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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考英语科概要写作题型研究 

一

、背景介绍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实验中学 黄晓辉 

(一 )考试改革和课程标准的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部 

分指出要“着重考察综合素质和能力”(教育 

部，2010)。《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明确提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教育部， 

2003)。概要写作题型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英 

语阅读能力、观察分析能力、逻辑思考能力、概 

括能力等，考察的正是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和思维能力。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在语言 

技能八级目标中对写作能力的表述分为四个 

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清楚明晰地要求学生“能 

根据课文写摘要”(教育部，2003)。由此可 

见，概要写作虽然是英语科试卷启用的新题 

型，而事实上，早在2003年发布的课程标准已 

经对它的能力要求单独列出，且表述明确，一 

目了然。浙江高考英语科启用概要写作题型， 

要求考生“基于提供的一篇 350词以内的短 

文，写出一篇 60词左右的内容概要”，弥补了 

以往英语科试卷对概要写作的忽视，体现了课 

程标准的精神，是忠实贯彻和实施课程标准的 

具体表现。 

(二 )英语试卷结构的变化 

高考英语科试卷的内容和测试形式应如 

何更好地服务于课程目标，是一个认识上不断 

深化的过程。长久以来，英语科试卷的测试形 

式过多采用选择题一直饱受诟病。而当语言 

教学的现状与测试的预期值有一定差距时，新 

试题或新题型的引入可望促进语言教学向命 

题人员期待的方向发展，有利于预期反拨作用 

的实现(Qi，200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部分指出要“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 

改革”(教育部，2010)。概要写作和读后续写 

新题型的启用，是高考英语科试卷 自2000年 

启用听力试题、2014年启用语篇型语法填空 

题之后在题型方 面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概要 

写作和读后续写新题型的启用，加上第一节的 

应用文写作，使得写作部分的总分值从原来的 

30分提高到40分，占全卷分值比重由20％增 

加至 26．7％。同时，试卷中选择题和非选择 

题的分值比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非选择题 

占全卷分值比重由30％增加至36．7％。高考 

试卷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出现的较大调整引 

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毫无疑问，这将更加有 

利于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外语素养的 

提高。 

(三)概要写作的实际功用 

概要写作是提升阅读理解能力的有效训 

练方式，因为它迫使写作者集中注意力抓取所 

读信息；它有助于改善写作水平，因为它要求 

写作者清楚、简洁、精准、逻辑地表达。概要写 

作可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对于学生、科研人员、商人、律师和公务员等 

人士来说，快速准确地阅读文献、文件、新闻、报 

告等信息源并简洁地书面再现信息概要的能力 

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 

综上所述，概要写作成为浙江高考英语科 

的新题型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的必然结果。 

二、概要写作的定义和特征 

(一 )概要写作的定义 

“A summary is a brief restatement of the es— 

sential thought of a longer composition．”(丁往道 

等，1994)概要是一篇较长文章本质思想的简洁 

重述，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对原文的主旨进 

行复述。概要不是简单的换句话说，更不是评 

论，而是作者思想中最本质部分的准确再现。 

(二 )概要写作的特征 

《考试说明》中的评分原则规定概要写作 

阅卷时按 5个档次给分，其中最高档次第五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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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如下：理解准确，涵盖全部要点；能准确 

使用相应的语法结构和词汇；有效地使用了语 

句间的连接成分，使所完成的概要结构紧凑； 

完全使用自己的语言。综合写作部分评分的 

其它要素，可以认为一篇优秀的概要写作应该 

具备以下特征： 

1．理解精准到位，涵盖原文全部的最本 

质的主旨要点。 

2．语法准确，词汇丰富高级。 

3．衔接紧凑，连贯一致。有效地使用了 

语句问的连接成分，使得上下文在结构方面紧 

凑一体、在内容方面连贯一致。 

4．完全使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原文的本 

质信息。摆脱了原文词汇和句型在语言形式 

上的束缚，词汇变换(同义词、反义词、上位词、 

下位词)、主被动句式、各类从句、句间连接词 

等方面的使用情况灵活恰当、不拘一格、游刃 

有余。 

5．语言简练 ，词数 60词左右。评分细则 

规定少于4O词的或多于80词的，从总分中减 

去 2分。 

6．拼写准确，英式或美式拼法都可以接 

受。 

7．标点合理，使用得当。 

三、概要写作的步骤 

概要写作的过程主要包括定位、改写、核 

查等三个步骤，具体如下。 

(一)定位 

第一个步骤，通过阅读定位语篇的核心信 

息，包括核心单词、核心短语和核心句子。以 

核心句子为主，以单词和短语为辅。本步骤的 

焦点在于高效的阅读，要求学生基于对某种语 

言的掌握，利用分析综合、分类 比较、归纳演 

绎、抽象概括等逻辑思维技能，调动知识体系 

中有关的部分，去洞穿语篇的文脉肌理，积极 

寻找信息(昝连生，1993；叶嘉莹，2007；勒晓 

燕，201 1)。在定位核心信息时要充分考虑三 

个方面的因素。 

1．语篇的类型特点。不同类型的语篇具 

有不同的篇章结构和信息重点。比如，记叙文 

(narration)的主要信息要锁定其三要素，即人 

物、环境和情节，关注人称和组织结构，洞穿故 

事背后的主题蕴涵了怎样的思想感情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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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描写文(description)聚焦描写对象(人、 

物、地点、场景)及其突出特征；说明文(exposi— 

tion)的核心信息聚焦于说明对象、被说明的信 

息或观点(过程和关系)、说明顺序(时间、空 

间、逻辑)和说明方法(举例、分类、比较和对 

比、因果分析、下定义、图表、数字等)；议论文 

(argumentation)的信息焦点则要关注论点、论 

据和论证方法(归纳、演绎)。 

2．消减事例。使用事例的目的是为了证 

明前文所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例是 

为观点服务的，其重要性小于观点。因此，在 

定位核心信息时应尽量减少事例，或者可能的 

话，大胆忽略事例。比如： 

In the early 16 century，people thought 

that dirt on the skin was a means to block out 

disease，as medical opinion had it that washing 

off dirt with hot water could open up the skin and 

let ills in．A particular danger was thought to lie 

in public baths．By 1538，the French king had 

closed the bath houses in his kingdom．So did 

the king of England in 1546． 

此段中最后两句给出了两个事例，定位核 

心信息时可保留一个或全部忽略。 

3．省略细节。细节的功能是支撑要点， 

因此在定位核心信息时不加考虑。比如，前面 

这段话中，“as medical opinion had it that wash— 
ing off dirt with hot water could open up the skin 

and let ills in．A particular danger was thought to 

lie in public baths”属于细节，锁定核心信息时 

可对其不加考虑。 

(二 )改写 

第二个步骤，在核心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语 

言表达形式的改写 ，对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实 

施“整形手术”，尽可能实现大规模的改头换 

面，以达到旧貌换新颜的目的。在改写过程 

中，原则上字数不能超过原句，不要改变原文 

的逻辑结构(丁往道等，1994)。在实施语言 

表达改写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以下的语句 

压缩技巧。 

1．简化描述。比如：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Baker told the 

subjects that they would be stared at from time to 

time from behind a two way mirror in a laboratory 

setting． 

可以简化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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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experiment，the subjects were 

told that they would be observed sometimes． 

2．消除重复。比如 ： 
He didn’t like the city．He hated it． 

可以变化为 ： 

He disliked the city． 

3．把直接引语的主要信息变为间接引 

语。比如： 
The boss said to him，“Till you’re more 

experienced you can cover a story．’’ 

可以变化为 ： 
The boss said that with more experience he 

could cover news． 

4．主动句和被动句相互转换。比如： 
Robert Baker，a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 

sity of Kentucky，performed two experiments． 

可以转化为： 
Two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by a psy— 

chologist． 

5．特殊句式(There be句型、强调句、倒 

装句等)和正常语序句式的转化。比如： 
To research whether such a‘‘sixth sense” 

r
_

eally exists，Robert Baker，a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performed two experi— 

m ents． 

可以利用 There be句型将此句中下划线 

部分变成 there is really a sixth sense。 

再 比如： 

Only if you ask many different questions will 

you acquire all the information． 

可以将此倒装句变为正常语序的句子： 

You will obtain all the inform ation if various 

questions are asked． 

6．各种从句的灵活转化。比如： 

Baker concludes that people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sense when they’re being stared at． 

此句中的宾语从句可以变为表语从句： 

His conclusion is that people are not e- 

quipped with the ability to feel others’observa— 

tion． 

7．把从句变为短语(介词短语和非谓语 

动词短语)。比如： 

If the interviewee agrees．you can use a re。 

corder to get the facts straight． 

此句中的条件状语从句可以变为介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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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With the interviewee’S agreement，a re— 

corder could be used． 

再 比如 ： 
The skin is a necessary organ，which can 

serve as a barrier against outside dangers． 

此句中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可以变为介 

词短语 ： 
The skin is a necessary organ as a barrier a— 

gainst outside dangers． 

又如 ： 

If we are untied，we stand；if we are divid— 

ed，we fal1． 

此句中的条件状语从句可以变为过去分 

词短语 ： 

Untied，we stand；divided，we fa11． 

8．把短语变为单词。比如： 
Cleaning away dirt is good to health． 

可以转化为 ： 

Cleaning away dirt benefits health． 

词( 

1ish 

and 

9．使用广义词(general words)代替具体 

specific words)。比如： 

She brought home several Chinese and Eng— 

novels，a few copies of Eme and Newsweek， 

some textbooks． 

可以变为： 
She brought home a lot of books and maga— 

Z1nes． 

10．使用近义词或反义词。比如： 
To research whether such a ‘‘sixth sense” 

really exists，Robert Baker perform ed two experi 

m ents． 

此句中 research、whether和 performed可 

以分别变为study、if和 carried out。 

再 比如 ： 
Never will Zhou Yang forget his first assign‘ 

ment as a journalist． 

此句中never forget可以利用反义词换成 

remember： 

Zhou Yang will remember his first task as a 

reporter． 

实际上，在语言形式的具体改变过程中， 

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使用什么句式、换成 

哪个单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英语语言综合运 

用能力的高低。面对具体句子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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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所拥有的英语词汇和语法方面的扎 

实基本功，再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就一定能够 

创造出多姿多彩的表达相同信息的不同语言 

形式 。 

(三)核查 

第三个步骤，核查连接词、字数、标点和语 

法等四个方面。首先，核查有无连接词的使 

用。如果没有，应增添连接词，以保持概要上 

下文的衔接和连贯，使得全文结构紧凑；同时， 

为了控制字数，优先考虑使用最短连接词，如 
but then later finally bisedes thus therefore 

yet、however等。字数控制在60—70词范围内 

为佳。最后通读全文，核查标点和语法。 

以上三个步骤和评分第五档(21—25分) 

的要求是相互对应的。三个步骤的逐个实施 

可以确保评分第五档对概要写作在四个方面 

的要求，它们之间具体的对应关系如表 1所 
示 

表 1 评分第五档描述和概要写作步骤的对应关系 

概要写作步骤 评分第五档(Z
l一25)描述 序号 具体内容 

1．理解准确，涵盖全部要 第
一  

通过阅读定位语篇的核心信 
点。 息。 

在定位核心信息基础上进行 
2．能准确使用相应的语法 第二 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写 ，主要体 

结构和词汇。 现在改词 、换句型。 

第三 核查语法和标点。 

3．有效地使用了语句问的 

连接成分，使所完成的概要 第三 核查连接词。 
结构紧凑。 

在定位核心信息基础上进行 4
． 完全使用自己的语言。 第二 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写

。 

四、范例分析 

《考试说明》中概要写作样题如下。阅读 

下面短文，根据其内容写一篇 60词左右的内 

容概要。 

Getting rid of dirt，in the opinion of most 

people，is a good thing．However，there is noth— 

ing fixed about attitudes to dirt． 

In the early 16 century，people thought 

that dirt on the skin was a means to block out 

disease，as medical opinion had it that washing 

off dirt with hot water could open up the skin and 

let ills in．A particular danger was thought to lie 

in public baths．By 1 538，the French king had 

closed the bath houses in his kingdom．So did 

the king of England in 1 546．Thus began a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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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wh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Europe lived 

with dirt in a friendly way．Henry IV，King of 

France，was famously dirty．Upon learning that a 

nobleman had taken a bath，the king ordered 

that，to avoid the attack of disease，the noble— 

man should not go out． 

Though the belief in the merit(好处)of 

dirt was long—lived，dirt has no longer been re— 

garded as a nice neighbour ever since the 1 8 

century．Scientifically speaking，cleaning away 

dirt is good to health． Clean water supply and 

hand washing are practical means of preventing 

disease．Yet，it seems that standard cleanliness 

have moved beyond science since World War II． 

Advertisements repeatedly sell the idea：clothes 

need to be whiter than white，cloths ever softer， 

surfaces to shine．Has the hate for dirt，howev- 

er，gone too far? 

Attitudes to dirt still differ hugely nowa- 

days．Many first．time parents nervously try to 

warn their children off touching dirt，which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pread of disease．On the 

contrary ，Mary Ruebush，an American immunol— 

ogist(免疫学家)，encourages children to play 

in the dirt to build up a strong immune system． 

And the latter(后者)position is gaining some 

ground．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上述的三个步骤来进 

行概要写作。 

步骤一：定位 ， 

通过阅读定位语篇的核心信息。本语篇 

属于议论文，最本质的核心信息在于论点、论 

据和论证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核心信息定位细节 

单词、短语、 位置 单词
、短语、句子 功能 句子序号 

． ． ． there is nothing fixed about attitudes 第
一 段 句 1 论点 t

o dirt． 

In the early 16 century， peopie 

句2 thought that dirt on the skin was a 

第二段 ⋯ n0 tn h1n L⋯t d 一 。 论据 1 

单词 1 French 

短语 1 in Europe 

短语2 ever since the 18 h century 第
三段 论据 2 句 3 

． ． ．
cleaning away dirt is goodto health． 

单词2 Nowadays 

第四段 ．．．an American immunologist，encour- 论据 3 
句 4 ages children to play in the dirt to build 

up a strong immu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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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改写 

在定位核心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表达 

形式的改写，请注意改写过程中语句压缩技巧 

的灵活应用 。 

句 1意为“关于污垢存在变化的态度”， 

可以诠释为“人们对污垢的态度是灵活多变 

的”，因此可以将“there be”句型变为“主系 

表”结 构 ；attitude后 的介 词 to可 以改 为 to． 

wards；fixed反义词可以使用flexible。这样，句 

1可 以变为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dirt are 

flexible。 

可以利用主动句和被动句互换将句 2中 

的 people thought that变为 it was thought that， 

这样就顺其自然的把宾语从句变成了主语从 

句 ；句 2中 dirt on the skin was a means to block 

out disease说的是皮肤上污垢的功能 ，因此可 

以使用 could，从而把“主系表”结构变为“主 

动宾”结构；block out的同义词可以使用 pre． 

vent；单词 1和短语 1可以整合为 in some Eu． 

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于是，句 2、单 

词 1和 短语 1可 以变 成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in the earlv 16 centu． 

ry，it was thought that dirt could prevent diseases 

from coming into bodies。 

短语 2 ever since the 18 century中的 ever 

可以省略 ；句 3中的结构 Doing A is good to B 

可以转换为 It is good for B to do A；这是人们 

自18世纪以来 的认识 ，因此可以增添 people 

have realized that，从而使用了宾语从句。于 

是，短语2和句3可以转化成 People have real- 

ized that it is good for health to remove dirt since 

the 18 century 

单词 2 Nowadays可以变为 Now；从最后一 

段最后一句知道，接受此观点的人群在扩大， 

因此可以将句4中的 an American immunolo． 

gist改为复数，并加上 hold the view that，顺其 

自然地使用了同位语从句；鼓励就是建议，因 

此 encourages children to play in the dirt可以改 

成 children should play in the dirt；不定式短语 

表示目的，因此 to可以换成 in order to；strong 

不妨变成近义词 powerful。于是，单词 2和句 

4可 以变化 为 Now，some immunologists hold 

the view that children should play in the dirt in 

order to have a powerful immune system。 

步骤三：核查 

核查连接词、字数、标点和语法。变化后 

句2和变化后句 3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转折，因 

此可以使用 However进行连接。这样，概要写 

作的初稿成型如下：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dirt are flexible．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in 

the early 16 century．it was thought that dirt 

could prevent diseases from coming into bodies． 

However，people have realized that it is good for 

health to remove dirt since the 1 8 century． 

Now，some immunologists hold the view that 

children should play in the dirt in order to have a 

powerful immune system． 

经过核查，字数为68词，在评分原则规定 

的40—80词范围内。如果对字数控制更完美 

的话，不妨删除第二句中的 such as France和 

from coming into bodies以及第三句中的 that， 

这样就刚好把字数控制在60词。最后检查标 

点和语法正确无误，符合一篇优秀概要写作的 

各项要求，达到评分第五档的标准。 

五、结语 

以上我们初步探讨了概要写作的定义、特 

征和操作步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精选高 

品质的短文，帮助学生在概要写作的操练过程 

中明确目标，有的放矢，查漏补缺，循序渐进， 

从而切实增强学生的概括能力和书面表达能 

力，提升英语概要写作的水平。 

参考文献： 

1．Qi，L_(2005) Stakeholders’conflicting aims 

undermine the washback function of a high—stakes test． 

Language Testing，22(2)． 

2．丁往道等(编) 《英语写作手册(修订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3．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03年 

4．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 

5．勒晓燕 “逻辑课，如何走近中学生”，《光明 

日报》2011年 l1月 16日 

6．叶嘉莹 《嘉陵说词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生  

7．昝连生 《英语语法与信息结构》，安徽教育 

出版社 ，1993年 

·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