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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1/2021_2022__E9_9B_85_E

6_80_9D_E9_98_85_E8_c6_631395.htm 阅读作为中国考生在雅

思四项能力考查中算得上是强项了， 但是看看雅思官方所给

的参考数据， 这样的分数对于很多烤鸭来说还是很不理想的

。 那么到底应该如果来提高阅读的成绩，又应该如何来准备

雅思阅读，这些都成了考生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不难发现，

技巧是必需的。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3000字的阅读和40

道题的答题，这都需要考生熟练地运用各种快速阅读的方法

。笔者从事雅思教学以来，发现很多学生对阅读技巧掌握之

后，确实可以有很明显的提高。 只是不难发现，单一的使用

技巧，却也并不能确保在雅思阅读中就可以独占鳌头。 这还

需要考生们在更多的方面去做好充分的准备。除了阅读的技

巧外，还需要去掌握四项方面，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 一、 词汇的挑选 一定的词汇量恐怕是做好雅思阅读最基本

的前提。 总有学生问道，到底需要记下多少单词才可以考雅

思。 常见的理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样就可以扫清所有的障

碍。然后就有学生下定决心去记下所有的阅读生词。 这样固

好，只是从使用的角度，并不是所有的生词都需要我们去花

费大量的精力。那么雅思的阅读词汇是怎么考的，我们看下

面一个例子； Original text：The seasonal impact of day length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is called photoperiodism, and the amount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is phenomenon is considerable.

Statement: There is plent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upport

photoperiodism.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只要认



识considerable这个形容词就可以做出判断了，considerable 意

思是“大量的”， 和“plenty of”直接形成同义转述，可以判

断本题应该是TRUE, 至于本句中了另外一个生词

“photoperiodism”并没有影响我们对文章的理解， 就不需要

再花精力去记忆了。 鉴于雅思A类阅读中会出现的大量的专

业术语，以及平时会很少使用到的古语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一些常用的实词却是需要考生们一定要补充进来的，有

时甚至还需要去记下这些词的特殊用法。 二、 句型结构的熟

练 除了词汇的掌握外，考生们还会碰到这么一种状况：句子

并没有出现特别难的生词，甚至是句子中没有生词，可是句

子的意思依然不太明确。 这样的句子同样给考生们带来了阅

读中的障碍，其实这也是雅思阅读的另外一个考查点： 句子

结构错综复杂，长句屡屡皆是。 例： Original text: Such

expansion, which was to take the English language west to America

and east to India, was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discovery of magnetism (and he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mpass), improvements in cartography an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m all the new theories of

astronomy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in relation to the planets

and stars. Statement: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renaissance period was the discovery of magnetism. 这是一个典

型的长句， 不仅语法复杂，包含了非限定性定于从句“which

was to take the English language west to America and east to India”

，而且还运用了复杂的并列结构和插入语。 根据三原则，

“discovery of magnetism” ，“improvements in cartography” 

以及“the new theories of astronomy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in relation to the planets and stars”等三条信息都是对前面

的“scientific developments”进行的举例说明， 而中间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m all”这

样的一段破折号内的内容仅仅是充当插入语， 来修饰后面的

“the new theories of astronomy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这样整个句子就清楚了。 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还应属天文学

和地球运动的理论，而非题目中所讲磁场的发现。 鉴于此点

，考生就需要在英语语法结构上有所准备，除了了解一些常

用的句型结构外，还需对英语文章中的一些复杂结构做有针

对性的练习，从而可以从错综复杂的长句中快速地捕捉到主

要信息。 三、 文章风格的掌握 雅思阅读文章的风格主要受其

来源的影响。 由于雅思阅读文章的世界主流媒体，

如Financial Times，Guardian， 选自出此类报刊的雅思阅读文

章都会显出很明显的报刊文章特点，如标题显眼，往往用一

些可以吸引人眼球或引起读者兴趣字眼来充当标题；文章简

明扼要，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的字眼，开头部分也往往都会很

清楚地告诉读者报道的主要内容。 另外有些文章还来自于一

些政府各部门的社会发展报告，联合国机构的年度报告等，

这样的文章往往会使用概括的方法，有系统地有条理地叙述

，同时具体概括、详细得当。而某些著名的协会杂志则会有

其特有的学术氛围，以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或辩

论为主，且用词严谨，还不乏一些艰涩难懂的句子。 因为雅

思阅读的来源众多，所以可以看到雅思阅读所涉及到的话题

相当广泛，从能源到环境，从语言到教育，从就业到经济，

以及一些具体的专业学科，这些都出现在了雅思阅读考卷中

。总而言之，不同的风格也决定了文章不同的重点，掌握这



样的风格对于雅思阅读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Original

text: Some species of birds’ breeding can be induced even in

midwinter simply by increasing day length artificially. Statement :

Some types of bird can be encouraged to breed out of season. 这是

一道关于生物学的场景题。 题目中隐含着一个常识： 鸟类的

繁殖期。 大多数鸟类应该是在春末夏初之际，而在原文中有

提到，有些鸟儿可以在深冬时节进行繁殖，确实是’out of

season” 了。 故不难判断本题的答案应该是TRUE. 由此可见

，对文章的风格和背景的掌握也是考生在平时练习中需要坚

持积累的。 四、 逻辑的运用 雅思阅读考逻辑。 除了需要运

用大量的逻辑关系词来帮助考生了解文章段落结构外，笔者

认为逻辑还表现在代词和文章的逻辑推理上。 事实上，在大

量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代词的所指都是阅读的一个考点，代

词的所指也影响着我们对一段文字的正确理解。例： Today,

we are more aware of climatic changes around the world. Floods in

far-flung places are instant news for the whole world. Perhaps these

events make us better as we face the destruction of our own property

by floods and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这个段落的第三句these的指

代，很多考生以为是紧接着前面一句中的“floods in far-flung

places”，但是如果根据这样的理解，就会以为最后一句是说

异域的洪水终究比我们面对自己的财产因为自然灾害而受损

要好。这样理解就未免有些“事不关己”的感觉了，也影响

了对整段主旨的了解。 事实上， these 所指 应该是第一句中

“climatic changes”，而本段的主旨也是在说气候变化终究是

要比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令人好受一些。 逻辑关系的

自然推理也影响着阅读的正确理解，此类考点尤其表现在是



非无判断题和人物的观点上。例： Original text: “What you

hear i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says. He believes the reason is

simple: “No one wants bad press.” Statement : Trevor Ford

suggests that publicity about nickel sulphide failure has been

suppressed. Trevor 说道“no one wants bad press”.（ 没有人喜

欢负面的报道）。那么根据这样的说法，很快就可以推论出

他是指许多负面的消息都被人为的压制了。 因而，运用好一

定的逻辑推理，对于雅思阅读的解题其实是必要的。 综上所

诉，掌握好了以上的四个方面，再辅之以相应的阅读技巧，

雅思阅读一定会成为考生们真正的强项。 相关链接：1月雅

思考试网友机经汇总月刊 百考试题特别推荐雅思新手入门指

导 各国高校认可雅思考试成绩名单及分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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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