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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rm party地点：Grouches 时间：7:30 am每人票价：3

pounds需要买什么：snacks drinks decoration注意事项：map,

transportation,广告地点：common room , classroom,Section 2讨

论一个tour，tour officer对tourist作讲解前面有四个选择肯定

是CBBB中间让选3个闲暇时可选择的活动，肯定有library

和lecture，具体忘了。后面填空3个答案肯定记得是Thursday9

a.m.15 minutes等 Section 3讲选课问题，选文学理论课有个Dina

的人以前选过，两个新同学问她以前的内容，Dina得几分：A

plus，Dina没去上课原因：it is cancelled 或cancelled前有一

道matching问ABCDE作者中哪个的书不适合读，肯定选一个

叫类似Jefferson的人的书长篇类似summary填空，有好多空格

，有以下几个肯定是答案，讲去图书馆借书看时的recall

system，顺序及剩下的几个空不记得了a pink slip, information

desk,25 pence, essay plans等 Section 4讨论犯罪问题前面有选择

题，一个选有unintentionally的，另一个选corporate crime吧好

象，记不清了。中间填空有填media，being unawared,最后两

道matching，答案好象DE Version 23Section 1 is about the theft

happen in the street. The key words are West Street,where the thieves

’ car is waiting there. An elderly women was robbed her wallet and

$50 in it, fortunately her is unhurt. A witness reported the robbery to

policeman.The young thief was 17, curly black hair, tall and slim,

whereas the elder thief is 35y/o, the distinguished feature is a small



scar in his chins. Section 2 is about the university resources. IN

library you can borrow books,cassettes, videos. The other key words

are book advance. There are 300 hundred students in the course, but

only 150 was new students. Teachers are mainly from United States,

South Africa and Australia. this should fill 3 in teachers’

nationality.Section 3 is telling the story of Wrighters Brother.

Wrighters Brother record can compare the data and found it was

completely wrong. They solved two problems:Wind Design by using

wind tunnels, and second problem I can’t remember. At same time

in Sydney and New Zealand there are similar experiments. Section 4

is about planning the trees. Firstly tell about the benefits of tree:

reduce windy, maintain humid, less dangerous etc. It keeps

temperature below 20 centigrade. It keeps low noise frequency pass

through. It evaporates water. Thee three factors for tree evaporation

are sunlight, water and room to grow.听力 Verision number 24 第

一部分：一男一女有关新学校的对话 1-2：学校的哪个方面给

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 3-6：关于他们住的地方有什么不满意

的地方，男的是汽车的间隔时间长,离shopping的地方远；女

的是和别人共用厨房，浴室 7-9：是他们商量在一起吃饭，时

间，吃的东西fish，一个电话号码 第二部分：四个公园的介绍

。 需要填的公园的优点，缺点，开放的时间，票价需要填的

三个分别是2.6,6.2,4.5 第三部分：对三个学生的采访； 21-24：

第一个学生学medicine,23岁；第二个学生念一年级；第三个

学生念二年级，19岁 25-26：三个学生选他们现在读的专业的

原因 27-28：学教育的女孩觉得中文的语法怎么样 第四部分：

有关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 29-31：建于12世纪，兴起的原因是



两个空32-35：大学教学形式tutorial,lecture,both or neither 四个

空 36-40：牛津剑桥的合称，学校public or private,一个百分比 

这部分我提到的答案都是我听到的,是否准确有待考证.

Listening Version 25（11／17沈阳考题）Ssectoin 1填空1) 1957 2)

railway worker 3) teacher上面的读音很清楚选择4）blond hair 5)

beautiful 6) funny 7) intelligent虽然说了快了些，但总体上而言

比较清晰填空8）1960 9) (实在记不得了） 10） one只有最后

的答案没直接出现，但通过it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am the uncle

可以得出Section 2填空已记不全了，记得有of second hand,

share books, equipment等都是关于如何管理财务的，应该很简

单，只是要注意听Section 3是关于两个学生作project的，其中

有一处是听写人名，其它都陆续讲出，但有干扰项，除了人

名外，其它答案为：Tittle: A College Tour分工：designer

informativeSection 4是关于three field system 的填空题，所有答

案按顺序出来，除了最后一个是commuter较难听出，其它都

很容易9.23 IELTS听力使用的试卷号为No.25。前七题主要针

对一段男女对话，介绍女方的家人，要求考生听出该女生老

爸抵英年份及其父母之职业，并选出符合其祖母外貌及性格

特征的选项，够简单的吧？接下来的两题是典型的送分题-在

听毕一段短对话后，在表格中填其中一男生之父移民英国的

年份及其姐所生小孩子的数目。简单之至，可谓"一耳了然"

，乐得我直张嘴笑。 However，下几题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该部分为学校教员讲给新生听的"financial advices"，不外乎是

如何开源节流，使自己有限的货币实行价值最大化而已，其

馊主意包括：不要一次性购买所有学校要求买的书籍或仪器

，而是分清轻重缓急，重要的东西先买，或买二手货，或与



同学分担(包括房租和交通费)。如遇困难或需帮助，可与学

生会联系。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我的外教，她就喜欢将用过的

饮料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阳台上，达到一定规模后卖掉，还

教导我们说这就是"环保意识"，但中国人却想百思不得其解

：就这点小钱你也省呀？这可与富国公民的身份不符噢。恐

怕这就是所谓的"culture shock"吧？ 大多考生此部分有一处未

能听出，至少我有些许气馁。好在下一段话难度系数不大，

使人做题情绪得以回升。一对艺术系的学生在商量如何录制

一档录像节目，要求考生听出参加录制工作的人员姓名、职

务分工(编剧、导演还是摄影)、片名(A College Tour)、拍摄景

物、采访对象(如为何选择采访普通教师而非校长)、对作品

质量的担忧何在以及下一次讨论的时间。该部分位于考卷的

第五页和第六页的上半部分。此处出了听力部分乃至整

个IELTS考试唯一的三道选择题。So far, so good. 最后一部分

是一位女教授的lecture，关于英国历史上某一特定的土地轮作

制度-Three Field System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轨迹。该部分的题

目篇幅很大，为第七、第八页两面大纸。不过千万不要犯晕

，这两大篇之上只需考生填十个左右的空。由于整个讲座

的Outline已给出，在未听磁带之前，有好些空处已可大致猜

出填空的内容，是数字抑是专有名词，是机构名抑或是人名

，是数词 (年代、数目) 抑或是形容词。这样，可以有目的地

去听(listen with purpose)，答案决不会轻易错过。雅思考试的

友好之处由此可见一斑。在托福听力考试中，考生只能通过

阅读题目及选项窥得录音文本的冰山一角，且好容易抢读到

的选项可能为极具误导性的错误选项。IELTS听力试题则大大

方方地将整个讲话的summary呈现给考生，让人一方面大骂



鬼子低估中国人的英文水平，一方面反复质疑：最后一部分

是重头戏，咋会这般简单呢？总之，该部分不是整个听力考

试的最难处。此外，该教授真的很nice，全文以缓慢清晰的英

文念出，象幼稚园的阿姨给小朋友讲故事。我在心里默默祈

祷明天的Interview考官也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数字方

面，是次Listening Comprehension没有听写电话号码的题目，

填写年份的题倒有好几道。总题数40道。 V27Section 1

对homestay的要求1．Surname：Keiko2．Passport number3

．Course applied: Advanced English Study4. Time to stay: 4

months5．Homestay time；5 weeks 6．对homestay有什么要求

（non-smoker, non-drinker, pet），7．favorite food: seafood,8. 

对体育运动的爱好: Tennis9.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train10. 何

时可以得到信息: This afternoon 11.register, enrollments date: 20

weeksSection 2 (about go abroad and visa)11. Visa can last (90days)

12. If you carry a lot of money you should fill a (currency form), 13.

Go to (your own embassy) to apply.14. If you wish to get a Youth

transportation card, you should show your (Student ID Card).15.

You should take (12 passport photos) with you,16. Accepted

currency: (Australian dollars and Yen) 17.在哪页：page 13 NOT

13 PAGESSection Three (a survey about shopping)17. Occupation

(cashier)18. How much spend per week shopping (50~100

pounds),19. Where often go（big department store, supermarket,

and shopping mall)20. What difficult to buy (jeans)

21.75%22.25%23.20%Section 4, about how to manager time,听力：

version 29 Section1说两个学生讨论准备一个学生电台的事宜。

一开始有四道选择题，答案靠得非常紧，而且不明显。技巧



是一开始一定要好好把选项都看完。第一题是关于资金来源

，他们没有来源，所以只好用自己的钱。选student fund。第

二题是他们讨论的内容选 who will be in the participate.第三题是

怎样来选伙伴，有share the idea和 give the record ，我自己也不

是很确定。第四题忘了，不过瞒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