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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提示性作文

主题一  年轻人和教育

优秀范例 

话题 1：学校

模拟练习

你的朋友小红想知道你的学校是怎样的。给她写封信，介绍你的学校。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信中，你必须谈到 ：

●	 学校的基本情况

●	 学校的设施

●	 你今年学习哪些科目

1.	 审清题意：理解情景，把握关键词，找到受众和文体格式

情景：介绍你的学校

关键词：学校的基本情况 / 设施 / 学习科目

受众：朋友小红

文体格式：私人信件

2.	 内容建构：根据关键词构思内容，内容必须覆盖全部提示性问题

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的类型（国际学校 /本地学校 /寄宿学校……）、年级、

历史、师生背景、周围环境等

设施：可以直接罗列学校的各种设施，比如操场、小卖部、图书馆、舞蹈教室

等，再对其中某些设施进行具体描述

答
题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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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目：简单介绍所学的科目，根据个人经验发表看法

3.	 语言运用：文通字顺，词语使用广泛，段落结构清晰

适当运用较复杂的语言结构，注意词语搭配。恰当使用连接词，让语句、段落

衔接自然。标点符号准确，字迹工整。

高分范文

亲爱的小红 ：

　　你好！你很想知道我的学校是怎样的，那我就来告诉你吧。

　　我的学校叫“天海中学”，是一间国际学校。我的学校有六个年级，

两千多个学生，一百多位老师。我的同学和老师来自世界各地。在学校，

我最好的朋友是英国人，我的班主任是新加坡人。我的学校设施齐全，有

教室、图书馆、小卖部、操场，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我今年学九门课，有英语、汉语、科学、体育等等。我最喜欢科学，

因为我的科学老师挺幽默的，上他的课我感到很轻松。我最不喜欢英语，

因为老师要求我们看很多文学作品，英语考试也很难，一到考试我就特别

紧张。

　　我喜欢我的学校，也希望你喜欢这个学校。

　　祝

身体健康！

朋友

小兰

2018 年 8 月 2 日

话题 2：教育

模拟练习

你的中国朋友王冬明正在学英语，他写了封信给你介绍他的学习情况。你

正在学汉语，给王冬明写一封回信，向他介绍一下你学习汉语的经历。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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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你必须 ：

●	 说明你学习汉语的原因

●	 介绍你学习汉语的方法

●	 谈谈你现在学得怎么样

1.	 审清题意：理解情景，把握关键词，找到受众和文体格式

情景：介绍你学习汉语的经历

关键词：学习汉语的原因 / 方法 / 现在学得怎么样

受众：中国朋友王冬明

文体格式：私人信件

2.	 内容建构：根据关键词构思内容，内容必须覆盖全部提示性问题

学习汉语的原因：汉语有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想去中国旅游等

方法：在学校上汉语课、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找中国朋友聊天儿等

现在学得怎么样：可以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3.	 语言运用：文通字顺，词语使用广泛，段落结构清晰

适当运用较复杂的语言结构，注意词语搭配。恰当使用连接词，让语句、段落

衔接自然。标点符号准确，字迹工整。

高分范文

亲爱的冬明 ：

　　你好！我知道你正在学习英语。我现在正在学汉语，因为我觉得汉语

非常有用，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很感兴趣。

　　我以前觉得汉语太难学了，总是记不住以前学过的字，在写作的时候

还经常写错别字。上中学以后，我下决心要努力学好汉语。我每个星期有

两节汉语课，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读一下正在学的课文，晚上吃完饭还会做

汉语功课。我的汉语老师挺好的，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老师都很耐心地解

答。我开始看中文电影了，有时候也听中文歌，遇到不认识的词就用电脑

查字典，再把词语记到本子上。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的汉语有进步，我听了

非常高兴。

答
题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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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库 

1.	你今天生病了，不能去上中文课。给你的中文老师写一封电子邮件，向他 /

她请假。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电子邮件中，你必须谈到 ：

●	 你生了什么病

●	 医生怎么说

●	 在功课方面，你会怎么做

2.	你在暑期时参加了一个北京游学团。给你的好朋友写一封信，告诉他 / 她你

在游学团的经历。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信中，你必须谈到 ：

●	 你参加了什么活动

●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	 	你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有什么	

收获

3.	你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暑期兼职工作。给雇主写一封信，申请这份

工作。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信中，你必须 ：

●	 说明你想申请的工作职位

●	 解释你申请这份工作的原因

●	 谈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适合做

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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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约了同学去图书馆看书、做作业，来不及告诉姐姐就拿了她的字典。请写

一张便条，告诉姐姐这件事。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便条中，你必须 ：

●	 向姐姐道歉

●	 解释拿姐姐字典的原因

●	 说明回家的时间

5.	你不在家的时候，快递公司送来了一盒礼物，你的邻居代你签收了。写一封

电子邮件，向邻居表示感谢。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电子邮件中，你必须 ：

●	 表达对邻居的感谢

●	 说明快递来的礼物是什么

●	 解释着急拿到这个礼物的原因

6.	你在学校运动会百米跑中得了第一名。给在外地的妈妈写一封电子邮件，跟

她分享这个好消息。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电子邮件中，你必须 ：

●	 描述你的心情如何

●	 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	 谈谈准备怎么庆祝

7.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给妈妈写一张便条，向她表达你的祝福。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便条中，你必须 ：

●	 说明写这张便条的原因

●	 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	 谈谈准备怎么庆祝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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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天你中学毕业了。写一篇日记，简单记录一下毕业典礼的情景。

字数 ：100-120 个汉字。满分为 8 分，其中内容占 3 分，语言占 5 分。

在日记中，你必须谈到 ：

●	 毕业典礼是几点开始的

●	 你邀请了谁出席

●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主题高频词 

词语 拼音 英文 词语 拼音 英文

学校 xué xiào school 朋友 péng you friend

学生 xué sheng student 生日会 shēng rì huì birthday party

老师 lǎo shī teacher 见面 jiàn miàn to meet

同学 tóng xué classmate 性格 xìng gé personality

学习 xué xí to learn 耐心 nài xīn patient

中文 zhōng wén Chinese language 友好 yǒu hǎo friendly

汉语 hàn yǔ Chinese language 周末 zhōu mò weekend

设施 
齐全

shè shī qí quán well-equipped 
facilities 旅行 lǚ xíng to travel

教室 jiào shì classroom 有用 yǒu yòng useful

食堂 shí táng canteen 城市 chéng shì city

图书馆 tú shū guǎn library 体验 tǐ yàn experience

游泳池 yóu yǒng chí swimming pool 看书 kàn shū to read books

小卖部 xiǎo mài bù tuck shop 感兴趣 gǎn xìng qù be interested in

球场 qiú chǎng court 国际 guó jì international

复习 fù xí to review 小说 xiǎo shuō novel

功课 gōng kè homework 睡觉 shuì jiào to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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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议论性作文

主题一  年轻人和教育

优秀范例 

话题 1：学校

模拟练习

题目一 ：学生会提议每个星期有一天推行“便服日”，同学们可以不穿校

服上学。学生会要征求同学们的意见，给学生会主席写封电邮，告诉他你

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1.	 审清题意：理解情景，把握关键词，找到议论性的话题、受众和文体格式

议论性的话题：学生会提议每星期有一天推行“便服日”

受众：学生会主席

文体：电子邮件

鼓励同学们彰显个性，展

现自我风格。 早上还要花时间挑选衣服。

答
题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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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构建：确定立场，利用题目中的提示信息，拓展观点

你的立场：支持

可利用的提示信息：鼓励同学们彰

显个性，展现自我风格。

补充其他观点，使内容充足，有理

有据。

你的立场：反对

可利用的提示信息：早上还要花时

间挑选衣服。

补充其他观点，使内容充足，有理

有据。

注意你的立场要有明确的倾向性，只可持一方观点。

3.	 安排结构：整体构思，理清思路，段落结构清晰合理

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恰当使用连接词，让段落衔接自然。

4.	 语言运用：行文流畅，语言表达准确、丰富

词语准确、丰富，适当运用较复杂的语言结构，注意词语搭配。标点符号准确，

字迹工整。

思维导图

高分范文

发件人 ：李明 /liming@hotmail.com

收件人 ：学生会 /studentun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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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便服日

日期 ：2018 年 5 月 25 日

学生会主席 ：

　　你好！我听说学生会提议每个星期有一天是

“便服日”，同学们可以不用穿校服上学。我想跟你

说一说我的看法，我个人非常赞成这个提议。

　　首先，我认为穿自己的衣服更舒适、也更时

尚。我们的校服款式、颜色都有些单调，有些同学

的校服尺寸也没那么合身，而且这身校服我们每个

人都要从入学穿到毕业。如果每星期有一天我们能

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上学，同学们会更享受校园

生活。

　　除此之外，每星期一天的“便服日”是同学们

展现自我风格的机会。现在的时代鼓励个性发展，

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每个人都是不同

的，而天天穿着统一样式的校服让同学们不能彰显

个性，更不利于培养审美能力。

　　我知道有些人反对这一提议，他们觉得早上起

床后还要挑选衣服是很浪费时间的。但是我不同

意，学生应该培养好自理能力，衣服和书包都应该

前一晚准备好，而不是早上起来再考虑穿什么。

　　综上所述，我认为“便服日”这个提议很人性

化，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我非常赞成推行

“便服日”。

　　祝你学业进步！

十年级学生 ：李明

引出话题，表明自己

的观点 ：赞成“便服

日”这个提议。

解释第一个原因 ：穿

便服更舒适、时尚。

解释第二个原因 ：穿

便服可以展现出自我

风格。

先提出反对的看法，

再进行反驳。

总 结 上 文 提 出 的 原

因，重申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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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库 

1.	学校最近在讨论是否应该每天做作业。写一篇博客，谈一谈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2.	最近，校长在校会上说学校准备开设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写一篇演讲

稿，谈一谈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3.	有些人建议男生和女生应该分学校上课。给教育局局长写一封信，谈一谈你

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做作业有助于帮助学生复

习功课。 做作业占用了太多休闲娱

乐的时间。

可以为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做准备。 太多课程会令学生的学习

失去重点。

男生和女生在学习中互相

交流，有利于学习。 男女分校可以令学生更专

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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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和父母在讨论是否应该转去寄宿学校继续学习。给父母写一封信，谈一谈

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5.	最近学校在讨论是否把原有的长假期改为几个短假期。给校刊写一篇文章，

谈一谈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6.	有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考试分数非常重要。给当地报刊写一篇文章，谈一谈

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在寄宿学校上学会比较

安全。 在寄宿学校接触社会的机

会比较少。

假期增多了有助于学生

休息。 不够时间长途旅游，失去

了增长知识的机会。

分数可以让学生之间互相

比较，激励学生进步。 分数并不能体现学生真正

掌握了多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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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近你的中文班比较了到学校上课和在网上学习对学生的好处。请写一篇博

客，谈一谈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8.	你的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必须穿校服去上学。请写一篇演讲稿，发表一下你的

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9.	有些家长认为中学应该把艺术和音乐列为必修课。给校刊写一篇文章，谈一

谈你的看法。

以下是别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必须明确表

示倾向。

字数 ：250-300 个汉字。满分为 22 分，其中内容占 10 分，语言占 12 分。

到学校上课可以结识

更多的朋友，了解别

人的思维方式。

在网上学习和到学校上

课差别不大，都是为未

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

保证学生的平等。
不能彰显学生的个性。

艺术和音乐能带给人很多

乐趣。 不是所有人都对艺术和音

乐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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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年轻人和教育

优秀范例 

话题 1：我的学校

思维导图

口述文本

今天我想谈谈我的学校。我的学校是香港的一间国际学校，学校坐落

在山上，所以学校周围的环境很好。我的学校并不是很大，但各种设施都

很齐全，有图书馆、音乐教室、篮球场、食堂、小卖部等。我最喜欢的地

方就是图书馆了。图书馆在学校的三楼，那里非常安静，我最喜欢课间的

第 二 节 个人口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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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和朋友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做作业，里面有桌子、椅子，还有好几个懒

人沙发。懒人沙发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因为坐在上面看书感觉很舒服，

也很放松。学校的课程非常丰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科

目，不用受文科、理科的限制。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让我们可以

全面发展。我们每年都有“活动周”。在那个星期，我们可以选择去不同

的国家和地区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我们可以去菲律宾学习潜水，

也可以去台湾骑自行车环岛旅行，当然也有很多本地的活动。总而言之，

我非常享受我的学校生活。谢谢！

追加问题

老师可以根据考试时间决定追加问题的数量，不限于以下三个问题 ：

1. 在学校你最喜欢什么科目？

2. 去年的“活动周”，你参加了什么活动？

3. 你们学校的食堂饭菜怎么样？

话题 2：未来的计划

思维导图

口述文本

近几年，去国外留学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我也打算在中学毕业以后

去国外留学。我认为去国外留学对我的成长有很多好处。第一，去国外留

学可以让我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开阔视野。我还可以学会怎样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同学相处，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也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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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外留学可以培养我的自理能力。父母不在身边，我一定要自己照顾自

己，这样可以改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我希望国外留学的经

历可以让我变得更独立、更成熟。在大学毕业以后，我会回到香港工作。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我希望可以在父母身边照顾

他们。

追加问题

老师可以根据考试时间决定追加问题的数量，不限于以下三个问题 ：

1. 你打算去哪里上大学？学什么专业？

2. 去国外上大学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3. 如果你在国外想家了，你会怎么办？

话题 3：理想职业

思维导图

口述文本

我来谈谈我的理想职业。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以后要当

宠物医生。我和家人都非常喜欢小动物，我的第一个宠物是一只乌龟，那

是妈妈送给我的。我很喜欢我的乌龟，每天给它换水，喂它吃乌龟粮，天

气好的时候还把它放在阳台上晒太阳。乌龟冬天的时候会冬眠，但是第二

年春天，我的乌龟再也没有醒过来，我非常伤心。我意识到，宠物不会讲

话，如果它们不舒服也不能告诉主人。我那时候就决定了要做宠物医生，

可以给宠物治病，让它们远离痛苦，快乐地和主人一起生活。现在在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