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0年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

初一年级组写作指导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加入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中来！提起英文写作，你怕吗？不言

而喻，很多人都会说“怕”，但是大家能点开我们的网站，学习我们的指导材料，并摩拳擦掌准备征文，便说

明你们是敢于挑战自我，勇敢进步的写作小能手！

其实，英文写作就是用你学过的单词和句型写几句意思连贯的对话或短文。只要单词记得准，句型掌

握熟练，语法知识比较扎实，平时比较注意各类基本文体的写作训练，你完全可以写出质量较好的英语作

文。

大家在看到作文题目后，便会了解到我们初一年级组的题目为看图写话，此类写作主要考查同学们

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语言组织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那么，如何做好这一类的英文写作呢？

【技巧点拨】

1. 认真审题，明确要求。
审题是写好文章的关键，如同盖房子一样，动工之前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划，就会没有目标和方向。认

真审题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和基础，是写作得高分的重要一步。审题要把握好三个方面，即：体裁、人称和时

态。

2. 观察图片，注意细节。
审题后，我们要认真并按照顺序观察所给图片，根据图片内容确定好题材与体裁：确定图片内容是描

写人物还是描绘景色，是简单说理还是详细叙事。另外还要注意图片所示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并适当发

挥想象力，在脑海里勾勒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

3. 初稿成文，善用技巧。
一般来说，看图写话不需要写标题，不过如果题目明确要求写标题的话，就一定要写，否则也会扣分。

接下来我们要根据图片内容列出提纲，写出初稿，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淤套用句型。尽量使用自己较为熟悉的单词或短语，尽量套用已学句型；
于迂回表达，灵活作答。在写作时，有时会遇到一些词句不会表达，这时可用同义词（句）或反义词

（句）来表达；

盂句意通顺，合乎语法。英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和汉语区别很大，写句子时应特别注意要符合英语习
惯。

4. 做好复查，查漏补缺。
完成初稿后，再以做改错题的眼光去“挑剔”自己文章中的毛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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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对照题目和图片要求，检查所有要点和图片信息是否已经全部包括进去；
于检查文体格式是否规范正确，词语使用是否合适，有无语法或用词上的错误；
盂复查单词拼写、字母大小写等有无错误等。
5. 认真书写，注意标点。
在专用作文纸上写作时，要注意书写的格式与拼写的正确。另外，要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注意英汉标

点符号在用法上的差异。书写时要尽量写得美观端正，卷面一定要整洁干净，给评卷人留下较好的印象。

【文题看板】请观察下面的图片（假设你是一个 boy），以 A picture of my family为题，写一篇作文，不
得少于 60词。

【写作指导】1. 通过审题，我们得知本篇作文要求描写一下图片中家庭成员所做的事情，且要求以一
个男孩的身份去写；

2. 通过观察所给图片，发现图片中有 4个人物，分别为爸爸，妈妈，妹妹和自己（boy），他们分别做着
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此篇文章需要用现在进行时态来描写；

3. 根据人物的不同行为动作确定所要使用的短语，例如：read a newspaper, do the dishes, watch TV, do
homework等；

4. 用现在进行时态组织好短语和句型，使用好介词和连词，并理顺各中心句的逻辑关系，使文章简
练、文理通顺。

【范文展示】

A picture of my family
Look at the lovely picture. It i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What are we doing now? The man is my father. He is
reading a newspaper. The woman in the kitchen is my mother. She is doing the dishes. The girl is my sister.
She is watching TV—her favourite cartoon. And I蒺m the boy. I蒺m doing my homework. We all enjoy ourselves.

同学们，你们对看图写话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吗？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坚持不

懈的训练，就一定能收获令你满意的果实。

看过我们的指导材料后，你是否已经拥有了参加“2020年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的“金
钥匙”了呢？掌握了方法，再经过刻苦的训练，相信你一定能取得成功！请同学们既有百倍的信心，又本着

“重在参与”的原则，正确对待本次活动。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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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

初二年级组写作指导

同学们，浏览过初二年级组作文题目后，可以看出题目要求是写一篇提示性作文，相信大家对此类题

目并不陌生。提示性作文要求根据所给情景或提示，用正确、恰当的语言，写一篇应用文、说明文或记叙

文，下面就具体谈谈这类作文的写法。

提示性作文写作技巧：

1. 认真审题，明确要求。在写作之前，花几分钟时间，弄清题目、提示的内容、格式、时间、体裁等，以免
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审题应包括：（1）仔细阅读写作要求和提示，在重点词下划线，以引起重视和注意；
（2）确定体裁、格式和人物；（3）确定表达的时间主线、时态及其相关搭配用法。

2. 写作一定要切题，抓住要点。题目要求的内容应写进去，以保证内容的完整。对于与要求无关的内
容切忌任意发挥，画蛇添足。

3. 写作必须注意格式，尤其是应用文。比如中英信件、日记、通知在格式上就有较大的不同。平常应多
读、多记、多练相关练习以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4. 注意语法正确、用词得当、语言地道。在写不同的题材和体裁时，所用的句式、时态、语言特征及用
词均不同。写作时要从多角度考虑以上各个方面。

5. 切忌用汉译英的方式进行写作。在写信时，考生不要把题目中的汉语提示直接译成英语，要尽量用
简练、地道的英语来写。

6. 尽量使用最熟悉的词句，少用复合句和长句，多用简单句、短句和主动句。
7. 检查时应着重以下内容：（1）动词的时态和语态；（2）单词拼写；（3）冠词、介词用法；（4）语序；（5）名

词的数与主谓一致；（6）标点符号、格式、词数等。
了解了上面的写作技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例题吧！

【写作例题】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它们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清晰地

记录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请你根据下面的

要点提示，以“My favourite festival”为题，写一篇英语短文，描述一下你最喜欢的节日。
要点提示：

1. What蒺s your favourite festival?
2. When is the festival?
3. What do you do during the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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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要求：

1. 紧扣主题，语句通顺，内容完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思想、情感、态度积极向上；
2. 字迹清楚、整洁；
3.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4. 词数：80词左右。
【思路分析】

1. 从题目形式看，这是一篇提示性作文，从所给材料看，这是一篇说明文，所以通篇时态要用一般现
在时态，要求围绕所提问题进行适当发挥。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很多，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考生可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节日进行描述。

2. 写作时可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节日，如春节。然后再介绍春节的时间以及人们是如何过
春节的。描述春节时，可按总寅分寅总的步骤进行写作，即先总说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然后再介绍春
节的时间、人们如何准备、除夕怎么过、人们的庆祝方式等，最后再点明春节在海外华人中也很流行等。

【写作提纲】

开篇点题：

There are many ... I like ... best.
描述节日：

淤 总说：The Spring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
于 分说：It often comes in ... Before it comes ... On the eve ...
盂 总说：The Spring Festival is ...
【知识锦囊】

参考词汇：celebrate, best, vacation, before, as soon as, get together, ...
参考句式：淤 The family always gets together for ... 于 People say “Happy New Year”to each other as

soon as ...
【范文展示】

My favourite festival
There are many festivals in China. I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bes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China. It usually comes in January or February. We often
have a long vacation during this time. Before it comes, people usually clean their houses and cook many
delicious food.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family always gets together for a big meal. After the meal
they celebrate it in different ways. People say “Happy New Year”to each other as soon as it蒺s 12 o蒺clock. I
think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popular for oversea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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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

初三年级组写作指导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语言学习离不开写作，写作既能巩固所学语言知识，又是一种重要的语

言输出和交流手段。为了推动全国广大中学生的英语写作热情，提高全国广大中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我

们举办了 2020年全国中学生优秀英语作文征集活动。此次作文征集活动初三年级组的征文为一篇命题
作文，命题作文一般只给出题目或主题，因此它限定了写作范围。要想写好此类作文，学生除了要具备必

要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

●解题指导：

1. 认真分析主题及所提供的情景，落实已知信息与所求信息。
2. 思考给定材料的特点，确定写作人称、文体和时态。
3. 巧妙运用过渡性词汇，提高文章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可读性。
4. 考虑文章的篇章结构，活用重点句型，注意按结构分段，书写清晰。
荫写作步骤：
1. 认真审题：细读题目中所给的每一项提示，明确文章的中心思想，弄清题意，确定写作体裁，掌握所

要表达的要点，做到心中有数，避免随心所欲，文不对题。

2. 理顺要点：在所给提示的基础上，按事件先后顺序或各要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排序，分出层次。
3. 写出词句：根据题目列出所需的短语和词汇,多用简单句和有把握的复合句。若遇到表达障碍，可换

一种说法，将一句变两句或三句。

4. 连句成文：将写好的句子连贯起来，注意上下句的逻辑关系，适当采用递进、让步、转折、因果等关
联词，使短文层次分明，过渡自然。

5. 细心检查：完成文章草稿后，默读一遍，检查修改，特别要注意人称、动词时态、名词的数、单词拼
写、标点符号和大小写、词数是否恰当，行文是否连贯。

荫 例题展示
每个人对于模范生的认识都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学习好、成绩优秀是模范生；有的人则认为德育为

先，乐于助人，富有爱心的人是模范生；更多的人则认为模范生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请以“How
to be a model student”为题写一篇文章，谈谈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模范生。

写作要求：

1. 紧扣主题，语句通顺，内容完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思想、情感、态度积极向上；
2. 字迹清楚、整洁；
3.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4. 词数：100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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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写作策略
本例题的写作任务是畅所欲言自己对模范生的看法，先摆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将这些观点展开阐述，

最后写要想成为模范生应付出哪些努力，可以列举一些事例。结尾总结要与开头相呼应。

淫写作提纲
1. 文章体裁：夹叙夹议。
2. 中心人称：第一人称；主体时态：一般现在时。
3. 内容要点：
1）你觉得模范生的标准是什么？
2）想要成为一名模范生你应该怎么做？
4. 篇章结构：
1）开头谈谈自己对模范生标准的看法。
2）主体: 作为模范生该付出怎样的努力，例如学习方面、品德方面、体育方面，同时应该有具体的事例

作为说明。

3）结尾: 渴望看到的前景。
5. 常用句型：
1）常用开头句
What are the standards of a model student? I think ...
As we all know, a model student is popular among all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I think ...

Who蒺s the teachers蒺 good helper? Who can help his classmates when they are in trouble? It蒺s a model student.
2）常用结尾句
In a word, if you obey all the standards, you can be a model student.
Let蒺s try our best to be model students, and you will find that your life may become amazing with so many

good teenagers around you!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world. In fact, to be a model student is not very difficult if you want.
淫参考范文

How to be a model student
As we all know, being a model student is a kind of pride, but it is a bit difficult. Do you want to be a model
student? How to be a model student?

Firstly, if you want to be a model student, you must obey the school rules. Secondly, you should be kind to
your classmates. Help them with enthusias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must work hard. In class,
listen to the teachers carefully. After school, do your homework on time. Never stay up late or be late for
school. Then never give up. Last but not least, you must stay healthy. People often say, “Health is wealth.”So
having a strong body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n a word, to be a model student is not easy. But I think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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