质量法》的基本精神是“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

节缩为“四个第一”。 
 
换用。换用就是利用不同词语音相同（或相近）义不同来巧妙地加以替代，

让人产生联想，使语言生动，耐人寻味。例如：“默默无‘蚊’的奉献”（蚊与闻

谐音，这是华力牌电蚊香的广告语）；“随心所‘浴’”（欲的谐音，这是玉环热水

器的广告标题）；“有‘杯’无患”（备的谐音，磁化杯广告标题）；“百衣百顺”（依

的谐音，电熨斗广告语）；“先生们、女士们，我要给您点颜色看看”（颜色是多义

词，在这个幽默的广告语中是脸色的意思，而白癜风病皮肤所指的颜色是指皮肤

的色彩，为白色，这是某医院皮肤科治疗白癜风的广告标题）。 
 
借用。借用就是把人们熟悉的某个行业的专用词语借用到其他行业、领域，

使语言表述通俗、生动。如“硬件”、“软件”这些计算机技术专业词语现在经常

被人们用来对某工作环境、条件的指代、评价，如：“××学院升格为大学的硬件

条件已具备”，这里硬件是指学校的占地面积、教学设备等。再如“市场疲软”中

的“疲软”一词，是从生理学范畴移用到经济领域。再如“下海”一词，原是戏

剧界称业余演员成为职业演员，现在应用文中“下海”已成为干部职工辞掉公职

去经商的代名词。 
 
此外，还有词语的换位、词语的联用、词语的拆用等方法。词语的换位如：“口

服心服”（“心服口服”的换位，矿泉水广告语）；词语的联用如：“蓝湾俊园，高



 
刘康乐   浅论应用文语言的生动性及实现方法 

10  

贵不贵”（前一个“贵”形容楼盘华贵价值高，后一个“贵”是指价格高，这个房

地产广告语通过贵字巧妙联用，宣传房产高品质、低价位，物超所值）；词语的拆

用如：“广告”拆用为“广而告之”，两字拆开后达到突出词语语义的作用。 
 
我国古代先贤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孔子所说的“文”是指文章的形式，“质”是指文章的内容。“质

胜文则野”是说如果只重文章的内容而忽视形式，文章就没有文采，就会粗俗空

洞，不生动不感人。“文胜质则史”是说如果只重文章形式而忽视内容，文章就只

有华丽词藻，内容空虚浮泛。只有文质并茂，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才是“君子”

作文的最高境界。在现代应用文的写作活动中，我们力求语言的生动须遵循“文

质彬彬”的原则，内容和形式不能忽略哪一面，形式服务于内容，两者做到统一，

而且还须注意应用文语言的生动性与文学作品语言的生动性有不同之处。应用文

语言生动性的实现过程应在遵守应用文语体的基本风格的前提下进行，应用文语

言的生动性要准确把握，恰如其分，不能以文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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