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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diversity

文 章 一

词 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疲惫 píbèi tired 情商 qíngshāng emotional quotient

压力 yālì pressure 辅导 fǔdǎo tutor

自主 zìzhǔ independent 布置 bùzhì assign

负担 fùdān burden 实践 shíjiàn practice

学习任务 xuéxí rènwu learning task 绷紧 bēngjǐn stressful 

困扰 kùnrǎo obsession 考核 kǎohé assessment

素质教育 sùzhì jiàoyù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应试教育 yìngshì jiàoyù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课 前 思 考 	

• 对于中西教育的不同特点，你有什么看法？

• 近几年，不仅是东南亚地区，包括欧美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长。汉语

迅速升温的深层意义是什么？

• 身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你会如何通过自身使用的语言和文化来看待

不同的社会现象？

语 言 点 	

只有……才…… （only if...）

只有每周练习，我们才能唱得好。

We will be able to sing really well only if we practice every week.

课 文 	

他们的书包渴望减负：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访谈实录

2012 年 1 月 9 日	 记者：沈汝发、董建国

素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不少孩子依然感觉学习压力很大。福州的一

名学生说，自己每天书包里要放上语文、数学、英语等十多本书，书包近５

公斤重，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我希望可以早点儿读大学，早日离开这里”，

他说。

面对孩子的困扰，家长黄女士的想法很有代表性。“自己也想给孩子更多

自由的时间，但是身边不少孩子都上补习班，担心自己的孩子比不上别人。”

黄女士说，“只有拿出更多时间学习，才能上一所好的学校。虽然孩子对补习

班不是很感兴趣，但还是要逼着孩子学习”。

另一位家长林女士说：“我比较赞同给孩子留更多自主时间，除了每天的

课程，平时不让孩子上补习班。孩子报名学美术是因为他自己感兴趣。”

林女士认为，学校不应该给孩子太多学习任务，应该加强素质教育，多

注重孩子情商的培养。否则，课程再多，辅导班上得再多，也有可能培养出

高分低能的孩子。

家长李女士说，孩子应以快乐成长为主，不应该有太多学习压力，健康

和快乐是最重要的。在暑假、寒假期间，学校除了书本作业以外，也应该更

多地向国外中小学学习，多布置一些社会实践方面的作业，能力的培养比书

本知识更有价值。

一名语文老师说：“我经常鼓励孩子主动去打球、做运动，但在升学的压

力下，孩子只能绷紧了，像机器一样学习。我希望素质教育能够真正落到实

处，这样学生、老师、家长都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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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小学教师也认为，家长要从孩子自身兴趣出发，把更多时间留给孩

子自己去安排。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认为，学生课业负担重，假期作业形式

一成不变，原因在于应试教育没有改变。现在对学校的考核仍然主要以成绩

来量度，学校以此考核老师，老师则以此考核学生。教育应该让孩子按照自

己的兴趣吸收知识，全面培养孩子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资料来源：http://www.jyb.cn/basc/sd/201201/t20120109_473544.html 

（新华网福建频道，作者沈汝发、董建国）

练 习 	

● 这项评核基于课程的 5 个选修主题：文化多样性、风俗与传统、健康、休

闲、科学与技术。
● 考核前，学生会收到配有标题或解说词的图片，每一张图片都与在课堂上学

习过的某个选修主题有联系，准备时间 15 分钟。考试之前学生一定没有见

过这张图片。
● 考核分为两个部分：一、表达 （将图片与选修主题以及所学内容联系起来，

进行 3-4 分钟的描述）；二、讨论（师生基于第一部分进行 5-6 分钟的讨

论，在讨论中可以引入其他选修主题作为讨论内容。）
● 考核时间 8-10 分钟，占总分 20%。考核期间会进行录音，并提交予评审。
● 个人口头活动应安排在课程最后一个学年期间进行。
● 开展个人口头活动时，在任何情况下录音都不会被中止、中断或被加以处理。

什么是个人口头活动？

● 当你分析相片时，应先分析概括内容，再作详细分析。
● 相片经常会举例说明或强调与选题有关的某一观点。仔细思考为什么这张相

片会被选用，以及这张相片与试卷二的选题（例如风俗与传统）有什么关

联。问问自己：为什么摄影师要拍这张相片？
● 相片绝少会单独存在，它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背景。想想在哪里、何时以及为

什么会拍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否是事件的其中一个部分？在拍摄这张相片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

图片分析

● 以下的图片，除了提供标题或解说词以外，还提供与图片有关的选修主题或

话题，作为分析图片的思考点提示。

思考点

个人口头活动。（高级及普通程度）

仔细观察下列两张图片及其标题。你会选择讨论哪一张图片？在选择时你需要思考

以下几点：

1 你能否识别图片的主题和观点？

2 哪一张图片能让你做出较多细致的描述？

3 你是否有适合的词汇去描述图片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事物？

4 对于图片提供的描述，你有什么见解？这个标题能引起什么情绪、想法或主张？

● 描述相片中的一般细节，例如人物、动物或者物件，以及他们相关的位置。

思考目标对象也是非常有用的。这张相片要拍给谁看？观众对象会看到什

么、会想什么或者会有什么感受？这张相片内有哪些证据令你有这些想法？
● 接着仔细看看图片，并识别它展示什么。描述相片中的细节，如有需要，你

可以深入描述其他细节 （例如颜色和比例）。
● 当你检查过这张相片展示的内容之后，再仔细看看这张相片，并确定它想带

出的讯息。这个讯息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个议题？
● 学生应将图片与所学习的文化有所联系，并进行反思，引起表达之后的讨论。

思考点：

-	价值观

-	行为准则

-	精神健康

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从小就累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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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点：

-	如何面对压力

-	学校文化

-	学习文化

学生的思想并没有因教育而开明，教育的方式让学生的思想受到

限制。

文 章 二

词 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媳妇 xífù daughter in law 严肃 yánsù serious

申请 shēnqǐng application 心软 xīnruǎn be softhearted

签证 qiānzhèng visa 求情 qiúqíng plead

制止 zhìzhǐ stop 发脾气 fā píqi loose the temper

邻居 línjū neighbour 条件 tiáojiàn condition

寄宿 jìsù board 漠视 mòshì disregard

闹情绪 nào qíngxù in a bad mood 冷淡 lěngdàn treat coldly 

语 言 点 	

1 除了……以外，还／也……（apart from／besides..., ...also...）

A verb or a noun may follow 除了 ,  but any noun following 除了 with its 
own verb must be governed by the final verb. The 以外 is optional, simply 
emphasizing that the second idea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还 can 
be changed to 也 .
除了武术以外，他还教太极拳。

Apart from martial arts, he also teaches Tai Chi.

2 从那以后／自此之后……（since then...）

自此之后，主办国和其他人士每两年便赞助举行一次该会议。

Since then, the conference has been held biennially with sponsorship from host 
countries and other parties.

3 虽然……却……（although...）

虽然 has the same function as “although”. In English, “but” is not need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ntence. However in Chinese, 虽然 is usually followed 
in the second part by 但是 .
虽然他很努力，但是这次考试却没有及格。

Although he had worked hard, he failed in the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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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学生，而我分到了一间双人房。非常幸运的是，虽然我的室友

来自于印度，但她依然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因此，我们彼此

之间没有沟通的障碍。然而，这里没有伺候我们的父母，也没人帮

我们收拾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起床和收拾房间，生

活变得更加有规律。

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需要八点钟挣扎着起床去刷

牙洗脸，并准备八点半准时到食堂吃早饭。我们每一天的早饭都会

有各种各样的早点让我们选择，简直是眼花缭乱。接下来，我们一

帮人就搭地铁到学校开始上课。上午的课一般都是语言课，在课室

里学习汉语的基础，一直到中午。午饭后，老师会带我们去体验一

般市民的生活，让我们在课堂上学来的知识可以灵活的运用在生活

中。回到公寓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私人时间，让我们与其他同学自

由活动。

这一个月我过得非常充实。在积极的学习环境里，我觉得我会

对中国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体验。请父亲您不用牵挂我，我的生活过

得非常好，也渐渐的学习到怎么样去照顾自己。

祝你们

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你的女儿

心心（上）

2015 年 8 月 1 日

评 分 标 准 	

评分标准
Benchmark

该项标准评分
Total sub-score

本文得分
Score in the student’s essay

A. 语言 Language 10 9

B. 讯息 Content 10 10

C. 形式 Format 5 5

   总分 Total score 25 24

样 板 一

主 题 ：文 化 多 样 性 	

论题：放假期间，你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住在一个国际学生公寓

里，公寓里有从很多不同国家来学汉语的学生。写一封信给你的父母，

谈一谈你的宿舍生活和学习生活。

样 板 * 文 章 	

亲爱的爸爸、妈妈：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来北京学习汉语差不多一个月了。

通过学校安排的多次交流会，我认识了许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新朋

友，而我的汉语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希望，在这个夏令营

结束时，能够收获一个新的自己 —一个更了解中国文化和能够流

畅地用中文与别人交流的我。

到达的第一天，我们就入住在一所学校安排的国际学生公寓

里。这所公寓距离语言学校只有大概五分钟的车程，而离最近的商

店也只需要两到三分钟的路程。我们的宿舍一共有四层楼，一半为

男生宿舍，而最高的两层就是女生宿舍。一般每间房都会入住两到

*	 本书样板文章均为学生作品，为更好地观察和点评其语言面貌，基本保留原文不变，包括行文

及用字错误等。

称谓恰当。Proper 

salutation.

词语搭配欠准确，可改

为“能够成为一个新

的自己”。Vocabulary 

collocation inaccurate.

四字词运用准确、恰当。

Vocabulary use accurately 

and appropriately.

语法不准确，应为“被

分配到”。Grammar 

inaccurate.

句子表述欠准确，可改为

“让我们在生活中灵活运用

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Sentence statement 

inaccurate.

能够对宿舍和学习生活作

出清晰、有条理的总结，

希望父母放心，达到书信

交流的目的。Have a clear 

and structured summar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letter writing.

成语使用恰当。Good use 

of idiom.

1试卷二（普通程度）
Paper 2 (standar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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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标准 A ：	 词汇运用准确、多样，例如四字词“五湖四海”、“眼花缭

乱”；没有严重的错误；句式表达总体上清晰流畅，语法大部分

正确。

标准 B ：	 思想观点与题目相关，首段交代背景，次段内容围绕宿舍生

活，第三段讲述学习汉语的生活，分段清楚；细节充分，如提

及到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和生活情况，内容合适；末段回应父

母，符合书信本身及书信对象的要求。

标准 C ：	 文本类型运用正确，不论是格式还是语气措辞均符合要求。

样 板 二

主 题 ：健 康 	

论题：你的好友经常和你分享她的打扮心得，最近她为了减肥，每

天不吃晚餐。你要写一封信给她，建议她如何注意健康，并告诉她美丽

的概念。

样 板 文 章 	

亲爱的李娜：

你好吗？最近学习有努力吗？我听说美国非常冷，你要记住保

暖，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啊！关于你很注重打扮的心得，我很担心。因为你的父母跟

我说你最近为了减肥就每天不吃晚餐。你的父母请我去跟你谈谈这

个问题。其实，你的父母不应该找我跟你说，因为你应该听你父母

话。他们比你大，人生经验也比你丰富。如果你还是不听他们的

话，你起码听我说吧。其实天天不吃晚饭对减肥没有长期受益。只

会伤害你的健康。即使你会有短期的减肥，这是不值得的。

我知道你非常注重你的外貌，但是相由心生。无论你有多么

漂亮，如果你觉得自己丑，人们就会觉得你丑。所以，我觉得你

应该开始正常的吃饭。不然你会有健康问题比如低血糖、维生素缺

乏症、电解液不足等等的问题。如果你继续你的行为，你一定会后

悔。作为你的朋友，我只为你好，我不想看见你受苦。特别因为现

在的媒体对孩子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你知道美丽不是杂志、

电视、名人、等等去决定。不过是你自己去去决定的。

最后，你已经十八岁了，应该很懂得。我跟你讲完后，我最后

只能可以说。如果向错误的方向踏前一步，足以让你后悔一千年。

我希望你听我和你父母的话！记住要快回信！

祝你

身体健康

好朋友

陈少明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八日

评 分 标 准 	

评分标准
Benchmark

该项标准评分
Total sub-score

本文得分
Score in the student’s essay

A. 语言 Language 10 8

B. 讯息 Content 10 7

C. 形式 Format 5 5

   总分 Total score 25 20

点 评 	

标准 A ：	 词汇表达大致准确，句式表达大致清楚，但会有表述不准确的

情况出现，语言表述亦不够规范，例如“其实天天不吃晚饭对

减肥没有长期受益。只会伤害你的的健康。即使你会有短期的

减肥，这是不值得的”。

标准 B ：	 思想观点大都相关，首段清晰说明来信目的，次段建议她注意

格式正确。Correct format.

清楚表明来信目的。Clear 

indication of the purpose 

of the letter.

用词不当，应为“懂事”。

A misnomer.

句子表述欠准确，应为“我

要向你说的，最后只有这

句：如果向错误的方向踏前

一步，足以让你后悔一千

年”。Sentence statement 

inaccurate.

句子表述欠准确，应为“特

别是现在的媒体对人们有

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明

白美丽的标准并不是由媒

体去决定的，而是由你自

己去决定的”。Sentence 

statement inaccurate.

句子表述欠准确，应为

“其实，天天不吃晚饭，

对长期减肥并没有益处，

只会伤害你的健康”。

Sentence statement 

inaccu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