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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专业四级（以下简称“专四”）考试是最为重

要的考试之一。想要取得满意的成绩，除了平时的语言积累，还需要高效的备考策略，

只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本书旨在帮助考生了解专四写作新题型的考试

要求，掌握正确的写作方法与技巧，总体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最后从容应对考试。

本书 Part 1 从专四考试的大纲入手，比较了新旧题型的考查重点。同时，分析

了各分数段的写作特点，并对常见的失分点进行了总结，帮助考生迅速了解专四写

作新题型的考试难度与要求。 

本书 Part 2 为考生提供了三大题型（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图表作文）的总体

写作策略，为考生后续的学习奠定基础。本部分还介绍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围绕五

大热点话题（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校园生活、健康生活、科技生活）展开。其中

每类话题均选取了 8 例写作题目与范文，帮助考生梳理写作思路。大到审题立意与

写作框架，小到佳句精讲与亮点词汇，写作过程中所需的各类技巧与方法均有涉及。

本书 Part 3 为模拟练习。在经历了初步准备与进一步学习之后，考生可以循序

渐进地进行写作练习。每一篇练习中都包含精彩范文、亮点解析、亮点词汇，供考

生参考。除此之外，在本书的最后还附有 100 组高分词汇与普通词汇，考生可以根

据需要有重点地学习与背诵，让文章真正地生动起来。

本书大部分编写工作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高佳晖与邓博引完成，在此

期间，李彦老师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肖维青教授在百

忙之中担任了丛书的总主编与顾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希望各位考生踏踏实实地掌握写作

的技巧与方法，平时认真夯实自己的语言功底，逐步提高写作水平。预祝各位考生

都能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编者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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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四写作新题型大纲要求

  1   测试要求：

能根据所给的作文题目、图表或阅读材料等，写一篇 200 个单词左右的作文。能做到

内容相关、充实、语言通顺、用词恰当、表达得体。考试时间 45 分钟。

  2   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基本书面表达能力。

  二、专四写作题型调整说明

外语专业教学测试专家委员会经过讨论，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题型调整方案，

并决定从 2016 年起对 TEM4 考试的试卷结构和测试题型做局部调整。其中涉及写作题型的

调整如下：

  1   考试时间：写作部分的考试时间不变，仍为 45 分钟。

  2   考试题型：便条题取消，仅保留作文题。

  3  考试分值：作文题分值从 15 分增加至 20 分，写作部分分值比例从 25% 下调至 

 20%。

  4    考试形式：根据所给题目 / 图表 / 材料，写一篇 200 个单词左右的作文，具体形式

  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种。

1）命题作文：根据某一话题进行写作，题目中包括一小段背景介绍和作文题目；要求

考生围绕该话题进行写作。

2）材料作文 1：根据某一话题的材料进行写作，题目中包括一篇文字材料，长度为

200~300 词；要求考生读懂材料、概述主要观点与细节，并对观点进行分析论证。

3）材料作文 2：根据某一话题的材料进行写作，题目中包括同一话题的两篇观点相反

的文字材料，总长度约 300 词；要求考生在读懂材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4）图表作文：根据某一话题的图表材料进行写作，题目中包括一至两份图表材料和相

关文字介绍，长度约 150 词；要求考生对图表进行描述并合理分析。

5  考试重点：新题型注重对考生读写综合能力的考查。考生需要首先阅读题目所提供

   的信息，然后抓住主旨要义进行写作。若错误理解信息，写作也会偏题。所以，要 

 写出一篇高分作文， 考生不但需要较高的写作能力，还需要较强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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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试目的：新题型更偏向考查考生的 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写

   作能力。其中既包括句法表达、篇章布局、写作技巧等基本写作技能，还要求考

  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概括能力、分析能力、论证能力等。

  三、评分标准与细则

专四写作新题型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考生的文章进行评判：内容阐述能力、篇章组织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各部分占比分别为 50%、35%、15%，分值分别为 10 分、7 分、3 分。具体

细则见下表。

分数段 内容阐述能力 篇章组织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

18~20

概述部分

√ 准确表述材料主题

√ 准确表述材料中心内

容

√ 全面准确抓住材料要

点

√ 准确描述材料间关系

讨论部分

√ 讨论切题，中心明确

√ 观点明确，有些新意

√ 要点陈述清晰

√ 能针对原文观点展开

讨论

√ 论据充分有力

√ 论据种类丰富

√ 结论自然完整

通顺

√ 概述和讨论两部分顺

序安排合理

√ 概述和讨论部分内部

结构完整

√ 概述部分两份材料之

间过渡自然

√ 讨论部分要点明确

√ 讨论部分要点顺序合

理

√ 段落划分合理

衔接

√ 全文衔接手段准确、

丰富、自然，有助于

理解

篇幅

√ 达到字数要求，各部

分长度合适

词汇

√ 词汇运用准确

√ 词汇丰富

√ 词汇运用自然

语法 / 句法

√ 语法正确

√ 句式丰富多样

√ 句式自然

书法规范

√ 拼写 / 大小写正确

√ 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 卷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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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段 内容阐述能力 篇章组织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

15~17

概述部分

√ 准确表述材料主题

√ 较准确表述材料中心

内容

√ 材料要点有少量遗漏

√ 较准确描述材料间关

系

讨论部分

√ 讨论较切题，中心较

明确

√ 观点明确，略有新意

√ 要点陈述较清晰

√ 能尝试展开讨论

√ 论据较充分有力

√ 论据种类较丰富

√ 结论较自然完整

通顺

√ 概述和讨论两个部分

顺序安排合理

√ 概述和讨论部分内部

结构基本完整

√ 概述部分材料之间有

过渡

√ 讨论部分要点较明确

√ 讨论部分要点顺序较

合理

√ 段落划分基本合理

衔接

√ 全文衔接手段较为准

确、丰富、自然，对

理解有帮助

篇幅

√ 达到字数要求，各部

分长度较合适

词汇

√ 词汇运用较准确，有少

量错误，但不影响理解

√ 词汇量较丰富

√ 词汇运用较自然

语法 / 句法

√ 存在少量语法错误，但

不影响理解

√ 句式较丰富多样

√ 句式较自然

书法规范

√ 拼写 / 大小写基本正确

√ 标点符号使用较准确

√ 卷面较整洁

12~14

概述部分

√ 基本准确表述材料主

题

√ 表述材料中心内容有

一些偏差

√ 材料要点部分遗漏

√ 未能描述材料间关系

讨论部分

√ 讨论基本切题，中心

较明确

√ 观点基本明确

√ 要点基本合理

√ 能展开一些简单讨论

√ 论据尚充分

√ 论据种类较单一

√ 有结论

√ 基本达到字数要求，

各部分长度不合适

通顺

√ 概述和讨论两个部分

顺序安排基本合理

√ 概述和讨论部分内部

结构有部分遗漏

√ 概述部分两份材料之

间没有过渡

√ 讨论部分有要点，但

不够明确

√ 讨论部分要点顺序不

够合理

衔接

√ 全文能使用一些衔接

手段，但较呆板，或

有部分错误，对理解

帮助不大

篇幅

√ 基本达到字数要求，

或各部分长度不合适

词汇

√ 词汇运用有少量错误，

且对理解有一定影响

√ 词汇量较有限

√ 词汇运用不够自然

语法 / 句法

√ 有一些语法错误，对理

解有一定影响

√ 句式不够丰富，仅能使

用少数种类句式，或者

句子错误较多

√ 句式不够自然

书法规范

√ 有一些拼写 / 大小写错

误

√ 标点符号使用不够准确

√ 卷面不够整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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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段 内容阐述能力 篇章组织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

8~11

概述部分

√ 材料主题和中心内容

与原文相关，但有较

大偏差

√ 基本不能总结要点，

仅是罗列部分细节

√ 未能描述材料间关系

讨论部分

√ 讨论尚切题，但中心

不够准确

√ 观点不够明确

√ 要点陈述有些混乱

√ 只能展开简单讨论

√ 论据简单

√ 没有结论或结论片面

通顺

√ 概述和讨论两部分顺

序安排不够合理

√ 概述和讨论部分内部

结构有较多遗漏

√ 论点不合理

√ 段落不合理

衔接

√ 全文仅能使用少量衔

接手段，或有一些错

误使用

篇幅

√ 基本不符合字数要

求，或各部分长度很

不合适

词汇

√ 词汇运用有较多错误，

较严重影响理解

√ 词汇量极其有限

√ 词汇运用不自然

语法 / 句法

√ 有较多语法错误，较严

重影响理解

√ 句式不够丰富，仅能使

用少数种类句式，或者

句子错误较多

√ 句式很不自然

书法规范

√ 有较多拼写 / 大小写错

误

√ 有较多标点符号错误

√ 卷面杂乱，涂改较多

1~7

概述部分

√ 材料主题和中心内容

与原文相关，但有较

大偏差

√ 不能总结要点，仅是

罗列部分细节

√ 未能描述材料间关系

讨论部分

√ 讨论与话题相关，但

中心不够准确

√ 观点不够明确

√ 要点陈述不清

√ 不能展开讨论

√ 无论据

√ 无结论

通顺

√ 概述和讨论两部分顺

序安排不合理

√ 概述和讨论部分内部

结构有较多遗漏

√ 论点不合理

√ 段落不合理

衔接

√ 全文基本没有使用衔

接手段，或错误较多，

影响理解

篇幅

√ 基本不符合字数要

求，或各部分长度很

不合适

词汇

√ 词汇严重贫乏，基本不

能运用词汇表达意义

语法 / 句法

√ 语法知识贫乏，基本不

能写出完整句子

书法规范

√ 基本无法正确拼写、使

用大小写和标点符号

√ 卷面杂乱，涂改较多

0

空白，仅抄写部分考题

内容，或仅有部分无意

义文字，或内容完全不

相关

基本没有篇章组织能力 基本没有语言运用能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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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专四写作真题汇总

1995 年—2019 年专四写作真题汇总

年份 主题或题目

1995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Part-Time Job

1996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y College Life and My Middle School Life

1997
More Pressure from Academic Studies Does Good to Us/More Pressure from Academic 
Studies Does No Good to Us

1998 One Way to Solve the Pollution

1999 A Major Advantage/Disadvantage of Advertising on Television

2000 The Importanc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2001 Travel Broadens the Mind

2002 The Best Way to Stay Healthy

2003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Mood

2004 Will Phones Kill Letter Writing?

2005 My Idea of a University Arts Festival

2006 Saving Money or Using Tomorrow’s Money?

2007 Is It Wise to Make Friends Online?

2008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2009 Will Tourism Bring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2010 Should College Students Hire Cleaners?

2011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2012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2013

Most of us, as students, are careful with our money in daily life: we collect all kinds 
of coupons ( 优惠券 ); we look for group-buy deals if we eat out or travel; we don’t 
buy clothes unless in a sale. However,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this may not make us 
smart consumers. What is your opinion? 

2014 Should English Majors Study Maths?

2015 How I Deal with Stress

2016
材料：Term-Time Holidays Will Be Banned
要求：概述并讨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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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题或题目

2017
材料：With Intelligent Machines to Do the Thinking, Will Our Brains Get Lazy? 
要求：概述并讨论内容

2018
材料：Report Exposes the Dark Side of Conservation
要求：概述并讨论内容

2019
材料：How Much Screen Time Is Too Much for Kids? 
要求：概述并讨论内容

  五、常见的写作失分点

  1   题目、材料审读不当

1）错误理解题目要求

在任何写作中，审题都是第一步。但是，在考试这种紧张的时刻，有的考生会来不及

仔细审题，匆匆忙忙下笔，对于题目要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在 2016 年专四写作

真题中，题目要求如下：

Read carefully the following excerpt on term-time holiday arguments in the UK, and then 

write your response in NO LESS THAN 200 words, in which you should:

1) summarize the main message of the excerpt, and then

2) comment on whether parents should take children out of school for holiday during term 

time in order to save money.

You should support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excerpt.

Marks will be awarded for content relevance, content sufficiency, organization and language 

quality. Failure to follow the above instructions may result in a loss of marks.

题目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所给材料，并撰写一篇不少于 200 词的作文，内容应包括两部

分：材料的概述和自己对于话题的讨论。话题是关于父母是否应该为了省钱，而带孩子在

上学期间出去旅游。由于没有认真审题，有的考生漏掉概述，或者一笔带过；有的考生则

未能理解讨论部分的要求，只讨论了父母应不应该带孩子在上学期间出去旅游，而漏掉了

“省钱”这一讨论的关键点。

2）材料理解出现问题

除了仔细审题，正确理解材料信息也是写好一篇作文的基础。相比改革前的命题作文，

改革后的材料作文与图表作文需要考生同时具备阅读文字与图表的能力。若理解不到位，则

会造成偏题、跑题的情况。所以，在考试时，考生切忌盲目下笔，一定要在仔细阅读材料后，

三思再落笔；同时要一边阅读，一边在重要信息处做好标记，保证概述时涵盖每一个关键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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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论证不充分

1）论据不足

与汉语作文同理，英语议论文中也需要具体、充分的例子来佐证文章的观点。使用空

泛的话语或者个人主观臆断，则不会使读者信服。所以，在进行说理时，考生需要提供丰富、

客观的论据，保证论点被读者接受。同时，论据需要围绕主旨思想进行展开。如果例证与论

证的主旨思想无关，那么不管该例子有多么具体、生动，都不会对观点的陈述起到帮助作用。

2）论证方法需要改进

在进行议论文写作时，从开始到结束都应该围绕一个主旨思想展开，这就需要考生进

行谋篇布局，而非随意书写。每个观点都应支持本文的主旨，而每个细节（论据）都应佐证

之前的观点。所以，考生应该参照以下结构进行书写：

  3   汉语思维逻辑固化

1）词汇 / 句式单一

在英语写作中，应该避免重复使用同一词汇或表达方式，尽量使用同义词、代词等表

达相同含义。除此之外，考生也要在写作时有意识地变换句式，做到复合句与简单句相结合，

长短句并用，从而保证文章的可读性。

2）全文缺乏逻辑性、连贯性

英语是注重逻辑的语言，英语作文讲究逻辑性。在整篇作文中，应该在第一段点明论

题和观点，在中间段落用论据支撑观点。同时，中间段落也应该在第一句就摆出论据，然后

再用细节进行佐证。考生切忌将文字随意堆砌，导致全文逻辑混乱。

英语还是讲究“形合”的语言，逻辑关系的变化需要用关联词体现出来。考生在写作时，

应该在句间、段间使用恰当的衔接手段，保证文章的连贯和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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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英语写作中常用的衔接手段：

表示列举关系：firstly, secondly, next, then, following this, afterward, last but not least, lastly, 

finally...

表示因果关系：because, because of, since, as, for, owing to, due to, hence, so, so...that..., thus, 

therefore, as a result, accordingly, consequently...

表示转折关系：yet, still, notwithstanding, rather, but, however, conversely, opposed to, in contrast  

(to), contrary to,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表示类比关系：similarly, in like manner, like,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表示并列关系：and, also, as well as, either...or..., both...and..., neither...nor..., not only...but 

(also)...

  4   英语基础能力不足

1）语法错误

英语语法知识薄弱，也会导致作文的质量低下，其中常见的语法错误包括以下几种：

不完整句，即把从句或状语成分单独作为一个句子呈现；逗号连接句，即句子间缺少连词，

仅仅用逗号连接两个独立的主谓结构；悬垂句，即分词作状语时，其主语与主句中的主语

不一致的情况。

2）拼写错误

有些考生对单词拼写的重视程度不够，平时没有关注易错词的正确拼写方式。另外，

手机和电脑打字的自动纠错功能，容易让考生养成惰性，导致在写作中频繁出现拼写错误，

如：government 被误写为 goverment，argument 被误写为 arguement。

3）大小写错误

考生对于大小写的重视程度不够，也会造成一些错误。在英语中，人名、职位 / 头衔、

称谓、地名、出版物的名称、国籍、语言、月份、星期、节日等单词的首字母均需要大写。

4）固定搭配出现问题

英语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搭配与表达，考生应该在日常学习中注重积累，而非按照汉

语直译。这就需要考生进行大量的听力、阅读输入，并坚持复习，使表达更加地道，真正

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六、新题型写作高分策略

  1   材料作文

材料作文为考生提供一篇文字材料，或者关于某一话题的正反两种观点的两篇材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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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考生对其中的观点进行概述、讨论并给出自己的观点，在体裁上属于议论文（argumentative 

writing）。

其中对于概述部分的具体要求有：

1）字数一般为材料的三分之一，即 60~70 词。字数既不能过少，导致无法完整概述材

料内容；又不能过多，导致没有时间进行讨论部分的展开，破坏整篇文章的比例结构。

2）概述必须体现材料的主题。这就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抓住材料主旨。材料的主题句

在文章开头或结尾的概率较大。

3）概述必须包含材料的要点。考生需要在阅读时进行标记，以便在概述时能够迅速定 

位。段落的首句一定要重点关注，要点往往就在其中。此外，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结构，

将信息进行适当重组。

在概述中，常用的转述词汇有：

1）直接陈述：state, describe, explain...

2）坚定陈述：claim, assert, contend, maintain, declare, argue...

3）间接表示看法：suggest, imply...

4）表强调：emphasize, highlight, stress, pinpoint...

5）表疑虑：question, doubt...

6）表展望：advance, put forward, propose...

  2   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的题目主要分为三部分：

1）背景介绍。文字介绍长短不一，基本在 20~60 词的范围内，对于所给话题进行背景阐 

释。考生一定不能轻视这短短几行字，其中蕴含的信息也是审题的关键。

2）话题介绍。考生应紧紧围绕所给话题进行写作，其中题目要根据要求进行选择： 

或直接使用原题目，或自拟合适的题目。

3）具体要求。该部分是题目的关键，在各部分的写作中缺一不可。

以 2015 年的真题为例：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well-being, 20 perc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various kinds of stres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finding jobs, and study 

are among the top factors that cause anxiety and stress among students. Have you ever had such 

problems? And how do you tackle the problem(s)?

How I Deal with Stress
You are to write in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state the kind of stress you have experienced. 

In the second part, explain how you deal with the stress. 

In the last part, bring what you have written to a natural conclusion or make a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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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表作文

改革后的专四写作首次引入图表作文这一新题型，要求考生具备观察、解释、描述图

表的能力。同时，考生还需要归纳总结数据，用于观点的论证。材料作文或命题作文考查

的是考生的思辨能力，而图表作文则考查考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其考查的能力范围是完全

不同的。据统计，自专四写作改革以来，尚未出现图表作文，但是考生仍需适当练习该题

型，做到有备无患。

图表类型主要有四种：折线图（line graph）、饼图（pie graph）、柱状图（bar graph）、 
表格（table）。题目中可能会单独出现某一种图表，也有可能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多种图表。

备考时，可以参考雅思小作文相似的题目进行练习。

由于考生对此类型的作文不熟悉，所以更需要多加练习，并且在写作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时态：在描述图表信息时，时态需要与图表所给时间一致。过去的时间用过去时，

将来的时间用将来时，没有特殊说明的用现在时。

·文体：考生应该尽量客观地描述图表信息，使用正规的学术写作语言，而非口语，

更不能出现俚语。

·内容：考生应在观察、分析图表信息后，重点对其中的关键信息予以说明，而不

是将所有数据堆积在一起。

1）折线图

折线图可以比较直观地表现变化趋势与速度，通常有两种类型：单线折线图（图 1）与

多线折线图（图 2）。在描述时首先要描述总体趋势，如上升、下降、波动等，并突出明显

变化，如最大值、最小值、转折点等。另外，多线折线图要在描述中增添各条线之间的对比，

如变化趋势相似 / 不同等。

Y

图 1 单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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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图 2 多线折线图

词汇积累

① 描述程度

程度大：dramatically, sharply, suddenly, abruptly, significantly...

程度适中：gradually, steadily, moderately, progressively...

程度小：slightly, slowly, marginally, mildly...

上升：rise, climb, increase, ascend, grow...

急剧上升：rocket, skyrocket, soar, surge, leap...

下降：drop, decline, decrease, descend, dip, fall...

急剧下降：plummet, plunge, sink, tumble, slump...

波动：fluctuate...

② 时间表达

in+ 时间：in 1998, in February, in the 1980s, in the mid-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between...and...：between 1995 and 2005, between March and May...

before/after/by/next/previous/for/since/from+ 时间：before March, after 2012, by 1995, next 

10 years, next year, previous year, for the first quarter, since 1994, from 1980...

from...to...：from 1990 to 2000, from April to July...

over/during/within + 时间：over three months, over the period, during the period, during 2011, during 

the next 6 month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within five years, within a time span of ten years...

③ 句型

A. verb + adverb

如：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 There is/was/will be a(n) + adjective +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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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There was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考生要注意积累描述这类图表的词汇与表达方式，并且注意形容词与副词的转换和动

词与名词的转换，保证句型的多样化。

2）饼图

饼图（图 3）呈现为圆形，用以圆心为共同顶点的不同扇形，显示各部分在整体中所占

的比例，通常在各扇形上标注所代表的项目名称与所占的百分比。饼图可以更为直观地表现

各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数量关系。所以，在写作时也要注重描述这一点。

图 3 饼图

词汇积累

除了用百分比表示各部分的占比，分数或其他表达也可以适当运用，保证词汇的多样性。

① 比例：

大量的：a(n) large/overwhelming/vast/massive/significant number of...

大多数的：a(n) large /huge/great/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一小部分的：a small/tiny minority of...

超过四分之一 /25% 的：over a quarter of...

少于五分之一 /20% 的：less than a fifth...

三分之一的：one in three/one third of...

四分之三 /75% 的：three quarters of...

② 占比：account for，make up，take up，represent，comprise，constitute...

③ 比较：as many as，more than，less than，twice as many...

3）柱状图

柱状图（图 4），又称条形图，由一系列长度不等的长方形来表示数据的分布情况，用

来比较两者及以上的数值，有时可以视其为折线图与饼图的结合。柱状图主要分为三大类：

横轴表示时间，横轴表示不同项目，或两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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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柱状图

由图 4 可见，柱状图中的信息更为密集，并且数据的表现更加灵活，需要考生综合折

线图中描述趋势的能力与饼图中描述比例的能力，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4）表格

表格是指按所需内容画成网格，分别填写文字或数字，用来表示数据的变化趋势或占

比。相比折线图、饼图和柱状图，表格的数据变化并不明显，所以需要考生仔细分辨，从

而抓住重点信息。

词汇积累

在描述表格时，考生需要切记不要写成流水账。作文中不需要罗列所有数据，而是应

该挑选最大值、最小值、相同值、差异大的值进行重点描述。

① 最大值：peak at，reach a peak，reach a high point，reach the top...

② 最小值：bottom out at，reach a low point，reach the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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