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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A_8412_E6_9C_c10_188258.htm 作者：谢侃 (以下纯属个人

经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虽然在教书混饭多年但仍不知

雅思A类G类区别的我，经过一周仓促的准备，于12月9号那

天酬躇满志的奔赴考场。之前有人告诉我背一下网上的考前

预测是很有用的，我8号晚上看了一下，预测里都是所谓的“

机经”的一些特殊符号，也就是那几年考过的那几道题目，

用一些特殊符号标注的，根本看不懂。对于一些背尽历年考

题的“骨灰级”人物那是很有用的，但是对于广大雅思应考

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背“机经”，而要把精力放在提高实力上

来。特别是我，虽然是英语专业，从来没有接触过雅思，而

且国外研制的考试与国内盛行的四六级包括专四专八还是有

很大区别的，我不敢忽视，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只能有一周

的复习时间，所以大部分靠的还是以前英语实力的积累。 12

月9号早上随着一声闹铃，我从睡梦中惊醒，立刻爬起来冲到

卫生间用冷水洗了一个脸(防止再有睡意)，整理了一下头发

，抓过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必带三样”(准考证，身份证和一

张护照照片)，穿上衣服就匆匆上路了。12月的杭州还是相当

冷的，特别是这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6点半的样子，街上没

什么人，天也是阴沉沉的，但我的心情还是稍许有些激动和

兴奋，上一次这种奔赴考场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已是很遥远

的事情。I can’t wait to check out the true face of ielts test! 打上计

程车，经过尽20 分中的颠簸，我在7：10到达我的雅思考场浙

江教育大厦，里面已经有些积极的考生在等待了。看的出来



，很多考生还是不太自信，或者说表现出了一些紧张，有些

同学拿着书似乎在拼命的背作文套句，有些同学戴着mp3耳

机，嘴里念念有词，更有一个同学拿着一张纸坐在角落的沙

发上瑟瑟发抖。我看看自己，出了身份证件之外啥都没带⋯

⋯总之我觉得无论干什么事情首先要对自己自信，包括考试

还是面试，自信是你要做到的第一步(这也是我在新东方获得

的最大的收获)。 在一面墙上根据我的考号确定了我的笔试考

场以及口试的时间，口试是转天，即12月10号的下午2：20，

还好，还有一些准备口语的时间。首先我们根据一个ielts staff

的指示上了四楼做指纹采集，晕，他们的防“作弊”措施真

是先进。我们这帮考生排了队依次“画押”之后进入了候考

室，真是后悔没有带任何书过来，真是太无聊了，其他同学

至少都有事情做⋯⋯这个过程完了之后我们又被带上了五楼

考场，我们被告知所有除了你的衣服和准考证、身份证件之

外的东西一律不能带进5楼考场，这时好像氛围马上就改变了

，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几个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们都是这

次考试的主考官。周围的墙上也填满了花花绿绿的有关ielts的

注意事项(英文表示)，几个老外似乎面部表情都比较僵硬(我

想是不是吃了昨晚饭店提供的饭拉肚子了？)，增加了考场的

压抑气氛，有一个长的特别像萨达姆的考官凶凶的说：“Cell

phone is strictly not allowed into the room, if we find that you do so,

you would be processed as cheating on exam”,我不得不掏出手机

奔下四楼交给一个管理员保管。 晕，最后还有身份确认的步

骤，每一位进考场的考生还要经过一位British Council的官员

的检验(都是老外)。会问你：“Can you show your ID card?”

，接着他会一手拿着你的身份证仔细端详你的脸，确认无误



之后，把你提供的照片贴在一张之上再让你签上中文姓名及

拼音，随后会叫一名副考官(中国人)领你去你的座位，整个

过程3分钟左右。座位很干净，除了一个无线耳机(听力是由

无线发射器播放的，我们可以先戴上耳机调试一下音量，无

线发射器反复发送一段试听的英语文章)，一块印有红色“ielt

”字样的铅笔和橡皮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等到所有的考

生都搞定之后已经是8点45分了，我心中暗暗佩服老外的工作

真是细致。此时，这位看似上了年纪的男老外站起身子，用

及其标准的英式发音告诉我们what we should do and what

should not do，考试的顺序是先考听力，再考阅读，再考写作

。随后两位考官分发听力部分的试题册(很漂亮，很粉色的)

，谁也不敢首先擅自打开看题，因为老外刚强调过谁没有录

音的指示下先看题当作弊处理。填完拼音姓名和考号之后差

不多就到9点了，老外告知副考官播放CD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 Section 1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讲的是一个日本女生联

系homestay的事情，女生读的是明显的日本英语，读得很慢

，但发音很清楚，第一个空填她的名字，第二个空填的是车

牌号⋯⋯整个10个空还是轻而易举的听出来了，我瞬间对自

己充满了信心。Section 2 部分我傻眼了，翻开第2页映入眼帘

的是一张图，上面歪歪扭扭画了一些建筑的平面图，让我写

出每个建筑代表的各是什么地方。Section2部分的读音真是要

命，这个男的明显是澳大利亚口音，读得跟催命似得，还好

我踉踉跄跄跟着他把图标题完成了，可是第二部分的填空题

发挥的不是太好，3个题只听出一个。心情开始郁闷，结果自

己把自己给害死了，Section3其实是非常简单的2个学生和一

个老师讨论一个课程的重要性问题，但心情郁闷加上考试时



的紧迫感还是发挥一般，有好几个空没有听出来，看来考试

时临场的心理调节是十分必要的。还好Section 4部分一开始

是5道选择题，能够稍微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它讲的是关于

非洲鳄鱼的有关情况，整体还算简单，基本上都搞定了。 听

力全部听完之后我们会有10分钟的transfer time, 即把写在试卷

上的答案转填到答题卡上，整个听力一共持续40分钟，时间

一到两位考官马上收走试卷本，接下来没有任何考生休息的

时间，外国老头宣布了下一项阅读考试的注意事项后马上发

下了阅读题的试题册，这回是淡黄色的，呵呵，看着很舒服

。同样的，不允许有翻开试卷的行为发生，偶有几个同学翻

开了一页马上会遭到严厉警告。直到10点钟，阅读测试准时

开始。这次的阅读题自我感觉比较的简单，可能是因为之前

做了比较系统的练习吧。阅读时间是1个小时，3篇超过1000

字的文章，没有transfer time, 所以要边坐变把答案转图到答题

卡上。时间的调配当然也是非常重要，每一篇阅读文不能超

过20分钟。第一篇讲的是一种奇特的香料(单词比较复杂，

以A打头的，现在记不清了)，历史上还做过流通货币，并且

还和amber(琥珀)做了比较，还介绍了这种A物质的产生过程

。整篇文章阅读下来页比较顺，没有看不懂的句子，题目的

话用一般的定位法就可以解决，在原文中都可以找到原词原

句,这一部分我用了10分钟。第二部分讲的是回收垃圾的环保

类话题，文字也都比较简单，只不过题目设置的比较狡猾，

很多都是干扰选项，真的是要看到每一个字并且要看懂每一

个字才不会上出题的当(这一部分我用了10分钟左右)。最后

一篇也是类似环保的题目，讲的是杀虫剂的过度实用会使某

些害虫产生抗药性，然后后面有介绍了一种没有副作用的生



物杀虫法，即改变昆虫身体内部的基因使之不能繁殖。题目

同样也是设置的比较简单，关键是你能否在文中找到原话，

但要注意做阅读题的时候一定要边阅读边做题，避免做题时

重复阅读文章而浪费大量时间。整个阅读测试我用了大概40

分钟就做好了。阅读题应该是我们中国考生的强项，一定不

能失分太多。最后剩的的时间一定要进行检查，这次我多亏

了最后的检查，挑出了一些粗心的错误，特别是一些你想当

然认为是对的答案，一定要放在原文中对照，文中没有提到

的即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一定要收敛到原文内。 接

下来进行的是作文考试，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小作文-图

标描述题，第二部是大作文，时间一共1小时。考试于11点准

时开始，根据前人的经验，我选择先做后面的大作文，因为

在作文总评分中占的比重更大。今年的题目据说是一道老题

，历年出现过好多次，但我肯定是第一次见，个人认为题目

比较难入手，但是还是有东西可以写出来的：“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insist that new buildings be built in

the traditional styl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可能

是我太过于追求完美，在开头部分为了尽可能吸引阅卷者的

注意，我搜肠刮肚用一些复杂句式和所谓高级词汇，like “as

globalization is gaining momentum， a distinct feature of that trend

is that”⋯⋯图了改改了图，最后主考官一句“you have 40

minutes left”惊醒梦中人，天啊，我花了20分钟去打造开头！

心里一急，马上转入第二段，“on the on hand”“on the

other hand”马上搞定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最后“to sum up

”用总结性的话做一下结论。其实作文找到套路后还是蛮容

易，“IBC form”一定要牢记在脑子里，格式在判分中也是



至关重要的。在还剩15分钟的时候我转入第一部分小作文，

它是一道表格题，要你描述1996年到2002年在英国成年人选

择继续学习的的人数变化。图标描述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关

键是一些表示趋势的词汇的使用，比如表上升,你可以选择用

：increase, go up, rise, soar, 表下降你可以用fall, 0drop, go down,

decline, decrease, 波动你用fluctuation, wobble，表变化幅度的词

有steadily, intermediately, sharply, drastically。开头你可以套用

“this bar chart( pie chart, gragh, table) shows( displays,

demonstrates, illustrates) that________.”第二段开头“as is

shown in the graph,⋯”或者“from the graph, we can see that⋯”

掌握大量的套句和词汇的话这一部分将是比较简单的。 终于

考完雅思主要的三项，只剩下interview了，我坐在位置上舒了

一口气。这时老头又发话了，宣布早上考试到此结束，然后

每个人发了一张口试的确认单，我是明天下午2点20，每个人

的口试时间都不一样，依次以20分钟错开。说实话，口语这

个东西真的要靠平时的积累，雅思口语考试考的不是你专业

的知识，而是你英语的交流能力和国外用英语的生存能力。

口语考官想要看到一个活生生正在跟他们交流的人，而不是

一个机械式的背诵机器，所以在平时一定不要去背一些东西

，而要训练自己“speak English at ease”的感觉。回到家，我

随便翻了翻什么“雅思口语真经”“雅思必备100篇”，觉得

真没什么用，于是乎就打开电脑看看friends，培养一下说英

语的感觉。真的蛮管用的，我连看了5集，整个人都沉浸在英

语环境中了，渐渐适应了他们的语速，他们语音语调，他们

的英语思维，一边看一边重复，模仿他们说过的话，找到了

说英语的感觉，我于是在mp3里也下了一些friends的音频，明



天考试前再磨磨耳朵。 时间很快就到了12月10号，我中午吃

晚饭，耳朵里插着mp3就坐上公车上路了。我就是用这种方

法不断保持对英语的兴奋度。到了那边又是永无休止的身份

确认，指纹采集和拍照。一切都弄完之后我进了休息室后场

，跟昨天一下，大家表情严肃，神情呆滞，口中念念有词。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不宜再去背诵的，口语本来就是

很spontaneous的东西，没必要搞得这么机械，这么紧张，这

样的话肯定会影响后面的发挥。到了2点10分，我们2点20的

这拨考生被通知到各个口试地点后场，考官会出来叫人进去

，候场时不能互相交流，否则也会按作弊处理。我深呼了一

口气，平静了一下心情，坐在门外等候考官的通知。突然，

们一开，我的主考官，一个白发的英国中年男子，比较和气

的跟我说“are you candidate 47? Please show your ID card”,

“sure, here it is!” 我似乎已经进入状态了。“do u have cell

phone or mp3 with you?” “no, I don’t have mp3 and my cell

phone is switched off” “I think you’d better leave it outside the

room.”我把手机放在外面的凳子身上就跟他走进去了。 原先

还以为会又三个考官，没想到就他一个，硕大的教室只有一

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显得有些空旷。我和他面对面坐得很近

，桌子上放着考生名册和昨天提供得相片和签名，还有一个

支会全程录音的录音笔。他拿着我的身份证和相片又是一番

打量，我发觉气氛有些僵硬，于是就说了一些“ice-breaker”:

“well, this is not an easy job right?”考官倒也挺配合我的“yeah,

I think it is. But I have been working like this for 5 years” “wow,

that’s amazing. I mea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ard work” “oh,

we should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here comes your ielts interview



part, are you ready?” “of course, I am ready” “ok, good luck!

”随即他打开了录音按钮，口试部分正式开始。一开始的提

问很简单，是关于你的名字，你的家乡，还会根据你的回答

即兴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我都十分轻松的handle了，一定要注

意，这部分千万不要用“one word sentence”,一定要expand

your answer even if he raises “YES/NO”questions. 第二部分

是cue card部分，即根据他给你提供的话题做1-2分钟的简要论

述，我拿到话题简直欣喜若狂，是“one of your important

decisions you have made recently”.这个话题我曾经在不同的三

个班上演绎过不下数遍，真是正中我下怀。考官递给我一张

纸和一支笔，我会又1分钟准备时间，我说：“I don’t think I

need time to prepare it, because I really mad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recently so I’d like to start it right now”考官似乎也被

我的自信瞎了一跳，可能很就没见过不需要准备时间的考生

了吧，于是在他的指令下我开始了熟练的论述，把最近我决

定出国念书的来龙去脉，家里的反对，以及同事的不解一股

脑倒了出来，大概说了三分钟，直到他喊停位置。期间气贯

长虹，几乎没有停顿的地方，一边说边庆幸自己的运气比较

好。自我感觉这部分发挥的不错，然后进行第三个部分，也

就是考官会问你几个关于话题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是

由于他太地道的英式语音吧，我用了好多“I don’t quite get

you”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what do you mean by⋯

”然后回答的时候自我感觉缺乏了一些逻辑性，这部分我只

能说发挥的一般。随着他说“ok,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your

itelts interview part.”整个时间是17分钟，终于我可以说一句：

“whew, that’s a relief” 根据我这次考雅思的经历我发觉这门



考试的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真的能从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测出一个人的真实英文水平。另外一个感觉四老外办事

真的很严谨，从雅思整个的报名，身份确认，再到考试开始

后的各个步骤无不体现出一股浓重的英伦风情。考雅思真的

是件值得经历的事情。不管成绩怎么样我觉得都又很大的收

获。成绩会在15天后收到，正好是圣诞节，希望我能收到一

份很好的Christmas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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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