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单项进阶-写作
整理 l 沪江留学

一． 概述：
时间

60 分钟

题量

作文一：不少于 150 字

作文二：不少于 250 字

（建议用时：20 分钟）

（建议用时：40 分钟）

图表写作（A 类）

议论文

体裁

书信写作（G 类）
作文一（又称小作文）
：
在 A 类作文一中，题目中会给出一些视觉性的信息，如一个或多个互相关联的图表、图解或表格，考生需
对这些信息或数据进行描述。题目也可以是一个机械图、装置图、或流程图，考生需对其运作方法进行解
释。作文一的内容是学术性的，因此考生应该运用学术写作的文体。
作文一考察的是考生在图表或表格中选择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一些次要的信息则可忽略）
、并对这些信
息进行清晰描述的能力，考官将对考生组织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语言使用的准确性进行评分。
作文二（又称大作文，A 类和 G 类考查形式相似）
在作文二中，题目中会给出一个看法、问题或议题，考生需就此进行论述。根据不同的情况，考生可能需
要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论述和证明一个看法、对比和对照论据或看法、或者评价和反驳一个论点或观
点。这篇作文的内容是学术性的，因此考生应该运用正规的学术写作的、议论性的文体。考生应注意完整
地阅读并回答题目中涉及的问题。考生应在写作中注意对所有的观点加以充分论述，并且所有的观点都与
论点有关。考生应严密地安排选择论点、选择最为相关的论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清晰、准确地写作成文。
作文二比作文一所占的分数比例要大，如果考生没有完成这部分内容成绩将大打折扣。这一部分考察的是
考生对一个论点进行论述、并提供清晰的论据或举例支持论点的能力。考官将对考生组织这些信息的能力
以及语言使用的准确性进行评分。

二． 评分标准
作文一：
Task

Coherence and Cohesion

Lexical Resource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hievement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写作任务完成情

Accuracy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况

作文二：
Task

Coherence and Cohesion

Lexical Resource

Grammatical

Response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Accuracy

写作任务回

Range

and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应情况

大作文写作话题分类（出题频率从高到低排列）
1.

教育类

It i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to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t an early age.
Punishment is necessary to help them learn this distinction.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What sort of punishment should parents and teachers be allowed to
use to teach good behaviour to children?
（剑 10 Test 1）
2.

社会类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ilar because people are able to buy the same produc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Do you think it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剑 10 Test 3）
3.

政府类

Governments should spend money on railways rather than road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剑 11 Test 1）
4.

环境生态类

Some people claim that not enough of the waste from homes is recycled. They say that the only
way to increase recycling is for governments to make it a legal requirement. To what extant do
you think laws are needed to make people recycle more of their waste? （剑 11 Test 2）
5.

科技类

Nowadays the way many peopl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echnology. In
what ways has technology affected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people make? Has this becom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剑 8 Test 2）
6.

犯罪类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fixed punishments for each type of crime. Others,
however, argue that the circumstances of an individual crime, and the motivation for committing
it, should always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deciding on the punishment. Discuss both these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s. （剑 7 Test 2）

三． 题型分类
小作文：
曲线图、柱状图、表图、饼状图、混合图形、地图题、流程图
大作文：
观点类、论述类、报告类

四． 题型解析
小作文：
1.曲线图
在小作文的几种题型中，曲线图考的频率最高。此外，由于曲线图可以理解为任何其他一种图形的原型，
考生对于曲线图写作的把握对尤为重要。
曲线图式主要以横轴、纵轴为主要指标(一般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数值)，以曲线的形式来表达图中所描
述对象(一般不止一个)在不同的时间所对应指标的变化。
请参照《剑九》Test 1 Task 1：

2.柱状图

在雅思小作文数据类题目中，柱状图的信息量往往较多且杂，因而成为了了大部分雅思考生比较头疼的题
型。在对雅思作文柱状图的数据处理的过程中，除了对柱状图进行动态或静态的区分、进而对数据进行相
应的变化趋势或分布状态描述以外，在雅思文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进行阐述，而这个夺分的关键，
就是柱子间的差距所体现出的信息。
请参照《剑九》Test 2 Task 1：

3.表图
在小作文的几种题型中，表格图往往最困扰广大考生，很大一部分考生会碰到以下状况，比如表格看懂了，
但是因为数据繁多而且凌乱，一时半会儿找不出很明显的特征，不知从何下手;或是找到了很多特征，但是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顺序、结构和衔接方式把这些特征条理清晰地传达出来;又或是大体清楚该写什么，怎么

写，但是在具体写的时候，老是丢三落四的，把一些信息给遗漏掉了等等。这时，考生所面临的主要不是
语言方面的问题，而是写作步骤和写作思路方面的问题，也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步骤和思路把表格
图中那些看似复杂无序的数据自然而且毫不遗漏地贯穿起来。
请参照《剑七》Test 1 Task 1：
The table below gives information on consumer spending on different items in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2002.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4.饼状图
饼形图与柱形图或者是线形图所截然不同的是它没有了横轴与纵轴，而以饼形的分割来表示百分比，但我
们仍可以依照三步的审题分析法来进行观察：
Step 1: 观察共有几张饼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般说来，雅思图表题中极少见到单饼图);
Step 2: 观察每张饼图中有哪几个区域，以及各个区域分别代表什么;
Step 3: 观察单个饼图中各区域间的百分比差异，以及相同区域在各个饼图间的百分比的比较或发展。
请参照《剑九》Test 3 Task 1：

5.混合图形
混合图是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搭配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图形，比如：饼图+表格，表格+柱形图之类的。
混合图在考试的时候考到的几率不高，不过在雅思写作考试中，考生还是不能忽视对混合图的准备，所以
同学们要引起重视。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同学问：
“如果碰到同一种图形，但是有多个，这种算不算组
合图或者混合图呢?”回答是：“这个不算，比如你碰到三个饼图或者两个线图，也是属于饼图或者线图里
面的，只不过这几个图之间，有可能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的，或者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
”但是它们的写法和
今天要讨论的混合图是不一样的。
请参照《剑八》Test 1 Task 1：

6.地图题
地图题写作在很多书上都没有系统的指导，它有别于那些规律的饼图柱图，构思方面没有数据图那么复杂，
但在语言驾驭，很多学生都感到很陌生。
地图题分两种，一种为地理变迁题，一种为选址题。地理变迁题描述的是一个地方(多为一个城镇)在一段时
间的发展变化。选址题描述的是在某地选择一个最佳区位作为某一建筑的地址。
请参照《剑九》Test 1 Task 1：
The two maps below show an is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some facilities.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7.流程图
在考试中，小作文中的流程图一般会给出一个介绍制作步骤(食品、零件等)的图表，根据所给图表对整个制
作流程进行描述。通常情况，由于陌生词汇，考生自己也不知所给图表中描述的是什么物体的制作流程，
再加上不清楚所形容各种步骤的单词。如何清晰完整地描述流程图，对很多同学都成为一挑战。
雅思流程图作文在雅思写作考试中出现的概率较低，虽然出现的概率较低，但是考生们也必须得准备，如
果恰巧出现，而你又恰巧没准备的话，那后果是不是很严重呢？
流程图和其他数据图最大的区别在于：流程图是纯文字的，以描述为主，属于说明文。相比之下，柱状图、
饼状图、表格等数据图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数据图更难。
写好流程图，需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一、时态相对单一，主要用一般现在时。
二、经常使用被动语态，显得比较客观和正式。
三、找出流程图的始末点，并划分中间的步骤或阶段。
四、掌握表示“顺序”的连接词(Sequencing Words)，用来说明过程的各个步骤和先后顺序。
五、对于题目里出现的专业词汇或生词，不认识也没关系，只需照抄即可。
简单地说, 流程图的本质其实就是要求学生将图中出现的文字信息用连贯的语言串起来，不需要过多地发
挥。
建议同学们考前可以多看几篇雅思流程图作文的范文，以及写作机经里的流程图例子等等。熟悉雅思流程

图作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特点，做好准备。
请参照《剑八》Test 3 Task 1：

大作文：
1.观点类
题目问法

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2.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3.

Do you think it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4.

Do you think advantages outweigh disadvantages?

如何扣题

主体部分可以一边倒，也可以两边讨论（第 4 种问法必须两边讨论）
。

文章结构

开头段（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讨论什么）
主体部分（三段）
1. 优点 1 （缺 1）
2. 优点 2 （缺 2）
3. 缺点 1 （优 1）

结尾段（给出个人立场）
注：主体部分如果写两段的话，一优一缺
真题参照

《剑 11》Test 1: Governments should spend money on railways rather than
roads. To what extend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2.论述类
题目问法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如何扣题

主体部分必须两边讨论

文章结构

开头段（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讨论什么）
主体部分（三段）
1. 支持正方的观点
2. 支持反方的观点
3. 自己的观点
结尾段（给出个人立场）
注：主体部分第三段（给出自己观点）可以和结尾段结合。

真题参照

《剑 11》Test 3: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only reason for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in order to travel or work in a foreign country. Others say that
these are not the only reasons why someone should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Discuss both these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3.报告类
题目问法

Why has this happened and how to deal with this?

如何扣题

主体部分不需要说优缺点和个人立场

文章结构

开头段（简述主体部分会有什么内容）
主体部分（三段）
1. 原因 1
2. 原因 2
3. 解决方法两个写 1 段
结尾段（总结主要内容）
注：注意审清具体的设问，有时可能是问产生什么问题（而不是问题的原因）
。

真题参照

《剑 8》Test 2: Nowadays the way many peopl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echnology. In what ways has technology affected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people make? Has this becom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五． 提升技巧、备考方法
1. 夯实基础、全面备考。
对于长期备考的同学，在准备初期要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打好基础。写作词汇的使用要注意准确、符合语境，
切忌用一些不恰当的大词。语法方面，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提高句式和表达的多样性。备考要涵盖考试
大小作文的各个题型；对于大作文的主要考察话题，都需要逐一写练，不可遗漏或者存在侥幸心理。

2. 参照评分标准的各项要求，从任务完成、连贯衔接、语法和词汇四个方面着手，提升写作实力。
3. 勤写勤练。
写作练手要有量的积累。习作完成之后，要反复修改、思考改进方法；并建议对照相应话题的高分范文学
习。此外，仔细研习和体会考官范文也十分必要。

六．写作原则技巧
1. 雅思文章为正式文体，所以尽量不要出现缩写，wasn’t 建议写成 was not。
2.在雅思写作中，英式和美式拼写都接受，但我们还是尽量做到两者不混淆。如 or 和 our, se 和 ze。or
和 ze 为美式拼写，而 our 和 se 为英式拼写。
3.词汇和句式不要总是过于简单，尽量使用多变的句子和短语。
4.雅思大作文为议论文，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情感抒发和口号。
5. 一定要写一个主题句，放在文章的开头(保险型)或者结尾，让读者一目了然!
6. 要注意条理清楚，使用第一部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二部分、第一点…这些关键性的“标签”，
便于考官判定你的文章是否结构清楚，条理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