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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8/2021_2022__E4_B8_80_E

4_B8_AAG_E7_B1_BB_c10_188046.htm 我是青岛的考生G类，

此文是专写给像我这样10几年没再上过学的大龄考生的。我

没上过任何辅导班所有对雅思的了解都来源于网上信息。在

此我也做点贡献,希望此文能让多点人看到不旺费我用3天时

间敲完。听力和4个Section全部都是机经上的，其他人都说了

是哪个版本，我不就再重复了（我也是考完是回来对机经的

时候发现的）关于听力机经我再次忠告各位，要看就一定要

背的滚瓜烂熟，否则就一眼也别看（切记）。以前我也看过

其他人说要看就要背的滚瓜烂熟，否则极力想答案的时候就

无法集中精力听了，我想我不背但用来熟悉一下场景，背一

下单词的拼写吧，所以就看了1-2遍，等一看试题所有的选择

好像都在机经上见过，只是印象模糊呀，再等开始放录音就

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听了。唉，真不如一眼也不看。（不过我

弟弟认为我之所以无法进入状况是因我从未像考试一样用40

分钟作过一套模拟题）阅读的前三个section回来对过之后确

定是机经上的，可惜机经上只有题目一句话，我想可能是

考G类都和我一样水平低，所以考完后实在无法为大家贡献

出太多考题。第一个section讲为狗注册的事，全部是Heading, 

但文章的段落数比选项少两个，一个是问要到哪里去为狗注

册，是哪一段。注册前要准备什么样的检查？不注册要承担

的责任？注册的好处？如果要transfer owner 要作什么？第二

个section是看水表计费的全是T, F,NG。如果用水多看水表交

费勤？T因为文章说是用水少3个月交一次费，用水超过一个



数就要每月交费了。交费是根据每月准确的读表数F，文章中

说有些情况是根据估计数多退少补的意思读表员每月底去你

家看表NG 文章没提水费是谁住谁交F文章说租住人要就此事

各户主商议第三个section是InterEXCHANGE这个组织的广告

，全是T, F,NG费用包括在美国国内的机票费用F说这个组织

是政府组织F文章说此组织是非政府的非盈利的该组织可以为

你安排在美国从事各种职业的打工而且是合法的T该组织也能

在美国之外安排相同的活动T该组织能提供合法的法律文件（

忘记我选的答案了）对参加人有年龄的上限的限制，文章中

对年龄只要求有最低年龄的限制要达到17岁以上，我一直没

搞明白F和 NG的区别，也没人去问所以我认为是F,但现在像

想应该是NG吧。有哪位知道请告诉我谢谢。第四个section在

我的机经内没找到，（可能是我的机经不是最全的）是关于

澳大利亚的海洋养殖业，开始是几种鱼虾贝类的Matching题

，最后几个Yes. No,NG。没用T,F大家考试要注意。Matching

大家只要把各鱼虾贝的名称带到文章去找就可以了。我因为

前3篇作完一看时间只用了不到30分钟，一高兴最后一篇竟无

论如何看不进去了，所以再次提醒10多年没摸过书本的雅友

们一定要尽力在考前回到学生的状态，虽然很难但只有这样

考过的可能性才大呀，努力。Yes, No第一个是因为大众口味

刺激海产养殖业的发展YesXX年出台的水质法律规定了水质

检验的方法NG写作，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两个题目也都是老

题。Task1, Write a complain letter, one of your neighbors often

burns rubbish close to your house, complain to him, the bad effect to

your family, give him some suggestion.Task2, Do you think historic

building should be destroyed and make space to new building. Use



your experience.我的感受是一定要在家严格按时间写几篇，找

感觉。写作再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成天用电脑写东西的雅

友们提高注意，我已经有7年没用笔写过英文了，全是电脑的

拼写检查和Suggestion害了我呀，我一直觉得小作文20分钟写

不完因此在家试着写了一篇只用了15分钟，因此觉得没有问

题了。大作文写过3篇，每篇都洋洋洒洒一写就400-500字，还

没写到结尾，没有注意时间，心想没问题了。没想到在考场

上一写，生怕拼写不清所以拿橡皮涂涂改改（在家从未用过

橡皮），卷面倒是十分整洁，可惜小作文就用了我25分钟。

大作文第二段论点还没写完，考官就提醒只有5分钟了，结果

想写的第三段论点也没写，结尾只写了再次重复主题的一句

话就到时间了，和我在家的情况惊人的相似，我在家也没写

过一段结尾呀。再一点体会是不要一位以为要求你Use your

experience就一定要举自己的实例，我是考前一晚让弟弟误导

了，我让他帮我想想在农村和城市长大对孩子个性的影响的

思路，他看题目上写用你的经验就告诉我如果不举自己的例

子会扣分。当时我实在没有时间去验证，结果一看试卷，举

例子吧，青岛的红瓦绿树的风格背破坏吧。可瓦tile拼写记不

起来呀，我是在口语准备这个单词，可要第二天考口语所以

我还想下午才看呀。结果我所有的瓦全拼成aile,不知那

些native speaking 能否猜出我的意思。我不知5分的标准是什么

，批卷大人手下留情可一定给我5分呀。再要提醒大家的是，

那些成天用电脑写东西的雅友们提高注意，我已经有7年没用

笔写过英文了，全是电脑的拼写检查和Suggestion害了我呀,听

力和写作的单词不知拼错了多少呀。电脑害人的最典型事例

呀。口语考试口语网上大家都说考官有口音，语速快，可我



觉得我的这个考官发音标准，语速极慢，慢的让我都不适应

而且每次问完都用探寻的眼光看我好像生怕我不懂，他一看

我我就像条件反射嘴立刻就开始说了，我的语速倒是超级快

，我以前从未用这么快的语速说过英语，简直都快赶上绕口

令了，，难道是我太紧张我至今想不明白呀。大家可要接受

我的教训呀，千万要用正常语速，这样才能一边说一边想，

我这么快根本全程就没有一秒的思考时间，而且我的大脑就

是一片空白，像个上好发条的机器，这位考官真professional

，没受我的语速影响，始终都保持自己的语速。我第二天上

午考口语，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雅思的考号，口语顺序的安排

都是根据姓氏拼音排列的，所以如果你姓 A，B，C开头的肯

定是当天下午考口语，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根据报名的前后。

前一天晚上到51雅思上看了下午考的题目Building &amp.

Apartment照着准备了，以前在网上看到好几个人说口语要早

去，因为都比自己规定的时间提前很多，有的超过一小时，

我在青岛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只要提前半小时去就足够，时间

是严格按网站通知的时间。我因不了解提前一小时就到了。

在门口问了一个刚考来的A类的学生，他说考的是Website.，

而且说问了他各种问题所有的都问到了，还问了他名字的中

文意思，幸好没问我这个问题，一没准备二我的名字确实没

任何东西可说。之前从未想过Website 该说些什么，我这么大

年纪又不象年轻人天天泡在网上，我长上的也只是有限的几

个网站也不能跟考官讲100test网站呀，我有个常上的网站是

去看如何饲养斗鱼的，就打电话给弟弟让他帮我查字典看产

卵、孵化、驻泡泡巢是哪几个单词，所以提醒大家去考口语

时带字典，未准备的题目可现准备。可别像我这样拿张身份



证就去了。我的时间是10:45，提前4-5分钟时，老师让我们到

各考场门口等候等考官叫我们再进去，包放在门口的椅子上

，我以前以为是在一间教室考，还怕是考官坐着让我们站着

回答问题，其实他们是占用了老师的办公室，海大的办公室

真小，窄窄的只有一张办公桌当考场真合适。我听见对面A

类考场的一个女考生的声音洪亮，语速均匀就像是在朗读课

文，有考生陆续出来，过了一会就有考官出来叫考生进去，

我看到了昨天给我监考的小伙子，他在门口检查了他的考生

的身份证，核对了照片，又问是否带了手机，手机要关机，

然后让考生进去了。终于等到我的这间们开了，我忙从椅子

上起身，是个半秃的中年人40-50岁吧（我一直不会判断外国

人的年龄，挺年轻都秃头，我这个考官脸上的皮肤没松弛，

没皱纹应该不老吧）我说is my turn,他微笑的示意我跟他进去

，我刚要坐下发现手里还拎着自己的包（看来我的白痴状态

现在已经开始了），对他说“对不起我应该把包放在门外的

椅子上，这就把包送出去“。回来后我把身份证调转放在靠

我这边的桌边，找了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在办公桌前，外套

的腰带有点紧，我解开了。我将一只胳膊肘支在办公桌，微

笑着看他等他对着录音机录音，我看过网友的文章说是一开

始考官都要自己对着录音机录一段话的。没想到我的考官先

对我说“my name is XXX, What’s your name”我一下说了名

字XHY，X是我的姓，他说你想让我怎么称呼你呢？我说“

叫我HY吧，我认为HY这个名字is Unique (我极不喜欢中国人

给自己取英文名字，为了让GZ好叫就要起英文名，既然在我

们的地盘，GZ就应该学着叫中文名，而且常用的英文名好多

人都叫重了)。他说OK, HY那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我的



名字和任何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也不类似呀，没想到他HY两

个字的发音是如此的准确，叫得如此动听，唉为什么以前那

几个外国人叫我HY也那么好听呀，所有中国人叫我HY都没

他们叫的好听，看来就凭这一点我也应该移民国外了，整个

口试过程他至少叫过我4-5次HY，不知他如何能记住，他始

终没看过我的身份证，只是面前放着有我照片的那本本子，

我是根本就没记住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已经工作十

多年了，给他示意我的身份证说我已经三十几岁了。他问我

是作什么的？我告诉了他，又跟他说了公司的名字（少说了

一个单词，那几天光忙着看书竟连公司的名字都忘了，不知

他到底是否知道我是说的哪家公司）他问你觉得你的工作好

吗？我说很好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实现了自我价值。他问你

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我说工作过程中我add my value in it 得

到了自我满足。他问除了这个工作，你认为还有哪种 工作适

合你，我说Own my business, 他微笑着点头，得到了他的鼓励

我接着说我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开公司给自己干因为我的责任

心太强，干什么工作都像是给自己干的，朋友们提醒我我只

是一个Employee,不用那么拼命，我说我也觉得自己投入了太

多精力，我甚至没有时间谈恋爱，我告诉他我还没结婚，而

且我在这家公司干了7年了，时间太长了。他说那HY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我小时侯的学校，我问我说说我的中学可以

吧，他点头，我给他说我上的是青岛第几中学，这个学校

有104年的历史了，最早建于 1800年，一开始是个教堂，我想

不起教会学校和男校怎么讲，所以又重复了一遍那时是个教

堂学生极少。他这时示意够了转问下一个问题（我上学的时

候赶上学校的85周年因此对学校历史有了解，但1800我都忘



了说成了 eighteen Zero Zero 回家后向弟弟讲述时弟弟说什么

你学校怎么是1800年成立的呢？我说奥1800年那就有1000年历

史了弟弟说“什么”我这才反映过来是200多年，我整个的白

痴状态由此可见一斑）他问我上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我

说20多年前我们上学不用穿校服（复习写作时看过几

篇Uniform的范文，）他好像比较惊讶，我说我们想穿什么就

穿什么，我那时很小所有的衣服都是父母给买的，他点头表

示同意，有他的鼓励我接着说，那时妈妈给我买的衣服上衣

全是红色的，现在我再也不穿红色的衣服了，并给他看我外

套内的绿毛衣和黄格披肩，他点头。（我是有一段时间腻烦

红衣服，但现在好了，考试那天我还穿了红毛衣）他又换了

话题问我transportation的状况，我说青岛的交通状况现在有了

很大的改善，现在很好，公交车延伸到了每个居民区，而且

有很多出租车，很方便，比北京那样的大城市要好很多，我

说我出差到没北京在出租车上在天安门前一等就是半小时一

小时（其实我是想说长安街，想不起来就说是天安门前了因

为确实碰到过几次给领导人清车道让路）考官频频点头表示

同意（难道他住北京有同感？）他又问我交通最拥挤的是什

么时间我说是Rush Hour,他问几点我说是早8-9点晚5-6点。他

问我平时用哪种交通工具我说公司有Shuttle Bus，我坐在班车

上看到别人挤公车，觉得自己幸福。然后他翻开书拿出一张

卡片(我看到一共就是两张卡片他拿了上面的一张)他说HY这

张卡片上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一分钟并给我示意我眼前的一只

铅笔和两张纸，告诉我可以在这张纸上作Note. 这就是传说中

的卡片题呀，我赶紧看看卡片到底是什么样子，再看题目

是website 下面有三个关于Website 的提问。（我看卡片的时候



他好像看着书还在讲话，但我第一眼看到卡片光顾着满足好

奇心了，根本没听清他的话，但突然他说的Apartment 这个单

词清晰的传入我的耳中，难道卡片问答中不光卡片上的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或者他以为他给我的卡片题目是Apartment?

）我连忙抬起头来问他我是要先说卡片上的Website 再

说Apartment 还是先说Apartment. 他说让我先用一分钟准备卡

片上的问题,其实我已经看完了卡片上的所有问题，差点张口

说不用再准备了现在就开始吧，以前看到有个网友写自己一

看卡片题目准备过心中窃喜但还是装作思考还装样在纸片上

写东西，那我也写点吧，写了一个betta website,(可能第一个问

题是常上或最喜欢的website？)写了一个 google.com,(可能有一

个问题问search哪个网站)还写了 book hotel for travel (当时想如

果斗鱼网站谈完可以谈自助旅游到网上定房间，)刚写完考官

说一分钟到了我可以讲了，我拿着卡片问他我是要照着卡片

一个个问题讲，还是可以抛开卡片直接讲，（因为我当时就

没记住问题，一个个讲，我就要讲完一个问题再低头看卡片

）他说我可以直接讲，我就放下卡片，讲我不是那些孩子们

成天上网，我上网是去查一些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我常上的

搜索网站是Google，我上去查斗鱼，我问他知道betta这种热

带鱼吗? 他微笑点表示知道（他难道也懂斗鱼？我以前一只以

为卡片问答是不停的讲一分钟，可弟弟昨天告诉我是要讲两

分钟，我实在是不知道两分钟不停要讲多少东西，作

文TASK1不是说为凑字数就往具体上写吗，那我也从头讲吧

。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一定要找人帮你看

表试试感觉讲多少东西，）我讲我很喜欢养鱼十一有七天假

期我去鱼市逛，看到一种鱼很美丽，店主告诉是泰国斗鱼，



斗鱼有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身体和红色的鱼鳍和尾巴。

考官示意我停下，我忙说我知道说的太远了，我不知怎么养

斗鱼所以上网上查。他再次示意我停（我准备的筑巢、发情

、交配、产卵、孵化还都没说呢）他问我GOOGLE网站好用

吗？我说很好用，上去的速度很快。我说完后他拿回卡片夹

进书里，看来卡片谈完了。他又问HY你认为网络如何改变了

人的思维方式，（这个题我没想过，就是现在用中文我也答

不出来呀），我说现在人们从网上可以了解最近的新闻，我

们在网上就知道了12月26日发生的地震和huge wave hit斯里兰

卡，东南亚(想不起海啸怎么说，而且一开始说完十一月一愣

又改成了十二月26)，我说有据报道 15万人丧生，million left

homeless,我们公司组织给斯里兰卡捐款。他示意让我停，我

说可你的问题是网络如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我还没谈到你

的问题呢）他对我微笑说已经足够了。他对我笑着说我的口

语考试全部结束了，并且按下了录音机。（我意尤未尽，说

谢谢，起身系外套腰带拿身份证时对他说我昨天听力没考好

因为我听磁带的时候没法集中精力,反正现在不录音了）我出

来发现自己是这批第一个出来的，全程只有10分钟最多12分

钟，看来在考生进去前，考官已经录好了自己的音了，不知

道我为什么这么快出来，弟弟说可能是我说话快，已经讲了

别人15分钟的内容，再就是知道G类水平差所以特别安排了

考官。漏了一个口试问题，关于我的工作他问的最后一个问

题是“你进这家公司之前参加了什么培训”我回答没有培训

，我看他的脸上写满了不信，我只得说这是家大公司

，English training maybe (我口语回答的全是事实只有这句是编

的，因为确实没有培训呀，说谎都不会竟还加了maybe ) 再讲



一下考试的一些细节，网上报名后可从网上打准考证，提前

两天从我的状态的网页看到雅思考号和口试时间（到1月6日

十点多才看到）当天只要拿你从网上打的准考证，身份证，

和准考证要求规格的相片，在相片背面写上姓名和雅思考号

，就可以了。在考场门口核对你的身份证和照片然后将照片

贴到一个本子上，让你在本子上贴你照片位置下面的拼音下

用中文签字。一张纸有6张照片（这本 本子口语考官也用）

没看网上打印的准考证，只让你带身份证入考场，桌上一支

笔叫下蛋笔吧。（不是有的考生说的发几只铅笔），我不会

用就提前先试了试。考试是三部分连续考的，没有休息时间

。（以前看过一个考生写在笔试前有休息时间可以喝水吃东

西，我还想到时候我也吃几块巧可力，结果白装在兜里了，

幸好我没打算去上厕所）我只要个部分都到5分就行高了也没

用，但愿能通过，不用再考了，再考也是这水平。我的英语

水平是托福500零几分，7年前为了解自己的英语水平考了托

福，因为写作不好特意挑了1月份没有写作的考，弟弟说雅

思5分就等于托福500，这两次考试我都没特别复习，所以都

应该是我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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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