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英语作文训练视频导学 
 

初中英语作文写作训练导学视频目的在于帮助初中学生为中考英语

复习做好准备。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写作是中考英语中的体型之一，

也是初学英语的中学生的难点和弱点。各种版本的初中英语教材没有

常用问题写作技巧板块，我们的写作训练课程针对常用文体及写作技

巧、常考题型、热点话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训练课程旨

在为广大初中生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英语作文写法指导和便于模仿的

英语作文精品佳作。 
 
 



英语作文从文体上可以分为： 
应用文(书信、电子邮件，发言稿、通知)  

记叙文(写人叙事) 

说明文(介绍人物、事物) 

议论文 
 

从考题形式上可以分为： 
话题作文 

看图作文 

应用作文 
 



初中英语作文视频导学具有指导性和示范性。 

常考题型避免中式英语表达，符合英语写作规范，写作指导和范文点

评中融入了英文写作方法和要领，有利于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英文写

作规律和套路，从容应对中考英语。	
	

中考作文是考试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同时又是让绝大多数学生望而

生畏的题型。那么怎样帮助初中生提高英语作文写作水平呢？ 

这个视频导学按照以下内容要点进行讲解： 
 
 
 
 
 



 
 

1. 英语作文的语言积累和素材准备： 

2. 应用文写作：书信、电子邮件，发言稿、通知 

3. 记叙文：写人、叙事 

4. 说明文：介绍人物、事物的说明文 

5. 议论文 

6. 图表图画作文 
 

 
 
 
 



中考英语作文答题步骤 
步骤 1: 认真审题。内容包括：文字信息，表格、图标信息 

步骤 2: 巧妙构思。利用列提纲确定写作中心、组织/筛检材料 

步骤 3: 信息转换，以词及点：用一两个单词或短语写出每句话的细

节要点。连词成句：用联词成句的方法将上述要点的词语扩展成句子。 

连句成文：正确使用表逻辑关系的连接词，使文章前后连贯，结构紧

凑，过度自然。 

步骤 4: 检查修改。重点检查单词拼写、大小写、标点符号等。 

步骤 5: 规范抄写。保持卷面整洁。如书写较差，以致影响阅读，分

数将降低一个档次。 
 



书面表达评分标准： 
先根据文章整体内容和语言表达确定档次，然后在该档次内评出分数。 
第一档：（12－10 分） 
完全符合题目要求，表达思想清楚，内容丰富。使用多种语法结构和丰富

的词汇，语言通顺，语意连贯，具有逻辑性。允许个别语言错误。 
第二档：（9－7 分） 
符合题目要求，表达思想基本清楚，内容完整。语法结构和词汇基本满足

文章需要。语言基本通顺，语意基本连贯。有少量语言错误，但不影响整

体理解。 
第三档：（6－4 分） 
部分内容符合题目要求，表达思想不清楚，内容不完整。语法结构和词汇

错误较多，语言不通顺，影响整体理解。 
第四档：（3－0 分） 
与题目有关的内容不多，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是简单拼凑提示词语，

所写内容难以理解。 
  



英语作文的语言积累和素材准备： 
 
1.熟读英语课文，背诵单词和常用谚语成语. 

 1.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2. 善始善终。 
 A good beginning makes a good ending. 
 3. 孰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 
 4. 万事开头难。 
 It is the first step that costs. 
 5. 条条大路通罗马。 
 All roads lead to Rome. 



2. 连词成句练习 

文章无论长短，都是由句子组成的。要想写出漂亮的英文作文，就需

使用正确无误的、符合英文文法的句子。从用途来分，句子可以分为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从结构来分，句子可分为简单句，

并列句，复合句和并列复合句。通过连词成句可以检测出学生对于基

本句型和语法知识的把握。 
1. her, I, she, learn, from, mistakes, sure, will, 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 you, tell, could, me, how, can, get, to, the, market, nearest, ple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改错练习. 
1. They interested in basketba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Do sports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He has a good bod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I’m sorry tell you that I’ve lost your bo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I were sang and danced when she came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根据提示将划线部分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1. Because the weather was good, our journey was comfortable.  

(thank to) 
 
2.We all think he is a great man.  

(think highly of sb.) 
  
3.Suddenly I thought out a good idea. 

 (come up to sb.) 
  
4.The students there needn’t pay for their books. 

 (free) 
  
5. As a result the plan was a failure.  

(turn out to be) 



5. 必备（背）词句，要求仿例模仿造句 
be crazy about 发狂的喜欢… 

例句：I am really crazy about Michael Jackson's rock'n'roll.  
 
give sb. a hand /  give a hand to sb.    帮助某人 

翻译：向危难之人伸出援助之手。 
  
the 比较级… the 比较级…     越…越… 

翻译：你越努力，你进步越大。 
  
make (full) use of … （充分）利用… 

翻译：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水。 



  
6. 实战演练：佳句仿写 

  
Reading is good for our mind.  
读书对我们的心智有益。 

做早操对我们有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hing is difficult to do as long as you want to have a try.   
只要肯尝试，任何事情都不难！ 

只要你需要我，我就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句子的写作 

中考书面表达对优秀作文要求之一是句法的正确使用。简单句与复合

句的选择和灵活运用不但可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而且还使文章富有

节奏感。写出漂亮的简单句，使简单句不简单；巧妙使用各种复合句，

提升文章的档次。这是写出优秀作文的必要条件。考试时不使用没有

把握的句子。 
  
 
 
 
 
 



练习：用以下词组填空 
  
by means of     keep promise     in favor of 
as well as       neither…nor…    take time 
 
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 she is a teacher. 
我和她都不是老师。 
 
Fei Junlong ____________________ Yang Liwei are the national heroes. 
费俊龙和杨利伟一样也成为了人民英雄。 
 
She tried to explain _____________________body language. 
她试着通过肢体语言来解释。 
  



 
写作培养从熟悉英语句子结构开始： 

（1）熟悉各种从句的结构。复合句是初中阶段重要的语法项目，是

中考考察的重点。希望大家熟练掌握常用复合句的构成、先行词/引

导词、主句和从句的时态等。 

（2）掌握句型转换技巧。很多同学都存在概念混淆、理解不透彻的

问题。因此，建议大家在做书面表达题时尽量将较长的、复杂的复合

句转换成我们比较习惯的简单句。提高训练自己用多种方式表达相同

意思的能力。 
  
 



将下列含宾语从句的复合句转换为简单句练习 

1)  We can’t decide what we should do. (用不定式替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 remember that I once met her at a party. (用动词固定搭配替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将下列含状语从句的复合句转化为简单句练习 
1) He studied hard in order that he could pass the exam.  

(用介词短语替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Turn off the light before you leave the classroom.  

(用分词结构替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两种方法表达同样的意思的练习 

 1）他们玩得很开心。(提示：have a good time; enjoy onesel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六点才到家。(提示：when; not…unt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的练习 
 

 年龄 She is 8 years ol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貌 She has a round face and big ey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格 She is kind and easy to get along wi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爱好 She likes reading and musi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体重 She weighs 32 kilo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备（背）词句-常用关联词总结 
表因果关系的关联词（组） 
because / because of 因为、由于 

the reason is that… 理由/原因是… 、因为… 

so that 以致、以便 

therefore 因此 

as a result / as a result of… 结果、因此 

in consequence / consequently 所以、因此 

例句： 

史密斯先生从未去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了解得很少。 
  



议论文常用表达句式 
 1. 表述观点 

 I think…/I believe… 我认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就…而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 we all know,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my opinion, … 依我之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归纳总结 

 all in all 表示"总的来说"，"总而言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short / in a word 简而言之 

 例句：In short, I’m interested in all of the spor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conclusion / in summery 总之、 后 

 例句： 

 总之，请接受我对你家人的 好的祝福。 
 
 



段落的写作： 
段落是由一组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思想的许多句子组合而成的。虽然每

个段落都是文章的一部分，但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即：思想内

容的一致和句子的前后连贯性。 

概括性的主题句：每个段落都需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句。主题句一般位

于段首。 

主题句的功能：为笔者提供紧紧围绕写作目标的方法，主题句中的“中

心词/中心思想”是选择支持事例或细节的标杆。为读者提供理解作

者想表述内容的工具。 

层次分明的事例和细节：仔细筛选事例或细节。所选事例/细节应从

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解释、延展、支持、说明主题句的中心词/思想。 



 
事例和细节的选择应注意： 

（1）每个事例/细节都应“服务/从属”于主题句的主旨，即主题句的

中心词/中心思想； 

（2）相关事例/细节必须充分且有序排列； 

（3）巧妙运用关联词将事例与事例、细节与细节有机连接。 
 

简洁明确、与主题句呼应的总结句： 
总结段落大意，位于段尾。 

 
 
 
 



文章的结构--开头、主体和结尾 
中考英语书面表达篇幅要求不长，但是，要求有明确的开头部分，文

章主体部分及结尾部分，不能是一篇由十几个句子简单拼凑起来的短

文。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以下要点： 
1. “开门见山”式的开头：一般来说，文章的开头应尽量做到“开

门见山”，即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引出文章的话题，使人一开始就能

了解文章要说明的内容。 
2. “条理清楚”的主体：理顺要点的先后表达顺序，并将各个单句

按照其逻辑关系进行适当调整。 
3. “点明主题”的自然结尾：文章的结尾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根

据表达主题的需要灵活创造。一种较为常见的结尾方法，是对一篇文

章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进行清晰明朗的总结，甚至是画龙点睛。恰

当的总结和归纳往往会使文章增色。 
 



应用文--书信、电子邮件 
应用文是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经常使用到的，是为

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具体事务而写的，它要求实用、真实、准确，还

要求格式规范。人们阅读应用文时，一般不包含欣赏的因素，只要求

文通、字顺、事明即可。所以，应用文要写的简洁明了，事实清楚，

对内容、格式作周密具体的考虑和安排，以免因疏漏而贻误事情。 

应用文在实践中已形成了各种较为固定的形式。中考经常涉及的英语

应用文主要有书信、电子邮件、发言稿、通知等。考生有必要熟悉有

关应用文的写作知识，了解有关应用文的写作要求，从而掌握有关应

用文的写作诀窍。 
 



书信写作指导 
英文书信一般由以下五部分组成： 
信头（Heading）：即写信人的地址和写信的日期、要写在信纸的右上角； 
称呼（Salutation）：指对收信人的称呼，写在左上角，顶格写；称呼后面

的标点一般用逗号“，”； 
正文（Body of the letter）: 信件的主体部分。写在称呼的下一行，一般由

左边第三或第五个字母处开始写起；近些年来，中考增加了一种较为灵活

的书信写作形式，即：写回信。这类题型中，书信正文的开头除简单的问

候（How are you?/ How’s everything going?）外，应该总结一下上封来信

中提出的问题、需求等，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封回信的意图。 
结束语（Closing）: 指正文下面的结尾客套语。位置应低于正文一、二行。

一般从信纸的中间稍右写起，第一个字母大写，末尾用逗号。常用的结束

语有 Yours sincerely, Yours, Sincerely yours, Yours truly 等； 
署名（Signature）: 写在结束语的下面。 



作文训练 
根据中文提示和英文书信内容，写一封意思连贯、符合逻辑、不少于

60 词的回信。假设你叫王明，昨天收到了笔友 David 的 E-mail，得

知他不久要到北京来学习中文。他想了解如何学好中文。请你用英文

给他回复一封，介绍学习中文的体会和方法，提出你的建议，以及表

达你帮助他学好中文的愿望。（信的开头和结尾已给出，其自述不计

入所完成的短文内。）提示词语：Chinese, be, useful, many foreigners, 

learn, now, difficult, different from, it is important…, listen, talk, read, 
write 
  
 
 



 
Dear David, 
  
I’m glad you’ll come to Beijing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is very useful, 
and many foreigners are learning it now. It’s difficult for you because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English. You have to remember as many Chinese 
words as possible. It’s also important to do some reading and writing. 
You can watch TV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Do 
your best to talk with people in Chinese. You can learn Chinese not only 
from books but also from people around you.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ask me. I’m sure you’ll learn Chinese well.  
  
Hope to see you soon in Beijing 
Yours, 
Wang Ming 
 



电子邮件写作指导 
电子邮件一般由以下五部分组成： 
（1）收件人地址: 在标题栏的 “收件人（To）”框中输入收信人的 E-mail 地址。 
（2）主题: “主题（Subject）”框的内容应简明地概括新的内容，短的可以是一

个单词，如 greeting；长得可以是一个名词性短语，也可以使完整句。 
（3）称呼: E-mail 一般使用非正式的文体，因此正文前的称呼通常无需使用诸如

Dear Mr. John 之类的表达。在同辈的亲朋好友或同事间可以直呼其名，如：Hi Tom, 
但对长辈或上级 好使用头衔并使用姓。如：Dear Doctor Li,。 
（4）正文: 写 E-mail 和写英文书信相差不多，但要注意以下两点： 
A: 首先要明确写给谁。不同的收件人，语气不同。写给朋友的可用一些俚语或缩

写语言，但正式的邮件就不能用俚语或缩写词语。像中考书面表达就是正规的写

作，就不能用俚语或缩写词语。 
B: 写电子邮件要直接，并多用短剧使意思清楚。对重点部分要作详细介绍，中考

试题要求写电子邮件，就必须根据提示，将要点写全，并注意语言的运用。 
（5）信尾客套话: 信尾客套话通常也很简明。常常只需一个词，如：Thanks, Best, 
Cheers 等； 不需要用一般信函中的 Sincerely yours, Best regards 等。 



书面表达练习-应用文-通知 
假如你是六班的班长张华，本周末你们班将去绿色农场开展课外活动，

请你根据下面表格中年的要点，写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同学们。 
Place : The Green Farm 
Time : Saturday 
Gathering place and time: The school gate, 8:00 am 
Transportation : By bike 
Things you can & can’t do  
Grow vegetables, feed animal, have lunch, pick up oranges, wear sports 
shoes, not swim 
要求: 

1.文章字数在 80 词左右。开头已经给出，不计入总词数。 

2.文中不得出现涉及考生真实信息的人名、地名或校名等。 



 
From: Zhang Hua 
To: Class 6 
Subject: To the Green Farm 
 
Hello, everyone! We will go to the Green Farm on Saturd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Yours, 
Zhang Hua                                                           
 



A possible version: 
 
Hello, everyone!  
We will go to the Green Farm on Saturday. We’ll meet at the school gate 
at 8:00 am. We’ll go there by bike. We’ll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o there. 
We need to wear sports shoes. We can pick up fresh oranges. We can also 
grow vegetables and feed animals. But we mustn’t swim in the river to 
keep safe. We’ll have lunch on the farm. You can take some water or 
other drinks with you. I hope everyone will have a great time. See you 
then! 
 
 
 
  
 
 



 
应用文的写作-发言稿写作指导 

发言稿是参加会议者为了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或汇报思想、

工作情况而事先准备好的文稿。格式一般由三部分构成： 

称呼 

顶格书写。常用的称呼有 

Dear Mr./Mrs./Miss.…, Dear Sir/Madam, Ladies and gentlemen,  

正文 

结束语 
 
 
 



 
发言稿的写作要注意两点： 

演讲稿 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吸引力，所以明确演讲的对象很重要，对

不同的听众发言，发言的内容不同。发言稿中赞同什么，反对什么，

要旗帜鲜明，不能模棱两可。此外在准备演讲稿时，应力求语言通俗

易懂，诙谐幽默，生动形象，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句子精悍有力，

文字朗朗上口，语言节奏感强。具体来说就是要多运用以下几种手段： 

¨多采用单句  ¨语言多口语化 ¨多用排比句  

¨重复修辞格多¨多采用祈使句 ¨多运用设问句 
  
 
 



通知写作指导 
通知是一种常用应用文体，用来把有关事情告知特定的读者或听众。它分

为书面通知和口头通知两种，这两种通知在格式上有较大差别。 
书面通知的常见形式有一般、布告、海报等。它们一般张贴在布告栏或黑

板上。通知的正文上方有 Notice(或全部大写 NOTICE)或 Announcement(或
全部大写 ANNOUNCEMENT)为题目。通知题目要求居中打印、书写，有

时为了强调、甚至可以以粗体形式出现。书面通知的正文一般用第三人称

来写。时间、地点、参加者、内容、注意事项是通知的要点，应在正文中

直截了当地一一予以说明。书面通知一定要有发通知的时间及落款。 
口头通知一般不用写题目，也不必有出通知的时间。由于口头通知是面对

面的告知事情，所以应该有称呼和开头语，还要用结束语。它的结构比较

松散，形式比较灵活，口头语较多。 
通知都是宣布即将发生的事情及其具体内容，因而多用将来时态，其中往

往有一些注意事项，一般用祈使句来强调。通知还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时

间、地点、活动内容，而且这些都得准确无误。 
  



作文-通知-练习 
 

假如你是李明，本周日由你组织国际交换生去 the Dream City 游玩。请用

英语拟一份口头通知。内容要点如下： 
1.集合时间和地点：上午九点，the Dream City 入口处； 
2.观看楚剧，学习剪纸，制作陶土作品； 
3.自由活动一小时，可游玩、拍照等，五点乘地铁返校； 
4.天气炎热，着轻便装； 
5.请补充一至两点个人的想法或建议。 
注意： 
1.文中不得透露个人姓名和学校名称； 
2.词数：60~80； 
3.内容连贯，不要逐条翻译； 
4.开头已给出，不计入总词数。 
参考词汇：entrance n.入口处  Chu Opera 楚剧  clay piece 陶土作品 



 
开始句： 
Hello, everyone! We are going to the Dream City this Sunday.                                                                                  
                                                                      
【思路指导】 

话题：旅游 

体裁：应用文 

人称：主要使用第一人称 

时态：主要使用一般将来时 
 
 



 



【写作示范】 
One possible vision: 

    Hello, everyone! We are going to the Dream City this Sunday. We 
are going to me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Dream city at 9:00 a.m. We will 
star our tour here. We are going to watch Chu Opera. And then we are 
going to learn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arts — papercutting and making 
clay pieces. Of course, we also have an hour of free time to do something 
we like, such as playing games, taking photos and so on. We are going to 
take the underground back to school at fiv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ll be 
too hot on Sunday, so we’d better wear light clothes and soft shoes. I 
think that it will be an exciting tour and we will enjoy ourselves.   
 
 
 
 



书面表达 应用文-通知 
 
你班将于本周六组织同学们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科普小活动。

请你根据下面的提示，以班长李华的名义给同学们发布一则通知。 

要求： 

1. 内容必须包括所提示的信息，可适当发挥。 

2. 文中不能出现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学校名称。 

3. 不少于 50 词（文章开头和结尾已给出，不计入总词数）。 
 
 
 
 
 



 

 

                 

 

 

 

 

—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When to meet: 
  ·at 8:00 A.M. 
When to return: 
  ·at 3:30 P.M. 
 
    

How to get there: 
  ·by bus 

What to do: 
·listen to a talk about 
the forest park 
·know about plants 

and take notes 
 

Where to meet： 
   ·at the school gate 



 
Dear classmates,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We will have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this Saturday. 
 
 
 
 
 
                                                                                                                                          
                                                                                                                                     
That’s all. Thank you 
  
 
 



 
Dear classmates,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We will have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this Saturday. 
 
We are going to meet at 8:00 A.M. at the school gate, and we will go 
there by bus. And I know you are wondering what we will do there. Now, 
I’ll tell you.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talk about the forest park in order 
to know more about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And from this talk, we will 
know more about plants and take some notes. Finally, we will leave at 
3:30 P.M.  
 
That’s all. Thank you. 
 
 



应用文写作操练 
假如国外中学生来你校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期间计划参加一项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为此像你们征求活动方案(plan)。请你根

据下面表格中的信息提示，写一篇英语短文，介绍你提供的活动方案，

内容包括：中国茶，活动安排以及与至相关的理由。 
Chinese 
Culture Introduction Schedule  Reasons 

Chinese 
Tea Past and present 

Time:             
Places: tea farm, tea house 
Activities: 
1. tea processing 
2. a tea art performance 

... 

 



要求：1. 从表格中任选一个主题，合理安排活动； 

      2. 短文条理清楚，行文连贯，内容可适当发挥； 

      3. 短文中不能出现真实的人名和地名； 

      4. 词数不少于 80，开头和结尾已给出，不计入总词数。 

Hello，friends. I've got a plan for you which may help you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introdu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Hop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审题指导】细读所给的文字提示，提取以下信息： 

1. 介绍一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方案，介绍茶或者民乐，

活动安排以及理由，因此文章为说明文； 

2. 写作时注意人称的灵活应用； 

3. 文章通常用一般现在时，偶尔涉及将来时； 

4. 词数不少于 80 词，开头和结尾已给出，不计入总词数，不得出现

真实的人民和地名。 

 
 
 
 



【写作指导 1】 
要点提示 素材串联 

开头：茶在中

国非常流行 
茶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茶是 流行的饮料之一。 
（It is said that…,one of） 

正文：关于茶

的活动安排 
周六上午参观茶农场，了解茶加工过程； 
（where 定语从句，learn about） 
周六下午去茶房；（be going to do, tea house，performance） 

结尾：参观茶

房的理由 
参观茶房可以学习茶文化，看到穿着中国传统制服的年轻

女士用茶具给你展示如何制作茶，你还可以享受好听的传

统民族音乐（a visit to, tea culture, a cup of, traditional folk 
music） 

 
 
 



高分范文： 
Hello，friends. I've got a plan for you which may help you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introduce tea. It has a long history. 
It is said that Shen Nong discovered it as a drink. Te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rinks in China. So we will have som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about 
it for you.  
On Saturday morning, you are going to visit a big farm where you can 
learn about tea processing. On Saturday afternoon, you are going to a tea 
house after dinner where you can watch a tea art performance.  
Why do we plan a visit to a tea house for you? Because you can learn a 
lot more about tea culture there. You will see a young lady in a Chinese 
traditional dress who shows you how a cup of tea is made with tea sets. 
You can enjoy it and relax yourselves while listening to pieces of 
traditional folk music.  
Hop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初中英语作文训练课程 
1 对 1 网络视频授课 

一个周期需要 12 个课时，每周 1 次网络授课，每次 2 课时完成，每

节课持续 50 分钟。网络课程是通过 QQ 视频进行的，学员可以在你

方便的时候从舒适的家中上课。 

学费 1800 元 
 
 



 
如果你在学习英语当中遇到问题 

或需要购买录制的视频教程 
或需要线上授课定制课程时， 

请扫描下面的微信或飞聊二维码同盛老师联系 
电子邮箱 593195679@QQ.COM 

 
 
 
 
 



 
 
 

请扫描下面的微信二维码同盛老师联系 

 
 
 
 
 
 
 



 

认识你的英语老师 
盛老师具有十年以上外贸电商工作经验，从事 SEO 搜索引擎优化及

WORDPRESS 网站设计与建设。多年美国和菲律宾工作生活阅历，

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培训中心担任专业英语教师，托福雅思培训

和课程顾问。他熟悉不同年龄阶段学员的英语学习特点和需求，帮助

过近千名初高中生和大学生提升英语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