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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E6_9C_c4_7287.htm 本人于2001年2月17日在武汉市湖北大

学参加了IELTS（General Training ）考试，特将一些心得，体

会总结出来，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此前，本人也曾极大

地获益于过来人的考IELTS经验，希望能以此做一回报。首先

申明的是，本人以下许多经验属于“临时抱佛脚”类的，大

家如果有时间，还是要踏实地切实提高英语水平，这才

是IELTS考试取得好成绩的上策。当然，如果你现在时间不足

，我的经验肯定会对你有帮助的。（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

觉得确实有帮助，不妨给我来个Email ,我会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1.关于考场。2月16日下午，本人特地先去

考场所在地---湖北大学“踩点”，根据本人IELTS考试经历，

“踩点”是绝对必要的。盖因湖北大学所处地方相当偏狭，

校内又七拐八曲，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地形，免得考试

当天在校内东奔西走，大汗淋漓。坦率地讲，湖北大学

对IELTS考试的组织相当不热心，本人2月17日考试，16日下

午5点钟湖北大学还没安排好考生考号。而且，笔试和口试考

场地点不一，且湖北大学无专人通知，真是××× ！一切只

有在考试之前1小时决定。当然，这也和英国佬组织不力有关

。 所以，大家应多留个心眼，免得考前因些人为因素吃亏。

据我所知，全国各IELTS考场好象组织均很一般，早上的笔试

虽然要8：00就到场，但叫号就要好半天，鲜有9：00开考的

，一般均是9：30才开考。（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觉得确实

有帮助，不妨给我来个Email ,我会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2. 听力。本人这次听力吃了大亏，考前参

阅了10余篇IELTS过来人贴子，均说不难。本人此前TOEFL听

力考试曾取得了不错的分数（60）,故而不备而战，考前可是

一套IELTS听力题目也没做过（我嫌目前市面上IELTS磁带不

够规范），只是仔细看了几套模拟题及其书面答案以了解题

型。结果听力一开始，本人就被打了个闷棍。录音放得很快

，再考虑到你必须边听边写，其难度其实并不低。而且录音

是英音，明显和美式英语有差别。我估计听力得分最多只能

拿6分。本人感触如下：（1）IELTS听力考试的难度有加大的

趋势。和TOEFL听力不同的是，IELTS听力基本上全是填空题

，你完全无法通过猜测来得分，所以要通过踏实的练习来提

高英语听力水平。（2）另一方面，大家也不用紧张，根据本

人多年学习英语的感受，只要有大学英语的水平，再反复听

熟5-8盘英式英语的相关磁带，IELTS听力就不是难关，至少

“及格分”--5分不是难事。（3）IELTS听力和TOEFL听力不

具备可比性，TOEFL听力的高分决不意味着你的听力水平相

应也很高，如今市面上TOEFL全真题随处可见，TOEFL 听力

考试的命门已经被中国人掌握，TOEFL听力的高分更多地意

味着你TOEFL考试技巧的高分，而不是听力水平的高分。本

人是过于轻敌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觉得确实有帮助

，不妨给我来个Email ,我会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3. 阅读。从听力考试的沮丧中勉强回复过来后，本人开始参

加阅读考试。和听力一样，本人考前没有看过任何IELTS阅读

，只是仔细看了几套模拟题及其书面答案以了解题型，因为

我发现，IELTS阅读考试题型千变万化，与其大量做IELTS阅

读考题，花不少精力熟悉各种题型。还不如分两步走，A.专



门练练阅读水平，如阅读TOEFL阅读和新概念英语3,4册。B. 

大致了解IELTS的题型，然后考试时再仔细看懂题目要求即可

。由于本人考前3个月背过TOEFL单词，所以阅读完全不构成

障碍，真可谓“横扫千军”，从头到尾一个生词也没有

。IELTS阅读虽然也有一些选择题目，但有些奇怪的题型，如

给每个段落选标题、短句回答、配对等，所以本人估计得分

在7--9分之间，（实在有几个题目模棱两可，不是我文章没

读懂）。本人感触如下：（1）和TOEFL阅读一样，IELTS阅

读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单词量。如果你想拿5-7分

，请把大学英语大纲词汇复习一遍，如果水平、运气不错，8

分也能拿 ；如果你想拿到7-9分，把TOEFL词汇背一遍，这里

我推荐大家可以背新东方出的“TOEFL词汇精选” （张红岩

编）。说句题外话，不少移民的朋友有去加拿大后继续读书

的打算，到时候必考TOEFL无疑，何不下个狠心现在就背呢

，既免Interview 又为以后打下基础。（2）坦率地说，根据本

人的英语学习经验，不论是TOEFL还是IELTS阅读, 考前保证

看个60篇文章足够了，可以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单词上。单

词量不够，只想靠多读来提高分数，不容易的 ！！（如果大

家有问题，或者觉得确实有帮助，不妨给我来个Email ,我会

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4. 写作。阅读考试完后，

休息5分钟，进入写作。本人写作一直水平一般，考TOEFL也

只有4分，这次考前又没准备，95％是吃老本。我只想

，TOEFL写作满分6分我能拿4分，难道IELTS写作9分我拿不

到5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IELTS写作比TOEFL难，我一开

始就不这么认为。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两种考试的形式

：TOEFL时要求你30分钟写200 字，IELTS时40分钟写250字，



此外20分钟写150字。事实上，TOEFL写作主要问题就是时间

紧张，IELTS 的TASK 2绝对比TOEFL写作容易应付，为什么

？你多出10分钟只用多写个60个字就可以了，何况：A

。TOEFL几乎全是写议论文，IELTS task2 还很有可能让你写

个report(我这次就是) ，IELTS Task2 难度相对低些 ；B. IELTS

Task2 考试时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可以写50分钟都不要紧，

因为IELTS考试并不要求你先写Task1 还是Task 2 ,而且时间完

全自由控制，只是总时间为1 小时而已。C. IELTS 考试Task 1 

就完全是搞笑了，编故事，编抱怨的理由谁不会？天马行空

，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太容易了！本人这次遇到的考试题目

如下：Task 1: 你住宅区附近的地方机场准备扩建和增加起落

航班，请你给地方报纸的编辑写封抱怨信，讲出你的理由 

；Task 2: 今日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

，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给出让大家紧密的建议 

；本人下笔起来洋洋万言， 总计Task1 写了260多个字，Task2

写了360多个子，还觉意犹未尽。我考虑，多写100多字不是

坏事，只要能控制住错误率，得分肯定会偏高，因为这证明

你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比别人表达更多的思想 。我估计自

己IELTS写作得分应在6-7.5分。 至于如何准备写作，新东方

的TOEFL写作、IELTS写作大家可以各买一本，用TOEFL写作

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体会更多高水平的范文，用IELTS写

作教材来理解写作题型即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新东

方IELTS写作里的范文水平一般，无法与TOEFL范文相比，毕

竟，TOEFL考试在中国行之多年，top 30% 应试者的水平很高

，范文自然差不了，而考IELTS的大多工作多年了。（如果大

家有问题，或者觉得确实有帮助，不妨给我来个Email ,我会



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5.口语。大家最害怕口语，

关于口语恰恰我的感受也最多，先说说考官与我的主要问题,

大致内容如下，具体词句肯定有变化的。（1）What is your

name ?（2）What do you make for a living ? Tell me your main

work ?（3）why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teacher ? you know ,

teachers usually get a low salary ?（4）As a teacher , What kind of

lessons do you teach ?（5）Are there many computers in your

computer center . Are they old computers ?（6） You mentioned

that some of your students can "make out " new computers

themselves ? can you do it by yourself ?（7） CLUE CARD : 主要

内容是考官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让你问他婚礼时间、

地点、买什么礼物去，谁结婚，如何认识的，等等。（考官

给你卡片后，会特地关上录音机，给你1分钟了解卡片内容）

（8）why you want to go to Canada ?（9）what is your short-term

goal and long-term goal ?考试只花了10-12分钟，从头到尾我一

个“i beg your pardon”没问，一直讲了下来，考试提前结束

肯定是因为考官已经觉得enough 了，（我讲得流利且从容，

虽然发音仍然是个问题）我估计自己的口语得分在5.5--7.5之

间。考口语前我大致看了看新东方的IELTS口语，了解题型（

总计不超过8小时在教材上）但我把网上10余篇IELTS“考试

亲历记”仔细研究了一遍，根据自己对IELTS考试的理解做了

摘录。许多IELTS应考者非常害怕口语，我觉得口语要考好两

点十分重要：A .敢于和他人讲英语的勇气，这是最重要的！

！！想想看，一个异国人，操着他不太熟练的语言，和你谈

笑风生，且不失幽默、自信，这是何等风采，考官也会暗暗

佩服你的。但是，敢于和他人讲英语的勇气不是几天就能造



就的，大家应当多参加各种英语口语场合，如果上培训班的

话，可以准备找几个水平相当的朋友对练。如果怕发音不准

，可以自己在电脑上装个“金山词霸”，反复校正，练个百

、八十遍都可以 ； B. 真正的口语水平。这我就不多说了。在

口语考试的展开阶段，必考的问题有：你是谁？你干什么工

作？你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内容是什么？你工作单位

的大致情况？你的业余爱好？你的家庭情况？在 cue card 提

问阶段，有资料说最好不要按提示字句提问，没关系的，如

果自己一时想不起别的问题，按提示字句提问好了，大不了

打乱顺序，记住，这是口语考试，考官最关心的是你的口语

能力，所谓考察“你寻求信息的能力”只是其次而已。（如

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觉得确实有帮助，不妨给我来个Email ,

我会很高兴的喔 ： panzer11@sina.com )在口语考试的最后阶

段，也是最困难的，有犹如测视力，考官想看看你到底能达

到什么水平（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你为什么去Canada ? 你的短

长期目标？如果失败怎么办？等等），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自

己会碰到答不好的问题，just try your best !!有些资料说，不用

死记硬背，考官会随时转换话题，但要考的问题还是要背。

大家要注意：考官也是人，他也潜意识你希望你多说，免得

他老费脑筋提问（上午10：00,下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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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