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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0_9D_E9_98_85_E8_c6_572766.htm 授课感言：“方法在于

解题，技巧在于蒙答案⋯⋯” 在雅思培训中，各大培训机构

的阅读老师基本上宣称讲的都是“做题技巧”，而阅读方法

技能本身讲的很少。因为讲做题技巧最有针对性，学生来听

课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知道怎么做题，因此大部分老师都在

分析总结各种题型的解题特点，解题规律等。但是，笔者发

现有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一般教师授课太注重题目的特征

，很多做题技巧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而忽视了剑桥雅思

阅读考试的本质特征：英语原版文章，词汇量大，学术性和

“反投机”（即尽可能防止考生在读不懂文章的情况小，蒙

对答案）。特别是因为“反投机”机制的存在，如果教师自

己都没有概念，那么你的解题技巧说不定就把你的雅思培训

学生送上了“歧途”。因为你的所谓“技巧”恰恰就是雅思

阅读考试题目“革命”的对象，学生也就刚刚好成了牺牲品

。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有些题目是不能纯粹靠做题技巧

来解决的，必须结合一定的阅读技能（比如，单词理解，长

难句）才能顺利解出。而且，雅思阅读题型有10种之多，这

么多纷繁复杂的题型似乎又各自有着自己的一些解题技巧和

解题步骤，在考试时一篇文章后面往往会有几种题型，而考

生需要记清不同的解题方法会显得力不从心，手忙脚乱。本

文单纯从揣测剑桥雅思的出题意图的角度，来讨论一下雅思

阅读和其他英语考试阅读在解题上方法的差异⋯⋯ 一．剑桥

雅思考试阅读考题中的替换 在几乎所有的英语阅读理解类的



考试中，由于阅读文章原文所提供的信息要远远大于题目所

考察的信息，所以英语阅读考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就是

，利用“信号词”或“定位词”在原文中的重现去定位（

“Pin down”）所考察的细节，这个过程就是英语阅读理解

考试解题中的“定位法”。 但是，很多第一次甚至部分多次

参加雅思考试的考生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利用以往国内

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定位方法时，在原文根本找不到你要的那

个单词或者考题的信息点，也就浪费大量的时间，最终解题

还是要靠感觉去瞎蒙。而按照自己的常识来蒙答案，又往往

猜错答案？那么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加入收藏 其实，雅

思阅读考试的阅读文章相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甚至于托福考

试阅读都有一个难度的提升，那就是：在IELTS阅读考试中，

替换是出题者经常使用的一个原则。这种替换出现，造成在

题干中的关键词和关键词组不会在原文中直接出现，而是用

同义或近义的表达替换出现。 我们可以用一个示意图来表示

1. 大学英语四六级（CET）考试 题干中单词“AAA” 原文中

单词还是“AAA” 其中AAA是一个普通词汇，大部分考生都

认识； 2. 托福（TOEFL），BEC考试 题干中单词“BBB” 原

文中单词还是“BBB” 其中BBB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词汇，小部

分考生不认识； 3. 剑桥雅思（IELTS）考试 题干中单词“BBB

” 原文中单词替换为“CCC” 其中BBB和CCC都是难度词汇

，大部分考生都不认识； 通过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雅思

阅读考试是三类英语考试中一般型“定位法”使用难度最大

的考试。通俗的讲“考生在剑桥雅思阅读考试中，原文和题

干中的单词没有办法联系到一起。” 下面，我们通过结合剑

桥雅思系列的教材中的实例，来讲解剑桥雅思阅读真题中的



这些替换： 例子1：《剑桥雅思4》 第44页Question1-4 （2004

年雅思全真考题） Complete the summary below. Choose NO

MORE THAN TWO WORDS from the passage for each There are

currently approximately 6,800 language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variety of languages came about largely as a result of geographical 1

⋯⋯... But in todays world, fa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2⋯⋯... are contributing to a hug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One factor which may help to ensure that some

endangered language do not die out completely is peoples increasing

appreciation of their 3⋯⋯... ⋯⋯⋯⋯⋯⋯⋯ 在《剑桥雅思4 》

第42页（第3自然段第1行）原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对应的是 第1

个填空题的原文：“Isolation breeds linguistic diversity: as a

result, the world is pepped with languages spoken by only a few

people⋯⋯⋯⋯..” 。很显然，用来编撰summary题目题干的

句子已经在原文上进行了大量的替换而改成“This great variety

of languages came about largely as a result of geographical 1（⋯⋯...

）”，进一步认识这种替换，我们可以总结： 第一， 原文中

的linguistic diversity被替换成题干中的 variety of languages；很

多雅思考生可能都不认识linguistic的意思是“语言的, 语言学

的, 语言研究的”的意思；而diversity和variety 的替换也是英语

中常用的，只是大家平时没有注意积累罢了； 第二， 剑桥雅

思原文中根本就没有出现用于解题最重要的指示词

“geographical”，因为按照常识，只要找到“geographical”

，这个词，就能在原文中找到出处，它的后面那个名词就是

答案。事实上，这里的剑桥雅思阅读原文却没有让考生轻松

（原文里根本就没有“geographical”），这一点也让很多习



惯传统的四六级，托福阅读考题的考生“崩溃”。 第三， 细

心的考生还会发现，原文和题干在句子的结构顺序页几乎是

颠倒的，先看题干：“This great variety of languages came about

largely as a result of geographical 1（⋯⋯...）” 根据语法和句子

结构，我们要找的答案，应该是一个名词，“geographical（

⋯⋯...）” 它应该是作为“great variety of languages”的原因状

语 “as a result of ”等同于“ because of ”。但是原文中的句子

“（geographical）Isolation breeds linguistic diversity”很明显，

原文中的“isolation” 却是句子的主语，而使用一个 谓语

“breeds” 原意是“交配. 繁殖, 饲养”在这里也是 “产生”

的意思。巧妙的避免的一个简单的“because of”来提示“因

果关系”，从而增加解题难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

本题的答案就是“isolation”。 当然同样的替换还出现在第3

题，原文（《剑桥雅思4 》第43页（第3自然段末行） 使用的

“......a growing interest in cultural identity⋯⋯”在题干中替换成

为“⋯⋯peoples increasing apprecia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 其中“growing= increasing”和“interest in =

appreciation of”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例子2 《剑桥雅思5》 第27

页Question34 （2005年雅思全真考题） 这是一道选择题： 34

The writer quotes from the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to illustrate

how A influential the mass media can be B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roups can be C the mass media can help groups raise funds D

environmental groups can exaggerate their claims 这道题是问文章

引用“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是为了illustrate（举例说明

）什么。也就是说出题人的考察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在原文中

读出作者使用这个quote是为了说明什么观点。一般的同学很



容易选择出定位词：肯定是大写的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根据这个定位词我们很快可以定位到文章的第五段当中的

这句话（《剑桥雅思5》第24页（第5自然段第3行）） “In

1997, for example, the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issued a press

release entitled: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forests lost forever.”

The truth turns out to be nearer 20%。” 我们定位到的这句话是

这个引用（quote）本身，其实也就是例证。原文这句话中

的for example（提示举例的连接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例子是

为了说明前面某一个观点。所以原文中往for example前一扫发

现这么一句话：“Understandably, perhaps, they sometimes

overstate their arguments。”再和选项匹配一下，我们就能发

现这句话就是D选项的一个同义替换转述：they 当然就是上文

中提到的environmental groups，overstate就是题干中exaggerate

((使)扩大, (使)增加) 的替换，而arguments就是题干中的claims

。因此答案为D。当然，做过这个考题的考生心中一般会有

两个疑问？为什么真正考察出答案的句子却不是那个例子

“In 1997, for example, the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issued a

press release entitled: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forests lost

forever.” The truth turns out to be nearer 20%。”？第二个问题

是，为什么答案在本段原文的第三句话“Understandably,

perhaps, they sometimes overstate their arguments。”而不是前面

两句话“Secondly，environmental groups need to be noticed by

the mass media. They also need to keep the money rolling in”因为

大量的考生就是读了这么几句错选了答案A或者C。其实，在

我的课堂上已经给出了剑桥雅思阅读出题的另一个原则，希

望能在以后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二．传统定位法和新主动



替换定位法 剑桥雅思阅读出题者为了防止题目变得容易，已

经在出题上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替换和隐藏，而且迷惑选

项编的比正确选项更像“答案”。有鉴于此，我来介绍一种

适用于剑桥雅思阅读的改进的定位方法----主动替换定位法。

为了区分传统的定位法，我们来看流程图： A．传统的定位

法流程： 步骤1在题干中选择定位词如“geographical”，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步骤2到原文中去浏览寻找定位

词的出现的原文句子步骤3阅读原文句子结合题干解题得出答

案 这种传统的定位法在雅思阅读考试中，显然对于很多像我

刚刚举例的考题那样是完全无效的，比如第一个例子，原文

中就没有出现过“geographical” 这个英文单词。第二个例子

，你找到了“overstate”如果不知到“exaggerate”就是它的同

义词，也是功亏一篑。 B．主动替换定位法流程 步骤1仔细研

究题干中的单词和句子结构，选择定位词（多个名词）步骤2

对于原来题干中的词，多想想它们经常会替换成哪些词？步

骤3到原文中去浏览寻找定位词和它们的替换词的出现的原文

句子 辅助步骤5：发现有题干和原文经典的替换的地方，那

就是答案步骤4 阅读原文句子结合题干解题得出答案（特别

留心词语替换关系） 从流程示意图可以看出，主动替换定位

法是针对剑桥雅思出题“死穴”的一种阅读方法，不仅快速

而且可以从本质上排除干扰，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答案。譬如

，《剑桥雅思4》 第44页Question 2定位词不仅要选“language

variety” 还要事先做一个替换（步骤2）把“linguistic”和

“diversity” 选作定位词，这些真实考试中，都要有所考虑。

同样是 《剑桥雅思5》 第27页Question34这一道选择题，新的

主动替换定位法，我们找到了“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所在的句子，在解题中，我们困惑到底是选A，B还是C时，

扫描选项，我们按照替换的法则 选项A 中“influential”-“有

影响力的”的替换词在原文没有出现，而C答案中的

“exaggerate”就是原文中的“overstate”，因此更加确定地选

择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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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