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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89_91_E

6_A1_A5_E9_9B_85_E6_c8_644876.htm 剑桥雅思7在阔别了2年

之后，终于出现在中国大陆了。在听说读写中，剑桥系列对

于口语的指导意义应该是最小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出题的规律。 Part 1 在第一部分的问答题中，包括了4个小方

面，例如，如何与人沟通(keeping in contact with people)，如何

令人发笑 (laughing)，天气 (cold weather)，上班上学的交通方

式 (travelling to work or college)。 特别提醒: 在这一部分中，考

生要特别注意时态问题，考题中分别出现了一般过去时，现

在完成时，虚拟语气的用法。 1. 一般过去时 在第一套题中，

出现了这个问题：In your country, did people in the past keep in

contact in the same ways as they do today? Why? 在回答这种题目

时，考生一定要注意使用一般过去时。 2. 现在完成时 在第三

套题中，出现了Have you even been in very cold weather? When?

这个问题。 在第四套题中，出现了Have you always travelled to

work/college in the same way? Why/Why not?这个问题。 那么考

生在回答这种题目时，要特别注意自己在答案中要使用现在

完成时。 3. 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在雅思口语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考查项目，考生如果能够自由的运用虚拟语气，可以在考

试中获取更高的分数。 在第四套题中，我们看到了一道非常

明显的虚拟问题: What changes would improve the way you travel

to work/college? Why? 考生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要立刻反应

出来这是考官在等待虚拟语气的回答。所以要大声清楚地表

述出这个语法现象。 考生在准备雅思口语的时候要注意，时



态问题是未来雅思口语第一部分的考试重点。 Part 2 在第二

部分的卡片题中，四套题目包括晚会(party that you enjoyed)，

改进学习或工作的思路(an idea you had for improving something

at work or college).，参加过的一次比赛(a competition (e.g. TV,

college/work or sports competition) that you took part in.)，一个

对你有用的电器(a piece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that you find

useful.)。 特别提醒：从剑4，剑5，剑6的经验来看，与听力，

阅读，写作不同的是，出现在剑桥雅思系列中的口语题目再

未来的考试中还是会继续出现的。那么尤其是对于6月，7月

，8月考试的同学，要特别注意电器这张卡片，近期考试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真题中肯定会出现的。 考生要注意

其中三张是过去时描述，只有在描述对你有用的电器这张卡

片，使用一般现在时。 Part 3 特别提醒：剑7中的口语第三部

分确实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改动。就是题目中分出了一般考

生和工作考生专用问题。这是在其它剑桥书中没有的特点。

那么也就意味着工作考生会比学生遇到稍微多一些的问题。

而且是与自己的工作经验有关的。 例如， 第二套题中出现了

Ideas in the workplace 考官的具体问题是 Should employers

encourage their workers to have new ideas about improving the

company? Why? Do you think people sometimes dislike ideas just

because they are new? Why? 第四套题中出现了 Technology in

workplace 考官的问题是 What kinds of equipment do most

workers need to use in offices today? How have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affected employment in your country? 特别提醒：从4

套题的第三部分问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来考官比较注重如

下的语言功能（functions of language）.请考生在准备这部分问



题时好好考虑这些方面的习语和固定搭配。 1. 解释原因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

2. 表达观点 Would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view? Why?

How do you think⋯⋯ 3. 比较利弊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 4. 询问差异 Are th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y parties and parties given by friends? Why do you

think this is? What is more difficult: having news ideas or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for a successful

company? 5. 不同年龄的人对事物的看法 Who tends to enjoy

national celebrations more: young people or old people? Why? 所以

请考生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和固定句式。 难度介

绍：从剑7的口语问题中，可以看出来雅思考试的第三部分问

题比以前要题目难些，而且要求考生的听力水平要非常好，

因为现在的问题比剑4，剑5，剑6都要长，其中的从句也比较

多。所以请考生要特别注意自己听力对于口语的影响。因为

如果听不懂问题，肯定会影响交流。 希望大家认真的练习口

语，早日取得自己的理想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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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