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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作文的分数占15%,写作时间为30分钟,占全部考试时间的四分之一。学生
们为了提高英语作文分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效果甚微,本文会在四级作文的谋篇布局上为学生
们提供一些意见。四级作文最佳篇章结构为三段,第一段是开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结束。谋篇布
局是写作的第一步,只有文章的框架搭好了,写作者才可以选择恰当的细节放到框架里；框架搭好了,写
作的方向定了,学生的作文就不会跑题了。无论是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还是漫画图表类作文,都可
以写成三段作文,只是他们的三段各有特点。这样既可以提高分数,又可以提高写作速度。
[关键词] 英语四级作文；谋篇布局；说明文；议论文；漫画作文
中图分类号：G5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plan the layout of CET-4 compositions
Jiafeng Li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bstract] The writing score in the university level 4 English exam accounts for 15%, accomplished within 30
minutes, a quarter of the given examination time. Students have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grades, while they have gained few advancements in composition. This paper can offer some advice to assist
students in how to plan one effective structure of the writing in level 4 English exam. The best structure is made up
of three paragraphs, with paragraph 1 the opening part, paragraph 2 the body part, paragraph 3 the ending part.
Working out the best structure is the first step in writing. Writers can add appropriate details to the structure after
the scaffold has been set up. It is easy for students to follow the main idea of the writing, not get lost, guided by the
proper frame. Almost all the styles of writing in level 4 English exam, such as exposition writing, argumentation
writing, practical writing, and cartoon writing, with respective individual features, can develop in three paragraphs.
In this way, not only the grades will be increased, but also the writing speed can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CET-4 composition;Layout of articles; expository writingargumentative writing; Com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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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班级活动来实现。班主任是班集体的
组织者、领导者,负责班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工作,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是学校对学生实施教
育教学工作的协调者,是沟通学校与家长、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因此,班级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班主任工
作。如何做好新时代高职班主任工作？笔者根据多年实践经验,提出了高职院校班主任工作三部曲——
“迎来－培养－送往”的思路。
[关键词] 高职院校；班主任工作；迎来；培养；送往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meroom teacher work trilogy
Ling Chen
GanSu college of Energy&Chemistry vocation
[Abstract] Class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school, the school to student's education function mainly through class
activities to achieve,the teacher in charge is the organizer and the leader of clas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lass and
grade student's thought learning life, is a guider of students grow up, i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chool'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is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schools, parents and society.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class func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work of head teachers. How to do the work of head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ll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year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welcoming - cultivating - sending to the trilogy of head teachers'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ead teachers ' work; welcome; train ;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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