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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考生。候考篇：早上9点半才起来，因为是11点40的，其实

已经提前1小时去了师大外院，到候考试时被高知“嘿，下个

就是你了，你还去哪里啊”。。。汗。。。吓一跳，本想出

去走走呼吸下这个外院周围的新鲜空气，没希望了。本人第

二次考雅了。接待这个STAFF我还认识，上次就跟他侃过，

今天因为提前这么多就又跟他侃了会儿。接着就是无聊的等

待。。候考试有2个MM，本来想过去说说话，发觉越这么想

心里就越发毛，结果搞的更紧张了，唉，本人一向不善于

跟MM说话，尽管。。还不算太丑。哈哈。。大概11点吧，

叫到我了，于是抓了那牌子就上楼了。我前面的MM在我上

来时候她正准备进去，后来我无聊就掐表看她说多久，时间

滴答滴答的过去，透过小小的玻璃窗我看到里面的考官是昨

天监考的那个年轻女的，听那口音有点美国腔，不过不确定

，因为说的还算标准不会带那么重的accent，25－28左右，（

外国MM比较早熟，恐怕估计有误^_^maybe 跟我还差不多呢

呵呵。）昨天的考试她就比较严格，跟他一起监考的叫David

的那个handsome guy都没怎么说话，很老实的样子，就她话

特多。发考卷的时候还问“can you open the note book?”

“NO”下面考生都傻傻的回答着。总之没看她笑过。今天。

。。想想就有点怕。终于14分钟过去了，那个MM出来了，

到我坐位旁边拿包，第一句话就说：好变态啊！！！当然，

说的很轻声，不过愤怒语气一眼即可看出。呵呵，我笑了笑



，估计她被刁难了。于是忐忑不安的偶拿起身份证准备进去

。糟糕，发觉有点紧张，不是有点，好像是很紧张，不过还

好呼吸还算正常。今早在家里预演好了，准备进去说

完goodmoring！就说It is a lovely day,isnt it?的。（今天福州天

气真的很lovely的，是突然转好！昨天坐的士赶赴考试时radio

还说又有typhoon来袭的。不过好像比较小。唉，南方的冬天

总是这样，这到冬天了，还来台风。不过今天天气真的很爽

，我比较喜欢享受冬日的温暖阳光。^_^）考场篇

：SECTION 1:（罗嗦那么多到考场了）进去开口就

说goodmorning。准备说its a...时候。。忽然lovely奔出我的大

脑服务区，我使劲搜索都想不出来了，结果就“its a %*^⋯&

day，isnt it?"结果可想而知，那考官用淡蓝色的，带着疑惑的

眼睛望着我。。。“OH ，IT IS A LOVELY DAY ISNT IT?”我

终于想起来了。。。汗死。"yes ,sure,and are you living in

Fuzhou?""yes..."呵，傻笑。"So you can enjoy lunch after the

test!""en en yes..."傻笑。。。倒。。。没词了。"so,what s your

major,which school...."开始说话题了。我说了在艺术学校学表

演的。她好像没什么兴趣"so what school do you want to go when

you are child?"我回答说以前就喜欢表演，因为爷爷以前也是

演员，不过pass away了。现在上了这个学校让我dream come

true 了。还说了以前爷爷表演京剧的时候要穿盛装，把脸涂

上颜色之类，想调起她的注意力，没想到徒劳啊，唉。。。

其他说什么就忘记了。SECTION2:"Now we are continue to our

next section,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a river or a lake which you have

ever seen.this is a card you can have a look."于是递过来一张卡。

（昨晚我就想过river了哈哈，高兴，今天出去前还看了早上8



点的别人回忆说是讲river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就怕换题，现

在安了。）"now you have one minute to prepare and then have

two minutes to have a talk."接过卡片我假装准备了一下下。问题

是：“Talk about a river or a lake which you have ever seen，you

should say:1)where it is 2)what do people do in the river or lack

3)what have been changed of it.我看了下，就写了3个单词

：where ,what ,change.，然后就给她了，“Im ready,hehe”她

奇怪的看了一下，OH，you are ready?so,you can have a talk! 于

是我就开说了，说俺以前家门前有条小溪，小溪清清，刚能

没膝。。还说折纸船跟小伙伴玩比赛，再就说人们在这个清

澈的小溪里洗衣服啦，甚至都洗菜掏米的。。。However，现

在不同了，溪水再也不清澈了，有点smelly了,people can never

wash their clothes in such a dirty river,there even can see some

animalss body flowing on it.......so i think,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onment protect。嘿嘿，正好她

叫停了，2分钟刚刚好，（“还好哥们我还练过，要不还不被

你整成⋯⋯啊。”哈。river的话题似乎比较少被考到吧，51

的口语鸡精31个鸡精排倒数第一。不过还好昨晚我31个都说

了一遍了。）SECTION3:接着她就又开问了：“so,in your

opinion,what can people do in the water.”我回答：渔夫靠海洋

打鱼to survive,运动员靠水上运动比赛。然后她就问了，

“what does people feel about the water”倒。人们怎么看待水的

？我蒙了，忽然想起了达尔文了，于是就把他拉出来说，我

说根据他的理论陆地上的生物都是从海洋进化而来的，所以

似乎人们对水都有种特殊的感情，哦对了，我也给她讲了这

次的tsunami，说水有时候对人们也很无情，像这次在印尼跟



泰国发生的海啸就导致了多少人丧生。。接着她就表示同感

，还说了yes,that pity！然后她又问“in your opinion how does

people use the water resource?” 我说水是人们生活必须的，没

有水就没法生存，第一个作用就是用来生活啦。然后说水可

以用来发电。。还有。。？就跟她讲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

。哈哈。接着就又问了：“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 lot of money to develop the facilities fo water sport,like

swimmingpool?”我说YES啊，水上运动很好玩啊，特别是帆

船啊划艇啊之类的我很喜欢，还有游泳也是很有趣能健身的

运动，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学会啊。。。呵，她听了乐

了，说:so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swim,it is important!我说sure I

will.（我也想啊，可就学了点狗爬式的实在不雅，所以基本上

很少去泳池了。）然后说evening了，恐怖，她说了do you

think XXXpeople doing in evening..没听清。“pardon？”她又

说了一次，还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一般疑问句，哈。就

说了NO。本来想混过去了，但是她又接着问XXX晕了，知道

那个女生为什么出来会说变态了，你越不懂回答她就越往里

面钻，本来听不出来就心虚了，唉，又不知道她问什么，好

像是问那他们晚上作什么，我就胡诌了，说他们晚上看电视

啊，和家里人，没怎么出去吧。。。然后不敢说了，因为不

知道她是不是问这个。后来想想好像她是问在中国人们的夜

生活的，我那样答应该可以。算了。然后就问了我晚上作什

么，我说晚上玩电脑上网，有时候陪女朋友出去逛街，不过

很少。然后就说我喜欢电脑游戏之类的。说完了，SO it is the

end of test.她关了录音的MP3了，我还傻坐着没回过神，还在

想刚才evening的事情晕。结果她说，OK，IT IS



FINISHED,you can enjoy you lunch 了。OH OH，我回过神了

，“thank you for your time.BYE.”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