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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考研英语写作
（三段式  精解  考点 ）

（图画 ＋话题）１８０篇

【温馨提示】

首本考研英语 （图画 ＋话题）写作

本书连续数年命中大作文

　　　　　　　★　《自信的重要性》——— 命中２００７年大作文
　　　　　　　★　《竞争与合作》——— 命中２００８年大作文
　　　　 　★　《把握网络的尺度》——— 命中２００９年大作文
　　　　 　★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命中２０１０年大作文
　　　　 　★　《假日旅游》——— 命中２０１１年大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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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规律高度概括 重要考点全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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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第一本以图画及话题形式编著的考研英语写作，其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版经过前几届考生的实际检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特
别是本书彻底揭示了考研英语写作的命题思想和写作规律，连续数年准确地预

测了大、小作文。如：“自信的重要性”一文命中２００７年大作文；“竞争与合作”
一文命中２００８年大作文；“把握网络的尺度”一文命中２００９年大作文；“中西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话题命中２０１０年大作文；“假日旅游”这一话题命中２０１１
年大作文。

最新版在保持其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使其更能满足考生备

考、获取高分的需要。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简洁明了、注重高效、强调实战。并使

考生抓住考研英语写作的命题思想、掌握写作规律，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提高英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写作应考能力
獉獉獉獉獉獉

，为在考研写作中获取高分奠定坚实的基础。本书具有以下三大

特点：

　　一、成功地破解了考研英语写作各题型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
考生深入理解考研写作命题特点、把握考研写作命题趋势、牢牢掌握写作考点提

供了最为有效的帮助。

　　二、高度总结、概括了考研英语写作的重要规律———“三段式”写作法。本
书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三段式”是考研英语写作最简便、最有效、最易掌

握的“万能框架模式”，是考研写作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

　　三、全面预测了新一年大、小作文可能出现的３００余个图画或话题考点，运
用“三段式”精彩演绎了其中１８０余个重要话题考点。并对每篇范文进行了【全
文翻译】，标明了需重点记忆的【可套用句式】，进行了【文章重点词汇及词组注

释】、【语言技巧点评】、【结构规律点评】和【重难点语法精讲】；应用文部分归纳

了【写作要点】和【常用句型】等。在各类重要话题之后安排了【自测精练】及【参

考答案】。

为了方便考生全面攻克考研英语写作，本书还附有赠书一本，其内容包括：

【写作核心词汇】、【写作常用短语系统归类】、【写作重要句式】、【写作典型框

架】和【考研英语语法精要】等。此外，在【红宝书】网站上还可下载本书短文

ＭＰ３录音及相关考研英语精品资料。

　　考生只要认真研读《【红宝书】考研英语写作１８０篇》，一定能在短期内全面提
高写作应考能力
獉獉獉獉獉獉

，抓住重点、难点和考点，为获取考研写作高分做好充分的准备。

　　衷心地祝愿广大考生考研成功！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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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随本书附赠

考研英语写作《必备集粹》一本

目　录

★　《考研英语写作·核心词汇》　

★　《考研英语写作·短语归类》　

★　《考研英语写作·重点句式》　

★　《考研英语写作·典型框架》　

★　《考研英语写作·语法精要》　

★　《考研英语写作·名人名言》　

网上附赠·本书短文 ＭＰ３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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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登陆 【红宝书】网站：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下载增值服务———【红宝书】考研英语写作ＭＰ３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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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 考研英语写作真正万能的经典模式———“三段式” １

!!!!!!!!!!!!!!!!!!!!!

★ 考研英语写作各题型真相揭秘 ３
!!!!!!!!!!!!!!!!!!!!!!!!!!!!!

★ 历年考研英语写作命题的具体情况 ５
!!!!!!!!!!!!!!!!!!!!!!!!!!!

★ 考研英语写作考查要点及命题趋势 ６
!!!!!!!!!!!!!!!!!!!!!!!!!!!

第一章

 图画（或图表）作文
 图画图表作文的写作步骤与写作要点 ７

!!!!!!!!!!!!!!!!!

（１）绿色出行 （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８
!!!!!!!!!!!!!!!!!!!!!!!!!!!!

（２）缺电现象 （ｏｎＰｏｗｅｒＦａｉｌｕｒｅ） １０
!!!!!!!!!!!!!!!!!!!!!!!!!!!!

（３）突然而至的财富 （ＳｕｄｄｅｎＷｅａｌｔｈ） １１
!!!!!!!!!!!!!!!!!!!!!!!!!!

（４）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
!!!!!!!!!!!!!!!!

（５）爱心的呼唤 （ＣａｌｌｉｎｇｏｎＬｏｖｅ） １５
!!!!!!!!!!!!!!!!!!!!!!!!!!!!

（６）把握网络的尺度 （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７
!!!!!!!!!!!!!!!!!!

（７）有问题只管来 （ＪｕｓｔＣｏｍｅｔｏＵｓｉ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Ｈａ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 １８
!!!!!!!!!!!

（８）合审 （ＭａｋｉｎｇＡｄ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２０
!!!!!!!!!!!!!!!!!!!!!!!!!

（９）应试教育 （Ｔｅｓ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

（１０）市场与诚信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 ２４
!!!!!!!!!!!!!!!!!!!!!!!!

（１１）丢弃 （Ｔｈｒｏｗｉｎｇａｗａｙ） ２５
!!!!!!!!!!!!!!!!!!!!!!!!!!!!!!!

（１２）童心泯灭令 （ｔｈ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ｏＤｅｓｅｒｔＣｈｉｌｄｉｓｈｎｅｓｓ） ２７
!!!!!!!!!!!!!!!!!!!

（１３）母亲与儿子 （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Ｓｏｎ） ２９
!!!!!!!!!!!!!!!!!!!!!!!!!!!

（１４）白费力气 （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Ｖａｉｎ） ３０
!!!!!!!!!!!!!!!!!!!!!!!!!!!!!

（１５）低碳生活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Ｌｉｆｅ） ３２
!!!!!!!!!!!!!!!!!!!!!!!!!!!!

（１６）面试前的准备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３４
!!!!!!!!!!!!!!!!!!!!!

（１７）形式主义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３５
!!!!!!!!!!!!!!!!!!!!!!!!!!!!!!!

（１８）无题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３７
!!!!!!!!!!!!!!!!!!!!!!!!!!!!!!!!!

（１９）如此“补品”（ＳｕｃｈＴｏｎｉｃ） ３９
!!!!!!!!!!!!!!!!!!!!!!!!!!!!!

（２０）买私家车值吗？（ＤｏｅｓＩｔＰａｙｔｏＯｗｎａＰｒｉｖｔｅＣａｒ？） ４０
!!!!!!!!!!!!!!!!!!!

（２１）城市化的利弊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
!!!!!!!!!!!!!!

（２２）钉子 （Ｎａｉｌ） ４３
!!!!!!!!!!!!!!!!!!!!!!!!!!!!!!!!!!!

（２３）都是金牌惹的祸 （Ａｌ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ＧｏｌｄＭｅｄａｌ） ４５
!!!!!!!!!!!!!!!!!!!!!

（２４）如此“赢利”（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ｏｆＴｈｉｓＳｏｒｔ） ４７
!!!!!!!!!!!!!!!!!!!!!!

（２５）农民工与城市建设 （Ｒｕｒ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８
!!!!!!!!!!!!!!!

（２６）医者应该治愈病人 （Ｄｏ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ｒ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５０
!!!!!!!!!!!!!!!!!!

（２７）过于谨慎 （Ｏｖｅｒ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５２
!!!!!!!!!!!!!!!!!!!!!!!!!!!!

（２８）如此教育 （Ｓｕｃ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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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枪手”新项目 （“Ｍａｒｋｓｍａｎ”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 ５５
!!!!!!!!!!!!!!!!!!!!!!

（３０）“无烟工业”———旅游业 （“ｔｈｅＳｍｏｋｅ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ｕｒｉｓｍ） ５７
!!!!!!!!!!!!!

（３１）山寨文化 （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８
!!!!!!!!!!!!!!!!!!!!!!!

（３２）温泉 （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 ６０
!!!!!!!!!!!!!!!!!!!!!!!!!!!!!!!!

（３３）助学贷款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ｏａｎｓ） ６１
!!!!!!!!!!!!!!!!!!!!!!!!!!

（３４）人与环境 （Ｍａ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３
!!!!!!!!!!!!!!!!!!!!!!!!!!

（３５）大学生就业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ｏｂＨｕｎｔｉｎｇ） ６４
!!!!!!!!!!!!!!!!!!!!!

（３６）全民禁毒 （Ａｎｔｉｄｒｕ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６６
!!!!!!!!!!!!!!!!!!!!!!!!!!!

（３７）给城乡孩子一个公平起点 （ＧｉｖｅａＦａｉ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ｔｏ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６７
!!!!!!

（３８）廉洁奉公 （ＢｅＨｏｎｅｓｔ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ｎ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ｕｔｉｅｓ） ６９
!!!!!!!!!!!!

（３９）书籍的重要性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ｏｏｋｓ） ７１
!!!!!!!!!!!!!!!!!!!!!!!

（４０）欲望与得失 （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７２
!!!!!!!!!!!!!!!!!!!!!!!!

（４１）也有射中的时候 （ＡｌｓｏＷｈｅｎＩｔＳｈｏｔ） ７４
!!!!!!!!!!!!!!!!!!!!!!!!

（４２）“回炉”（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ｔｕｄｙａｇａｉｎｆｏｒａＪｏｂ） ７６
!!!!!!!!!!!!!!!!!!!

（４３）箭无虚发 （ＡｒｒｏｗＭａｄｅＮｏＦａｌｓｅ） ７８
!!!!!!!!!!!!!!!!!!!!!!!!!!

（４４）打假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Ｆａｋ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７９
!!!!!!!!!!!!!!!!!!!!!!!!!

（４５）正确择业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Ｃａｒｅｅｒ） ８１
!!!!!!!!!!!!!!!!!!!!!!!!

（４６）成功的关键因素（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 ８２
!!!!!!!!!!!!!!!!!!!!!!!

（４７）天在上面 （Ｈｅａ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 ８４
!!!!!!!!!!!!!!!!!!!!!!!!!!

（４８）为人师表 （ｔｏＢｅａＭｏｄｅｌ） ８６
!!!!!!!!!!!!!!!!!!!!!!!!!!!!!

（４９）迎难而上（ＴａｋｅｔｈｅＢｕｌｌｂｙｔｈｅＨｏｒｎｓ） ８７
!!!!!!!!!!!!!!!!!!!!!!!!

（５０）等着乘凉 （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ｈａｄｅ） ８９
!!!!!!!!!!!!!!!!!!!!!!!!!!!

（５１）另辟蹊径（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ａｙ） ９１
!!!!!!!!!!!!!!!!!!!!!!!!!!!!!!

（５２）发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９３
!!!!!!!!!!!!!!!!!!!!!!!!!!!!!!!!!

（５３）父母的爱纯洁吗？（Ｉ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ＬｏｖｅＰｕｒｅ？） ９４
!!!!!!!!!!!!!!!!!!!!!!

（５４）爱情投资 （Ｌｏ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９６
!!!!!!!!!!!!!!!!!!!!!!!!!!!!

（５５）请等一下 （ＰｌｅａｓｅＷａｉｔ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 ９８
!!!!!!!!!!!!!!!!!!!!!!!!

（５６）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ｋｅｓＬｉｆ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９９
!!!

（５７）长臂猴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０１
!!!!!!!!!!!!!!!!!!!!!!!!!!!!!!!!

（５８）温室效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２
!!!!!!!!!!!!!!!!!!!!!!!!!!!

（５９）过马路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ａｄ） １０４
!!!!!!!!!!!!!!!!!!!!!!!!!!!!

（６０）习惯 （Ｈａｂｉｔ） １０６
!!!!!!!!!!!!!!!!!!!!!!!!!!!!!!!!!!

（６１）医改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 １０７
!!!!!!!!!!!!!!!!!!!!!!!!

（６２）工作，还是考研？（ＷｏｒｋｏｒＴａｋ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ＭＳＤｅｇｒｅｅ？） １０９
!!!

（６３）中国城市私家车 （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ｉｇＣｉｔｉｅｓ） １１１
!!!!!!!!!!!!!!!!!!

（６４）大学生消费 （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１３
!!!!!!!!!!!!!!!!!!!

３７幅图画（或图表）题目自测精练 １１５
!!!!!!!!!!!!!!!!!!!!!

　★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 （范文） １２９
!!!!!!!!!!!!!!!!!!!!!!!!!!!!

（１）美国人口增长与其野生物种灭绝的关系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１２９

!!!!!!!!!!!!!!!!!!!!!!!!!!!

（２）捕鱼业的发展对海洋鱼类资源的影响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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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爱心 （ＬｏｖｉｎｇＣａｒｅ） １３０
!!!!!!!!!!!!!!!!!!!!!!!!!!!!!!!!

（４）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３０
!!!!!!!!!!!!!!

（５）温室花朵经不起风雨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ＷｉｎｄａｎｄＲａｉｎ） １３０
!!!!!!!!!!

（６）终点又是新起点 （ｔｈｅＥｎｄｉｓａ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１３１
!!!!!!!!!!!!!!!!!!!!

（７）对父母的赡养问题 （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 １３１
!!!!!!!!!!!!!!!

（８）关于偶像崇拜 （ｏｎＩｄｏｌＷｏｒｓｈｉｐ） １３２
!!!!!!!!!!!!!!!!!!!!!!!!!!!

（９）自信的重要性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１３２
!!!!!!!!!!!!!!!!!!!!!

（１０）合作／互助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３
!!!!!!!!!!!!!!!!!!!!!!!!!!!!!!

（１１）网络的“近”与“远”（ＣｌｏｓｅｏｒＤ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ｗａｒ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３３
!!!!!!!!!!!!!!!!!!!

（１２）文化“火锅”，既美味又健康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ｏｔｐｏｔ，ｂｏｔｈ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 １３４
!!!!!!!!!!

（１３）旅途之“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ｐ） １３４
!!!!!!!!!!!!!!!!!!!!!!!!!!!!

第二章

 话题作文
 话题作文的写作步骤与写作要点 １３５

!!!!!!!!!!!!!!!!!!!!

一、社会热点话题

（１）城市交通问题 （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３６
!!!!!!!!!!!!!!!!!!!!!!!!!

（２）住房问题 （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３７
!!!!!!!!!!!!!!!!!!!!!!!!!!!!

（３）就业与失业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１３８
!!!!!!!!!!!!!!!!!!!!!!

（４）诚信问题 （Ｈｏｎｅｓｔｙ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３９
!!!!!!!!!!!!!!!!!!!!!!!!

（５）电视广告 （ＴＶ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１４１
!!!!!!!!!!!!!!!!!!!!!!!!!!!!

（６）私人汽车 （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ａｒｓ） １４２
!!!!!!!!!!!!!!!!!!!!!!!!!!!!!!!

（７）环境污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１４３
!!!!!!!!!!!!!!!!!!!!!!!!!!

（８）养宠物 （ＫｅｅｐｉｎｇＰｅｔｓ） １４５
!!!!!!!!!!!!!!!!!!!!!!!!!!!!!!!

（９）西部大开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ｒｉｎｇＵｓ？） １４６
!!!!!!!!

（１０）能源危机 （ＥｎｅｒｇｙＣｒｉｓｅｓ） １４７
!!!!!!!!!!!!!!!!!!!!!!!!!!!!!!

（１１）假日旅游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ｎ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１４８
!!!!!!!!!!!!!!!!!!!!!!!!!!!

（１２）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 １５０
!!!!!!!!!!!!!!!!

（１３）投保 （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ｏｕ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５１
!!!!!!!!!!!!!!!!!!!!!!!!!!!

（１４）打折 （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５２
!!!!!!!!!!!!!!!!!!!!!!!!!!!!!!!!

（１５）安乐死 （ｏｎ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 １５３
!!!!!!!!!!!!!!!!!!!!!!!!!!!!!!

（１６）捐血（Ｄｏｎａ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１５４
!!!!!!!!!!!!!!!!!!!!!!!!!!!!!!!

（１７）代沟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ａｐ） １５５
!!!!!!!!!!!!!!!!!!!!!!!!!!!!!!!

（１８）彩票与运气 （ＬｏｔｔｅｒｙａｎｄＬｕｃｋ） １５７
!!!!!!!!!!!!!!!!!!!!!!!!!!!

（１９）城市绿化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 １５８
!!!!!!!!!!!!!!!!!!!!!!!!!!!

（２０）雷锋精神是否过时？（ＩｓＬｅｉＦｅ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ｕｔｏｆＳｔｙｌｅ？） １５９
!!!!!!!!!!!!!!!!!!!

（２１）占座 （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Ｓｅａｔ） １６０
!!!!!!!!!!!!!!!!!!!!!!!!!!!!!!!

（２２）是否应禁止燃放鞭炮？（ＳｈｏｕｌｄＦｉｒｅｃｒａｃｋｅｒｓｂｅＢａｎｎｅｄ？） １６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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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节食 （ｏｎＤｉｅｔ） １６３
!!!!!!!!!!!!!!!!!!!!!!!!!!!!!!!!!!

（２４）加塞 （Ｇｕｅｕｅｊｕｍｐｉｎｇ） １６４
!!!!!!!!!!!!!!!!!!!!!!!!!!!!!!!

（２５）假冒商品 （Ｆａｋ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１６５
!!!!!!!!!!!!!!!!!!!!!!!!!!!!

（２６）如何教育孩子 （Ｈｏｗ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１６６
!!!!!!!!!!!!!!!!!!!!!!!

（２７）外来工 （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６７
!!!!!!!!!!!!!!!!!!!!!!!!!!!!!!

（２８）整容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１６８
!!!!!!!!!!!!!!!!!!!!!!!!!!!!!!!

（２９）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上班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ｏｒｉｎａＳｍａｌｌＯｎｅ） １６９
!!!!!!!!!

（３０）不必担心艾滋病 （Ｄｏｎｔｂｅ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ＡＩＤＳ） １７０
!!!!!!!!!!!!!!!!!!!!!!!

（３１）能力、资历还是经验，哪一个重要？（ＷｈｉｃｈＯｎｅｉｓ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１７１

!!!!!!!!!!!!!!!!!!!!!!!!!!!!!!!!!!!

３６个社会热点话题自测精练 １７３
!!!!!!!!!!!!!!!!!!!!!!!

　★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 （范文） １７４
!!!!!!!!!!!!!!!!!!!!!!!!!!!!!

（１）跳槽之我见 （ＭｙＶｉｅｗｏｎＪｏｂ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７４
!!!!!!!!!!!!!!!!!!!!!!!!!

（２）快餐 （ＦａｓｔＦｏｏｄ） １７４
!!!!!!!!!!!!!!!!!!!!!!!!!!!!!!!!!

（３）住在哪———城市还是乡村？（ＷｈｅｒｅｔｏＬ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７４
!!!!!!!!!!!

（４）毒奶粉事件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ｏｆ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Ｍｉｌｋ） １７５
!!!!!!!!!!!!!!!!!!!!!!!

（５）关于信用卡 （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 １７５
!!!!!!!!!!!!!!!!!!!!!!!!!!!!

二、永恒话题

（１）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７６
!!!!!!!!!!!!!!!!!!!!!!!!!!!!!!!!!!!

（２）竞争与合作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７７
!!!!!!!!!!!!!!!!!!!!!!!

（３）创新精神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ｙＳｐｉｒｉｔ） １７８
!!!!!!!!!!!!!!!!!!!!!!!!!!!!!

（４）交友 （ＭａｋｉｎｇＦｒｉｅｎｄｓ） １８０
!!!!!!!!!!!!!!!!!!!!!!!!!!!!!!!

（５）机遇 （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８１
!!!!!!!!!!!!!!!!!!!!!!!!!!!!!!!

（６）兼职工作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Ｊｏｂｓ） １８２
!!!!!!!!!!!!!!!!!!!!!!!!!!!!!!

（７）时间与生命 （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ｉｆｅ） １８４
!!!!!!!!!!!!!!!!!!!!!!!!!!!!!

（８）自信的重要性 （Ｍｙ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１８５
!!!!!!!!!!!!!!!!

（９）熟能生巧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ｋｅｓＰｅｒｆｅｃｔ） １８６
!!!!!!!!!!!!!!!!!!!!!!!!!!!

（１０）活到老学到老 （ＩｔｉｓＮｅｖｅｒＴｏｏＯｌｄｔｏＬｅａｒｎ） １８７
!!!!!!!!!!!!!!!!!!!!!!

（１１）情爱与婚姻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１８９
!!!!!!!!!!!!!!!!!!!!!!!!!

（１２）钱是万能的吗？（ＩｓＭｏｎｅｙＡｌｌＰｕｒｐｏｓｅ？） １９０
!!!!!!!!!!!!!!!!!!!!!!!!

（１３）论诚实 （ｏｎＨｏｎｅｓｔｙ） １９１
!!!!!!!!!!!!!!!!!!!!!!!!!!!!!!!!

（１４）论纪律 （ｏ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１９２
!!!!!!!!!!!!!!!!!!!!!!!!!!!!!!!

（１５）守时 （ｏｎＰｕｎ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１９３
!!!!!!!!!!!!!!!!!!!!!!!!!!!!!!!

（１６）美的重要性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ｅａｕｔｙ） １９４
!!!!!!!!!!!!!!!!!!!!!!!!

（１７）良好的举止 （ＧｏｏｄＭａｎｎｅｒｓ） １９５
!!!!!!!!!!!!!!!!!!!!!!!!!!!!

２４个永恒话题自测精练 １９７
!!!!!!!!!!!!!!!!!!!!!!!!!!

　★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 （范文） １９８
!!!!!!!!!!!!!!!!!!!!!!!!!!!!!

（１）教育与成功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 １９８
!!!!!!!!!!!!!!!!!!!!!!!!!!

（２）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１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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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失败的价值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ａｉｌｕｒｅ） １９８
!!!!!!!!!!!!!!!!!!!!!!!!!!!

（４）男女是否平等了？（Ｗｈｅｔｈｅｒ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ａｒｅＥｑｕａｌ？） １９９
!!!!!!!!!!!!!!!!!!

三、科技话题

（１）克隆技术 （Ｃｌ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
!!!!!!!!!!!!!!!!!!!!!!!!!!!!

（２）计算机能代替人类吗？（Ｗｉｌ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Ｕｓ？） ２０１
!!!!!!!!!!!!!!!!!!!

（３）网上购物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
!!!!!!!!!!!!!!!!!!!!!!!!!!!!!

（４）电视教育的重要性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Ｖ） ２０４
!!!!!!!!!!!!!!!!!!

（５）网络经济的启示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ｂ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５
!!!!!!!!!!!!!!!!!!!!!!

（６）你如何看待因特网？（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０６
!!!!!!!!!!!!!!!!!!!

（７）如何阻止电脑病毒？（Ｈｏｗ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ｒｕｓ？） ２０８
!!!!!!!!!!!!!!!!!!!

（８）监控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２０９
!!!!!!!!!!!!!!!!!!!!!!!!!!!!!!

２１个科技话题自测精练 ２１１
!!!!!!!!!!!!!!!!!!!!!!!!!!

　★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 （范文） ２１２
!!!!!!!!!!!!!!!!!!!!!!!!!!!!!

（１）电信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ｒ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ｆｅ） ２１２
!!!!!!!

（２）网上求职的好处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Ｊｏｂ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１２
!!!!!!!!!!!!!!!

（３）太空是否值得探索？（Ｉｓ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Ｗｏ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２１３
!!!!!!!!!!!!!!!!!!

（４）科学技术的利与弊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３
!!!!!!!!!!!!!!

四、校园生活话题

（１）校园婚姻现象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ｎＣａｍｐｕｓ） ２１４
!!!!!!!!!!!!!!!!!!!!!!!!!!

（２）希望工程 （ｔｈｅＨｏｐ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１５
!!!!!!!!!!!!!!!!!!!!!!!!!!!!!

（３）出国留学 （ＳｔｕｄｙＡｂｒｏａｄ） ２１６
!!!!!!!!!!!!!!!!!!!!!!!!!!!!!!

（４）大学收费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２１８
!!!!!!!!!!!!!!!!!!!!!!!!!!!!!

（５）大学生同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１９
!!!!!!!!!!!!!!!!!!!!!!!

（６）家教 （Ｈｏｍｅ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２２０
!!!!!!!!!!!!!!!!!!!!!!!!!!!!!!!!

（７）性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 ２２２
!!!!!!!!!!!!!!!!!!!!!!!!!!!!!!

（８）如何看待人际交往？（ＨｏｗｔｏＶｉｅ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２２３
!!!!!!!!!!!!!!!!!!

（９）挫折是坏事情吗？（Ｉｓ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ａｄＴｈｉｎｇ？） ２２４
!!!!!!!!!!!!!!!!!!!!!

（１０）学位与能力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Ｏｎｅ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２５
!!!!!!!!!!!!!!!!!!!!

（１１）好学生的标准 （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ａＧｏｏｄ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２７
!!!!!!!!!!!!!!!!!!!!!

（１２）校园浪费现象 （ＷａｓｔｅｏｎＣａｍｐｕｓ） ２２８
!!!!!!!!!!!!!!!!!!!!!!!!!!

（１３）考试作弊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Ｅｘａｍｓ） ２２９
!!!!!!!!!!!!!!!!!!!!!!!!!!!!

２１个校园生活话题自测精练 ２３１
!!!!!!!!!!!!!!!!!!!!!!!

　★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 （范文） ２３１
!!!!!!!!!!!!!!!!!!!!!!!!!!!!!

（１）校园活动 （Ｃａｍｐ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３１
!!!!!!!!!!!!!!!!!!!!!!!!!!!!

（２）集体生活的利与弊 （ｔｈｅＰｒｏ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ｆ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Ｌｉｆｅ） ２３２
!!!!!!!!!!!!!!!!!!

（３）有必要参加培训课吗？（Ｉｓｉ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Ａｔｔｅ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 ２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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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２３３
!!!!!!!!

（５）大学生的兼职工作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ｔｉｍｅＪｏｂｓ） ２３３
!!!!!!!!!!!!!!!!!!!

第三章

☆ 考研应用文 ２３４
!!!!!!!!!!!!!!!!!!!!!!!!!!!!!!!!!

考研应用文预测

（１）私人信函之一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ｅｔｔｅｒⅠ） ２３５
!!!!!!!!!!!!!!!!!!!!!!!!!!!!

（２）私人信函之二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ｅｔｔｅｒⅡ） ２３６
!!!!!!!!!!!!!!!!!!!!!!!!!!!

（３）私人信函之三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ｅｔｔｅｒⅢ） ２３７
!!!!!!!!!!!!!!!!!!!!!!!!!!!

（４）求职信 （ＣｏｖｅｒＬｅｔｔｅｒ） ２３８
!!!!!!!!!!!!!!!!!!!!!!!!!!!!!!!!

（５）申请信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 ２３９
!!!!!!!!!!!!!!!!!!!!!!!!!!!!!

（６）感谢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Ｔｈａｎｋｓ） ２４０
!!!!!!!!!!!!!!!!!!!!!!!!!!!!!!

（７）投诉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２４２
!!!!!!!!!!!!!!!!!!!!!!!!!!!!

（８）推荐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４３
!!!!!!!!!!!!!!!!!!!!!!!!!!

（９）邀请信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 ２４４
!!!!!!!!!!!!!!!!!!!!!!!!!!!!!!

（１０）祝贺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５
!!!!!!!!!!!!!!!!!!!!!!!!!!!

（１１）致歉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Ａｐｏｌｏｇｙ） ２４６
!!!!!!!!!!!!!!!!!!!!!!!!!!!!!

（１２）确认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 ２４７
!!!!!!!!!!!!!!!!!!!!!!!!!!

（１３）辞职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Ｒｅｓｉｇｎ） ２４８
!!!!!!!!!!!!!!!!!!!!!!!!!!!!!!

（１４）劝告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Ｅｘ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
!!!!!!!!!!!!!!!!!!!!!!!!!!!

（１５）慰问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Ｃｏｍｆｏｒｔ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５１
!!!!!!!!!!!!!!!!!!!!!!!!!!

（１６）建议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５２
!!!!!!!!!!!!!!!!!!!!!!!!!!!!!

（１７）吊唁信 （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Ｃｏｎｄｏｌｅｎｃｅ） ２５３
!!!!!!!!!!!!!!!!!!!!!!!!!!!!

（１８）备忘录 （Ａｉｄｅｍéｍｏｉｒｅ） ２５４
!!!!!!!!!!!!!!!!!!!!!!!!!!!!!!!

（１９）文章摘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５
!!!!!!!!!!!!!!!!!!!!!!!!!!!!

（２０）报告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５６
!!!!!!!!!!!!!!!!!!!!!!!!!!!!!!!!!!

（２１）告示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５７
!!!!!!!!!!!!!!!!!!!!!!!!!!!!!!!!!!

（２２）通知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５７
!!!!!!!!!!!!!!!!!!!!!!!!!!!!!!!!!!

（２３）便条 （Ｎｏｔｅ） ２５８
!!!!!!!!!!!!!!!!!!!!!!!!!!!!!!!!!!!

（２４）请假条 （ＡｓｋｉｎｇｆｏｒＬｅａｖｅ） ２５９
!!!!!!!!!!!!!!!!!!!!!!!!!!!!!

（２５）欠条 （ＬｏａｎＮｏｔｅ） ２５９
!!!!!!!!!!!!!!!!!!!!!!!!!!!!!!!!!

（２６）收据 （Ｒｅｃｅｉｐｔ） ２６０
!!!!!!!!!!!!!!!!!!!!!!!!!!!!!!!!!!

（２７）公证书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Ｎｏ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６０
!!!!!!!!!!!!!!!!!!!!!!!!!!

（２８）委托书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２６１
!!!!!!!!!!!!!!!!!!!!!!!!!!

（２９）寻物启事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ｓｓ） ２６１
!!!!!!!!!!!!!!!!!!!!!!!

（３０）简历 （Ｒéｓｕｍé） ２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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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写作真正万能的经典模式———“三段式”

　　１．“三段式”———真正万能的经典模式

　　 在考研英语写作中，对于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词、句的运用和表达能力的考生来说，能否真
正抓住文章整体布局的规律，直接关系到写作的成败。

考研英语写作虽然没有固定不变的整体布局法则，但是，长期大量的写作实践无可辩驳地

证实了“三段式”结构是考研英语写作最简便、最有效、最易掌握的经典模式。

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三段式”，高度重视“三段式”，灵活运用“三段式”，那么，在考研写作

中，无论面对任何一种题型和题材的作文题目，我们都会做到头脑清晰、思路明确、下笔沉着、应

对自如。从而，彻底摆脱“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的被动局面，一举攻破写作难关，达到理想的写

作境地，获取写作高分。

２．什么是“三段式”

　　我们知道，任何一篇内容完整、统一的文章，必须由三个意义密切的部分组成：一、引出话题
部分；二、展开话题部分；三、结束话题部分。因此，对于考研英语写作短文我们都可以将其布局

为首段（第一自然段）、拓展段（通常为第二自然段或中间若干段）和结尾段三大部分，形成一个

“三段式”的框架结构，从而，在头脑中初步建立一个宏观的结构体系，这样十分有助于考生理

清写作思路，产生逻辑联想，达到快速构思和立意，进而归纳提纲，实施写作。实践证明，效果十

分显著。

首段是文章的开头，作为引导段提出论点、描述现象或现状等；拓展段则是进行论证、分析

产生现象或现状的原因等；结尾段提升论点、表明观点、提出意见或建议等。在考研英语写作

中，由于提示信息的形式有“主题句”、“写作提纲”、“规定情景”、“图表式”和“图画式”的不同，

还有一般性短文与应用性短文的差别等，因此，在上述不同类型的短文写作中，其“三段式”结

构中的首段、拓展段和结尾段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在具体的写作中，有些短文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各段偶尔也可以进行穿插与合并，但并不

影响“三段式”的总体格局。在此，应该提醒考生的是：虽然，考研英语写作“有法而无定法”，然

而，“三段式”写作法是最简便、最易掌握、最具有“实战性”的框架模式。为了帮助考生尽快理

解和掌握“三段式”写作法，本书将在重要话题及应用文预测部分全面运用并深入阐释“三段

式”写作法。

　★ 相关链接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任何一个意思完整的段落，必须由三部分意义密切相关的句子组成：主题句、扩展句和结
论句。主题句点出段落主旨；扩展句说明主题或为主题句提供论证；结论句总结、归纳或概括

主题句所点出的主旨。因此，任何一个意思完整的段落也可以用“三段式”结构去理解或布

局。“三段式”在考研写作中具有普遍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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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段式”写作法各段写作要点

段
首
主
题
句
式

首　段 按照第一段主题句的意思或引导写作

拓展段 按照第二段主题句的意思或引导写作

结尾段 按照第三段主题句的意思或引导写作

了解即可

写
作
提
纲
式

首　段
① 提出论点。　② 描述现象或现状。

③ 按照提纲对首段的要求描述或立论。

拓展段
① 进行论证。　② 分析产生现象或现状的原因。

③ 按照提纲要求进行论述或论证。

结尾段
① 提升论点。　② 发表议论、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③ 按照提纲要求提升结论。

备考基础

规
定
情
景
式

首　段 ① 根据情景提示信息提出论点。　② 说明现象或现状。

拓展段 ① 推出论据。　② 分析产生现象或现状的原因。

结尾段 ① 提升结论。　② 发表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意见和建议。

应用文备考重点

图
表
式

首　段
简要、准确地描述图表数据信息，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或趋势（如：上

升、下降、稳定、正比例关系、反比例关系等），得出结论，引出话题。

拓展段 根据图表数据信息，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论证结论。

结尾段 ① 提升结论。　② 发表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意见和建议。

备考次重点

图
画
式

首　段 ① 简要、准确地描述图画内容，引出话题。　② 揭示寓意、点明观点。

拓展段
① 阐释图画含义、寓义或引申义，展开论述。　② 分析产生现象或现
状的原因。　③ 根据图画提示信息展开论述或论证。

结尾段 ① 提升结论。　② 发表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意见和建议。

备考重点

注：　① 在考研英语写作中，按照提示信息的不同可将考研作文分类为：
段首主题句式；写作提纲式；规定情景式；图表式；图画式。

② 应用文正文部分各段的内容提要在后面应用文写作要点中详细论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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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写作各题型真相揭秘

　★考研英语写作各题型分析比对表

　　分析说明
　按
　提示
　信息分类

提示信息的

形式及特点
考查要点 写作步骤 评　论

在历年

考研出

现情况

段首主题句式

① 纯文字信息，
各段段首给

出主题句，一

般为三段。

② 文章的主题
思想和框架

结构已确定。

侧重对书面语言表达

能力的测试。

① 理解题意
要求。

② 按每段主
题句的意

思和引导

续写完成。

③ 修改润色。

　该题型为测试写作能力
的初级形式，重在对词、句

运用和表达能力的测试，忽

略了对审题能力和整体布

局能力的考查，不适合考研

写作。

在考研

中从未

出现过

写作提纲式

① 纯 文 字 信

息，给出题

目、起始句

和提纲。

② 文章的主题
思想和脉络

已经确定。

① 文章整体布局能力。
② 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① 理解题目
含义，明

确写作要

点。

② 细化提纲
内容。

③ 实施写作。
④ 修改润色。

　 提纲式作文是写作最为
重要的基础，是重中之重。

但不可能在今后的考研中

单独出现，只会附以别的形

式出现，要攻克考研写作，

必须首先攻克提纲式作文

的写法。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

规定情景式

① 纯 文 字 信

息，给出一

段文字材料

（英文或中

文）。

② 信息内容较
为确定。

① 审题能力（侧重对文
字材料的阅读理解、

综合分析）。

② 整体布局能力。
③ 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① 审题立意，
明确主题。

② 构思布局，
草拟提纲。

③ 实施写作，
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
最终定稿。

　 新大纲中明确指出，应
用文部分的考查，为考生提

供的信息是：规定情景式或

规定情景＋提纲。因此，对
应用文，除了要熟记其文体

格式外，一定要切实提高对

纯文字题目的审读能力，加

强正文部分的写作练习。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应用文

写作部

分

图表式

① 给出图表、数
据及相关文

字提示信息，

一般为统计

表、比率表、

图示与统计

数据相结合

的图表等，如

表 格，线 形

图、条形图、

饼 形 图 等。

题目中文字

的作用是帮

助考生理解

图表内容。

② 信息内容量
化确定。

① 审题能力（侧重对图
表数据的审读，通过

分析、比较、判断、推

理，发现图表中各种

数量关系的变化规

律及事物的发展趋

势，如：上升、下降、

平稳、正比例变化、

反比例变化等，从

而，得出结论，明确

主题）。

② 文章整体布局能力。
③ 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④ 用书面语言描述图
表的能力。

① 审题立意，
明确主题。

② 构思布局，
草拟提纲。

③ 实施写作，
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
最终定稿。

　 这是目前考研写作中较
为成熟的一种形式，有利于

测试考生的分析、判断、推

理能力和英语应用能力。

避免考试时套用以前背好

的范文的现象发生，但由于

对图表数据的分析偏重逻

辑思维能力的考查，因此，

在审题能力的考查上对理

科生更有利，故缺乏公平

性。在历年考研中，仅出现

了２次。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９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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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图画式

① 给出图画（照
片或漫画），

有时也附以

简短的文字

提 示 信 息。

题目中文字

的作用是帮

助考生理解

图画内容。

② 信息内容宽
泛，具有不

确定性。

① 审题能力（通过感知
图画信息，领会图画

含义、寓义，展开想

象和联想，发现图画

信息与现实事物之

间的内在联系，进行

判断、推理，从而提

升文 章 的 主 题 思

想）。

② 整体布局能力。
③ 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④ 用书面语言描述图
画的能力。

① 审题立意，
明确主题。

② 构思布局，
草拟提纲。

③ 实施写作，
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
最终定稿。

① 这是目前考研短文写作
题型中最成熟的一种形

式，有利于测试考生的

综合分析能力及英语应

用能力。避免考试时套

用以前背好的范文的现

象发生，在往届考研中

出现了 １３次，从 ２０００
年以后全部为图画式

作文。

② 题目容量大，考生发挥
思维能力以及展示语言

才能的空间较大，有利

于拉开考生档次，使综

合能力强的考生脱颖而

出，能够更好地达到测

试、选拔的目的。

③ 对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均能兼顾，

对文、理考生都有利，体

现了公平性原则。

④ 该题型的文章以议论为
主，同时能够涉及描述、

叙述和说明。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注：根据教育部新大纲对写作技能的四点要求以及写作评分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把写作能力要点概括为：

１．审题能力：通过对写作提示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正确理解、把握提示信息，审题深入全面，
抓住所有内容要点，立意正确，主题突出。

２．文章整体布局能力：合理组织文章结构，使其层次清晰，内容统一、连贯。（注：应用文＝文体格式＋正文布局）
３．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做到语法正确，句式有变化，用词恰当、多样，拼写、标点正确，书写工整（应用文包括“语域”选
用恰当贴切）。

　★ 通过上述图表分析比较，结论如下：
１．图画式作文、图表式作文特别是图画式作文考查的能力最为全面，在限制性作文里，考生发挥
思维能力、语言技能的空间最大，能较好地达到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测试及选拔的目的，是考

研题型的重点所在。

２．写作提纲式作文是图画式、图表式、规定情景式作文的重要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反复练习，
强化提高。因为，无论是图画式、图表式还是规定情景式作文都必须在审题立意后按照提纲

式作文来写作。换句话说：审题能力及描写图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图表的能力
獉獉獉獉獉

＋
獉
提纲式作文
獉獉獉獉獉

＝
獉
图画式作文
獉獉獉獉獉

、

图表式作文或规定情景式作文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３．在图画式作文、图表式作文和规定情景式作文中，要特别注意在审题立意方面多下工夫。应
用文部分则要加强对提示信息（规定情景式或规定情景＋提纲式）的审读立意能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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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写作命题的具体情况

　★写作Ａ节（小作文）历年情况列表
年份 提示信息 题　型 难度值 总分 考生平均得分

２００５ 规定情景 辞职信 ０．７５７ １０ ５．７５

２００６ 规定情景 申请信 ０．５２５ １０ ５．２５

２００７ 规定情景 建议信 ０．４９３ １０ ４．９３

２００８ 规定情景 道歉信（要求在道歉信中提出建议） ０．４６０ １０ ４．６１

２００９ 规定情景 建议信 ０．５０３ １０ ５．１０

２０１０ 规定情景 告　示 ０．５２０ １０ ５．２０

２０１１ 规定情景 推荐信 ０．５２１ １０ ５．２３

　★写作Ｂ节（大作文）１２年情况列表
年份 提示信息 主　题 难度值 总分 考生平均得分

１９９９ 图表＋文字提示 美国人口增长与其野生物种灭绝的关系 ０．４００ １５ ５．９６

２０００ 图　　画 捕鱼业的发展对海洋鱼类资源的影响 ０．５１０ １５ ７．６３

２００１ 图画＋文字提示 爱　心 ０．５５３ ２０ １１．１

２００２ 图画＋文字提示 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０．４８６ ２０ ９．３６

２００３ 图画＋文字提示 温室花朵经不起风雨 ０．４７８ ２０ ９．５６

２００４ 图画＋文字提示 终点又是新起点 ０．４８３ ２０ ９．６５

２００５ 图画＋文字提示 对父母的赡养问题 ０．５５４ ２０ １０．８８

２００６ 图画＋文字要求 关于偶像崇拜 ０．５０６ ２０ １０．１３

２００７ 图　　画 自信的重要性 ０．４０９ ２０ ８．１８

２００８ 图画＋文字提示 合作／互助 ０．５０９ ２０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９ 图画＋文字提示 网络的“近”与“远” ０．５０１ ２０ ９．８０

２０１０ 图画＋文字提示 文化“火锅”，既美味又营养 ０．４１０ ２０ ８．８０

２０１１ 图画＋文字提示 旅途之“余” ０．５５１ ２０ １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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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写作考查要点及命题趋势

一、考查要点：

（一）Ａ节（应用性短文）
１．审题能力：
① 正确理解、把握提示信息（规定情景及提纲），审读深入全面，抓住所有内容要点；
② 立意正确，主题突出。

２．整体布局能力：
① 文体格式正确（应用文重点考查部分）；
② 正文部分：合理组织正文结构，使其层次清晰，内容统一、连贯。

３．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① 做到语法正确，句式有变化，用词恰当、多样，“语域”选用恰当贴切，拼写、标点正确，书写工整；
② 允许使用提示信息中出现过的关键词，不允许使用提示信息中出现过的词组或句子；
③ 文章字数要求１００词左右（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考生在答题卡２上作答。

（二）Ｂ节（描述性、叙述性、说明性、议论性短文）
１．审题能力：
① 正确理解、把握提示信息（重点是文字图、表式信息），审题深入全面，抓住所有内容要点；
② 立意正确，主题突出。
２．整体布局能力：
　合理组织文章结构，使其层次清晰，内容统一、连贯。

３．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① 做到语法正确，句式有变化，用词恰当、多样，拼写、标点正确，书写工整；
② 文章字数要求１６０－２００词左右（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在答题卡２上作答。

二、命题趋势：

（一）Ａ节
１．题型：私人和公务信函、摘要、报告、备忘录等。
① 书信类在实际交际中广泛使用，最具有实用价值；摘要、报告、备忘录等亦会偶尔使用。
② 在各类型的应用文中，私人或公务信函发挥空间较大，有利于测试考生综合分析、英语应
用能力，从而更好地达到对考生测试、选拔的目的；

③ 提示信息为规定情景或规定情景＋提纲，这是教育部在新大纲里确定并在考试分析中提
示过的。

２．题材：社会热点话题或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常识性话题，不可能出偏题、怪题。
（二）Ｂ节
１．题型：图画式或图表式，特别是图画式。
① 图画式作文是目前考研短文写作题型中最成熟的一种形式，这种方式的命题有利于测试考生
的综合分析、逻辑论证、文章的组织布局和英语应用能力，此外，只允许考生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描述、分析、避免考试时套用试前背好的范文的现象发生。但必须掌握图表式作文的写法。

② 在限制性命题作文中，图画式题目容量较大，因此，考生发挥思考、想象、判断、推理以及
展示语言才能的空间亦较大，有利于拉开考生档次，使综合能力强的考生脱颖而出，能够达

到测试、选拔的目的。但必须掌握图表式作文的写法。

２．题材：社会热点话题或人文、科技类的常识性话题，不可能出偏题、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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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图画（或图表）作文

　　　 　 ☆ “图画（或图表）”作文的写作步骤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审题立意，明确主题；　② 构思布局，草拟提纲；
　③ 实施写作，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最终定稿。

　　　 　 ☆ “图画”作文“三段式”写作法各段写作要点

　　　　　　　　　首　段：
　　　　　　　　　① 简要、准确地描述图画内容，引出话题。
　　　　　　　　　② 揭示寓意、点明观点。

　　　　　　　　　拓展段：
　　　　　　　　　① 阐释图画含义、寓义或引申义，展开论述。
　　　　　　　　　② 分析产生现象或现状的原因。
　　　　　　　　　③ 根据图画提示信息展开论述或论证。

　　　　　　　　　结尾段：
　　　　　　　　　① 提升结论。
　　　　　　　　　② 发表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意见和建议。

　　　 　 ☆ “图表”作文“三段式”写作法各段写作要点

　　　　　　　　　首　段：
　　　　　　　　　简要、准确地描述图表数据信息，总结其发展变化
　　　　　　　　　的规律或趋势（如：上升、下降、稳定、正比例关系
　　　　　　　　　反比例关系等），得出结论，引出话题。

　　　　　　　　　拓展段：
　　　　　　　　　根据图表数据信息，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
　　　　　　　　　论证结论。

　　　　　　　　　结尾段：
　　　　　　　　　① 提升结论。
　　　　　　　　　② 发表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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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画作文　

三段式精彩演绎 １　绿色出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ｉｔ．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审题构思】
　　图画体现的就是一个动作，即一个人把小汽车倒进公共汽车里这一动作，那么通过这个形象的动作，画者想告
诉我们的就是平时尽量减少小汽车的出行，号召我们大家都来乘坐公共汽车。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近几年提倡的

“绿色出行”、“无车日”、“低碳环保”等这些口号。这样，我们也就清楚了文章的立足点，围绕着“绿色出行”来展开

就对了。行文时，首段肯定是描述图画，最重要的是展开段，我们可以就为什么需要“绿色出行”以及其好处来展开。

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加以强调就行了。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Ａｓｉ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ｍａｎｙｃａｒ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ｐｏｕｒｅｄｉｎｔｏ① ａｂｕ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ｆｕｎｎｅｌ② ｂｙａｍ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ｏｎ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ｄｓ“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③”．
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ａｔｒａｖｅｌｗａ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ｗｅａｌｌｋｎｏｗ，ｏｕｒｌｉｆｅｉ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ｕｔ，ｉｔａｌｓｏｃａｕｓｅｓｅｎｅｒ
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ｙ，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ａｒ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ｒｏａｄｓｃｏｎｇｅｓｔｅｄ④，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ｌｏ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ｒｗａ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ｂｒｉｎｇｆａｓｔ，

　　从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通
过漏斗把很多的小汽车灌进一辆公共汽

车里。下面一行字写道：“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指的就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出

行方式。

众所周知，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人类

带来了快捷和方便，但同时，汽车的发展

也引起了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更突出

的是，汽车数量的迅速增加使道路堵塞，

导致低效率，使汽车原本应带来的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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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ｎｙｂｉｇ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Ｈｏｗｄｏ
ｗｅｅｎｊｏｙ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ｃａｒｓ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ｅｖ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Ｗｅ
ｎｅｅｄｔｏ“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Ｗｅｔｒｙ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ｍｅｔｒｏ⑤，ｓｕｂｕｒ
ｂａ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ｂｕ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ｖｅ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ｓ
ｍｕｃｈ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ｍｐｔｙｓｅａｔｓ；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ｃａｎｂ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ｗｈｅｎ
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ｇｏｏｄ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ｅ
ｃａｎｔａｋｅａｗａｌｋ，ｃｙｃ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⑥，ｔｈｉｓ
ｉｓ“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ｈａｓｍａｎ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ｔｒａｖｅｌ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ａｒ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ａｉｒｐｏｌ
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ｌｐ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ｃｌｅａｒ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ａｄｄ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ａｗｏｒｄ，ｅａｃｈｏｆｕｓｉｎｏｕｒｌｉｖ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⑦ 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
Ｗｅｍｕｓｔ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⑧ ｉｔ．

舒适、高效无法实现。目前，很多大城市

都出现了交通拥堵这一现象。如何更多

地享受汽车带来的好处，避免汽车带来

的弊端？你我都需要“绿色出行”！大家

尽量乘坐地铁、城铁和公共汽车等公共

交通工具；尽量合乘车，减少空座率；自

驾车能够做到环保驾车、文明驾车；空气

质量良好和距离合适的情况下，采取步

行、骑自行车等交通方式，这就是“绿色

出行”。绿色出行有很多好处。一方面，

绿色出行可以改善交通状况，缓解交通

拥堵，从而使市民总体出行时间减少。

另一方面，绿色出行可以直接减少交通

费和油耗，降低城市运营成本，节约能

源。另外 ，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可以降低

城市空气污染，有助于创建干净健康的

生活环境。当然，市民还能增加更多的

锻炼身体的机会。

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

应做到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是目前最佳

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重视。

★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ｐｏｕｒｉｎｔｏ倒入，灌进
② ｆｕｎｎｅｌ　ｎ．漏斗；（轮船、火车头等的）烟囱
③ 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绿色出行
④ ｃｏｎｇｅｓｔｅｄ　ａｄｊ．拥塞的

⑤ ｍｅｔｒｏ　ｎ．地铁
⑥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运输；输送；运输工具
⑦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低碳
⑧ 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　重视；关注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ａｔｒａｖｅｌｗａ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本句话是对“绿色出行”的
简单释义，用到了ｒｅｆｅｒｔｏ这一短语。ｗｉｔｈ引导的是方式状语。

（２）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ｈａｓｍａｎ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这句话指出了绿色出行有很多好处。紧接着下文用了Ｏｎｔｈｅｏｎｅ
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以及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来具体阐述绿色出行的三个好处，行文结构明确清晰。

★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

典型的三段式结构。首段，描述图画信息，释义绿色出行；拓展段，具体论述为什么要绿色出行以及

绿色出行所带来的好处；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强调指出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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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语法精讲】　　ｂｅｃａｕｓｅ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的用法
二者的意思都为“由于，因为”。一般来说，ｂｅｃａｕｓｅ后面跟一个句子，是来回答 ｗｈｙ问题，或者解释原因的；而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后面直接跟一个名词、代词、动名词或者短语，它和后面的词或词组构成一个原因状语。例如：１．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ｉｓ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Ｉｃａｎｎｏｔｇｏｏｕｔ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ｎ，Ｉｃａｎｎｏｔｇｏｏｕｔ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３．Ａｓｗｅａｌｌｋｎｏｗ，ｏｕｒ
ｌｉｆｅｉ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本文句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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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精彩演绎 ２１　城市化的利弊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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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构思】
　　图画所描绘的是关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一个问题。许多地级城市或者小城市忽略当地的经济实力，而一味地
效仿发达城市，如同图中所描绘的某地级市一样，自我吹嘘，自我膨胀，期望自己能发展成国际大都市。由图画中代

表地级城市的人踮起脚跟这一动作，很明显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追求跳跃式发展，然而这无异于“拔苗助长”。城市化

建设是需要的，但是它也有利有弊，我们不能盲目地去发展。行文时，我们可以就城市化的利弊来展开论述。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ａｎｅｗｌ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ｌｏｇａｎ① ｏｆｃｉ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②，ｏ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ｙｉｓ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ｔｏ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③．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ｖｅｙｓａ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ａｔｈａｓｔｅｍａｋｅｓｗａｓｔ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ｉｎｆａｖｏｒ，ｗｈｉｌ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ｏｐｐｏｓｅｄ．Ｉｎ
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ｏｔｈ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ｈｅｌｐ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ｗｉｌｌｃｒｅａｔｅｍｏｒｅ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ｌｓｏｆｒｅｅａｇｒｅａ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ｔｈｕ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ｗｈｏｍｏｖｅｔｏ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ｙ
ａｌｓｏｂｒｉｎｇ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ｓ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④．Ｓｅｃｏ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ａｉｒａｒｅ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Ｗｈｅｎ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ｎｅｗｆａｃｔｏ
ｒｉｅｓａｒｅ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ｄｅｃａｙ⑤．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ｔｉｌ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从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兴
的现象：在城市规划这一蓝图的鼓舞下，

某地级城市正打算发展成国际大都市。

很明显，图画想传达的意思是，这是在

“拔苗助长”。

城市化已经被热议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些人赞成，但有的则表示反对。在我看

来，城市化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城市化

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它会为失业人

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城市化还可以把

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我国农

业机械化的梦想，并能改善迁移到市区里

的居民的生活标准。另一方面，城市化也

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第一，全国耕

地面积会因此减少。第二，有时候，农村

土地、河流和空气受到污染。当越来越多

的新工厂建立，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最后，继续种地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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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ｗｅｒ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ｇｏｔｏｂｉｇｃｉｔｉｅｓ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ａ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ｓｔａｙａｔｈｏｍｅ，ｂｕｔｂｅｇｉｎｔｏｄ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ｗｏｒｋ
ｉｎｌｏ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ｌｌｉｎａｌｌ，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ｎｇｓ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ｈ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ａｔ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ｕｒｅｏｆｉｓｔｈａｔｗｅｓｔｒｉｋｅ⑥ 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们中的一些会到大城市去追求更好的生

活。有的人会留在家里，有的会去做生意

或者在当地工厂工作。

总之，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大于它所

带来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

的变革，我们应该确保的是在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ｓｌｏｇａｎ　ｎ．口号
② ｃｉ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城市规划
③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ｎ．大都市

④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ｖ．收缩，缩短，变少
⑤ ｄｅｃａｙ　ｖ．衰败，衰退；腐烂
⑥ ｓｔｒｉｋｅ　ｖ．打击；敲打；达成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ｉｎｆａｖｏｒ，ｗｈｉｌ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ｏｐｐｏｓｅｄ．本句话ｗｈｉｌｅ一词表示对比，写出了人们的两个不
同观点，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

（２）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ｔｉｌ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ｅｗｅｒａｎｄｆｅｗｅｒ．本句话用到了ｗｈｏ引
导的限定性定语从句，也用到了比较级＋ａｎｄ＋比较级（越来越……）这一固定短语。

★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

典型的三段式结构。首段，描述图画信息，指出某些地级城市不顾经济实力贸然进行城市化发展；拓

展段，分别谈论城市化的利和弊；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即城市化的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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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语法精讲】　　比较级要注意的几种句式
１．ｔｈｅ＋比较级，ｔｈｅ＋比较级。此句型表示后者随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意为“越……就越……”，前者相当于一个
条件句，因此，要用一般现在时代替一般将来时。例如：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Ｉｋｎｏｗｈｉｍ，ｔｈｅｍｏｒｅＩｌｉｋｅｈｉｍ．我越了解他就越
喜欢他。

２．ｔｈｅ＋比较级＋ｏｆｔｈｅｔｗｏ。表示“两者中较……的那个人或物”时，在比较级前加定冠词ｔｈｅ。例如：Ｈｅｉｓｔｈｅｔａｌｌｅｒ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他是两人中较高的那个。

３．比较级＋ａｎｄ＋比较级。此句型表示“越来越……”，单音节形容词或副词用“－ｅｒ＋ａｎｄ＋－ｅｒ”，如本文中：Ｆｉ
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ｔｉｌ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ｅｗｅｒａｎｄｆｅｗｅｒ．最后，继续种地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
Ｉｔ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ｆｉｎｄａｊｏｂ．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４．ｎｏｔ＋比较级＋ｔｈａｎ／ｎｏ＋比较级＋ｔｈａｎ。比较级前加ｎｏｔ，表示前者不如后者，与ｎｏｔａｓ．．．ａｓ相当；比较级
前加ｎｏ是对两者的否定，意为“和……一样不……”，与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或“ａｓ＋相反意义的形容词或副词 ＋ａｓ”
相当。例如：① Ｈｅｉｓｎｏｔｔ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ｍｅ．他不如我高。② Ｈｅｉｓｎｏｔ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ｍｅ．他同我一样不高（即一样矮）。

三段式精彩演绎 ２２　“钉子”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ｉ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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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精彩演绎 ４２　“回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ｉｔ．

“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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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构思】
　　图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走出学校大门后径直走向了一所技校继续学习。画中的“大学白读了”
令人深思。由画中的“渔业基础”和“渔业技巧”可知，这就是大学和技校所教授知识的不同。近年来，面对不断增

加的就业压力，大学生主动上技校“回炉再造”的现象已不是个别现象，因此，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当然，因“回

炉”而否定高等教育的合理性是片面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足以让我们反思和警觉。行文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

能对大学教育全盘否定，大学教育只是在对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际技能的传授上做得不够，其重理论、轻

实践的教育模式需要纠正，依此展开论述就可以了。最后提出解决的办法，发表自己的观点。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Ｉｎｔｈｉｓｃａｒｔｏｏｎ，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ｊｕ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ｃｈｏｓｅｔｏ
ｓｔｕｄｙ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ｊｏｂ．Ｈｅ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ｈｉ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ｕｓｅｌｅｓｓ．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ｌｓｏ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ｔａｕ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①，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ａｕｇｈｔｉ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ｏ
ｃｉｅｔ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ｒａｄｕ
ａｔｅｓｆｉｎｄｉｔ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ｇｅｔａ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② ｊｏｂ，ａｎｄ
ｗｏ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ｍｃａｎｔｆｉｎｄｊｏｂ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Ｂｕｔ
ｗｈｙｄｏｅｓｔｈａｔ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③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ｆｅｒｅｄｂ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ｒｅｓｏｏｕｔｄ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ｈａｒｄ
ｆｏｒｔｈｏｓ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ｂｏｏ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ｏｒｅａｌｊｏｂ

　　在这幅图画中，一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
毕业生没有选择马上去就业，而是选择到技

校继续学习，嘴里说着：“大学白读了”。图

画中还这样透露：大学教授给学生们的是渔

业基础，而技校所教授的则是钓鱼技巧。

掌握实际技能远远比只掌握理论知识

更能适应社会需求。如今，大学毕业生找到

一份有价值的工作越来越难了，最糟糕的

是，大多数毕业生都找不到和他们所学专业

相关的工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

因可能如下：首先，学生在大学所学到的知

识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由于

大学课程知识陈旧，学生们将他们的书本知

识转换为实际工作技能就很难了。另一方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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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ｌｌｓ．Ｆｏ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ｎｔｂｅｅｎｔａｕｇｈｔｈｏｗｔｏｃｏｍ
ｂｉｎ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ｔａｌｅｎｔｔｏ
ｄａｙ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ｆｏｒｅ．Ｍｏｒ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ｓｕｓｅｌ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ｕｃ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ｅ
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ｏｒｋｅｒｆｒａｎｋ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ｈｏｂｂ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ｏＢａｃｋｔ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ｎｏｔａｎｅｇａｔｉｏｎ④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ｉｔｉｓ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ｒｕｓ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ａｎｄｂｅａｌｅｒｔ．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ｅａｃｈｇｏｏｄ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ｌ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ｗｏｒｋｈａｒｄｂｙ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面，学校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其次，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同以

前了，更多的是需要有动手能力的实用型人

才。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大学是白读了。

大学教育是面对大多数人的教育，接受这种

教育的人既可以成长为一名理论研究者，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能力，坦然地

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

大学生回炉读技校这一现象并不是

对大学教育的否定，但这足以让我们反思

和警醒。我认为，大学不仅要把基础理论

知识很好地传授给学生，更应该重视实际

操作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学生自身

应该努力。

★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ｎ．渔业，水产业
②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ａｄｊ．有益的，有报酬的，值得的

③ 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满足……的要求
④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ｎ．否定，反对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ｔａｕ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ｎｄｗｈａｔ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ａｕｇｈｔｉ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这句话点明了大学和技校所教授给学生们的知识的不同，
大学重在理论知识，而技校重在实际技巧。

（２）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ｕｃ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ｅ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ｏｒｋｅｒ
ｆｒａｎｋ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ｈｏｂｂ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这句话点明了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成长为不同的两类人，一是理论研究者，二是普通劳动者。

（３）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ｅａｃｈｇｏｏｄ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发表自己的观点，指出大学应该理论知识和实际动手能力一并重视。

★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

典型的三段式结构。首段，描述图画信息，点明图画的论述现象是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拓展段，

具体论述造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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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语法精讲】　　名词性从句之主语从句
在句子中起名词作用的句子叫名词性从句。名词性从句的功能相当于名词词组，它在复合句中可能担任主

语、宾语（包括介词宾语）、表语、同位语等，根据它在句中不同的语法功能，名词从句可分为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

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引导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包括连词如 ｔｈａ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ｆ，ａｓｉｆ／ａｓｔｈｏｕｇｈ等；连接代词如
ｗｈａｔ，ｗｈｏ，ｗｈｏｍ，ｗｈｏｓｅ，ｗｈｉｃｈ等；连接副词如ｗｈｅｎ，ｗｈｅｒｅ，ｈｏｗ，ｗｈｙ等。

本文出现的句子：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ｈａｖ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本句涉及到的语法是名词性ｗｈ从句，该句是 ｗｈａｔ引导的主语从句，充当主语成分，即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ｈａｖ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这个名词性从句充当了这个句子的主语部分。另外，名词性ｗｈ－从
句还可以引导宾语从句和表语从句，例如：１．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ｇｏｎｅｘｔ．（ｋｎｏｗ的宾语部分由
ｗｈｅｒｅ引导的从句充当）。２．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Ｓｅｃｏｎ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ｗｉ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ｈｙ引导
表语从句ｗｈ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并且在从句中充当原因状语。）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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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幅图画（或图表）题目自测精练

请在下列图画（或图表）题目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并按照提示信息的要求，紧扣主题，运用

“三段式”结构布局，理清思路，明确首段、拓展段和结尾段的写作内容，然后进行写作。

（注：其中前１３幅为考研英语真题作文）

（１９９９年真题） （后附范文）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５０ｗｏｒｄｓ．
Ｂ．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ｍｕｓｔｂ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Ｃ．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ｖｅｒｔｈｒｅｅｐｏｉｎｔｓ：
１）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ｔｓ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３）ｙｏｕ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ＵＰ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００年真题） （后附范文）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５０ｗｏｒｄｓ．
Ｂ．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ｍｕｓｔｂ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Ｃ．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ｌｏｗ：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２）Ｄ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３）Ｓｕｇｇｅｓ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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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近”与“远”

（２０１０年真题） （后附范文）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ｒａｗｉｎｇ．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ｔ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２０ｐｏｉｎｔｓ）

文化“火锅”，既美味又营养

（２０１１年真题） （后附范文）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ｒａｗｉｎｇ．Ｉｎ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ｂｒｉｅｆｌｙ，（２）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ｔ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３）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２０ｐｏｉｎｔｓ）

旅途之“余”

·０２１·

红宝书·考研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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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测精练参考答案（范文）

（１）１９９９年考研真题作文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Ｕ．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美国人口增长与其野生物种灭绝的关系）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ａｐｈｓ，ｗｅｃａｎｄｒａｗ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Ｕ．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ｐ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１９９０ｉｓ２５０ｔ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ｏｆ１８００．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ｂｏｕｔ７０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ｖａｎｉｓｈ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ｈｅ
ｐａｓｔ２０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ｓｈａｄ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ｔｓ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ｐｏｓｅａ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ｉｔｓ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ａｒｅｉｓｎｏｔｇｉ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ａ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ｒｉｖ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ｔｏ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ｎｅ
ｈ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ｖａｓｔｗｉｌｄａｒｅａｓｔｏｍｅ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ｓｈｅｌｔｅｒｔｈｅｍ
ｓｅｌｖｅｓ．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ｆａｒｍｓ，ｅｖｅｎｇｏｌｆ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ｌｌｔａｋｅｕｐｌ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ｅｓｔ
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ｒｉｖｅｒｓ，ｅｔｃ．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ｆｏｒｃｅｄｍａｎｙ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ａｄａｐｔｔｏ．Ｆｏｒ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ｏｎ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ｂ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ｓｔｒｏ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ｓｔｏｐ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ｘｔｉｎｃｔ．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ｉ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ｏｕ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ｉ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ｔｕｐｍｏ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ｆｏｒ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ｅ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ｏ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ｈｅ
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表的内容得出结论，引出话题；拓展段，展开论述；结尾段，发表自己的

观点，提出建议。

（２）２０００年考研真题作文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捕鱼业的发展对海洋鱼类资源的影响）

　　Ｊｕｄ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ｓｈａｒｐ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ｏｎ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ａｎｄｏｎｌｙｏ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ｏａｔｉｎ１９００；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１９９５ｍａｎ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ｏａ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ｆｉｓｈ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ｆｉｓｈｉｎ
ｓｉｇｈｔ．

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ｓｔｏｓｈｏｗｕｓｔｈａｔｄｕ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ｏ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ｗｉｎｇｔｏ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ｔｉｓ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ａｃｅ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ｆｗｅｄｏｎｔ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ｙ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ｏｕ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ｓｕｆｆｅｒ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ｕｓｔｏｔａｋｅｄｒａｓ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ｏｕｒ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ａｗ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ｏ
ｐ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ｖｅｒｙｖｉｔａｌｔｏｕｓ．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ｗ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ｕｒ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ｓｏ，Ｉｂｅ
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ｗ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ｃａｎ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ａｎｄｗ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ｂｒｉｇｈｔｆｕｔｕｒｅ．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引出话题；拓展段，解释图画内涵；结尾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与措施。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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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０１年考研真题作文
ＬｏｖｉｎｇＣａｒｅ（爱心 ）

　　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ｗｏｒｔｈ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ｌｏｖｅ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ｓｔ．Ｉｔｉｓｏｆ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Ｌｏｖｅ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Ｂｕｔ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ｅｓ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ｎｅｅｄｓｌｏｖｅ，ｂｕｔａｌｓｏ
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ｌｏｖｅ．Ａｓ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ｌｏｖｅｉｓａｌａｍｐ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ｒｉｇｈｔｅｒｉｎｄａｒｋ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ｉｓｉｓｉｎ
ｄｅｅｄ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ｆｅｅｌ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ｎｅ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ｄａｒｋ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ｎｅｅｄｍｏｒｅｌｉｇｈｔｔｈ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
ｐｌｅ．Ｍａｙｂｅｅｖｅｎａｄｉｍｌｉｇｈｔｃａｎｇｉｖｅｔｈｅｍｍｕｃｈｈｏｐｅｆｏｒａｂｅｔｔｅｒ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ａｙｂｅｊｕｓｔａｔｈｒｅａｄｏｆｌｉｇｈｔ
ｗｉｌｌ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ｍ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ｓｓｔａｒｖｉｎｇｔｏｄｅａｔｈ，ｊｕｓ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ｍｙｏｕｍａｙｓａｖｅｈｉｓｌｉｆｅ．Ｏｒ
ｗｈｅｎａ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ｉｎａｐｏｏｒ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ｄｒｏｐｓ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ｊｕｓｔａｓｍａｌｌｓｕｍｏｆｍｏｎｅｙｆｒｏｍｙｏｕ
ｍａ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ｅｒｔｏｆｉｎｉｓｈｈ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ｈｅｒｌｉｆｅ．Ｙｏｕ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ｌｏｖ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ｉｋｅａｌａｍｐｉｎａｄａｒｋ
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ｌｉｇｈｔｉｓｍｏｓｔ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ｓｕｍｕｐ，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ｏｆｆｅｒｏｕｒｈｅｌｐｔｏａｌｌ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ｎｅｅｄ．Ｗｅｅｘｐｅｃｔｔｏｇｅｔｌｏｖｅ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ｗｅ
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ｌｏｖｅ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Ｗｈｅｎｙｏｕｓｅｅ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ｒｉｎ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ｎｅｅｄｏｆｈｅｌｐ，ｄｏｎｔ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ｔｏ
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ｌｏｖｅｔｏｈｉｍ．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ｂ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ａｎｄｏｕ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ｉｌｌｂｅａ
ｂｅ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ｕｓｔｏｌｉｖｅｉｎ．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解释图画内涵，提出论点，引出话题；拓展段，举例说明；结尾段，总结并提升

观点。

（４）２００２年考研真题作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ｄｅｐｉｃｔｓａｌｏｖｅｌ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ｉｒｌｄ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ｔｕｍｅｗｉｔｈａｓｗｅｅｔｓｍｉｌｅｏｎ
ｈｅｒｆａｃｅ．Ｓｈｅｗｅａｒ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ａｄｗｅａ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ｕｒｏｐｅｎｄｏ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
ｎｏ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ｖｉｓｉ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ｋｉｎｇｉｔｇ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ｍａｋｅａｆｕｓ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ｏｅｓｉｎｔｅｎｓｉ
ｆｉ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ｏｕｒｍｕｔ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ｕｒｏｗ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ｕｓｅｆｕｌｔｈ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ｅｎａｂｌｅｕｓｔｏｍａｋｅ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ｎｙｗａｙｓ．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ａｈａｐｐｙ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ａｗａｉｔｉｎｇｕｓｉｆｗｅｍａｋｅｅｖｅｒｙ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阐释图片的隐含意义；结尾段，总结并提升观点。

（５）２００３年考研真题作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ＷｉｎｄａｎｄＲａｉｎ

（温室花朵经不起风雨）

　　Ａｓ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ｏｗｅｒｈ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ｔｅｗｈｅｎｐｕ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ｂｌｏｏｍ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ｎｅｘｐｏｓ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ｏ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ｍ，
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ｑｕｉｃｋｌｙｗｉｔｈｅｒｓ．Ｗｅｃａｎｓａｆｅｌｙ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ｃａｎ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
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ｍ．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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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ｓｔｒｕｅｗｉｔｈｏｕ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ｄｏ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ｎｅｅｄ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ｏｒｇｒａｎｄｐａｒ
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ｅ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ｈａｐｐ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ｐｉｒｉｔｅｄ．Ｂｕ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ｌｅａｖｅｈｏｍｅ，ｔｈｅｙｂｅｃｏｍｅ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Ｆａｃｉｎｇｈａｒｓｈ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ｐｅｅｒ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ｆｒｏｍ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ｂｅａｔａｌｏｓｓ，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ｏｒｅｖｅｎ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ｇｅ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ｅｓ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ｙａｃ
ｑｕｉｒ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ｌｏ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ｕｒｎｓｏｕｔｔｏｂｅａ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ｉｋ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ｅ，ｂ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ｗａｙｓｏｆ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ｔｏ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ｍｏｒｅ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ｆｗ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ｌｏｖｅｏｕ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ｅａｃｈｔｈｅｍ
ｈｏｗｔｏｌｏｖｅ，ｏｕｒｌｏｖｅｗｉｌｌｂｅｐａｓｓｅｄｄｏｗｎｆｒｏ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ｆｗ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ｏｌ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ｅｍｔｏｓｏｌ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ｕｒ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ｏｕｒｌｉｆｅｍｏ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得出结论———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雨；拓展段，展开论述；结

尾段，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６）２００４年考研真题作文
ＴｈｅＥｎｄｉｓａ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终点又是新起点）

　　Ｗｉ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ｏ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ｉｆｅ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ａｎ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ｎｅ
ｆｉｎｉｓｈｌｉｎｅｏｆ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ｊｕｓ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ｎｅ．Ｔｈｉｓｉｓｍｏｓｔｖｉｖｉｄｌ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ｇｉｖｅ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ｙｏｕｎｇｒｕｎｎｅｒ，ｓｗｅａｔｉｎｇａｌｌｏｖｅｒ，ｉｓｂｒｅａ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ｐ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ｅ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ｆｉｎｉｓｈｌｉｎｅ，ｂｕｔａｓｍａｒｋ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ａｃｅ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ｆｉｎｉｓｈｌｉｎｅ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ｒａｃｅ．Ｉｔ
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ｕｎｎｅ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ｅｍｂａｒｋｏ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ｏｎｇｒｕｎ．

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ｏｔｈｏｕ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ｕ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ｒｅｘ
ａｍｐｌｅ，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ｈａｖ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ａｂｏｕｔ
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ｗｈａｔ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ｉｎ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ｕｔｎｏｏｎｅｃａｎｄｅｎ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ｔｉｌｌ
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ｔｏｇｏｂｅｆｏｒｅ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ｏｎ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ｗｈａｔｗｅｈａｖｅ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ｏｄａｙｃａｎｏｎｌｙｓｅｒｖｅ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ｏｎｇ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ｓａｍｅ
ｉｓｔｒｕｅｏｆｕ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ｅｘａｍｓ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ｌｌｂ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ｔｉ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ａｈａｐｐｙｅｎｄｏｒａｆｉｎｉｓｈ
ｌｉｎｅ．Ｂｕｔｃａｎａｎｙｏｎｅｄｅｎ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ｈａｒｄｗｏｒｋ？

Ｉｎａｗｏｒｄ，ｌｉｆｅｉｓａｊｕｓｔｃｙｃｌｅｏｆｓｔａｒ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ｉｓｈ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ｃａｌｍ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ｌｙ．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提出论点；拓展段，结合国家和个人实际展开论述；结尾段，总

结提升论点。

（７）２００５年考研真题作文
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

（对父母的赡养问题）

　　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ｖｉｖｉｄｌｙｄｅｐｉｃｔｓｔｈｅｓａ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ｆｏｕ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ｓｔｓｏｎ
ｋｉｃｋｓ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ｌｌ”—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ｗｈｏｉｓｏｌｄａｎｄｈｕｄｄｌｅｓｕｐｉｎｔｏａｂ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ｇｕａｒ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ｉｒ
ｇｏａｌ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ｌｙ．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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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ａｓａｒｃａｓｔｉｃｗａｙ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ｓｉｌｌ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ｇ
ｉｎｇａｎｄａｇ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Ａｆｔｅｒ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ａｎｙｐａｒｅｎｔｓｇｒｏｗｗｅａｋ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ｐｏ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ｇｏｏｄ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ｍａｎｙ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ｕｒｎｔｏｂｅｓｏ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ｅａｇｅｒｌｙｔｒｙ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ｓａｈｅａｖｙｌｏａｄ．

Ｉｔｉｓｈｉｇｈ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ｄ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ｐｕｔａｎｅｎｄ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ｈｅａｒｔｅｎ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Ｂｙ
ｋｉ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ｌｌ，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ｓｅｔａｂａ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ｆｉｎａｌｌ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ｏｕｒｖａｌｕ
ａｂ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ｓｆｒ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ｏ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ｏｎｃｅｔｈｅｈｏｒｒｉｂｌ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ｇａｍｅ”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ｇｒｉｅｆ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ｆａ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ｓｐａｒｅｎｏ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ｗｅｋｅｅｐｏｕ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分析图画，揭示寓意；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

（８）２００６年考研真题作文
ＯｎＩｄｏｌＷｏｒｓｈｉｐ
（关于偶像崇拜）

　　Ａｓｔｈｅｔｗ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ｔｒａｙｅｄ，ｔｗｏ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ｆａｎ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ｓｔａｒ：ｏｎｅ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ｍｅＢｅｃｋｈａｍｏｎｈｉｓ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ｓ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ｒｂｅｒｔｏｃｕｔｈｉｓｈａｉｒｉｎＢｅｃｋｈａｍｓｓｔｙｌｅ，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ｔ
ｗｉｌｌｃｏｓｔｈｉｍ３００ｙｕ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ｆａｍｏｕｓ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ｐｌａｙｅｒｓ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ｌｏｏｋａｎｄｄａｚｚｌ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ｍａｋｅｈｉｓ
ｆａｎｓｃｒａｚｙａｂｏｕｔｈｉｍ．

Ｉｔ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ｈａ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ｌｏｔｏｆ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ｒｌｏｖｅａｎｄ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ｏｐ
ｓｔａｒｓ．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ｔｒｙｔｈｅｉｒｂｅｓｔ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ｐｈｏｔｏｓ，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ｍ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ｓｕｐ
ｐｏｒｔｔｈｅｍ，ｊｕｓｔａｓｔｈｅｙｄｉ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Ｖｃｏｎｔｅｓｔ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Ｇｉｒｌｓｉｎ２００５．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ｔｏｓｐｅｎｄ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ａ
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ｌｅｔａｌｏｎｅｌａｒｇｅｓｕｍｓｏｆｍｏｎｅ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ｒｅｍａｉｎｆｉｒｍ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ｒ
ｐｕｒｓｕｉｔ．Ｔｏｔｈｅｍ，ｌｉｆｅ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ｉｆｔｈｅｉｒｓｔａｒｓｋｅｅｐｓｈｉｎｉｎｇ．

Ａｓｆｏｒｍｅ，Ｉ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ｓｏ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ｏｒ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ｗｈｅｎＩｓｈｏｗｍ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ｆｏｒａｓｔａｒ．Ｉｗ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ｕｐ
ｔｏｈｉｍａｓａ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ｗｈｏｍＩｃａｎｄｒａｗ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ｉｖｅｆｏｒｍｙｏｗ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
ｃｈｅｅｒｆｏｒｈｉｍｗｈｅｎ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ｇｒｅａｔｔｈｉｎｇ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ａｙｆｏｒｈｉｍｗｈｅｎｈｅ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ｆｏｒＩ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ｓｔｏｂｅｖａｌｕｅｄ，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ｓｔｏｕｇｈａｎｄｉｓｔｏｂｅｈｏｎｏｒｅｄ．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分析图画，揭示寓意；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

（９）２００７年考研真题作文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自信的重要性 ）

Ｗｈａｔ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ｗｏ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ａ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ｉｓｒｅａｄｙｔｏｓｈｏｏｔｔｈ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ｔｏｔｈｅｇｏａｌ．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ｎｅｉｓｔｈｅｇｏａｌｋｅｅｐｅｒ．Ｈｅｉｓ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
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ｏ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ｆｒｏｍｂｅｉｎｇｋｉｃｋ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ｏａｌ．

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ｗｅｃａｎｅａｓｉｌｙｄｅｄｕｃ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ｅｒｉ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ａｌｋｅｅｐｅｒｉｓｔｏｏｂｉｇ，ｓｏｔｈａｔｈｅｃａｎｔｓｈｏｏ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ｏ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ｇｏａｌｋｅｅｐｅｒ—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ａｌｉｓｔｏｏｂｉｇ，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ｒｃｏｕｌｄｓｈｏｏ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ｅａｓｉｌ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ｇｏａｌ．Ｂｏｔｈｐｌａｙｅｒｓｌａｃｋ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ｓｆａｒａｓＩａｍ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ｈａ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ｕ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Ｉ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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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ｓｍ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ｉｄｔｏｍｅ．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ｉｓ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Ｉｆｙｏｕｈａｖｅａｄｒｅａｍ，ｗ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
ｔｏｄｏｉｓｔｏｍａｋｅｉｔｃｏｍｅｔｒｕｅ．ＳｏＩ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ｆａｉｌ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Ｉｗｉｌｌ
ｋｅｅｐ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ｈａｒｄｔｏｗｉｎｎｅｘｔｙｅａｒ．Ａｌｓｏ，Ｉｗｉｌｌｓｔｅｅｒｍｙ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ｈｏｐｅ，ｌｅａｖｉｎｇｆｅａｒｂｅｈｉｎｄ．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分析图画，揭示寓意；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

（１０）２００８年考研真题作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合作／互助）

Ａｓｉｓｓｕｂｔｌｙ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ｗｏ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ｅｄ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ａ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ｔｒｉｄｅｓ，ｌｅａｖ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ｃｒｕｔｃｈｅ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ｏ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ｉｎｇ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ａ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ｏｎ
ｔｈｅｉｒ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ｅ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ｆｉｒｍ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Ｔｈｅｃａ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ｃ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ｅｇｓ．

Ｉｔｉ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ｉｓｔａｉｍｓａｔｒｅｍｉｎｄｉｎｇｕ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
Ｈａｒｄｌｙｃａｎａｎｙｏｎ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ｈｉｓｃａｒｅ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ｓ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ｌｉｎｅｓｏｆｗｏｒｋｇｒｏｗ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ｆｉｅｒｃｅ，ｗｅｍｕｓｔｄｅｆｅａｔｏｕｒｒｉｖａ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Ｔａｋｅ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ｓｔａｒＹａｏＭ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ｅｃａｎｓｌａｍｔｈｅｄｕｎｋｓｍａｒｔ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ｌｌｈｉｓｔｅａｍｍａｔｅｓ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ｔｏｈｉ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１ｌｕｎａｒ
ｐｒｏｂ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ｊｏｉ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ｆｗｅ
ｗｏｒｋ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ｗｅ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ｆｒａｉｌｍｉｎｄ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ｍａｙｄｒａｗ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ｉｎｅｖｅｒｙ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ｏｕｒｇｏａｌ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ｔｏｔｒａｉｎｏｕｒｋｉｄ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ｒｂｇｏｅｓ，ｕｎｉｔｙ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分析图画，揭示寓意；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

（１１）２００９年考研真题作文
ＣｌｏｓｅｏｒＤ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ｗａｒ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网络的“近”与“远”）

　　Ａｓ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ｅａｔｅｄｃｌｏｓｅ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ｓｕｒｆ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ｈａｖｉｎｇａｓｍａｌｌ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ｔｓｅｅｍｓｌｉｋｅａｈｕｇｅｓｐｉｄｅｒｗｅｂ．
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ｅａｒｏｒｆｏｒ”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ｏｗｕ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ｄｒａｗｉｎｇｕｓｎ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ｓａｐａｒｔ．

Ｊｕｓｔａｓｅｖｅｒｙｃｏｉｎｈａｓ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ｃｏｎｖｅ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ｄｒａｗｉｎｇｉ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ｈａｓｉｔｓ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ｇｒｅａｔｕ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ｎｄｏｕｂｔｌｙｍａｋｅｓｉｔ
ｍｕｃｈｅａｓｉｅｒ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ｄａｉｌｙｗｏｒｋ，ｇｅｔｉｎｔｏｕｃｈｗｉｔｈ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ｒｅｌａｘｂｙｐｌａｙ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ｊｕｓ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ｄｏ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ａｎｄｐａｙｌｅｓ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ｉｎｇｓａｒｏｕｎｄ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ｏｏｍｕｃｈ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ａｌｓｏｔ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ｈｅｉｒ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ｆｅ．

Ｉｎ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ｕｓ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ｗａｙ，ｎｏｔｏｖｅｒｕｓｅ．Ｔｈｅ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ｗｈｅｎｗｅａ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ｆｕｌ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
ｃａｎｗ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ａ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内容；拓展段，分析图画，揭示寓意；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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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１０年考研真题作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ｏｔｐｏｔ，ｂｏｔｈ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

（文化“火锅”，既美味又营养）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ａｂｉｇｈｏｔｐｏ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ｐｉｃｅｓ，ｂｕｔａ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ｏｐｅｒａ，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ｏｎ．
Ｌｉｎｅｏｆｔｅｘｔ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ｏｔｐｏｔ’，ｂｏｔｈ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ｅｔｅｌｌｉｎｇ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ｏｆ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ｊｕｓ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ｄｒｅｗａｎａｎａ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ｏｔｐｏ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ｄ
ｅｄ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ｈｏｗ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ａｓ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ｉｄ，ｂｏｔｈ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ｎｏｂｏｒｄｅｒ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ｏ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ｎｌ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ｃａｎ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ｈｅａｌｔｈｉｌｙ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ｏｏｄ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ｓｔ
ｅｎｔｌｙｒｅｆｕｓ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ｏｔｂｌｉｎｄｌ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ｈｒａｓｅ“Ｔａｋ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ｄｉｓｃａｒｄｔｈｅｄｒｅｇｓ”ｓａｙｓｉｓｔｈｉｓｔｒｕｔｈ．Ｏｎｌｙｔｈｉｓｃａｎｗ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ｎｏｔ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ａｗｏｒｄ，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ｏｔｈ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ａｎｅｗｌｅｖｅｌ．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并点题；拓展段，着重展开论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结尾段，

表明自己的观点。

（１３）２０１１年考研真题作文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ｐ
（旅途之“余”）

Ａｓｉｓｓｕｂｔｌｙ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ｔｗｏ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ｏｎａｓｍａｌｌｂｏａｔｗｈｉｌｅｄｉｓｃ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ｐｉｃｎｉｃｋｉｎｇｌｅｆｔｏｖｅｒｓｃａｓｕａｌｌ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ｋｅ．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ｌａｋｅ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ｌｉｔｔｅｒｅｄａｎｄｔｅａｍｅｄ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ｉｎｇｒｕｂｂｉｓｈｓｕｃｈａ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ｆｉｓｈｂｏｎｅｓ，ｂａｎａｎａｓｋｉｎ，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ｒｉｎｄ，ｂｏｔｔ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ａｉｍｓｔｏａｌａｒｍｕｓ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ｔｏ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ｏｔ
ｓｏ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ｙｍａｙ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ｉｔｉｓａｂｉｇｄｅａｌｔｏｔｈｒｏｗｒｕｂｂｉｓｈ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Ｆｏｒａｎ
ｏｔｈｅｒ，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ｅｎｄｔｏａｔｔａｃｈ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ｓ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ａ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ｕｔｏｎｔｈｅａｇｅｎｄａ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ｎ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ｅｓｏｎ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ｏｆｕ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ｉｓｓｕｅｄ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ｒａｐ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ｍｕｓｔｂ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ｏｓｐｒｅａｄ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ｔｐｅｏｐｌｅｆｕ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ｄｅｓｔｒｏｙ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ｆ
ｆｏｒｔｓｃａｎｗｅｓｏｏｎｅｍｂｒａｃｅａ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ｗｏｒｌｄ．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首段，描述图画，提出问题；拓展段，就随便丢弃垃圾破坏环境这一行为进行论述；

结尾段，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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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话题作文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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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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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话题———提纲式”作文是写作最为重要的基础，是重中之重。但不可能在今后的考研中单独
出现，只会附以图画等别的形式出现，但是，要掌握考研写作，必须首先攻克“话题———提纲式”作文

的写法。“图画（图表）”作文＝描写图画（图表）＋“话题———提纲式”作文

　　　 　 ☆ “话题———提纲式”作文的写作步骤

　　　　　　　　　① 理解题目含义，明确写作要点；
　　　　　　　　　② 细化提纲内容；
　　　　　　　　　③ 实施写作，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最终定稿。

　　　 　 ☆ “话题———提纲式”作文“三段式”写作法各段写作要点

　　　　　　　　　首　段：
　　　　　　　　　① 提出论点。
　　　　　　　　　② 描述现象或现状。
　　　　　　　　　③ 或按照提纲对首段的要求描述或立论。

　　　　　　　　　拓展段：
　　　　　　　　　① 进行论证。
　　　　　　　　　② 分析产生现象或现状的原因。
　　　　　　　　　③ 或按照提纲要求进行论述或论证。

　　　　　　　　　结尾段：
　　　　　　　　　① 提升论点。
　　　　　　　　　② 发表议论、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③ 或按照提纲要求提升结论。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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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热点话题

三段式精彩演绎 １　城市交通问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ｌｏｗ：
（１）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２）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ｉｔ．（３）Ｙｏｕ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理解题目含义，明确写作要点】
　　根据题目要求，阐明城市交通的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列出提纲：
（１）现状：不能适应城市发展。（２）原因：私家车增多；人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交通执法部门未能正确引导。（３）建议：市
政建设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以及市民也要提高认识、遵守交通规则。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① 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ｔｏｔｈｅ
ｖｉｅｗｏｆ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ｏｔｈｅ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ｔｂｅａｄａｐｔｅｄ② ｔｏ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ｍｕｃｈｈａ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ｗｉｔｈ③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ｓｅｒｉｏｕｓ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④ ｃａｒｓｉｓ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ｔｂｕｔｐｒｉｍａｒｙ⑤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ｆａｉｌｔｏ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⑥ ｔｈｅｔｒａｆ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ｓ，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ｂａｌｕｓｔｒａｄｅｓ⑦，
ｆａｉｌｉｎｇｔｏｐａｓｓ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ｅｓ．Ｌａｓｔｂｕｔ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ｍａｙｎｏｔｇｉｖｅ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⑧ 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ｌｅｆｔ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ａｙｉｎｇａｆｉｎｅ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ｄｏ
ａｓｕｓ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ｍａｙｓａｆｅｌｙｓａｙ
ｔｈａｔ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ｌｌ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ｗｈｅｎｍｕｎｉｃｉ
ｐ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ｉｒ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ｕｌｆｉｌｌｓ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ｂｕ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ａｇｏｏ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ｂｉｄｅｂｙｔｈｅｍ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关于城市交通问题的看法至今没
有形成一致意见。一些人声称情况令

人满意，然而，有些人却认为城市交通

不能适应城市发展。我个人认为交通

问题需要大力改进才能跟上城市高速

发展的步伐。

引起严重交通问题的原因如下：首

先，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明显而主要

的原因就是日益增多的私人汽车；另

外，仍然有一些人未能遵守交通规则，

比如：闯红灯、翻越护栏、不走人行天

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法

部门或许未能给出有利引导，一些人总

认为，只要交了罚款，他们依旧可以我

行我素。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只要一

方面市政建设部门完善它们的职能，尽

职尽责；另一方面，市民很好地理解交

通规则并能自觉遵守它，那么，我们的

城市交通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

★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ｎ．（意见等）一致，一致同意
② ａｄａｐｔ　ｖ．（使）适应，（使）适合；改编
③ 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　并驾齐驱
④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ｄｊ．个人的，私人的；秘密的

⑤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ｄｊ．主要的；基本的；最初的
⑥ 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　服从，遵从
⑦ ｂａｌｕｓｔｒａｄｅ　ｎ．（阳台的）栏杆，扶手
⑧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ｄｊ．有益的，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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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一语道破当前人们对城市交通问题的看法不能苟同。接下来作者从三个不
同角度阐述了人们对该问题的不同认识。句式变化灵活，使人耳目一新。

（２）Ｌａｓｔｂｕｔ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此句指出交通问题症结在于缺乏执法部门的有利引导。从而，给有些
人留下一种错觉：只要交了罚款，他们就可以一走了之，依旧我行我素。用词贴切，笔锋犀利。

（３）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作者用一分词作状语，给出了彻底解决交通问题的建议，从而使整体文章达到
总—分—总这一模式。

★ 范文结构规律点评

典型的三段式结构。首段，简述对“城市交通问题”的不同看法，引出话题；拓展段，从多个角度分析

产生交通问题的原因；结尾段，提升结论，给出建议和应采取的措施。

三段式精彩演绎 ２　住房问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ｌｏｗ：
（１）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２）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ｉｔｓｐｒｉｃｅｓｏａｒｉｎｇ．（３）Ｙｏｕｒｉｄｅａｓ．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１６０－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理解题目含义，明确写作要点】
　　本题目要写一篇“住房问题”的作文，根据题目的三点要求，我们可以这样构思：（１）现状：住房价格超出了一般居民的
支付能力，人们抱怨房屋的高消费。（２）引起价格上升的原因：房地产商大肆炒作；人们通过房贷超前消费的观念在很大程
度上刺激了地产业的竞争，从而房价居高不下，一直上升。（３）我的观点：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且宏观调控。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
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ｌｉｍｉｔ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ｔｈａｔｉ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①，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ｙｃｌａｉｍｔｈａｔ，ｉｎｓｐｉｔｅ
ｏｆｈｉｇｈ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② 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ｉｔ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③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ｗ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ｓｓｏ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ａｂｏｕｔ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ｂｅｇｉｎｗｉｔｈ，ｉｔ
ｉ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ｄｕｅｔｏ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④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ｉｎ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ｇｒｅａｔｌ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ｎｏｗ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ｒｅ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ｐｒ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ｙｃａｎｌｏａｎ⑤ ｆｒｏｍｂａｎｋｓｔｏ
ａｆｆｏｒｄｈｏｕｓ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ｔｏｐａｙｂａｃｋ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⑥ ｅｓｔａｔ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ｉｅｒ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ｏ
ｓｏｍ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ｈｏｕｓｅｓ．

Ｆｒｏｍｗ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ｂｏｖｅ，Ｉ，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ｍｏ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ｐｌａｃｅｈｉｇ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⑦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ａ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ｆｏｒｉｔ．Ｏｎｌｙｂｙｄｏｉｎｇｔｈｉｓｃａｎ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ｅ

　　面对住房问题，大多数人认为由于他
们收入有限，该问题似乎超出了他们考虑

的范围；但是，有些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他们声称尽管住房存在高消费问题，但也

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究竟是什么引发 如此多的人对住

房问题 的抱怨呢？原因如下：首先，主要

是由于房地产公司大肆炒作地产造成的；

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超前

消费，他们通过银行贷款来负担住房，并

在随后逐步还清。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

上刺激了地产业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房

价居高不下。

综上所述，我同大多数人一致认为，

住房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

且，政府也应该积极对之实行宏观调控。

只有这样，住房问题才能得到缓解，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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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个社会热点话题自测精练

请在下列话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并按照提示信息的要求，紧扣主题，运用“三段式”结构布

局，理清思路，明确首段、拓展段和结尾段的写作内容，然后进行写作。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ｒｉｔｅｓｏｍ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ｐｉｃｓ．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ｌｏｗ：

（１）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２）Ｉｔ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ｉｔ．（３）Ｙｏｕｒ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１６０ 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１）跳槽之我见 （ＭｙＶｉｅｗｏｎＪｏｂｈｏｐｐｉｎｇ） （后附范文）
!!!!!!!!!!!!!!!!!!

（２）快餐 （ＦａｓｔＦｏｏｄ） （后附范文）
!!!!!!!!!!!!!!!!!!!!!!!!!!!

（３）住在哪———城市还是乡村？（ＷｈｅｒｅｔｏＬ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后附范文）
!!!

（４）毒奶粉事件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ｏｆ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Ｍｉｌｋ） （后附范文）
!!!!!!!!!!!!!!!

（５）关于信用卡 （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 （后附范文）
!!!!!!!!!!!!!!!!!!!!!!

（６）跨世纪人才的素质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ｓ）
（７）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 （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８）食物浪费 （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ｅ）
（９）一次性筷子的使用 （Ｏｎ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
（１０）塑料袋带来的环境问题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Ｂａｇｓ）
（１１）消费者权益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ｉｇｈｔｓ）
（１２）残疾人的工作保障 （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Ｗｏｒｋ）
（１３）谈农民收入的变化 （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
（１４）人口问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１５）以人为本政策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ｉｃｙ）
（１６）恐怖活动之我见 （ＭｙＶｉｅｗ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７）死刑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１８）青少年的犯罪问题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１９）“豆腐渣”工程 （Ｊｅｒｒｙｂｕｉｌ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学术诚信问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ｏｎｅｓｔｙ）
（２１）“圆梦工程”（ｔｈｅＨｏｐ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２）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 （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ａｌａｒｙｉｎ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Ｆｉｅｌｄ）
（２３）全力构建节约型社会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ｒｉｆ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４）创建和谐社会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５）因特网与经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６）增产节约，旧物利用与废物再生 （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ｕｓｅ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ｅ）
（２７）自然资源将耗尽的警示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８）超级女生现象 （Ｓｕｐｅｒｇｉｒ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２９）电脑犯罪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ｒｉｍｅ）　（３２）盗版 （Ｐｉｒａｃｙ）　　 　　 （３５）网婚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３０）网恋 （ＯｎｌｉｎｅＬｏｖｅＡｆｆａｉｒ）　 　（３３）三角债 （ＣｈａｉｎＤｅｂｔｓ）　 （３６）微博客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３１）博客 （Ｂｌｏｇ）　　　　　　　　　（３４）关于日本核泄漏 （Ａｂｏｕ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Ｌｅａｋａｇｅ）

·３７１·

三段式 精解 社会热点话题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第三章 　

考研应用文

　　　　　　　☆ 考研应用文写作步骤

　　　　　　　　　　　① 审题立意，明确主题；
　　　　　　　　　　　② 构思布局，草拟提纲；
　　　　　　　　　　　③ 实施写作，初步成文；
　　　　　　　　　　　④ 修改润色，最终定稿。

　　　　　　　☆ 考研应用文写作要点及大纲要求

　　　　　　　　　　　① 正确理解、把握提示信息（规定情景及提纲），
　　　　　　　　　　　　审读深入全面，抓住所有内容要点；
　　　　　　　　　　　② 立意正确、主题突出；
　　　　　　　　　　　③ 文体格式正确（应用文重点考查部分）；
　　　　　　　　　　　④ 正文部分：合理组织正文结构，使其层次清晰，
　　　　　　　　　　　　内容统一、连贯；
　　　　　　　　　　　⑤ 做到语法正确，句式有变化，用词恰当、多样，
　　　　　　　　　　　　“语域”选用恰当贴切，拼写、标点正确，书写工整；
　　　　　　　　　　　⑥ 允许使用提示信息中出现过的关键词，
　　　　　　　　　　　　不允许使用提示信息中出现过的词组或句子；
　　　　　　　　　　　⑦ 文章字数要求１００词左右（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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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应用文预测

三段式精彩演绎 １　私人信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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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ｙｏｕｓｅｎｄｓｏ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ＸｉａｏＷａｎｇａｆｅｗｄａｙｓａｇｏ，ｂｕ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ｈｉｓｌｅｔ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ｐｌｙ．Ｗｒｉｔｅ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ｈｉｍｔｏｍａｋｅａ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Ｙｏｕｒ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ｃｌｕｄｅ：
（１）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２）Ｓｔａｔｉｎｇｙｏｕｒｒｅａｓｏｎｓ．（３）Ｙｏｕｒｓｉｎｃｅｒｅｈｏｐｅ．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ａｂｏｕｔ１００ｗｏｒｄｓ．Ｄｏｎｏｔｓｉｇｎｙｏｕｒｏｗｎｎａｍ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Ｕｓｅ“Ｌｉ

Ｍｉｎｇ”ｉｎｓｔｅａｄ．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ｎｅｅｄｔｏｗｒｉｔｅｔｈｅａｄｄｒｅｓｓ．

★ 经典范文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ｅｔｔｅｒⅠ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２０１１
ＤｅａｒＸｉａｏＷａｎｇ，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ｆｅｗｄａｙｓｓｉｎｃｅＩｌａｓｔｗｒｏｔｅｙｏｕａｎｄｓｅｎｔｙｏｕｓｏ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ｎｏｔｈｅａｒｄ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ｙｏｕｂｙｎｏｗ．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ｙｏｕ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ｍａｋ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ａｔｙｏｕｄｉｄ，ｉｎｆａｃ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ｍｙｌｅｔ
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ｓ．

Ｉａｍ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ｍａｉｌｅｄ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ｙｏｕｒｌｅｔｔｉｎｇｍｅｋｎｏｗｉｆｙｏｕｈａｖｅｒｅ
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ｍ．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ｙｏｕａｒｅｖｅｒｙｂｕｓｙｗｉｔｈ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ｆｅｗｄａｙｓａｇｏ
Ｉｗ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ｓｏ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ｙｏｕ，ａｎｄＩｈｏｐｅ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ｍａｙｂｅａｇｏｏｄｈｅｌｐｆｏｒｙｏｕｒ
ｃｏｍ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ｆｙｏｕ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ｐｌｅａｓｅｔｅｌｌｍｅｉｎｔｉｍｅ．

Ｉｗｉｓｈｙｏｕｇｏｏｄｌｕｃｋａｎｄｐａｓ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ａｍ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ｈ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ｙｏｕ．
Ｙｏｕｒｓｔｒｕｌｙ，
ＬｉＭｉｎｇ

★ 范文译文 私人信函之一

亲爱的小王：

自从上一次我给你写信并且寄给你一些参考书后，一直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我想我应该写一封信以

确认你是否收到那些书。

我很关心你是否收到那些书，如果你收到并告知我的话，那我将非常高兴。我想你最近一定忙着紧

张的复习，准备考试，很多天前我去了书店并精心为你挑选了那些参考书，我希望那些书对你有一些帮

助。如果你还需要什么的话请及时告诉我，我将非常乐意帮助你。

最后，祝你好运并顺利通过考试，我期盼着你的回信。

您真诚的

李　明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日

★ 写作要点

这是一封非正式的私人书信，主要是朋友之间用于交流感情的书信。这类书信由于是熟人之间相互

交流的信件，因此语言比较接近于口语化，使人们读信时感到亲切自然。首段，点明了写信的原因；拓展

段，展开交流；结尾段，表达了祝愿与期望。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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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译文 寻物启事

本人不慎于昨天上午在阅览室遗失《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一本，拾到者请送交外语系办公

室，或用电话通知失主亲自去取，不胜感谢。

失主　李明
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失主地址：学生８舍５０１室
电话号码：５３９２００１１

精彩演绎 ３０　简　历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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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ｙｏｕａｒｅ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ｔＳｈａａｎ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ｒｉｔｅａｒéｓｕｍéｔｏｓｈｏｗｙｏ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 经典范文 Ｒéｓｕｍé

Ｎａｍｅ：ＬｉＭｉｎｇ
Ｄａｔ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５，１９７８
Ｐｌａｃ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ｏ．１１９Ｃｈａｎｇ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Ｙａｎ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８５３９××××
Ｅｍａｉｌ：ＬｉＭｉｎｇ＠ｃｕ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Ｋ，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ａｔ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ａｔ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７５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ｔ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ＮｅｗＨｏｐ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ＲＥ，ＴＯＥＦＬａｎｄＣＥＴ４－６

★ 范文译文 简　　历

姓 名：李明

出生日期：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５日
籍 贯：中国广州

通讯地址：５１００３０广州市雁塔区长安街１１９号
电 话：８５３９××××
Ｅｍａｉｌ：ＬｉＭｉｎｇ＠ｃｕ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教育背景：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翻译与英国文化硕士学位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就读于广州大学，获得翻译与英语教育学士学位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就读于广州市第７５中学

工作经验：２００４至今工作于广州大学，教授高级英语及翻译课程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任职于新希望语言培训中心，辅导ＧＲＥ、ＴＯＥＦＬ、ＣＥＴ４— ６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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