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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英文写作在中考、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研等国内考

试,以及托福、GRE、雅思等出国考试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目前市面上的各种英语写作辅导书以及各种英文辅导班能够教

给学生的是英语写作中文章结构的安排、过渡词语的使用、书写的规

范等一些“可以指导”的应试技巧。对于考生而言,在老师的指导下,
写一篇几百字的英语作文,大多可以做到层次清楚、不偏离主题,而
在词语的运用、句式的把握上学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同学

可以做到写“正确”的句子,但是写不出“漂亮”的句子。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漂亮”的作文? 在经过一番思考和探索之

后,我们认为英语写作乃至整个的英语学习过程有方法,没捷径,最
重要的是基础和积累。作为“第二语言”的写作学习,最有效的途径

归结到最传统的方法:背诵和模仿。中国人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英语中也有 Practicemakesperfect一说。对于国内

的学生,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能“习得”,只能“学得”,
因此“模仿”在英语写作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引用张维教授的感受:学语言有一个从“死”到“活”的过程,
“死”的东西多了,熟能生巧,慢慢就会“活”。死记硬背到一定程

度,便会“死”去“活”来。所谓“死”就是原始的语言积累,创建个

人的语料库,语料丰富了,一旦掌握了运用技巧,就能随意提取,
运用自如,“死”的语言材料变“活”起来了。

这样说来,提高英语写作能力不是仅凭某一个阶段的努力就

能取得明显效果的。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在平时的学习中尽可能

有较多的“输入”,到了考试的时候才能厚积薄发。在平时的教学

中很多英语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课文或美文,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这本经典作文写作资料库的编写初衷也是希望广大英语爱好者

能接触地道的语言,在背诵、记忆和模仿练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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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培养语感,并逐渐形成用英语思维的能力。
本书在编写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引用了多篇经典美文,语言优美地道。选择文章时,既考

虑了文体、内容、长度、难度、可模仿度,也注重趣味性和思想性。
所选的文章或感人至深,或充满思辨性,读者在积累语言素材的

同时,也能陶冶情操,升华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理解。
(2)每篇文章配有词语解释,可帮助读者理解文章。而短语

则主要是读者在写作中可以模仿使用的。参考译文可进一步帮

助读者在自学时理解记忆。
(3)本书采用小开本形式,方便读者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背诵

经典美文。
希望本书能够让广大读者在英语写作时文采飞扬,取得好的

成绩。本书不足之处,衷心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以下人员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张祎晨,童颜良,王文捷,施珏清,李璐,桂明静等。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

1.腾讯微博:给力英语

2.QQ:1329005764
3.微信账号:

公众号名称:中小学英语学习辅导

类　　　型:普通公众账号

微　信　号:English-for-Students
功 能 介 绍:给力英语系列产品的网上维护端。解

答读者在英语学习上的各种疑难问题。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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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IsHerefortheSake
ofOtherMen

ByAlbertEinstein

Strangeisoursituationhereuponearth.Eachofuscomes
forashortvisit,notknowingwhy,yetsometimesseemingto
speculateapurpose.

Fromthestandpointofdailylife,however,thereisone
thingwedoknowthatmanishereforthesakeofothermen
aboveallforthoseuponwhosesmileandwell-beingourown
happinessdepends,andalsoforthecountlessunknownsouls
withwhosefateweareconnectedbyabondofsympathy.Many
timesadayIrealizehow muchmyownouterandinnerlifeis
builtuponthelaborsofmyfellow men,bothlivinganddead,

andhowearnestlyImustexertmyselfinordertogiveinreturn
asmuchasIhavereceived.Mypeaceofmindisoftentroubled
bythedepressingsensethatIhaveborrowedtooheavilyfrom
theworkofothermen.

Toponderinterminably overthereason for one’s own
existenceorthemeaningoflifeingeneralseemstome,froman
objectivepointofview,tobesheerfolly.Andyeteveryoneholds
certainidealsbywhichheguideshisaspirationandhisjudgment.
Theidealswhichhavealwaysshonebefore meandfilled me
withthejoyoflivingaregoodness,beauty,andtruth.Tomake
agoalofcomfortandhappinesshasneverappealedtome;a
systemofethicsbuiltonthisbasiswouldbesufficientonlyfora
herdof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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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了别人而活着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真是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做一次短暂

的访问,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然而有时候却似乎能推测出一种目的。
但是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看,有一件事情我们是肯定知道的,那就是

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别人而活着———尤其为了那些我们自身幸福寄托

在他们的微笑和安宁之上的人们,以及那些由于同情之感而使我们同他

们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们。每天都有很多次,我觉察到自己的肉体生活

和精神生活是如何建立在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之上,以及自己

必须如何地奋发努力,从而使我从别人那里取得多少东西,我也可以把同

等数量的东西给予别人,以此作为报答。我时常怀着一种忧郁的心情,觉
得自己从别人的工作中承袭得太多,因而心里惴惴不安。

没完没了地沉思着自己生存的理由或人生的意义,从客观的观点来

看,我觉得这是近乎愚蠢的行为。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作为他的抱

负和判断的指南针。经常在我的眼前闪耀发光,并使我充满了快乐的理

想,就是真、善、美。我从来没有以追求舒适和幸福作为生活的目标,建立

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套伦理观念,只能满足一群牲畜的需要。

WordsandExpressions:

speculatev.思索,推测

forthesakeof为了

exertvt.运用,发挥

peaceofmind内心的平静

ponderover沉思,深思

ingeneral一般而言,总的来说

fromone’spointofview 从某

人的观点来看

aspirationn.愿望,志向

appealto对……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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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ueLove

　　 Moses Mendelssohn,thegrandfatherofthe well-known
Germancomposer,wasfarfrombeinghandsome.Alongwitha
rathershortstature,hehadagrotesquehunchback.

OnedayhevisitedamerchantinHamburgwhohadalovely
daughternamedFrumtje.Mosesfellhopelesslyinlovewithher.
ButFrumtjewasrepulsedbyhismisshapenappearance.

Whenitcametimeforhimtoleave,Mosesgatheredhis
courageandclimbedthestairstoherroom totakeonelast
opportunitytospeak withher.Shewasavisionofheavenly
beauty,butcausedhimdeepsadnessbyherrefusaltolookat
him.Afterseveralattemptsatconversation,Mosesshylyasked,
“Doyoubelievemarriagesaremadeinheaven?”

“Yes,”sheanswered,stilllooking atthefloor, “and
doyou?”

“YesIdo,”hereplied.“Yousee,inheavenatthebirthof
eachboy,thelordannounceswhichgirlhewillmarry.WhenI
wasborn,myfuturebridewaspointedouttome.Thenthelord
added,‘Butyourwifewillbehumpbacked.’”

“RightthenandthereIcalledout,‘Ohlord,ahumpbacked
womanwouldbeatragedy.Please,lord,givemethehumpand
letherbebeautiful.’”

ThenFrumtjelookedupintohiseyesandwasstirredby
somedeepmemory.ShereachedoutandgaveMendelssohnher
handandlaterbecamehisdevoted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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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爱

德国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长得其貌不扬。不

光个子十分矮小,还是个驼背。
一天,他去汉堡拜访一位商人,这位商人还有一个名叫弗鲁姆叶的美

丽女儿。摩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但因为外表丑陋,摩西遭到拒绝。
快要离开的时候,摩西鼓起勇气来到了楼上她的房间,他要抓住这最

后的机会和她谈一谈。她真是上天制造的美丽尤物。但让摩西感到非常

难过的是,她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试着开了几次口之后,摩西怯生生地问

道,“你相信婚姻是上天注定的吗?”
“相信,”她回答道 ,双眼仍看着地板,“你呢?”
“我也相信。”他回答,“天堂里,每个男孩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决定将

来他会娶哪个女孩。当我出生时,上帝也为我指定了未来的新娘。接着,
上帝又补充说,‘不过,你的妻子会是一个驼背。’”

“我当场就叫了出来,‘哦,上帝,一个女人驼背将会是极大的不幸。
求求您,上帝,让我驼背,让她变漂亮吧。’”于是,弗鲁姆叶抬起头,看着他

的眼睛。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把她深深打动了。她伸出手,答应了门德

尔松的求婚。后来,她成为他忠诚的妻子。

WordsandExpressions:
farfrom 远非

shortstature身材矮小

grotesqueadj.奇异的,丑陋的

hunchbackn.驼背

repulsevt.厌恶,拒绝

thenandthere当场,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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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urchill’sSpeech

　　Ihavenothingtoofferbutblood,toil,tears,andsweat.
Wehavebeforeusanordealofthemostgrievouskind.Wehave
beforeusmany,manymonthsofstruggleandsuffering.You
ask,whatisouraim?Icananswerinoneword.Itisvictory.
Victoryatallcosts—victoryinspiteofallterrors—victory,

howeverlongandhardtheroad maybe,forwithoutvictory
thereisnosurvival.

Letthatberealized.NosurvivalfortheBritishEmpire,no
survivalforallthattheBritishEmpirehasstoodfor,nosurvival
fortheurge,theimpulseoftheages,thatmankindshallmove
forwardtowardhisgoal.

Itakeupmytaskinbuoyancyandhope.Ifeelsurethatour
causewillnotbesufferedtofailamongmen.Ifeelentitledat
thisjuncture,atthistime,toclaimtheaidofallandtosay,
“Come then,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with our united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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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演说词

我所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所面临

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的考验,我们面临的将是旷日持久的斗争和苦难。
你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胜利,不惜一

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不畏惧一切恐怖去夺取胜利。不论前面的路再长再

苦也要夺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我们务必认识到,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大英帝国,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大

英帝国所象征的一切,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多少世纪以来的强烈要求和冲

动:人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我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承担起我的任务。我确信,大家联合起来,

我们的事业就不会遭到挫败。在此时此刻的危急关头,我觉得我有权利

要求各方面的支持。我要说:“来吧,让我们群策群力,并肩前进!”

WordsandExpressions:
toiln.辛苦

ordealn.严峻的考验;苦难的经

历;磨难

atallcosts不惜任何代价

buoyancyn.轻松的心情

entitledadj.有资格的,有权利的

juncturen.时刻,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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