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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N03 Mark Scheme 

 

AO2:  Responding to written language in speech -- For 2min Presentation 

ONLY 

 
Quote the Specification： 

  
•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in speech to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at is drawn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 to summarise information from written sources in speech 

 

• The written sources will be those that students read in Chinese as part of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 They must refer to at least two named written sources during their presentation. 
 

• Refer to Sample Assessment Materials, page 213 (SAMs) for the format of the 

presentation.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AMs_GCE_A_level_in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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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Q&A (8-9min), A01+AO3+AO4 （same with Task 1） 

AO1: Interaction  
          问答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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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 Accuracy and range of language 
         语言的准确性和丰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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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4: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culture 
         对中文语境下的社会和文化的知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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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Presentation 
Candidate A  

演变中的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保育向来在不同国家有很大的争议和讨论，因此我也找了两篇不同的文章做出分析

和讨论一下。 

第一篇文章呢它主张的是经济增长就比环境保育更重要，文章中指出如果没有经济

增长就何来环境问题呢？其实在贫穷的国家里，国民就活得非常绿色了，因为富家

的人才可以选择是开车还是步行？要不要开空调？这些都只是富家人才能选择的。

而且对一些贫穷的人来说，其实环保是非常奢侈的。 

但是另一篇文章就表示环境保护就比较重要了。因为你没有了经济发展还有不同的

资助可以帮助国家，但是没有环境的资源那又有谁来资助地球呢？ 

The candidate listed many other articles bu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marking at thi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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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 B  

在 21 世纪手机游戏对中国中小学生是否利大于弊 

在研究手机游戏对中国中小学生是否利大于弊时，我主要阅读了两篇文章：《权力

的游戏：青少年网络游戏玩家的情感互动》和《放不下的手机游戏》。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认为，网络空间身份的流动性使得青少年可以获得虚拟的身份，

并从相对公平的系统中获得并运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权力。比如说运用技术权

力管理外挂，运用社会权力管理社群，如在部落中充当部落首领，亦可运用想象权

力，如在‘我的世界’中运用天马行空思维塑造世界。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都是非常

有益的。 

然而第二位作者认为，随着手机游戏越来越低龄化，很多学生开始沉迷其中不能自

拔。虚拟世界中的杀伐决断和和队友之间的亲密合作，让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回到现

实生活中去学习了，这造成了一落千丈的学习成绩。不仅如此，随着手机游戏从单

机游戏变成互联网游戏，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为了融入群体也玩起了手机游戏。让

手机游戏在青少年中有着极高的传播性和普及率。 

这两篇文章帮我从权利和成瘾两个角度认识了手机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我认为第

二位作者说得对，从中国新生代网虫现象中可以看出手机游戏确实让一些学生误入

歧途了，但手机游戏到底对青少年是否利大于弊，取决于政府、家庭和社会能否给

予正确的引导。比如说，2021 年政府推出的限玩政策让青少年可以进行有效的游

戏，并像第一位作者说的一样，从虚拟世界中学习现实生活中无法给予的能力，并

让手机游戏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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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Presentation Candidate B 

Your comment： 

Two stars？ 

—————————————————————————————————————————— 

 

—————————————————————————————————————————— 

 

One ‘wish’？ 

—————————————————————————————————————————— 

 

————————————————————————————————————————————— 

 

 

Your mark (or band)： 

Please note the aim of this exercise is to be familiarised with the mark scheme. It is NOT to train you to 

be an examiner. Please do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exact marks.    

 

AO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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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Q& A Sections 

Candidate B 

在 21 世纪手机游戏对中国中小学生是否利大于弊 

 

 

Q1 你提到，手机游戏能让中国的学生放松，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为什么你会这

么说？ 

因为中国学生每天有着极其繁重的学习压力，中学学生每天要将近学习十个小时以

上，这是世界中学学生平均学习时长的两倍，这让他们每天极度缺乏社交的时间。

但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社会，如师徒、战队等系统能让他们有效地释放自己的压力。

您认为这样是否能让他们在第二天的效率提高呢？ 

我很怀疑，可能不会吧。 

是的。但是研究却表明，在进行短时间游戏后，当他们的社交需求被满足以后，上

海市 Jin Shan 小学的研究表明在学生进行半小时游戏后效率却反而提高了。而相比

来说，连续学习五个小时的学生却并没有他们的效率这么高。 



J CHEN Chinese A-level Speaking paper: Facilitating pupils’ research skill 12 Nov 

10   
Sensitive materials, please only us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purpose. 

Q2 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手机游戏上瘾，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手机游戏上瘾，这代表这中国有很多青少年都开始沉迷于手机游

戏了。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研究表明当学生进行手机游戏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

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这会让他们的大脑处于极其兴奋的状态，研究还表

明，这时候他们大脑的状态与吸毒时的极其相似。这使得长时间的电子游戏会让他

们对电子游戏成为一种精神依赖。这我们可以从 2021 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看出，他

们已经将电子游戏点名为‘精神鸦片’，您认为这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呢？ 

Q3 是非常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玩手机游戏给予

限制，是不是会比较好呢？ 

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玩手机游戏确实已经开始了限制。比如说 2021 年政府已经出台

了堪称‘史上最严’的政策，也就是说每个未成年人每周的游戏时长不会超过 5 个小

时，而每天的游戏时长甚至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这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中国平

均游戏时长有着明显的下滑，所以我认为这个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 

Q4 为什么你说手机游戏加大了代沟，而且影响了亲子关系？ 

因为手机游戏作为 21 世纪的新兴产物，很多上个世纪出生的家长并没有真正的玩

儿过现在的手机游戏，使得他们了解手机游戏的渠道只能通过媒体。而恰恰中国媒

体又将手机游戏过度妖魔化了，比如说将“王者荣耀”称为是“王者农药”。而在学

校，孩子们确认为电子游戏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玩游戏的孩子也被

排除在社交圈之外。而正是他们两者认知的不同，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沟通，使得他

们进行频繁的争吵而造成了紧张的亲子关系和加大代沟。 

Q5 花太多钱在游戏上面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花太多钱在游戏上面造成的最显著的问题就是给孩子树立了错误的价值观。很多孩

子为了在同龄人中炫耀，不惜花掉自己数个月的零用钱，甚至从 2012 年的一项报

道看出，有一个熊孩子甚至花掉了父母一年的工资只为了买掉一个游戏中的皮肤。

您认为，这样错误的价值观是否会对他们以后的成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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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嗯。而且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 2020 年的手游市场销售额更达到了两千七

百亿，是 2019 年同比增长 21%，也就是多了四百八十亿的销售额而 37%来自未成

年人。这凸显出，如果不加节制，这种错误的消费观将会影响中国社会。 

Q6 你说手机游戏对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你有没有办法举例或者用数据来支持你

的说法呢？ 

手机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视力的影响。研究表

明，手机游戏中的蓝光是对青少年的视力有着不可逆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高中近视率在 2019 年更达到了夸张的 80%以上，是 00 年的数倍，而正在这同一

时期，游戏的青少年玩家数量也在激增。也就是说中国手机玩家数量和近视率是成

正比例关系的。 

手机游戏不光影响了中国青少年的视力，还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比如说

当我们看到 2016 年互联网游戏用户飙升的时候，中国的肥胖率也在飙升，因为本

身中国学生每天的运动量就到不了 30 分钟。当中国学生不运动，而玩手机游戏

时，他们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从而造成肥胖率飙升。 

Q7 既然手机游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为什么学生还要去玩呢？ 

因为手机游戏时一种高成瘾的游戏，当他们在不断地进行手机游戏的时候，他们也

越来越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尤其考虑到手机游戏成瘾的很多学生都在现实生活中无

法得到足够的尊重，而一旦进入游戏中，他们将会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从而使得

他们更加沉迷。这种现象如果不加干预，会愈演愈烈。 

Q8 你提到，有一部分学生手机游戏上瘾是由于家长造成的。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呢？ 

因为距研究表明，三成孩子在初次接触手机游戏都是因为父亲的影响。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父母也开始玩起了手机游戏，而孩子们则将其视为榜样，也开

始玩起了手机游戏。不仅如此，很多孩子小时候父母为了省事，成为了现在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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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爸妈”，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将一个手机交给孩子，就能换取短期的安静。但

这种短期的安静会对孩子的长期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Q9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手机游戏对中小学生是弊大于利的？ 

手机游戏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弊大于利。因为目前中小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

后他们的专注力大幅度下降，甚至导致了不完成作业的情况。从北京 Shi Jia 小学

2019 年的调查重可以显示，有两成的学生表示因为过度游戏而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了。不过因为政府和家长都已经采取相关的政策，这种情况可能在长期是不会保持

的，会让他们学会适度游戏，享受健康生活。 

Sample Q&A Section, Candidate B 

Your comment： 

Two stars？ 

—————————————————————————————————————————— 

—————————————————————————————————————————— 

 

One ‘wish’？ 

—————————————————————————————————————————— 

 

————————————————————————————————————————————— 

Your mark (or band)： 

Please note the aim of this exercise is to be familiarised with the mark scheme. It is NOT to train you to 

be an examiner. Please do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exact marks.    

AO1/6 AO3/12 AO4/12 *Tota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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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Chinese A-Level IRP Title Choice Advice  

1. Questions are the best style of title to work with, as they need to be answered, which is the  sort of 

conclusion pupils should be aiming for.  

2. Don’t do a ‘find out and describe’ style project: it will end up being too descriptive. It must  encourage 

analysis.  

3. A good title already shows a decent level of research!  

4. Never include pupil opinion (apart from in passing): the conclusion must be research  based.  

5. Key words in the title must be addressed in the introduction.  

6. No speculative titles, i.e. ‘What is the future of….?’ / ‘Will we be living on Mars in one  hundred 

years’ time’ etc. This can’t be determined!  

7. Is it possi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simple but crucial point)  

8. Will the candidate be able to remain objective? Avoid personal issues such as bereavement,  illness, etc.  

9. Will enough research material be available (hence importance of this early stage of  exploratory 

research)? Around 8-10 entries for Bibliography.   

10. ‘An exploration/investigation into….’ style titles are too vague.  

11. Avoid words in the title that will lead to descriptive projects; they should instead lead 

to  discussion/argument. Eg’ When/How…’ openers won’t work  

12. Provide a suitable scope of study. 2 mins is not very long at all to discuss an 

issue  comprehensively and concisely. The narrower the title, the better:   

Eg ‘Why does global warming occur?’ is too big, but ‘Why is ______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to 

aspect ______ of global warming?’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work.*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12 point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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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Student’s Sample Work, Candidate D 
 

垃圾分类政策是否能真正改善中国的环境问题? 

 

Presentation: 

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从 2019 年强制推行,至今仍引起群众广泛的争议。首先在

XX 新闻 2021 年初《带你了解垃圾分类》中表明，垃圾分类是传统垃圾处理的改

革。它提出了垃圾分类主要有两个好处：首先，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防止土壤受破坏，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垃圾分类带了了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促

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像是服装制造业。由此可见，作者是非常坚信垃圾分类是可

以改善环境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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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华网 2019 年的一篇报告中指出这项政策在推行中也有着“一股脑”的难

点。首先，居民分类不到位，垃圾车混装、混运的行为大大加大了垃圾回收厂的工

作量。其次，垃圾分类正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配套设别衔接的不够完善。最后，居

民们普遍对这项政策‘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正因为如此，垃圾分类也未必能

改善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我看来，我想对赞同第一篇文章作者的看法。长远来说，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是

可以改变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首先，垃圾分类降低了生活垃圾的总数，同时减

少处理过程中所耗的能源。而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更加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养

成了节约并利用资源的习惯。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垃圾分类是处理垃圾最佳的选

择，也是环保的必经之路。 

 

Q&A: 

Q1 那么这个 2019 年推行的垃圾分类政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政策，你能跟我简

单的介绍一下吗？ 

好。中国正式推行垃圾分类是 2019 年在上海进行的。然而在上海的《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中将生活垃圾严格按照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进行分类。若

企业和居民未按要就将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桶内，会被罚款或行政处罚，个人最

高罚款达到 200 元人民币，企业最高罚款可达到 5 万元人民币。现如今，其实各

个城市都开始推行这项政策。 

Q2 那么这项政策推行之后，改善了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吗？ 

首先，我认为它是改善的。因为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减少填埋的占地

面积。因为填埋是我国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在 2020 年的一项数据显

示，垃圾填埋场呈现一个每年减少 10 座的趋势。通过计算就可以表明，每年填埋

面积减少了 5 平方公里，也就相当于 700 个足球场这样的占地面积。像这些被减

少的填埋场，有些比如像重庆的长生填埋场被改造成一个生态主题公园。老师，您

能相信垃圾分类能有这么大的成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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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如果说能减少 700 个足球场的填埋面积，那确实很有成效。那除了刚才你说的

占地面积以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出垃圾填埋的好处呢？ 

其实垃圾分类的最大的的好处就是降低生活垃圾的总数。老师您知道我们每天能产

出多少生活垃圾吗？ 

多少呢? 

在《中外对话》的一篇报道中指出，2020 年平均不到 16 天，上海的垃圾就可以堆

成一座经贸大厦的重量。而在 2020 年垃圾分类推行后，就是 19 和 20 年一个数据

向比较来说，生活垃圾的总产量减少了 90 万吨。不仅如此，垃圾分类也降低了对

土壤的破坏。像是一些废旧家电，电池，重金属等等，通过垃圾分类都会进行合理

的处理，避免了去污染土壤。 

Q4 在你的论点当中，你提到海洋的污染，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垃圾分类

后，海洋污染这个问题能被解决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降低了海洋污染的可能性。因为塑料垃圾是海洋污染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联合国的一个数据中表明，每一秒都有一卡车的塑料被投入到海洋中。

而这些被投入到海洋的塑料垃圾会侵入食物链，最后进入到人们的餐盘之中。在

2002 年垃圾分类后发现，塑料垃圾的回收量高达两千多万吨，这也可以证明垃圾

分类可以降低海洋污染。 

Q5 老师好奇，垃圾分类之后如何‘变废为宝’？ 

其实就拿我们刚刚说的塑料垃圾来说，塑料被回收以后其实是特别受纺织行业青睐

的。在中国，塑协委员会表示塑料经过高温粉碎处理之后会形成一种聚酯纤维的软

毛，而这种软毛可以制造一些化纤、无纺布等等。我们穿的很多衣服其实就是回收

后的塑料瓶做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可回收垃圾中的废纸，通过垃圾处理后成为再生

纸，制造一些日常用品，像一些肥皂盒、鞋盒等等。在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zhang 

yin 就是靠回收废纸而起家的。这些例子都充分的证明了垃圾分类能让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变废为宝，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老师，您认同我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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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的确是。在你的演讲当中提到了垃圾回收还有‘一股脑’的难点。既然回收垃圾有

这么多好处，居民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呢？ 

其实居民是有意识到垃圾分类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但是总是有种种原因导致他们

不愿意配合。首先，在《北京日报》2020 年的一份问卷中显示，影响居民进行垃

圾分类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厨房剩余垃圾需要破袋投放，精细地

分类。这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十分不方便。不仅如此，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政策也

不太合理，造成了居民们的不便。而最后呢就是垃圾分类的执行中不给力，不仅居

民们会混合垃圾，就像垃圾车都有混装混运的一个行为。 

Q7 从你整个调查，看的文章中，你觉得垃圾分类这个政策是否能改善环境污染这

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些调查都为我们展现了垃圾分类政策是可以改善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尽管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还有设备的完善，再加上由于疫情

的影响所导致垃圾分类进程变缓，但是一些突出的表现，像是生活垃圾数量减少，

回收利用等等都向我们证明了长久进行垃圾分类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的。这需要靠

政府的多方面支持和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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