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

<P>听力 4旧（爽歪歪了，激动地半死~虽然还是有些忘掉了

，但是还是满足了）</P>

<P>阅读&nbsp.难啊⋯⋯时间都不够。</P>

<P>&nbsp.&nbsp.&nbsp.&nbsp. 第一篇：说什么蚂蚁，把蚂蚁

跟人类相比较，两大类型：TRUE/FALSE/NOT GIVEN还有就

是选择填空</P>

<P>&nbsp.&nbsp.&nbsp.&nbsp. 第二篇：car的东西~什么引擎

的种类的缺点、能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行使之类的，干净的能

源</P>

<P>&nbsp.&nbsp.&nbsp.&nbsp. 第三篇：一种治疗的方式（大

概）一道MATCHING、还有就是TRUE/FALSE/NOT

GIVEN</P>

<P>&nbsp.&nbsp.&nbsp.&nbsp. 怎么说呢，做得郁闷的啊</P>

<P>作文：task1：一个柱状图一个table，是说2001年UK的三

种职业的收入比较，underground train driver、poice officer

、firefighter、nurse四种职业</P>

<P>&nbsp.&nbsp.&nbsp.&nbsp. task2：禁止所有广告，问你同

意还是不同意。</P>

<P>真不想再考了，失眠一整夜！太折磨人了！等明天的口

试了，要加油！郁闷死了！！</P>

<P><B>以下是引用<I>uho</I>在2007-4-14 13:40:00的发言

：</B><BR></P>

<P>从小考完试就记不住考了什么~</P>

<P>我尽量...请大家补充</P>

<P>4月14日 北京 北语 706</P>



<P>监考的是两位很nice的老外，一男一女，考前二人聊天，

因为我坐第一个，被迫练了一下听力，男考官第一次到中国

的时候是在成都，他觉得比北京要好，女的没有正面回答...

还说了别的，为了尊重隐私，所以我选择间歇失聪。</P>

<P>听力S1一个男人打电话咨询children party的事情，因为他

的孩子要过生日，很腐败的准备办party,接电话的女人介绍有

两种选择一、standard，价钱....二、更好的（具体词记不住，

对不起）价钱，sports hall,额外有vegetable burger 女人还就此

很虚伪的说吃蔬菜对孩子很重要；然后是还有什么要求，最

后两个空是2adults,safety regulations.</P>

<P>s2一个女人对新生的发言，都是选择1.累得原因，我

选travel，因为女人提到了...在你们参观完整个学校以后...2.位

置，选near，因为女人说到从窗户就能看到那个地方3.什么样

的building，选大building 后面就是一些对新生以后学习生活

的建议，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先学习后玩，所以有几项看选项

时心中就应该有答案了</P>

<P>S3S4实在记不清楚了，怕误导大家</P>

<P>reading我做的很烂，时间不够用，平时练习时的状态完

全消失</P>

<P>S1蚂蚁的智慧，记得有判断和填空题，是那种有选项的

填空题，试着填下建议先看下选项自己心中有数。</P>

<P>S2关于汽车，第一段和第二段先说了下现状，后面都是

对各项发展的叙述，很乱，有燃料和engine等，题目heading

、表格填空（只有一个我填vastly expensive），别的不记得

了</P>

<P>S3一种技术原来仅仅是游戏，但是现在也可作为心理的



治疗等等。出现了众多的专家，专家和其理论配对，判断

题</P>

<P>其余的真的出于失意中</P>

<P>作文：</P>

<P>小作文</P>

<P>a bar chart and a table show some information about 4

catagories worker in Britain in2001</P>

<P>分别是undergroud train dirver\police officer\..不记得

了\nurse</P>

<P>大作文</P>

<P>人们超级讨厌广告认为应该全面禁止因为bad purpose 

和damage什么什么，问你的看法</P>

<P>今天上午的考试我可以说状况连连，心里很难过，先是

听力的答案填错空，好在及时改正，然后是小作文的后半段

竟然写在page4了，当我完成小作文时发现后面的部分写

在task2的地方了，很惊慌，so raise my hand and tell the situation

to 美丽的考官，考官很nice，说不用慌，在第一页的最下面注

明（next part on page4)并在第二页的开头自己标上TASK 2，做

好标记就可以了。所以以后如果那位同仁不幸也干了同样的

事情别忘了这样补救。当然希望大家要吸取我的教训。衷心

希望判卷子的考官大人有大量！现在心里还很不好受。从小

学到大学参加了无数考试第一次这样，难过ing</P>

<P>明天上午考口语，然后再来汇报。</P>

<P>希望大家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绩。每个人在逐梦的路

上都很不易~God bless us~</P>

<P><B>以下是引用<I><FONT



face=Verdana>amber1664</FONT></I>在2007-4-14 14:11:00的

发言：</B></P>

<P>西安，笔试回忆<BR>听力：<BR>好像都是机经上的，感

谢3g的预测，很准<BR>第一篇：为小孩子定 party<BR>第二

篇：就是那个变态得全篇替换而且没有明显信号词的。老师

给international 的学生介绍。好在有机经，要不就栽了。<BR>

第三篇：<BR>第四篇：澳大利亚的环境：就是土地草被sheep

和catle 吃了，最后80%住在coastal city.<BR>阅读没有新题

：<BR>第一篇：蚂蚁智力。题型：t/f,summery。 讲蚂蚁可以

通过化学信息相互沟通，就好像人用眼睛一样（此处有题

，t/f 问蚂蚁和人是不是通过同一途径来交流的，我选的no）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农场主，他们自己养蚜虫供自己生活，

并且不浪费不污染（此处是summery，注意陷阱，题不是按顺

序出的，而且在原文只有一句话很容易忽视）。而且蚂蚁很

擅长建筑，在很早以前蚂蚁就开始筑巢，和俄罗斯的一个城

市比较。最后讲蚂蚁如何找到食物（T/f 蚂蚁是不是通过嗅觉

找食物）。<BR>第二篇：未来汽车：题型

：heading,table,choice,filling。题型比较多，尤其是最后一道，

是全文的总结，问哪一种关于未来汽车的情况没有提及5选2

，错一个全题没有分。讲未来汽车的发展，汽车未来的发展

在于其外观设计和运营的策略上，未来汽车的区别主要在于

引擎，以后的汽车能源可以用电能和氢能替代（此处是table

问氢能的negative 应该是expensive，信号很明显，专业词），

然后说政府要制定策略限制汽车，（t/f 以及之后的choice中会

提到），人们也觉得汽车很讨厌比如traffic jam（filling），而

且汽车也会造成污染（此处filling，填与airliner比），因为飞



机造成的污染更大。最后说人们不需要觉得guilty，因为汽车

为我的地发展和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BR>第三篇：关于cv

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题型：matching,t/f。matching 人很好定

位，但是都是同意替换，要注意。讲cv开始在game中应用，

但是后来被用于心理学领域，于是A教授说如果这个机器不

能被确定其功效就不能用在心理学领域中；B说这个机器能用

于更广泛的领域，C说。。。。，D进行了试验，有试验组和

对照组（t/f），结果显示用了这个cv之后大家反映明显好于

对照组（t/f），而且有些人反映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后来文

中最后又说该机器比较贵（t/f大家考虑吧），而且这个cv不

适用于那些以前有心理阴影的和8岁以下的儿童。最后对cv做

了展望，说有很长的路要走。（t/f题中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使用，我选ng）。<BR>作文：<BR>1：bar chart 和table 套

用<BR>salary and working hour about four categories of

worker(underground train driver,police

officer,firefighter,nurse).<BR>bar chart:关于四种人的入职薪水和

三年后的薪水<BR>其中underground train driver最多，nurse最

少，但涨幅firefighter,nurse最多，underground train driver最

少<BR>table:关于一周的工作时间<BR>underground train driver

最短，police officer最多，firefighter,nurse差不多一样<BR>2：

是否应该全面禁止广告</P>

<P>就这么多了，回报3g</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cheng7fen</I>

在2007-4-14 14:16:00的发言：</B><BR>

<P>北京考生，4月14号</P>

<P>这次到是不难，不过我考的不怎么样，有人说四部分都



是机经上的，不过我只知道第一部分是，Ｖ３００３４，不

过那里面有两个答案我个人觉得不太对</P>

<P>第二部分是１０个选择题，前５个一下子就完了，我都

没反应过来，读的也不是很快，但是题与题之间太紧了，得

仔细听</P>

<P>第三部分记不清了</P>

<P>第四部分是澳大利亚的环境，有６个小ＴＯＰＩＣＳ，

每个里面有两道题左右，不难，记得几个空，

有soil,warm,wind,water,cities,socialization,最后一空没听出来,我

写了个all，应该是不对</P>

<P></P>

<P>阅读时间太紧了</P>

<P>第一篇：蚂蚁智力&nbsp.&nbsp. 6个T/F/NG，5个左右填

空</P>

<P>第二篇：关于汽车的&nbsp.&nbsp.&nbsp. 6/7个HEADING

，剩下的是填空</P>

<P>第三篇：关于什么技术， 先是人名配观点题，然后是8/9

个T/F/NG，这篇没什么时间做了，而且都是细节题，郁闷

啊</P>

<P></P>

<P>我的口语是13号在北京教育部考试中心考的：</P>

<P>PART1：major,favorite course,outdoor activities, cloth ,

uniform</P>

<P>PART2：邻居</P>

<P>PART3：好的邻居要有什么素质，好的邻居对children有

什么好处等等</P>



<P>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我估计得再考一次了</P></DIV>

<P><B>以下是引用<I><FONT

face=Verdana>viviancao</FONT></I>在2007-4-14 14:24:00的发

言：</B></P>

<P>4月14日&nbsp. 上海</P>

<P>听力</P>

<P>第一篇 V30042 S1&nbsp. 忘了加上deposit了，是不是没分

啦：（</P>

<P>第二篇 V34 S2 第一题是问学生为什么tired，我听到是

说texts，所以选的assessment，不是机经中的travelling</P>

<P>第三篇&nbsp. </P>

<P>第四篇&nbsp. V37 S4&nbsp. 填空中wind和water的顺序有

讲究吗？</P>

<P style="COLOR: green" align=right></P>

<P><B>以下是引用<I><FONT

face=Verdana>reigy022</FONT></I>在2007-4-14 14:25:00的发

言：</B></P>

<P>版本号07129&nbsp.&nbsp.&nbsp. 07年4月14日</P>

<P></P>

<P>听力 4旧 </P>

<P>section1 V30042 s1 讲一个男的咨询开children party 女的告

诉他有两种价格分别提供什么&nbsp.&nbsp. </P>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机井上基本

正确&nbsp. </P>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有谁

能告诉我第一个空格填价格的是 25.5 还是25啊?</P>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机警上

是25.5&nbsp. 不过实际录音里好象听到的是25 ?? &nbsp.</P>

<P></P>

<P>section:2&nbsp.&nbsp. V24 S2 讲开学的课程安排</P>

<P>section3 V30060 S3&nbsp. 讲课程写论文的一些安排步骤 机

警上答案是对的 但是顺序不对</P>

<P>section4&nbsp. V37 S4 澳大利亚的环境 填表 </P>

<P><B>以下是引用<I><FONT

face=Verdana>david113</FONT></I>在2007-4-14 14:32:00的发

言：</B></P>

<P>v30042s1</P>

<P>v34s2</P>

<P>v30060s3</P>

<P>v37s4</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