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经验[www.TopSage.com]
2 月 10 日，7 分经验谈
第一次考试是去年的 4 月 22 日，考了极其郁闷的 6.5（7，7.5，7，5）尤其是作文居然考了 7 实在是想不到（因为考
前叫同学帮忙改的作文实在是惨不忍睹，当时是想 6 就万岁了，以至于所有人问我作文为什么会这么高时，我觉得除了运
气我实在想不出还能解释的原因，至于口语，实在是欲哭无泪，虽然自己的口语是很烂，但是总觉得一问一答还是很顺利应
该有个 6，不过 5，或许也是我真实水平的反映），当时这个成绩很郁闷，但是觉得差不多能够申请了，尤其是问了下小米，
由于 GPA 很不错，也觉得马马虎虎可以过关，放弃了趁热打铁的机会。一直等到年底，爱大的一纸有条件 OFFER 到手，
才觉得问题严重了，总分是到了，可恶的单项口语被卡勒，当时是铁了心要去爱大，所以辞了实习工作，回家奋战。1 月的
时候拉大的 OFFER 到了，而且我的专业明显是拉大的好，只是当时爱大情缘比较严重，但是在那个节骨眼，我开始思考名
气和专业的问题，还是觉得顺其自然比较好，反正有个保底的，当然那个时候虽然这么想，还是很紧张很紧张，因为 6.5 到
7，虽然看来是几道题的问题，还是一道很大的坎，由于英文不好，总是寄希望于这种纸面的成绩能够带给自己点自信，第
二次考试如愿到 7，看到成绩时我还是有点激动，成绩很幸运，7.8，66，口语及格，总分到 7，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结果。
听力：两次听力成绩都比我预计的要低，因为都是旧题，虽然我从来不背几经，但是还是看过几经单词的拼写，所以考
试的时候有一两个本来肯定写不出的写出来了，可惜还是只有 7。备战的时候我不看其他的，只听所有的真题，如果时间允
许就做两遍（我第一次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基本上三四都作了两遍，第二次只过了一遍），找到节奏是最重要的，尤其
是亚斯的听力不以听懂为目的，有的放听，其实很适合我们这种英语水平一般的人，关键是节奏，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真题，一定要找到感觉。
阅读：两次阅读都比较简单，所以成绩都还可以，尤其是最近的这次，没有出现我最怕的小标题，实在是万幸。我的意
思是填空题要保证全对，这个仔细应该没什么问题，其他的很难讲，比如我的小标题很差，我平时练习的时候也注意提高这
点，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当然这种提高是潜移默化的，我第二次备战比第一次备战同样的题目好像少错了不少，说明提
高也是有的。关键是信心，看不懂没关系，只要题做好。
写作：这个没什么好讲，我的意见是弄个大体的 OUTLINE，这个肯定很多人都讲过，但是我要提得是你的开头结尾最
好是从国外的作文上找，不要找亚斯的范文，这个重复率太多，也没有新意。基本上除了你的水平真的很好，或者像我第一
次那样运气，6 分应该是不错的成绩了（我自我感觉第二次作文还比第一次好，但是成绩却不如第一次，而且我第一次在上
海考，所以运气真的很重要。）
口语：相信这是很多人头痛的问题，我第一次考试的失败也在于此。这次考试虽然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明显我觉得底
气比上次足了，考试的时候第二部分在喊停的时候我还有一大堆好讲，所以关键是准备。准备几个 TOPIC，然后发散思维。
我还是个很腼腆的人，尤其在英文上面，所以我基本上是自己准备的，就一个人在那边不停的讲，我觉得 6 分应该是可以
拿到的。第一次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老师问一句我答一句，然后错误又多。问过很多同学，尤其是考 5 分的同学，总的
感觉是宁愿多说多错，当然不要说的太多，总归一个问题能够接上几句就 OK 了，第二次我很失败的是有些问题 P 话太多，
可能给考官有背诵的嫌疑感觉，所以围绕题目多说肯定有好处，但是不要说的太离谱。
总的来说，我想给很多像我英文水平一样的同学一点信心，就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运气，只要努力了，考试难不倒我们，
当然对我们来说，英语学习任重而道远，我们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亚思只是个敲门砖，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学好英文。比如
我的成绩虽然比周围的几个朋友好，但是我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的实力其实比他们差多了，只是我用工了，只是我运气好，
所以我还是要很努力很努力。相信中国学生，考试一定没问题，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攻克英文这个难题。
关于雅思考试订座位的经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关于有人占座位的事，好多日期都订满了，号称都能拿到，只要没有截止
我个人总结订位子的看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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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系统估计有过更新，凡退出的，不能像以前一样显示出空位子，当然有人说过那些人是不停地刷，让人抢，我试验过
晚上 2 点退，然后去看，也是没有显示空位子，大家到期退出，想重新订，好像是不太行的，不过也有可能我说的有误
对于多出的位子，系统是每天早上 4 点开始更新，把多出的位子空出来，只要你能早起，坚持，估计都能订到自己想要的
日期
45 天 IELTS 7 分经验分享
看到 IELTS 成绩的那一刻，心情激动的无以言表，这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废。虽然成绩只是一般的水平，但还是想把
这段时间从准备到复习的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给还在或即将遭受 IELTS 折磨的烤鸭们一点帮助。
先介绍下个人情况，本人大学毕业两年，大三过的六级，分数不高，70 多分。在外企工作，办公环境为英语，但同事多是
中国人，用英语交流的机会不多。2007 年 1 月考的 IELTS，总成绩如下：
Overall Band: 7
Listening: 7.5

Reading: 8

Writing: 6

Oral: 6

以前只是知道有这么一档子考试，但具体内容不熟悉。在决定参加考试之后，先对 IELTS 的考试时间，地点，大致考
试内容等等做了下了解，然后就报了 XDF 的班。在报班的时候也犹豫过，想是不是也要报其他培训机构的，再三考虑之后，
还是报了 XDF。事实证明，作为中国外语培训机构的龙头老大，XDF 还是有其独到的地方：首先，其对 IELTS 考试以及
考官的思路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其对 IELTS 考试的题型把握的也比较好，这就使得其有的放矢的
针对不同题型进行讲解。个人认为，思路和方法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我是在 11 月参加的培训班，12 月第结束的，
1 月份就去考试了，个人感觉时间很紧。因为在这之前，我对如何复习 IELTS，
如何准备资料，有哪些参考书可以用等等完全一无所知，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是在上课的过程中慢慢得知的。由于只有在培训
班结束之后才可能对 IELTS 所有题型以及解题思路有全面的了解，而那时我就只可能有 20 天不到的时间了，在时间上说
来不及（当然也不排除有 20 天就成功突破的牛人，羡慕 ING），我就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我的复习是在 12 月开始的，复
习中所使用的资料如下：
BOOK:《Cambridge 1-5》，《雅思词汇 词根＋联想记忆法》,XDF出的《雅思口语》《雅思写作》，XDF讲义
WEBSITE: http://www.economist.com/index.html, http://www.bbc.co.uk/radio/, http://bbs.3gbbs.com/
DVD: 《New Concept Englisht》3,4 册，《Friends》1－10 季
复习的前 15 天是打基础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需要将老俞的雅思词汇背完第一遍；每天要上 ECONOMIST 读文章；听
BBC 的广播；新概念每天背 1－2 篇（不要求倒背如流，熟悉句式就可以了）；Friends 每天看一集（我总是忍不住，会看
很多）。复习时间安排如下：
单词：2 hours（每天至少 2 个 list）
ECONOMIST: 1 hour
BBC: 0.5 hour-1 hour
新概念：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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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1 hour
总的复习时间在 6 个小时左右。单词是取得好成绩的基础，因此无论你喜不喜欢，混个脸熟总是必要的。而且 IELTS
对单词的广度虽然没有太多要求，对单词的深度确是有一定要求的。在听力和阅读部分里，对单词的同意替换已经到了另人
发指的地步，而作文这一部分，也要求在写作时对相同意思的单词进行替换，因此，单词这一关还是要过的。读 ECONOMIST
上的文章是培养对阅读的感觉；而 BBC 则是训练听力的；新概念的作用在于可以帮助你熟悉地道的英文写作句式，而且有
些句子在写作中是可以用的；而 Friends 的作用在于培养你的语感，对口语有一定帮助。在看 Friends 的时候，要做到这一
集没有生词，而且里面的台词基本上可以说出来。
接下来的 10 天，就是将上述的所有内容进行重复。其中，首要的是要把单词进行第二次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
单词的同义替换。这次背单词的过程非常重要，要知道这有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有充裕时间背单词了，以后的生词就要在阅读
中去记忆了。其次，要开始准备 Oral 部分 part1,2 的内容了。part1 比较简单，只要熟悉下基本的题目就可以了，但是要
注意，在 part1 时不能犯低级错误，诸如人称混用，时态错误以及听不懂问题之类的。接下来就是将 part2 的题目分类，
看看哪些题目可以共用答案，然后用 Brainstorming 的方法开阔思路，做到基本上每一大类的题目都有的说。这 10 天的复
习时间要有所增加，基本上在 8 个小时左右，而 Oral 的准备是不需要占用大块时间的，利用每天的零碎时间就可以了。
最后这 20 天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最后阶段的前 15 天里，要将剑 1－4 完整做一遍，基本上以每天一个 test 的速度，
下面就 Cambridge 的使用做下说明：
由于市面上的真题非常少，这 5 本书对于烤鸭们来说就如同 Bible 一样，应该认真对待。C1 虽然不是真题，而且是 10 年前
的版本，却清晰地反映了 IELTS 的整个出题思路。很多人觉得 C1 不重要，我不这样认为。由于 C1 可能是烤鸭们做的第一
套雅思题，对于熟悉雅思的题型及思路很有帮助。而且在突然接触到 IELTS 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把 C1 做的很好（个别牛
人除外），我做 C1 的时候那叫一个惨，真是血流成河，有时候一篇阅读错 10 多个；而且 C1 的听力口音很重，对于烤鸭们
适应口音有很大帮助；此外，C1 的听力说的是学校的生活场景，是想出国读书的烤鸭熟悉国外的教育体制以及一些常用语
的良好的工具。C1 的难度是从 test1 递增到 test4 的。在刚开始做题时，正确率并不重要，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做题方法和
解题思路。
在刚开始做题时，不要把 test 一次从听力做到阅读全部做完，最好是听力和阅读分开训练。在听力 30 分钟做题时间结束
后，不要看 tapescripts，看着题再听一遍，如果仍然有听不懂的地方，那就要对照 tapescripts 仔细听第三遍。在这一遍
里，要注意标出一些在口语中可以重复使用的素材，并加以记忆。听力这部分要占用 2 hours/test。
做阅读时，每个 test 的三个 passage 分开做。一个 passage 要占用一个小时左右，每个 test 做完要三个小时。每篇 passage
先用 20 分钟做完，再用 40 分钟的时间精读，找出生词，可在写作中应用的句型以及总结每篇中是否在同类型题中犯同样
的错误，找出规律。做题－总结－再做题的循环对于成绩的提高非常重要，越到后期作用越明显。
基本上来说，C1 正确率不高很正常， C2 是正确率逐渐上升的过程，而 C3 往往是一个瓶颈，正确率变的很不稳定，出现起
伏，而突破这一阶段，进入 C4，则又会出现一个正确率上升的过程并逐渐稳定。C4 最好有两个 tests 是完整做的，就是说
一次做 3 个 passage，为下面的模考做好准备。做阅读的整个过程大概会耗时 3 hours。
在这 15 天中的另一个任务是作文，上考场之前，要至少写 5 个 opener,5 个 ending，5 个 body 外加整体写作 5 篇，最好
整体写作可以达到 10 篇。写作时要注意控制时间，在考场上时间基本都不够用，我就是因为练的少而且时间不够最后吃了
大亏。在看范文的过程中，最好将一些可以做成 pattern 的句式抄在一个本子上，诸如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之类
的连接词以及 there is a growing tendency that....., In conclusion,......,之类的句式，这样在上考场时，一个结构性的框架
就有了，一篇文章如果结构不完整的话，即使词汇和句式很漂亮，也是不可能超过 6 分的。多看，多写是作文高分的不二
法门（可是我都没做到:(）。作文的用时大概在 2－3 hours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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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在这一阶段要结合 part2 准备 part3,基本上口语在 7 分之上的 part3 都有很好的表现，而这恐怕是需要平时的积累，
短时间内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口语的 6 分其实是不难的，只要准备充分，不犯低级错误，基本上每个问题都有话说，
不要过多停顿就好了。另外，考口语时心态很重要，不要紧张，把它当作一次朋友间的对话好了，心态平和了，犯的错误反
而会少，思路也更广了。我考的时候紧张的一塌糊涂，本来很多问题是可以用技巧避开的，我却直接冲了上去。。。。好在
没有低级错误，发音也算正常，分数不至于太惨，但也失分很多了。
最后这 5 天，前 4 天是用来模考的，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在每天上午 9 点开始做题，从听力开始完整的做到作文，做题
的流程完全拷贝真实考试的场景。所有的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可在网上下载）。做完题后，下午按前面的流程进行总结，每
天的耗时可能要在 12 个小时以上。
7 分，有意外，也有遗憾及阅读 8 分经验
一直在论坛上下载资料，看别人的经验，也看别人的教训。昨天查得了成绩，总分 7，听力 7，阅读 8，写作 6，口语 6。
不算好，也不算差。本人情况：没上辅导班，自己 DIY，n 年之前 6 级 61.5，已经工作 4 年。复习从 9 月——12 月，但好
好复习的时间也就 2——3 个星期，每天 2——3 个小时，因为工作忙，而且有一段时间很不顺心，情绪低落，心情糟糕，天
天不想看书，只想哭，本来都不想考了，可是觉得钱交了确实可惜，就硬着头皮考了。
本来考完了（12.9 考的，在青岛）觉得听力很差，很多没听懂，都是蒙的，能 6 分已经很好，但没想到居然有 7。阅读有 8，
也是没想到的，因为练习时从来没达到过。写作和口语几乎没练，特别是口语，自己总觉得还可以，然后又有爱拖拉的恶习，
拖来拖去，时间就来不及了。写作加起来看了能有 3 个小时，所以得 6 分是罪有应得。没有什么资本谈什么经验，就来谈
谈用书和阅读吧。
复习买了很多书，也下载打印了很多，但很多都没用上。个人觉得入门书 how to prepare for ielts 对初学者而言太难容易
挫伤自信，而且里面介绍的阅读技巧并不好。这本书里说阅读先看题目和插图，然后读每一段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细节题跳
读找答案，但本人初期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差，跳来跳去的什么也没读明白，题目自然也做不对。后来买了一本环球出的平
行阅读法，是张岳编的，很好，很管用，考友们可以买来认真研究一下，用了这种方法，几乎每一道题都可以找到出处，而
且也节省时间。学会了这个技巧之后，我就用了一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的亚思阅读模拟试题集，是红色的一本，引进的，非常
好，一共有十套题，可以用来练习，做得时候严格控制时间，并且要保证每一道题都找到出处，做完之后阅读基本就是错 7
或 8 个，很稳定了。雅思阅读里的每一道题都可以在文章里找到依据，要理解正确，根据文章做答，就能做对。具体的我
就不写了，因为不可能比书里写的好，平行阅读法里教的方法真的很好，既然花了大价钱考试，就不在乎再花 20 多买书了，
对么？当当网上购书还有优惠。
再就是做剑桥模拟了，1——5 都要备齐，做就是了，做完了找找错因。
虽然写作考分不高，但两本书值得推荐，一本就是吴建业的雅思写作应试技法，一本就是 雅思 8 分万能作文，大连理工出
版社出的，我在开始前一天下午才打开很久以前买的这本书看了一下，很好，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考前两个月看了一点刘创
的雅思写作真题题源，但是这本书写的不太好，很乱，没有主题，一会讲这个，一会讲那个，逻辑性很差，看了几页不得要
领，就没有看下去，如果早点看了那本万能作文，就不会考这么低了，呜呜呜
总之，我的经验就是没有必要看很多的书，书不在多，只要书好，然后下功夫研读就可以了。阅读就看平行阅读法和那本北
语的模拟题集，写作看我提到的吴建业的和 8 分万能足以，口语没复习，所以没有发言权，听力用剑桥模拟或听写足以，
平日听英语中级听力或看 CCTV9 练习耳力，尤其不能看一些差的书误导了自己，希望这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3 月 3 号雅思 7 分经验
前几天较忙，所以 3 月 3 号考完了今天才来报分数～在 3g 混了这么久也来贡献下 total 7，L8 R8 W6 S6,终于得偿所
愿可以不受大学专业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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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是第二次考雅才得的这个成绩，第一次考试是 2006 年 10 月 28 日那场，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自学了一
个来月就去考试了，可能是方法掌握不够信心不足同时因为第一次参加，所以特别紧张导致听力时发挥失常，连漏了好几个
选项，还好后来考阅读时调整了心态，但是查分出来依旧不是很理想：total 6.5，L7 R7.5 W6 S6,离平均七分按进上去的
算法总分还少 0.5，只能重新再来过。
考完后紧接着一个来月的课程后就是期末考试，也就没怎么摸英语，在寒假时为了学习一下好的应试方法我报了为期一周半
的环球雅思强化班，这次课上很幸运碰上了曾丽娟、严春华等好老师，通过用她们传授的“秘笈”，技巧上有了很大长进同时
知道了在结课后如何自己复习提高实力，考试要拿好成绩其实就是要实力＋技巧，缺一不可。下面分类来讲讲
1．听力：首先要精听剑 3～5，其中剑 3 由于稍微久了点，section4 中间有pause和现在考试有所不同，可以用来先听实践
下老师上课传授的方法，看看真正雅思的听力口音、设问方式、陷阱存在的地方，听的过程一般可以先听一遍将题目先做完，
然后细听各个section把自己不确定和自己能订正出的地方解决了，实在听不出后可以拿出答案对一对，再根据答案回听一
下，最后把每套题script上的生词及表达全部查出来，随录音跟读熟练，能背熟最好，这样不但能提高语感，对口语有好处，
还可以使自己以最快速度熟悉和适应真正考试时可能听到的发音，这样一套程序做完可以说已经吃透一套题目了。而剑 4、
5 各留一两套作为以后模考用，和作文、阅读一起做，其余几套可以和连阅读一起完成，调整和适应下做题节奏，当然每份
听力也要像剑 3 一样吃透。对时间比较充裕的同学可以练练中级听力、新东方听力特训，北语黑眼睛都是很好的资料，其
中中听可以用来打基础，听力特训可以强化下自己的抗打击能力，黑眼睛可以挑自己的弱项来进行专项突破。
其实我也是第二次考雅才得的这个成绩，第一次考试是 2006 年 10 月 28 日那场，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自学了一个来
月就去考试了，可能是方法掌握不够信心不足同时因为第一次参加，所以特别紧张导致听力时发挥失常，连漏了好几个选项，
还好后来考阅读时调整了心态，但是查分出来依旧不是很理想：total 6.5，L7 R7.5 W6 S6,离平均七分按进上去的算法总
分还少 0.5，只能重新再来过。
考完后紧接着一个来月的课程后就是期末考试，也就没怎么摸英语，在寒假时为了学习一下好的应试方法我报了为期一周半
的环球雅思强化班，这次课上很幸运碰上了曾丽娟、严春华等好老师，通过用她们传授的“秘笈”，技巧上有了很大长进同时
知道了在结课后如何自己复习提高实力，考试要拿好成绩其实就是要实力＋技巧，缺一不可。下面分类来讲讲
1．听力：首先要精听剑 3～5，其中剑 3 由于稍微久了点，section4 中间有 pause 和现在考试有所不同，可以用来先听实
践下老师上课传授的方法，看看真正雅思的听力口音、设问方式、陷阱存在的地方，听的过程一般可以先听一遍将题目先做
完，然后细听各个 section 把自己不确定和自己能订正出的地方解决了，实在听不出后可以拿出答案对一对，再根据答案回
听一下，最后把每套题 script 上的生词及表达全部查出来，随录音跟读熟练，能背熟最好，这样不但能提高语感，对口语
有好处，还可以使自己以最快速度熟悉和适应真正考试时可能听到的发音，这样一套程序做完可以说已经吃透一套题目了。
而剑 4、5 各留一两套作为以后模考用，和作文、阅读一起做，其余几套可以和连阅读一起完成，调整和适应下做题节奏，
当然每份听力也要像剑 3 一样吃透。对时间比较充裕的同学可以练练中级听力、新东方听力特训，北语黑眼睛都是很好的
资料，其中中听可以用来打基础，听力特训可以强化下自己的抗打击能力，黑眼睛可以挑自己的弱项来进行专项突破。
2．阅读：对于阅读词汇关一定要过，至少题目、题干、文章定位句中的关键词一定要认识了，所以六级词汇量是不能少的，
这是取得高分的基础，推荐星火的正手 1～4，反手 5～6，这是一本挺好用的小册子，对基础差的先背 1～4，通过四级的
人直接进入 5～6 就行了，书挺小的只要 9.8 元，既便宜又小巧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料。对于阅读可以买本新航道的剑 3～5
全解加剑 3～5 一起用，剑 3 可以学习听力的方法拿出来单独用，先全做一遍，然后针对自己的弱项，把这类题挑出来根据
全解分析解题策略，同时把课上和网上看的讲的方法挑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然后作为解题习惯固定下来，再经过剑 4～5 的
24 篇文章的反复运用，到考试时相信大家一定能用得炉火纯青顺利突破阅读这道坎了，比较空的同学可以用用新航道的阅
读真经，作为剑系列的补充。
3．写作：课上老师讲的小五大六方法要好好运用，多分析范文，在有积累的基础上再针对练习几篇文章，3g 的作文预测全
写了，大作文范文看个 20～25 篇，小的看 10 篇左右一般作文 6 分保本没问题，如果冲刺 7 那得多多努力了，在用词、句
法、篇章结构上都要努力，不但要看雅思范文还要看看原版的东西，作文我也没拿到 7，大家可以看看网上拿 7 和 7＋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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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经验分享。作文也推荐一本书：大连理工出版社的雅思 8 分作文，里面文章的用词、用句可以好好吸收一下，是雅思
考官给的范文，但是文章结构好像不是很符合我们平时应试作文的习惯，可以有所扬弃的吸收，大家的作文结构要保本的话
按老师的 4 段式或者 5 段式都行，内容写双中能比较有话可说，不会应没内容而憋死在那里，字数不够
4．口语：一般大家多练练，一般都有 6 分，要 7 分可能要和各位 NN 一样多看美剧了，积累一些比较地道的表达，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 GF，两次考试她都一直不辞辛劳的在考前一个月陪我天天练习，帮我顺利脱离哑巴英语一族提供的最大的帮
助，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我的 GF。关于资料嘛新东方的口语胜经、环球的雅思口语 30 天都不错可以涵盖了大部分的常用话
题，很适合平时练习。
最后就是考试心态了，大家都参了无数场英语考试了，把雅思就看成其中的一场吧，不用特别紧张，犯了我第一次的心态问
题白给 GZ 送 1450 大洋就亏了，还有就是考试那天早上千万少喝点水，8：30 被关进去 12 点多才被放出来，没有洗手间
时间，没人想在这段时间内浪费时间的，所以那天还是吃点比较干的早点为好。最后祝愿大家都能考到理想的分数！
7 分经验贴！30 天的复习心得。
其实在 3G 里有很多牛人，小弟在此不敢班门弄斧，不过考到 7 分算是达到自己的标准，在此把 30 天的复习心得写出来，
希望给后来人以启发，我自己以前也是每天都来 3G 网看大家的复习心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感觉真的很有用，希望我
也能帮助到别人。回忆如下----总分 7 分，听力 7，阅读 7，作文 6，口语 7
听力------听力最重要的是多听，多熟悉雅思的听力场景，强烈建议把雅思经常出现的场景各背诵一篇，这样今后可以毫不
费力的作出第一部分的听力。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主要考察细节，一定要留心再留心，听力的时候多注意单复数，单词拼写，
单词后面是否有 s，把握好这些，听力基本 7 分保底！还有多听听 listen to this，听多了你会发现雅思听力真的好简单，
好清楚！
阅读----一定要多读，多看英语文摘，我每期都买来看，而且基本看 3 遍以上，然后配合着雅思真题,仔细体会做题技巧，
这种技巧不是看书得来的，绝对是自己体会总结出来的！所以珍惜剑桥系列的阅读练习题！
作文-------作文我不敢多说，我才是 6 分，只是自己模仿写了一个月的作文，最后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模版，最后就是来者不
拒，全部套用自己的模版，这种方法可以说是速成，但是分数自然也高不了，所以要拿高分的同学就别学我了。我用的书是
胡敏的第四代和吴建业的书。
口语-------要感谢 3G 网的归纳，我按照 3G 的口语机经把每个话题都写了出来，然后根据类型分类背诵记忆，比如分成人
物类，事情类等等，这样方便融会贯通，最后的效果还不错，得了 7 分，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真实水平，现在口语考察的越
来越灵活了，靠背书是不行的！！！多看看美剧很有帮助，我每天都看越狱，LOST，HEROES，不断地重复看，也挺有效
果的，对听力，口语很不错！还不会很枯燥！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复习经验，最后的 30 天我每隔一天做一套剑桥真题，从剑 2 开始，最后考试的前一天做完剑 5 最后一篇，
严格按照考试时间顺序来做，这样到了考场一点都不会很紧张，感觉像平时的练习！在两个真题的间隔的那一天可以练习一
下 listen to this，多看英语文摘，这个一天都不要停！还有作文一定要多练习，我虽然才得 6 分，但是写过的作文堆起来
有 30 厘米厚，所以真的是熟能生巧！口语也是，练习为主！
累了可以看看美剧休息一下，总之要时时刻刻想着英语，念着英语，既然选择考雅思就坚持下来，耐得住寂寞，烦躁和苦闷，
阳光总在风雨后！！！父母的那 1450 元人民币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珍惜自己的劳动，也为家人而努力！
总分 7--2 月复习经验谈（适合时间不够的朋友）
06 年 11 月 25 日参加的考试，口语就是当天下午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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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了成绩：听说读写分别是 8、6、8.5、6，总分 7.125=7 -_-|||
成绩很一般，比想象中低了点，不过结合我考场上的突发状况和自己很少的复习时间，我也觉得可以接受了。
在备考的过程中，受到了 TAISHA 和 3G 非常多的帮助，特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发在这两个论坛。
背景介绍：我决定烤鸭比较匆忙，9 月份报名了 XDF 的 GMAT 班，可是课程要 11 月份才开始，于是有两个月无所事事，
就想先把雅思考了吧。
说干就干，马上报了 XDF 周末班，从九月中旬上到 11 月的第一个周末结束，11 月 25 号考试。所以一共复习时间是两个月，
加上我已经工作了，只有晚上 9 点以后才能看书，每天最多也就看 2 小时，所以比起在校的朋友而言时间非常紧迫。
先说说个人情况：高中毕业后没有系统地学过英语，为了准备 46 级零零散散地自己看了些书，6 级也就 70 来分。一年半
以前考过老托福，633 分，听力满分。平时上班跟英语无关。我听力和阅读一直比较好，口语一般，但是至少想说还是能
说得出来。但是写作是弱项：这点相信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的通病。后来的分数也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这点。所以说雅思还
是比较科学的语言能力测试。
参考资料：
网络资料：在 TAISHA 上刨了下坛子（那时还不知道 3G=_=），看了些别人的考试心得（重点推荐一篇：非英语专业的
8.5 分，可惜我看到这篇的时候已经是快上考场了...）,下了点词汇资料（听力 807 仔细看了看，阅读词汇基本没看，懒）。
参考书：买了一本朗文英汉英汉双语字典（这好像不能算参考书，但是我家本来没有英语字典，汗……），剑桥 1-5（2-4
是 XDF 发的），雅思阅读真经 12，还有一本新西兰考官写的口语书。没了，就这点。
参考书的使用情况：
剑桥 1-5 里面，2-4 是 XDF 上课讲解的，看烂了，5 用来模考，1 没怎么做，就上课的时候用了一下听力部分。阅读真经
12 和口语书总共看了大概 30 分钟左右，等于没买。
不是否定后面两本书，而是我一懒二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定下的战术就是：一切从剑桥 1-5 出发，所有的复习
都是建立在剑桥的基础上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论坛上有说法：做一切不是剑桥官方的东西都
是浪费时间，这话虽然过激，但是思路是对的。）
复习概述：
复习主要是集中在周末的 XDF 课堂上，因为平时基本不可能大量复习，所以只能做到全力听课，所到效率最大化。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XDF 的课程。我没上过环球和朗阁所以不能作横向比较，只能单单说 XDF。XDF 老师的自身水平很
高，作文的 NANA 老师和阅读的张乐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高强度的授课对听课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你能不能吸收老师讲得那么多的内容？知不知道哪里是应试技巧哪里是英语实力？很多朋友听了累了，就走神了，结果一个
课程下来只记得住老师讲的笑话，这样就有点舍本逐末了。当然，交了很多朋友是 XDF 给大家的最大财富。呵呵。
我报 XD 也不指望提高英语水平，而是不想自己从头摸索，时间不允许。有了专业的对考试的总结和归纳，自己复习起来就
事半功倍了。上课记住了老师讲的东西，结合自己的情况，把时间花在刀刃上才是王道。
各部分回顾：（这部分的内容只适合我自己，大家水平和环境都不同，应该因地制宜，我只是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具体方法
说了对大家也没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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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一开始很不适应，文章太长，看不完。慢慢做，发现因为自己不会 Scan and skip，而雅思阅读考试说穿了考的所
有内容就是 Scan and Skip，所以对症下药，学会定位，学会跳读，再长的文章根本不用慌，内容不了解也不用心虚，雅思
考察的东西不是内容，是找资料的能力。到最后我做了一部工作：把剑桥 2-5 上面所有的阅读问题在文中的出题点用笔划
出。这样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完之后你对雅思的阅读已经成竹在胸了，其他的技巧全部在这里其中：他就是考你能不能找到
内容，能多快地找到内容。你帮他划了几百道问题的出处了，还怕他吗？熟能生巧，请大家务必做一下这个工作，绝对有用。
这里要感谢张乐老师的授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此我碰到欧美的长篇学术性文章就知道怎么去读了。到最后考试，别人
普遍反应时间来不及，我提前 10 分钟就好了，除了 2、3 个不是很确定，其他可以保证对。
2 听力：最需要技巧的一个部分。实力提高了固然好，如果实力不济的话那就多多研究一下段子的定位词和看凉月大哥的
机井预测了。听写剑桥的听力内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 XDF 上面有一个同学，本身词汇量很大，但是就是听不懂老
外再说什么，而听完以后一看录音文字把自己气个半死：没一个字不认识。于是他就做听写，一开始很痛苦，过了半个月就
突飞猛进了。听写建议听 PART1 和 3 的对话，MONOLODGE 就不必了。
3 写作：我考得不好，本来 7 分应该是可以的，8 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个完全靠实力得的地方，你看得多写得多让老
师批改的多自己重写的多自然就 8 分了（重写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这道理人人皆知，但是鲜能为之。为什么说应该 7
分了结果只有 6，我在后面再说。
4 口语：我喜欢看 Friends，两年前花了些功夫把其中的两季翻来覆去看了 3 编。第一遍不看任何字幕，第二遍看英文字母，
第三遍看中文字幕。到后来可以背出里面的台词了。其好处就是碰到要说英语就不怵了。很多朋友说没有思路，跟外国人说
话心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这种用非母语的交流方式的陌生造成的恐惧，克服了这个恐惧，水平马上就有一个质的飞
跃。XDF 的 SOPHIA 老师正好是去 NYU 交流的，带有纽约腔的口音我听着很舒服。不过，我准备考试的时候听了些英国
电影的台词（听电影的 MP3，重点推荐 NOTTING HILL 和 CLOSER，JULIA ROBERTS 的美英和 JUDE LAW、HUGH
GRANT 的英音实在是太漂亮了~！），这样不仅熟悉了听力中的英国发音，也潜移默化了自己的口语的发音，伦敦腔非常
好听的，呵呵。口试的考官是上海地区的著名冷艳玫瑰：高个子红短发澳洲 LADY，几乎只给 5 分和 6 分，
自己对 OLD PERSON
也没什么准备，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6 分也正常，呵呵。
5 机井：只看了最有用的听力，3G 的凉月大哥功盖千秋，造福了无数考生。这里想说的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什么都听不懂，
或者很少能听懂，那就把机井给完全背下来。如果你自己可以听懂，那就不要依赖机井的内容。我看机井只在意一点：有没
有什么不会拼写的单词，有没有特别“阴险”的地方值得注意，有没有特别的图可以帮助记忆。其他的一律不在意。
最后讲讲心态：
在写作文的时候，极其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由于没吃早饭，考到作文的时候我已经眼冒金星了，写小作文的时候看
反了图标的横轴和纵轴代表的信息，写的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正文快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这时候已经过了 14 分钟了，我都
准备小作文结尾了~！眼看就要 band3 往下了，在崩溃的边缘我想：死也不能白交考试费让鬼佬白赚咱的血汗钱~！于是果
断举手，跟监考人员据理力争（其实说无理取闹比较合适=_=），又要了一张新的作文答题纸，从填写姓名开始，从头写起。
等到争取到新的答题纸开始重新写的时候，已经过了 17 分钟。幸亏题目着实简单，构思没有花什么时间，一路猛写，等 task2
完成的时候一抬头发现居然还多出来 10 分钟，马上开始检查数以万计的语法错误和标点符号错误（因为实在写的太急了，
不检查必死）。也许是致命的威胁激发了我的小宇宙，奋笔疾书的时候文思如泉涌，思路反而清晰了。事后算算两篇作文一
共才写了 33 分钟，小作文写了 170 字，大作文写了将近 300 字，也算死里逃生了。写完才感觉到手酸得快断了……
所以最后能有 6 我也认了。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烤鸭这种事情不要太在意它，要相信自己绝对能搞定它的。但是，态
度必须认真，勤勤恳恳的用最傻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实力。在要了第二张稿纸的时候只有 43 分钟了，但是我想既然来
了就不能放弃，写得再差也不能放弃，要尽最大努力把剩下的时间用好~！
大家考这个大多数都是为了出国，如果连这点事情还一直搞不定，3 进宫 4 进宫甚至更多，那我觉得这部分朋友要么对自己
要求太高了，太追求完美，要么就是自己的英语水平的确不适合国外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很多人以为拼死混个六分，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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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外后上语言班的资格就万事大吉了，自己的英语水平肯定也自然而然地会好了，那么我想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在这
里那么好的学英语的环境中都学不好英语，到了国外只会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你根本不能和别人开始交流，于是只跟中国人
在一起，英语不进反退。信不信由你：）
雅思 4 周复习方案—7.5 分经验总结，回报 3G
3 年前考过雅思当时成绩是 6.5 ( S 6 W 6 R 7 L 7), 这次是 11 月 18 号考的，
刚刚在网上查到成绩 7.5 (S 7 W 8 R 7.5 L 6.5)
以下复习方案适用于曾经考过雅思空余时间比较多的同学。
硬件准备
剑桥雅思３，４，５（精读，精析，严格按照考试时间完成，尤其是阅读部分练习的时候要达到５５分钟完成３篇文章）
雅思 8 分万能作文
对于提高写作非常有帮助，可以参考机警上的话题有选择的模写，写完的作文要再考前至少仔细看一遍相关的观点，以及
经典词汇句型
雅思阅读真经 1
每篇后面的单词和同义词对于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一定要做到精读，每篇文章都要看懂，摘抄重要的句
型，很多句子都可以在写作中用到，陌生单词要经常复习，逐渐扩大单词量
中级听力
４周复习计划，无法完成所有课程，不适用于考前冲刺，但是对于平时提高听力很有帮助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
４周复习计划，无法完成所有课程，但是可以根据近来的口语考试话题有选择的参考学习
三年前考试用过的新东方听力教材(共八套听力)
学术类雅思模拟题（可有可无）
3G 上的听力机警（时间紧，也没怎么好好看，就是溜了一眼比较陌生的单词）
3G 上的写作机警
3G 上的口语机警
王陆老师的 807 单词升级版
China Daily 网站 http://www.chinadaily.com.cn
每天浏览１个小时左右，了解最近发生的新闻，尤其是跟考试话题接近的新闻，网站上有一个英语点津的链接，里面介绍很
多俚语，双语新闻，电影英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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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考前预测（感谢凉月）
根据考前预测有选择的浏览机警，准备口语和作文话题
关于雅思考试的几点建议
1. 第一部分听力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因为我平时是在家里练习的，空间不像考试时候那么宽敞，所以考听力的时候，
感觉总是无法集中精神。保持平和的心态，有时候丢一两个题并无大碍，毕竟得满分的人还是很少的。我就是因为有一道选
择没有听到，一着急后面的４个选择都没听到，才导致听力成绩相对较低。
2. 阅读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时间卡在５５分钟，因为真正考试的时候２０，４０，５０，５５分钟的时候老师会报时，到
最后５分钟因为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做题。我做阅读比较慢，但是可以保证写出来的答案９０％是正确的，考试最后５分钟的
时候，还有５个填空没有做，估计这５个空起码要错３个，因为紧张，根本就看不进去了。
3. 作文起码要模写１０篇以上，我不提倡背范文，要结合范文和自己的观点练习，写完的作文千万不要扔在一边，要常拿
来看看，最好有人帮助修改，我都是自己修改的，大概每篇文章修改了４遍左右。考前把所有写过的作文都打印出来，把觉
得自己写的好的句子都画出来，你写作的框架自然就出来了。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虽然有的同学喜欢使用一些
模板，但是使用作文模板的同时就限定了写作的思路，导致成绩停留在６分，要突破６分，上７分就要常看相关的文章，摘
抄经典句型，仔细分析，尤其是做阅读的时候，除了练习阅读能力以外，也可以提高写作能力。
4. 其实口语我没怎么准备，主要是说话的时候要自然，多收集一些俚语和常用的话题。即使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于以后
在其他国家生活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考完以后感觉口语考得很差，因为语速比较快，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

说到最后

大脑已经跟不上思维了，有的问题回答得也不怎么好，topic 2 提示的问题我都没记住，还一边说一边看问题卡片，topic 3
还有冷场的情况，很尴尬，不过不管怎么样得了７分，已经很满意了，曾经做梦梦见只得了５分。
5. 多到３Ｇ论坛看看，可以下载到很多值得学习的资料，比如说阅读中不同题型的做题方法等等
6. 剑桥雅思一定要看，而且要精读，精析，对于错误的原因，要仔细研究。把陌生的单词也要摘抄出来，但是不要一口气
都做完，考前一定要每天都做一套，保持考试状态。剑桥雅思也能真实地反映你的雅思成绩，即使发挥失常，上下也不会差
太多。
7. 英语学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并非４周就可以提高英语能力，下面提出的４周复习计划，仅仅是应试能力的提高，
真正提高英语能力，还要注意平时点滴的积累。
第一周 热身

Day 2:

Day 1:

中级听力第二课精听

中级听力第一课精听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3 &4）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 &2）

807 单词第二部分

807 单词第一部分

阅读真经 1 Part 2—List of Headings （精读）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3

阅读真经 1 Part 1

中级听力第三课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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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5 &6）

新东方听力（第一套）

807 单词第三部分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1&12）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807 单词第五部分后半部

阅读真经 1 Part 2—Matching （精读）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4:

阅读真经 1 Part 2—True/False/Not Given 前 4
篇 （精读）

中级听力第四课精听
Day 9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7 &8）
中级听力第六课精听（下）
807 单词第四部分
新东方听力（第二套）
阅读真经 1 Part 2—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精读）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3&14）

Day 5

807 单词第六部分前半部

中级听力第五课精听

阅读真经 1 Part 2—True/False/Not Given 后 4
篇 （精读）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9 &10）
Day 10
807 单词第五部分前半部
中级听力第七课精听（上）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新东方听力（第三套）
阅读真经 1 Part 2—Summary （精读）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5&16）
Day 6 复习
807 单词第六部分后半部
总结过去一周学习的内容，重点背诵陌生的单词，
摘抄写作中遇到的经典的句子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学术类雅思模拟（第一套）

阅读真经 1 Part 2—Sentence Completion（精读）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12

Day 7 休息彻底放松

中级听力第七课精听（下）

第二周 渐入佳境

新东方听力（第四套）

Day 8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7&18）

中级听力第六课精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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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单词汇总，曾经写错的单词整理到一起，请别

剑桥雅思３ Test 1

人帮忙读一遍录下来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26&27&28）
阅读真经 1 Part 2—Picture/Flowchart/Table（精
读）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13

Day 18

新东方听力（第五套）

剑桥雅思３ Test 2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19&20）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29&30&31）

总结过去一周学习的内容，重点背诵陌生的单词，

剑桥雅思３ Test 3

摘抄写作中遇到的经典的句子
Day 19
阅读真经 1-Part 3 Test one

剑桥雅思３ Test 4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14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32&33&34）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剑桥雅思 4 Test 1

休息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第三周

乘胜追击
Day 20

Day 15

剑桥雅思 4 Test 2

新东方听力（第六套）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32&33&34）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21&22）
阅读真经 1-Part 3 Test two

剑桥雅思 4 Test 3
Day 21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休息
Day 16
第四周

最后冲刺

新东方听力（第七套）
Day 22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Day 23&24&25）
剑桥雅思４
阅读真经 1-Part 3 Test three

Test 4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参考３Ｇ雅思预测

Day 17

有选择的看相关话题

新东方听力（第八套）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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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3
剑桥雅思 5

剑桥雅思 5

Test 3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参考３Ｇ雅思预测

Test 1

有选择的看相关话题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参考３Ｇ雅思预测
有选择的看相关话题

复习难词难句，经典句型

复习难词难句，经典句型

Day 26

Day 24

剑桥雅思 5

剑桥雅思 5

Test 4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参考３Ｇ雅思预测

Test 2

有选择的看相关话题
IELTS80 天攻克雅思（口语）参考３Ｇ雅思预测
有选择的看相关话题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作文模写 Task one & two

Day 27 考试

Day 25
半个月备战口语 7 分的故事
刚刚查到成绩了,总分 6.5, 听力 6.5, 阅读 6, 写作 6, 口语 7 .
和别的高分同学比,很惭愧,不过我还是希望在离开 3G 前能留下些什么在这里, 毕竟它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
指导:)
第一次考, 总分 6.5 分虽然够了,不过还是有点郁闷. 本以为阅读和听力最少都能在 7 分以上的.所以说雅思
真不是我们可以计算的, 有时候考出来感觉奇好,却未必能如愿. 有时候,出来后感觉很糟糕,也不一定不能
拿高分,比如我的口语.
我是 11.5 号下午深圳的第一个炮灰, 因为下午的题目是" 讨论一个家庭中的两个人",这个题目在我和同伴
准备口语的时候见过,我当时还嘀咕了下,这个题好变态,怎么讲啊. 结果竟然就把它放过了!!! 没想到, 我竟
考到了这个我认为变态的题!! OMG! 事实证明,不要轻视任何一道口语 TOPIC, 碰到 TOPIC, 也要在心里
想想该怎么说,免得当场晕菜.
切入正题:准备
我是在考试前的两周开始准备口语的, 我一直不愿意准备口语,因为总觉得不知道说什么,狂没有信心,而且
很懒惰不想说话. 我找了一个 PARTNER, 约好每天吃晚饭的时候练习两个小时的口语. (一人一个小时, 3
个 TOPIC 左右), 每个人讲完之后另一个人提出他的不足,比如发音,语速,表情,所讲的内容等等. 于是,那两
周,深圳南山天虹附近大大小小的西餐厅都常常看见两人中国人, 假装洋鬼子, 讲着 TOPIC, WAITER 都觉
得很诧异,这俩人明明进来的时候问的是"有位吗?",怎么坐下来又变口音了.呵呵.. 言归正传, 其实准备的话
题不需要多, 有概括性最好, 比如,因为我喜欢做瑜加,所以准备了一个瑜伽的 TOPIC, 这个 TOPIC 既可作
最喜欢的运动,又可作业余时间做的事情,喜欢的一个体育明星(瑜伽教练),喜欢的书(瑜伽书),喜欢的节目(瑜
伽节目),想做的事业(做瑜伽), 有钱后干什么(开瑜加馆) , 这次考试第一天的 ADVICE 也可以说有个朋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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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建议,让我做瑜伽,结果受益菲浅,云云, 总之,找几个你很熟悉的话题后,便很好展开. 我在说 TOPIC 时,
能往瑜伽上靠就一定往上靠,在练习的过程中,证明说熟悉的 TOPIC 会上自己有信心. 有很多好句子可以讲
得出来.
准备的时间虽然不多,但很有效果. 我们俩都是很负责的,对方有什么不好记下来,等他讲完之后再跟他
说,(切记不要打断别人的话,会影响思路),, 下次再犯,再批评. 一边当考官, 一边学习对方的用词和造
句. 也许练习 TOPIC 不需要花钱找老外,找个负责的中国人也可以. 我那朋友,上次考口语找老外花了 N 多
银子口语只得了 5 分,这次我们考前狂练,他考了 6 分. (他学过俄语, 说的是俄式英语,发音非常不标准, 而且
很多单词是想当然地乱念) , 我们练了一周多之后,他说找到感觉了, 以下是他的经验: 拿到题目,第一时间
根据问题迅速把结构想好, 接着再展开. 平时的多练习有助于自己的组织句子和展开思路.在一分钟的准备
时间里不可能把每句话都准备到,于是你只能把你要讲的方面列下来.句子临时准备. 脑子一定要在嘴巴前
面跑, 另外, 练习 TOPIC 的时候, 刻意地学习一些口语书上比较漂亮的句子. 提醒自己常常拿出来秀一下.
(我没这个习惯,但是我的伙伴有,所以我也学了他讲的一些句子和单词, 谢谢他)
就这样吃了两周西餐, 准备考试了. 练习的时间不长,却一定要有效果,要找到讲 TOPIC 的感觉.
考试 5 号考的口语,4 号考完笔试的三门,自我感觉非常好! ( 尤其是阅读,所有的题都做完了, 还剩了五分钟
检查, 结果阅读只有 6 分,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我感觉良好的我赶紧找人练口语, 因为我要六分, 如果能考
多一点当然最好. 于是又准备了一下午加一上午.
我的姓开头是 L, 所以,分在 5 号下午, 还是 1: 20 的第一个!!!! 在 3G 上得知一般第一个考的同学常常会得
5 分, 吓死我了. 55555 (事实证明这是错的).
提前到考场,中午狂有食欲好想吃肉,吃了一堆牛肉和牛肚之类的, 很饱,还硬塞了个巧克力. 我那天特地打
扮了下,穿了一件宝蓝色小礼服款的及膝连衣裙,特别有精神,( 我喜欢 FRIENDS 里面 RACHEL 的打扮,觉得
好美啊) 化了淡妆,戴了个很配的头箍,因为我知道我的考官是男的, 前一天看了,叫 John 什么的.所以漂亮
一点没有错. 一点一刻的时候,开始叫名字. 奇怪的是叫了所有的教室都没听到我的名字, 结果我跑去问,
那家伙竟然把我的名字漏叫了,FT! 于是,我自个儿假装淑女地走到教室门口, 过了一会儿那个 John 帅哥跑
来开门, 感觉他人很好,一直在笑,我立马放松了. 可是因为我感觉他太帅了(我是近视眼,朦胧美在作怪), 一
时间竟然集中不起精神.
拿到那个关于家庭中的两个人, 至少愣了十五秒以上,我拿着老外 GG 给的本子,不知道写些什么好,在上面
画了几只蚯蚓,于是 一分钟就过去了!! 一点思路都没有. 于是就开始乱扯, 说我和我姐姐虽然差四岁,但长
得像双胞胎, 我们常在一起玩什么的, 我的 TOPIC 讲得有点糟, 没有用什么华美的句型, 中间还结巴了几
下. 不过第三部分的问题倒答得不错, 思路很好, 例如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人年纪越大,是否就越爱他们的父
母? 这个我想是当然的,长大后人就懂事了,知道父母的辛苦和不易；当他们有孩子之后, 通过自己对孩子的
付出, 就更能体会到父母对自己曾经的用心良苦. 出来的时候想到自己普通的表现和结巴, 好郁闷, 再加
上是炮灰第一个, 我觉得我的口语只有 5 分!
总结:事实证明, 你想的并不是雅思想的.口语竟然有七分,FT!
个人认为: 口语考得还可以, 第一是因为口音比较标准,( 考前看完了老友记的十季,也学到了一些说法)；第
二是因为我喜欢笑, 昨天给我做头发护理的 MM 也说我怎么那么爱笑,见到人就不由自主地微笑,这大概是
一种习惯,但给考官留下了自信和很开心和他讲话的假象. 有些考生考试过程中笑都不笑一下,紧张得很,出
来的时候却对考官说,很高兴和您交谈,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骗人了；第三信心很重要, 相信自己的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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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平时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在西餐厅练习,就算是跟中国人练又怎么样,说的也是英语；第四, 条理和
思路很重要, 我的 TOPIC 讲得不好,但在问题的回答地程中,我认为是有思路,有观点,有条理地把问题回答
很清楚,保持每个问题三至四句, 用上自己平时积累的很炫的句子. 适当用一些长句和地道的句子. 最后,口
语的 TOPIC 往往是不好预测的, 就算知道了考试的 TOPIC 也不一定就能得高分, 平时的练习和积累是真
的很重要, 考前坚持说英文找到讲话题的感觉和思路, 而不仅仅是讲话的感觉.
出成绩之前,我本来以为我会写一篇, 2.5 个月从 5.5 到 7 的经验,结果很丢人,阅读和听力很出乎意外地考了
那么点, 作文也没有争气. 唉,我要去撞墙了.
写得有点零乱, 希望能给以后考生一些信心. 就算我这样平时不和老外接触的人口语也是可以考七分,你们
也一定可以!! 不管怎么样,感谢 3GBBS, 给了我很多有用资料和信息, 感谢我们 114 的两个群的兄弟姐妹!
非常温暖地在一起抱怨,一起加油,一起背机经! 认识大家真好,我会怀念这段准备考试的岁月的.
10 天 7.5 的经验
（一直在 3g 受益 ，想来考好了不发点经验实在是太不厚道了）我是 9.16 号考的

考分 7.5 / 7 / 7 / 8

不是太好，但对我来说是够了。今年高三，学习好忙的，所以准备雅思的时间也就十天，但是之前倒是对
雅思有一些了解，个人认为雅思并不难考，尤其是相较于托福时。废话不说了，来讲讲我的复习之路吧
听力：我觉得听力不是难点，我就听了剑桥 2~5，没有做精听，没有看机经，其实听力的训练最重要是跟
得上节奏，所以要反复听剑桥系列，同时在考前将剑桥听力拷在 mp3 里，一直听到要进考场，使自己适应
考官的语速是非常重要有效的
阅读：这个没啥好说的，我考得也不是太好，不过我是只做了剑桥 2、3、4， 感觉雅思的阅读词汇量要求
并不大，时间也蛮充裕的。最重要的是我看过很多网友写的阅读方法，对我来说实在是没什么用处，我还
是要将全文读完才可以有效做题，所以这里建议大家不要一味相信技巧阅读。
写作：这也不知道该怎么说，7 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老鼠
口语：这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部分，请大家相信对于口语重要的不是你用的词有多少，而是你的词有多地
道，例如你说一个人很好，如果用 you are so kind .外国人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用 you are so
sweet . 老外会觉得你很地道，分数自然不会低。
最后祝大家靠一个理想的成绩，如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发邮件给我哦 jetawu@126.com
9 月 23 日成绩 8.5 经验分享
总成绩 听力 阅读 写作 口语 8.5

8.5

9

8

8

一直在 3G 问这问那、受益匪浅，因此考试结束一定要贡献一下。
我是英语专业八级，因此可能基础比较好一些，但是考试技巧和准备也是必不可少。
凉月介绍的书都很不错，我是按照他的介绍买的书。IELTS 5 也出来了，应该做一下，这次的小作文在那
里面有同类题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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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一定要注意总结经验。其实能否听懂是一回事，能否做对题目是另一回事情。我的经验是，如果有很
多道选择题连在一起，则把重点放在听上，而不是忙着做题找答案。简单可以直接选择，不能一眼看出答
案的就可以在卷子空白处记录一下录音内容，整个录音结束后再回头做题。
阅读：《平行阅读法》是一本绝妙好书，请大家一定仔细研读。
写作：注意别跑题。说来容易，其实在考场上时间很紧张，尤其是像我发现写完小作文就剩下 30 分钟了，
着急下笔结果写歪了，还好最后两段又给往主题上拉了一下，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关于作文的书，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用的那本对作文书对想要 5、6 分的同学有用，但是中国人写的作文
书并不一定最合适外国阅卷人的口味，反而应该看一看 IELTS PLUS 等这些老外的东西，他们的用词、
句式才真的是 idiomatic。口语：自信、自如，当作一次午后聊天。用剑桥系列做模拟题是很必要的，我在
考场上碰到有考过 GRE TOFEL 的高人不复习就去考试，那也实在太鲁莽了。
雅思 7.5 分(L6.5/R8/W7/S8)经验分享
我是 3 月 3 日考的。16 日晚上查到成绩为总评 7.5，听力 6.5，写作 7 分，阅读和口语都是 8 分。
为了回抱太傻论坛，在这里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一下。先说说我用的资料吧，如下：
阅读：雅思阅读真经 1、2
听力：IELTS考试技能训练教程*听力
写作：太傻上下载的吴建业的
口语：雅思口语真经
综合：剑桥雅思考试题型透析，聚焦雅思*全真模拟试题集，剑桥雅思 1、2、3、4
本人的基本情况为，在读研究生，大学时就一早过了四六级。虽然英语也丢了很久，平时也不怎么用，但
一直对英语有兴趣，自己感觉底子不差。
很早就着手准备了吧，但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复习是在一月二十几号开始，所以算下来复习时间为一个月多
一点吧。但其实这期间我并没有全部用来复习了，因为白天很多时候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基本上只有晚
上的时间看书。
阅读一开始就进行着，用的是刘洪波那本雅思阅读真经。刚开始看还行，但是越往后看越吃力，文章要读
很久才读懂不说，做题目错了一大堆，特别是做在 1 后面的Y/N/NG题型的时候。反正当时就觉得对特别
打击人。后来在太傻上找了一些讲阅读方法的东西来看看，特别是14 种阅读题型的答题技巧，我觉得对我
的启发很大。但是，真经还是做得不怎么样，第二本一般来说才对二十五个左右。所以我想说，雅思阅读
真经的题真的是出得不怎么样，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因为这本书而气馁。不过并不是说这本书不值得做，
其实里面的文章还是选得不错的，之前就听别人说这个是精装版的阅读机经，不料，我考试的时候真有一
篇是跟里面的一模一样的内容的。阅读总得来说还是要自己多练，多总结。看一些经验固然重要，但最好
自己能在做题的过程中体会出来，找到做阅读的感觉，特别是能迅速通过题目找答案的感觉。我最后阶段
找到这种感觉后，差不多都能在一小时内完成，而且正确率还很高。
听力也是一开始就练着了，用的是黑眼睛的那本。本来是想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能反反复复地听烂它，但因
为发现时间有限，只能把这本书通听一记遍，最后只能通过听剑桥系列来练了。总体感觉我的听力水平并
没有提起来，只是通过这些练习熟习了题型，熟习了英国口音。另外有一点想说的是，听之前阅读题目猜
测答案这个过程很重要。举个例，我考试的时候补充表格时看到前面它给的是carnivorous，后面我就不加
思索地写了一个herbivorous，结果录音一放，果然是。最后想提醒大家，做听力时思维一定要集中，手一
定要快，我就是感觉这点没做得太好，结果考试时几个空都是听到了没写上，后来再想去补上时发现自己
已经想不起来了。
写作没什么说了，看了吴建业的书里的范文后自己就写吧。只有动手写才会提高。雅思写作应该是比较容
易的了，因为它又不看你观点合不合理，只要你自己那么认为就行，关键你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清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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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看着表写，一直都控制着时间练才好。
最后说说口语了。说实话，拿 8 分真是出乎自己意料。临考的时候看到论坛里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口语拿了
八分还羡慕不已。不过这个人是从小就有语言天赋的那种，并且在国外学习过的。她说自己被迫聊了 20
分钟。但我考了以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的考试安排就是每二十分钟去一个人，况且进去一后还
有少量时间是考官作介绍什么的。所以我说她最多能聊到十八九分钟。我当时是十点二十考，出来的时候
也就十点三十七，所以我在里面也就待了十七分钟。但这却说明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跟考官待的时间越
久，分数越高。
还是说说自己的应考方法吧。跟大部分人一样，平时没有机会讲英语，所以口语练得很少，但自认为发音
还是不成问题的。我是考前一个多星期才开始练的，用得就是口语真经那本小册子。当时在考前把这本书
所有内容都大声练了两三遍。本来还在网上找了一些别的Topic想练的，后来发现确实没有时间了，只能在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浏览一下而已。第二天考试发现，我练习的Topic基本上都没考到，除了开头的What's
your name? How can I call you?之类准备到了；中间那个独立发言也是我现场想来说的。但是练习的考没
考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通过这个Topic去练。口语这东西只有自己说才能提高。另外，能过练习能活
跃你的思维，使得你什么都能有话说，不至于考试的时候问到你的学校、家乡这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说什
么。在我看来我们不是要去死记一些Topic的答案来应对口语考试，而应尽量说你自己真实的东西，用英语
来讲你熟悉的东西，这样才不至于无话可说。还有，讲英语是要注意时态、单复数、人称变化等东西的，
这些东西只能通过练习才能慢慢减少这方面的错误。总之，练习的作用就是用英语把你知道的东西讲顺。
因为之前就了解口语的流利远比避免一些小错误重要，所以考试整个过程我就一直说啰，反正尽量多说，
显得自己英语口语想说汉语一样随便似的。当然，偶而加点动作表情能使整个谈话更加自然、流畅。
最后补充一些。我觉得透析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的，它能给你很多贴士以及一些方法论的东西。机经
我是一点都没看，没时间。考前两天翻了一下，觉得太杂太乱，看了也记不住，索性丢下不管了。
听力 9 分-我来谈谈提高雅思听力的方法吧`+【听力答疑】
其实已经考完了有 2 个月了，这几天领到了 XDF 的奖学金才想起来应该纪念一下```我整个复习过程用了
4 个月每天至少 2 个小时的听力（不过前两个月荒废了啊）
说到雅思听力，最刚开始接触雅思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适应，题型，语音，语速都是大家在以前的国内英
语课上练的很少的，这一般会需要一个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熟悉过程，这时，大家可以尽量选择一些和雅思
题型类似，而又比较简单的教材，我当时用的就是新版的黑眼睛，从数字开始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真的
没希望了，一开始连数字都听不明白！！ 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除非你本来就是听力高手，长期听 BBC
看 CNN 什么的，一般的同学都是在差不多的起点上准备雅思的啦，所以大家尽管踏踏实实的从自己不熟
悉的，基础不牢的地方开始听起，没必要一开始就去听一些套题。有些老师建议听 LISTEN TO THIS 的
初中级，其实我并不是太推荐，我当时很着急也一口买了好多教材，LISTEN TO THIS 我买了初级（当
时真的好烂）可是慢慢发现这套很好的听力书并不能很好的服务于雅思，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买本和雅思
贴的特别紧密的，而又不太难的教材， 反正我觉得新版的黑眼睛那前面几套基础训练很大帮助我入门了雅
思听力。
接下来就要开始一些题型训练了，这里我极力推荐的是 Insight into ielts2，非常非常好的教材，大家这
时应该好好做，认真研究这套教材里面的听力，难度适中，对于中期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大家做完
这本书（当然我指的一定是认真做）听力到达 7 分应该也会没问题了！
然后大家就要进入真正的提高的过程了，这个阶段要采取回顾和训练相结合的方法，每天在听新题的时候
把前一阶段错了的题目好好回忆和总结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朋友觉得听力入门很简单，提高很
难也就是忽视了这个步骤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要看错题，分析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因为词不
认识，就把那个词记下来，如果是语速太快就尽量多听个 5，6 遍，到能听懂它在讲什么为止， 如果是因
为语调或发音很奇怪而没听出来，就跟读，跟着磁带一遍又一遍的读，知道你也会那样发音了为止！因为
只有你真正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才是提高啊！这段时期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有些难度的教材，我当时
很没效率拉，INSIGHT2 还没听完，就继续听啦，然后有剑桥系列的朋友可以开始听听那里面的真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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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部分同学已经觉得真题简单了 HOHO~~
最后就是提高加巩固啦，这时候剑桥系列可以听，大家也可以听听黑眼睛的旧版，题目都有些难度，但是
最重要的是稳步上升，所以大家可以跟读录音，这对口语也有不小的帮助哦~同时要记得按照我之前说的方
法回顾错题，这样听力到八分也应该很容易了。我的整个复习过程就是这样，至于怎么到九分，就要看你
是否每个步骤都认真做到，有没有长期坚持了，我当时安排的是每天早上花 3 个小时在听力上，包括听和
改还有读，下午做阅读，晚上选择口语和作文，我觉得听力高分的同学都是会有坚持听的好习惯的，所以
我最后特别要强掉的就是：坚持听，坚持看自己的错题，难题跟读！我相信这样练下来大家的雅思听力应
该不会有让人失望的成绩啦~~
雅思 A 类，7.5 分（听力，阅读，口语 8 分；写作 6 分）的一点心得分享
3 月 3 日考完，除了写作出乎意料的差外，其它各门的成绩可谓满意。以下有一些考前的准备心得与大家
分享。虽然工作很忙，但感谢Taisha的丰富下载资源，及各位考友的经验之谈，抽空写一点心得供各位参
考：今年一月作出考雅思的选择十分偶然，主要为了可能的移民计划，决定速战速决不管A，G类，选了最
近的考试日期报了名。虽然自恃自己英语水平不错（平时工作语言主要用英语），但离开学校很多年了，
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连续复习所以考前 3 天的突击成为了关键。但是时断时续的复习中各科还是有些
感觉。
阅读：在开始复习前随意做了一些仿真题进行了测试，发觉雅思的阅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容易－文章本
身并不难，但问题特别是T/F/NG类的题型不太习惯。所以复习，上课时比较留意解题思路与技巧。随着
此类题型的逐渐熟悉，发现提高阅读成绩的关键还是两点：第一，对于文章总体思路的了解，及，细节原
文定位的能力。说到底，除了解题思路掌握之外的这两点主要是平时阅读能力的积累。如果基础尚可，平
时多读，雅思阅读可以说并无难度可言（Tip:我平时一直保持一个月左右读完一本 500 页以上的英文小说，
除了第一本外，没有感到比较吃力的，最近的一本是Christopher Paulini 的“Eragon”）。
听力：原本我是彻底不准备复习听力的，但是，实践复习中发现我完全听懂没有问题，但始终有一定错误
率（3－4 个），不能做到全对（考试结果也说明如此），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细节注意不够。由于工作比较
忙，只在最后几天进行了比较密集的训练，估计提高了 0.5 分左右。
口语：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平时每天说英文说到累，给我 8 分，考官还不算太慷慨。不过，在考后被英领
馆文化处请去开Focus Group meeting时，一位英语基础比较差的小伙子靠仔细贮备Topic，考前几小时与
口语好的朋友手机对练的方法也拿了 6 分（他自己都惊讶），我认为这种方式也是值得认可的。
写作：我的写作是很值得大家引以为戒的错误典型，特别是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已经习惯Laptop,近十年除了
签名很少动笔的朋友们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平时每天都有上千字的Email 和Report要写，上课时基本上是
我在给各位小弟列提纲，自以为绝对没有问题，没有仔细复习。实际上只有专门写过一篇。考试时感觉也
不错，大作文写了约 450 字。但是，拿到成绩时也发现自己可能存在的几个大问题:
1．

Handwriting影响思路。虽然我的英文字还行，但是手写时的生疏感觉直接影响思路与行文的流

畅性。回想一下有些段落是有些None-sense.
2．

Spelling 差，MS Office的Auto-check害死人。我估计至少因为错别字掉了一分。

3．

下蛋笔不习惯，字时粗时细，擦不干净（赶上我错别字有多）－整个卷面外观不爽。

4．

写得太长－没有听老师小妹的话‘写得越长，越暴露缺点’

考前突击：如题所述，如果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平时又常用并注意积累，雅思 6.5 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如我一样想挑战一下的话考前的突击十分重要：因为白天太忙，我用了三个大通宵
（10pm-4/5am）做完了剑 3－5 的所有Reading & Listening的题目，主要目的很简单Just Keep the
Momentum。很显然，这样你走近考场是基本上就知道你能搞定喽。祝大家考到 8 分以上！
两次烤鸭听力分别 9 分 8 分——分享听力复习考试经验
本人是理工科背景，英语水平比文科的同学差很多。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备考雅思听力的一些
心得，是由于我在第一次复习雅思时听了新东方彭新松老师的课，受益良多，听力考了满分，后来由于第
一次成绩过期，第二次考雅思时又听了新航道张皓老师的课，又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第二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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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次运气好，听力 8 分，希望这些我从两位老师那里取来得“真经”加之我自己的一点心得，能对要考
雅思的同学有点帮助。现在想起来的是以下几点，我会继续补充的。
〈一〉听力考试技巧性比较强，但是我还是提倡大家走实力派路线。听力是很多同学把平均分往上提的项
目，而且又更容易在短期内提高，因此听力复习考试技巧是必须要强调的。在我参加老托福考试时，对听
力考试的技巧性这一点感触很深。人但凡说人话，不过那几种语气几种场景，加上考试需要严密，对不同
专业背景的人公平，且难度适宜，所以听力考试的套路不多。但是，对于做长期（个人认为 2 个月以后考
试时间就很充足）打算的同学，还是应该先以实力的提高为要务。在复习到后期，听力比较好的同学可以
拿到一套题，只听录音，不看题目，然后做笔记，记下来的东西可能就是题目里要填写的。这是因为，听
力水平真正提高以后就可以有效地接受对方所传达的信息，并且抓住重点。这是我们出国读书时听老师讲
课以及与人交流中所必须达到的。
〈二〉首先向大家推荐《Listen To This》系列（外研社出版何其莘编写），理由是发音和题型都“比较接
近”雅思考试，而且难度循序渐进，是经典老教材。需要强调的是这套书还是主要针对听力水平的全方位提
高，如果时间比较紧还是优先用《剑桥雅思》《黑眼睛》等更接近真题的书。四级左右水平的同学，应该
将《初级听力》从头做起，直至认真地做完《中级听力》，雅思听力考 7 分没有任何问题，运气不差就会
有 8 分。用这套教材的方法是认真做完所有的题，然后不看答案再听一到两遍——个人认为听到直至全部
听懂才罢休的方法有点残酷了 ——然后几天之后还可以拿做过的章节做听写的材料。对于四级左右的同
学，可以先逐句听写。
〈三〉剑桥雅思系列是必须精做精练的材料。因为这样质量的题是很有限的，所以必须有效的利用。有些
同学刚开始做剑桥系列时听懂的很少，心中不服，就连听了几套题，这就是一种浪费。正确的做法是，1在
开始做剑桥系列时，已经了解雅思题型套路，已经用《中级听力》或者其他材料熟悉了英式发音；2做题时
尽量整套的做，掐时间做，模拟考试时的环境，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3做完一套题之后，根据雅思老师讲
的做题技巧，或者其他来源获得的经验，总解分析自己的错误，寻找提高之路；4在这样做完一套题之后，
可以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用做过的题当听写的材料。注意：剑桥系列的题一定要留一些，作为考试之前的
模拟——我第二次烤鸭听力没有拿满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第二次没有题可做了，找不到考试的感觉。
〈四〉听力的词汇积累和发音纠正是大多数同学不可忽视的问题。置顶的材料里有已经总结好的场景词汇、
信号词、常见地名等等，都是需记忆的。另外，我们自己在做剑桥系列的听力时一定要总结出自己认为重
要的词汇，比如你认为这个词是某道题的题眼，听到它就表示答案要出现了，你就可以将它作为信号词记
下来。很多同学发音不准，必然导致了听力考试时“反应迟钝”，因为你听到的发音和你大脑里记忆的有差
距。建议有发音问题的同学花时间做一下“正音”的工作，一方面跟读标准的录音，一方面可以选择一些对
照材料范听熟悉英式发音。精听与泛听相结合，坚持进行“磨耳朵”的工作对于英语发音不好的同学有为显
得重要。
〈五〉跟读与听写。我比较喜欢用这两种方法练习听力。早已不是哑巴英语的时代，可是很多同学还是很“安
静”的学英语。我原以为经常看《老友记》《越狱》《迷失》等等热播美剧的同学，英语发音应该不成问题，
后来听到一位熟记老友记情节的同学说英语——偶地神——其发音是集“烂”之大成啊。语言的学习中，模仿
是重要的一环。学习中国方言快的同学很可能对外语也更敏感。我们被如此之多的英语材料包围，如果能
有意识的跟读，并且找合适的材料听写，搞定雅思考试的听力实在是轻而易举。
〈六〉听英文歌曲和看英文影视作品。和听听力材料不同的是，这些音乐和电影中融合了更复杂的语言元
素和语境，经常被这些东东包围，语感就会很好。可是大家考试之前就不要听音乐看电视喽，以免过于兴
奋。
〈七〉考试时，要全神贯注，又不能乱发功。所谓“乱发功”，就是有的同学从开始放 Instructions 就开始
手心冒汗，听到最难的 Section4 已经精疲力尽了。实际上，只要认真做完了《剑桥雅思》就会有一定的“题
感”，并且由于我们考试时提前读了题，就会有不同程度地 anticipate 哪里会有考点。并且，一般第三四部
分会难一点，第一部分一般是让我们热身的。考听力时，一定不可以跑神，我第二次考试时，晃了一下神，
就错过了好几个空。建议考试前不要听音乐了，以免考试时余音不绝，不管是涂清凉油也好，椎刺股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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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考听力时要精力集中啊。
〈八〉听力考试时要善于取舍。能每个空都听准确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因此全对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如
果考试时突然灵魂出窍，有几个空不知所云，要立刻冷静下来，迅速定位，做下面的题。即便是平时正确
率很高的同学，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考试时受到干扰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几个空。对于一些较好把握的
题，如听写数字和名字的题，就要百分百拿下它。
〈九〉都听懂了，却做错题。有些听力不错的同学在 section 1 和 section 2 比后两个 section 错的还要
多. 意思都听懂了，但具体到一个单词的拼写, 某个名词的单复数, 某个动词的时态和不同时态的变化形式,
形容词比较级的不规则变化, 都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功不扎实。考试的技巧不计其数， 可
是离开了一定的英语基本功,这些技巧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大家应该记忆雅思常考到的词汇和一些易错的
书写格式，对于语法有疑问的同学可以找类似《薄冰语法》《张道真语法》这种书查缺补漏。
刚查到成绩 总分 7 分 回馈太傻 心得分享
因为春节 成绩被推迟了 1 个星期出来 简直是等死我了!!
刚终于查到成绩! 总分 7 分 听力 7 阅读 8 写作 6 口语 6! 这下英国出了牛剑 LSE 的本科其他应该都没问
题了!!
第一次考就考到满意的成绩实在是太高兴了!! 感谢太傻!! 下面是一些心得分享!!
个人情况
我初高中一直是外语学校的 所以英语底子还是有一点 大学读了一年决定出去读本科 然后就开始准备的
雅思 加上上补习班的时间 前后一共准备了 1 个月左右.
前期准备
很多人会在想要不要去上各种各样的强化补习班,就我个人意见觉得,如果你不是牛人的话去上上还是帮助
满大,我之前觉得自己底子不错就不准备去上,然后阅读和听力都是完全能看懂听懂但是作题经常错,去上了
补习班之后就有效果多了,成绩提升满大的,中国学生想要口语和写作拿很高分几乎是 8 可能的,所以只有靠
前面的 2 门拉成绩,而这 2 门方法非常重要,但是去补习班的话前提是你英语得有一定的基础,老师是不会帮
你补基础的,教你的只可能是方法.
独立复习
最好是在考试前差不多 1 个月的时候参加补习班,然后留点时间自己复习,在考前 1 个星期应该坚持每天早上
8 点起来,9 点开始做听力和阅读,调整状态非常重要!下午就要反复精听和研究阅读中的生词,雅思文章选择
的范围经常雷同,所以其实不需要背很多的词汇,就把听力和阅读中的生词记好就够了,我觉得我词汇最多就
5000 左右,完全够了.晚上就写写作文练练口语,不用很认真,这 2 项保 6 分就可以了,而且保 6 分很容易.
做题技巧
每个人其实应该会有自己的方法,我说出我的供大家参考.
听力: 雅思听力不算快,而且话题很贴近生活,场景无非就是学校图书馆银行中介医院与机场等等,可以说实
用性非常的高,能猜测答案的程度也很高,最好是有一本场景对话的书,我当时就是准备了一本专门讲这些场
景对话的书来看着玩,又可以练口语又练了听力,看多了之后你一看到题目就知道场景,然后马上回忆场景所
对应的对话,锁定关键词,就很容易把填空题变成选择题,选择题就可以缩小范围,有些人说要边听边走这些,
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好,听力一定要很集中精神的听,把它转换成休息时就拿出场景书看看 效果会好很多.
阅读: 阅读可能才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很难,但是只要把握住一条,雅思阅读所有答案都能在原文中找到,最多
换个同义词,而且看到生词千万不要怕,越是生僻的词越是关键词,越是不可能换,至于很多人感觉头痛的
T/F/NG 的话其实就是个范围问题,找到题目所对应的句子,可能就是 1-3 句,用关键词定位的方法很容易就
找到了,然后精读这几句,范围完全相同就是 T,范围被缩小或者夸大就是 NG,范围完全不同才是 F,其实英国
人很注重逻辑,而不是他们的逻辑怪,是很严谨.
写作: 保 6 分很容易,只要意思表达清楚,无很多的语法很拼写错误,再套 2 句模版里的话拿 6 分应该没问题,
要上 7 分就非常困难了...那要下很大功夫,对于作文不好的同学,可以参考下模版,但是千万不要背别人的,可
以找身边英语比较好的帮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然后要坚持 3 个原则,1:中心句一定要放在段落开头,点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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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会单词替换,例如文章中就不要出现 a lot of 而换 substantial 之类的 3:从句不要太多太长,倒装和虚
拟语气一个就好.
口语: 大家考场最好选西部地区 -0- 这样口语保 6 分比较好,而且西部地区考场口试监考都不会很严,都是
可以问卡片的,常见的卡片就那 8 张-16 张,而且很多话可以套用好几张卡片,说的时候要也要坚持几个原则
1: 声音要大,感觉底气很足 2:千万不要自我纠错,说错还是要继续说 3:不要有停顿 饶都可以 就是不要停,
如果饶远了考官会提醒你饶回来 这样都比闷着不说好 4:要多用语气词 例如 WELL UMM 之类的,不要用
en...也不要说 how to say, you know 等等 这些让人觉得你很烂
IELT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一个任务不管是考试还是减肥，我们都要全力以赴与他争战，争战的结果只有一个～赢。因为考鸭的字典
里没有平手，也没有认输。Battle to win 的过程不是死磕，我们需要掌握一些规律和一些小技巧：
1.知己知彼。了解考试、了解自己，如果你不适合这个考试，那么 quit immediately2.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看别人的经验贴，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案+复习材料。3.设定得当的目标，精确到 0.5 分；设定周详
的计划，精确到每一天。接下来，争战就开始了，我们的口号是：
更高！更快！更强！
$$ 听力：更高--高度集中
- IELTS 听力一定要精神集中，不要被考场里的 MM 吸引而走神。这一点很重要！
IELTS 是一种导向性很强的测试，听力部分虽然磁带的 script 很长，但是你要做的就是根据给出信息预测、
锁定并追踪播放内容。所以，listen with purpose，注意信号词的特征。有的放矢，一篇几千字的听力 script
实际上有用的信息也就那么几十句话。
能做到精神集中、预测到位、定位准确基本上可以保证很高的正确率了，但是很难说考场上发生什么，有
可能你旁边的同学打一个喷嚏，你就漏掉了一道题，你心里一慌，又漏掉了一个题，你再瞪他一眼，连错
3 道题 0.5 分没了，于是下一次亚思考场上你又遇见她了。
一道题没听到一定不要死磕，猜一个答案或者立刻转向下一题。
BTW，考试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要认为它仅仅考察你的 english，同时他还在考验你的随机应变，控制
情绪，精神集中。。。然后间接地考验你选择教材的能力、规划能力等等。in other words, it's not only about
english, it's a project managment！ - 如何训练精神集中？
多作练习，套题+专项练习。另外可以拿一张白纸对着看，看自己能不能不走神，什么都不想。看白纸不过
瘾的话，可以在在纸的角落写上镜子两个字，然后在纸中间画一个猪头，如果能对着看 10 分钟以上不走神，
那你就成功了！
$$ 阅读：更快--速度取决于方法
同听力一样，又是一堆一堆的文字，不同的是这次要用读的。相同的是，需要有目标地针对题目预测〉锁
定〉追踪。然后通过略读，精度各个击破。掌握了这些技能，一片很长的阅读就会渐渐变短，到最后剩下
的只有答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复杂句、相似选项迷惑。多读定位部分的上下文，注意转折信号，往
往真正的答案，就猫在这里。
BTW，大家尽量多读一些外文原版书，这个对于提高阅读速度很有帮助。毕竟中文根英文差别很大，中文
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而英文是一个一个的意群，读原版书多了以后你会逐渐抛弃一个字一个字阅读的习惯，
而改为略读。事实上很多专家已经证明了略读与精读同样有效。
$$ 作文&口语：更强--短期强化训练
To speak frankly，长期学习英语，尤其是口语和作文，是一件极其恶心，而且事倍功半的事情。所以让
我们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如果你在外企工作，或者英文专业那么另说。
我的做法是：
作文：考前一周每天看两篇模范文，把好句子抄下来；每天写一篇真题作文，然后跟推荐答案对比。
口语：每天坚持说半小时对话+半小时 part2，并且录音，然后听一遍，纠正出现的错误。尽量找和你水平
差不多的 partner，如果你很幸运能找到老外，一定注意模仿他们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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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生活是立体的，我们每天在家庭、同事、朋友、考试、学习、工作的状态间穿梭，不要让彼
此互相影响。烤鸭固然重要，也不要一直学呀学呀的，那样会学傻的，而且一旦他占据你太多时间，其他
方面会受影响的！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a boss in your office, don't treat your wife as your
employee after work, or she will punish you to kneel on a board, it gonna be hurt!。
雅思口语 8 分感想
1.口语不是雅思最难的部分，也没有正确答案，分数大多集中在 5－6 分。
2.口语的主观性很强，因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给考官的印象。所以:
a.注意穿着：不要穿牛仔这类完全 casual 的衣裤，但也不一定要身着 business suit，只要正式的就可以了，
因为得体的外表是对考官的尊重。
b.注重个人整洁。
3.口语评分包括：流畅度，口音，词汇和语法。个人认为流畅度与清晰的口音很重要。
4.保持自信，放松的与考官交谈，不要过多的考虑自己的时间。举止大方得体，面带微笑。切忌看着天花
板背诵 topic。
5.回答每个小问题，一般最长保持在 30 秒左右（个人建议），避免答不对题。
6.如果分数没有想象的高是正常的。我和一个朋友一同考试，她是英语专业的优秀生最后得了 6 分，而我
却 7 分。运气是一个因素，这由考官决定。但是，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杀手”考官，无论谁都有自己欣赏的
对象，所以不要在意自己的考官是谁。
7.如果考官问题问的越多，那就意味着考官可能会给你高分，好像这是一个规律。如果回答不错，一般能
得 7 分。我得第三部分考官问了我 14 个问题，昏。
8.如果没有听清问题可以要求考官重复，但不要经常使用。更不能什么都不说。
9.遇到很难回答得问题，并且自己犯了 1、2 个较大的错误别在意，只要后面的问题发挥的好也可以拿好的
分数。因为，暂时没有回答出表明你没有思路而非语言障碍。
10.可以有形体语言，切忌手舞足蹈。
11.主动与考官道别，并感谢她的 interview。
听力：机井的最大作用就体现在听力部分，现在的机井准确率都基本在 6.5-7 分了，考旧题的话背机井就
很重要，夸张点说吧，如果考的是机井超全的那几个版本，即使你什么没听懂，把机井答案填上去你也可
以拿起码六分。但是出新题的话，机井没用的，那出新题后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机井了呢？当然不是拉，机
井是份很好的复习资料来的，下面我会说到如何利用机井进行复习。现在离五月还有一段时间，提供些参
考书先：
1.

listen to this 初级，中级

这本书很多人都推荐过，但是为什么说它好呢？答案当然不是回答说好好好就是好，好！总是要有个原因
的。看看我总结的雅思答案总结，红色的是很简单的题目，象人名、地址、电话日期等这些练几天会听不
出来？？？初级听力的前五课都是这些很基础的训练，练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这些基础部分稳拿的话
起码自己也心定些。明天我就把总结发上来。
初级的 Section one 是些小对话来的，有时间就简单的泛听吧。
`Section two 认真听，这部分的对话长些，而且比较简单，对提高有帮助。
`Section three 如果复习时间不多的话这部分就不要做了，听写而已。
中级部分 每篇都精听的话一来没时间，二来没必要，除了这两本书还要做针对雅思听力考试的练习，之所
以选这本书作泛听材料，为什么？？这本书材料的速度够，可以提高自己的听力灵敏度和语感。
2.

雅思听力可以用黑眼睛和剑桥，这个是针对雅思考试的练习，雅思下载区有下。为什么用这两

套？？？？不用多说了吧，可能很多人会用 Insight to Ielts 这本书吧，但是这本书不要说 insight 了，
根本就是很简单的一本书，只适用于入门看看而已，不过书倒是印刷得蛮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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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听力录音，这个是完全感受考试速度的好材料，我们 AG 类回忆有下载，把机井上的听力材料

配合着来听。虽然录音有些不清晰，但是这个可是现场录音啊！！！这个版本就是考这些，当然不包括 G
Z 把这个版本改动的情况。
4.

有时间的话不妨增加些辅助练习资料

CNN 那些资料，去多媒体那里看看吧，总有你喜欢的，这些资料是生活中的东西，速度都是按照平时生活
来的，对练耳朵有用。
下载区的 CNN 环境&自然 就很不错。
5.

如果你嫌枯燥的话，我个人推荐 Friends 老友记这出肥皂剧，很多人都在找这个，我推荐这个而不

推荐 sex and the city 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 friends 有剧本下载，方便学习；二是这个是肥皂剧来的，
说话都很生活化，速度也是正常语速，练听力不错，看着也不会觉得无聊。全套下载在下载区有的，去找
找吧，我下的时候才觉得我的硬盘巨小。
阅读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要练实力，在做剑桥的时候到三可能有问题，因为三的难度比正式的雅思考试要
难的，不过宁愿做难些也不要挑容易的做。
黑眼睛阅读比较老了，而且比较的简单，这本书是分题型来练的，所以做的时候注意总结解题的方法。
不是说除了这两本书就没别的资料了，预测和雅思下载区有很多练习和教材的，有时间就多做写。
写作
重点是在 2003 年 9 月后和 22 个重点题目，有时间当然是全写一次拉，部分范文可以在机井和预测区里
找，但是千万不要去找，每个 GZ 手头都有大量的范文的，改卷时对着来看，一看你有抄袭的倾向就完蛋
了。即使出新题也是旧瓶装新酒的，预测区有总结 GZ 一般考的题型总结的，去找来看看吧，都是那些主
题而已。顺便提一下的是，就算你写作文时跑题，但是你语法和结构等其他方面都还不错的话，还是可以
拿五分的，这点倒是蛮人性化的，呵呵~~
Task 1 如果出新东西也就是出个流程图拉，这个不难的，这两天我会发个关于流程图的写作方法指导书上
来。
作文如果真的想不出观点，那就来网上和大家多交流吧，熊猫那块地先借出来，反正我现在还没多少时间
去建设那里，哈哈~~大家就先在那里交流住先吧~~
口语
这个说真的，不难，问题就是考试时会紧张，怕考官是土人吧~~~题目我尽量已经收集了很多了，主要看
下面这两贴，汇总那个有新题。
口语整理
口语题目汇总 在预测里找
出新题目也不会超出生活范围的，如果平时没有人练口语的话，就去易学的英文聊天室吧，里面有口语大
少主持，呵呵~~他的英语热情真是没得说~练口语的好地方~~
提供个复习时间表给大家参考吧，这个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有用的，时间段就不提供了，因为各人的情况不
同，如果需要计划上的帮助，可以到
雅思你要考多少分？？？【讨论复习方法】

来讨论。

听力 每天起码是要一小时
阅读 每天一小时（练习三篇文章）
写作 每天 30 分钟写一篇 TASK2，如果没时间练 TASK1 的话也要弄清楚怎么写的。
口语 这个用闲暇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多些自言自语或者找朋友练，再不然就到我们聊天室去疯狂一下。
以上的时间是很基本的了，每天整块的时间只占了二个半小时而已，这个对于在职的烤鸭比较的适用，即
使晚上只有两小时，可以用一小时来练阅读，半小时写作，听力半小时，第二天早上听半小时再去上班也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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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可以增加的，也可以按照这样：
听力 二小时
一小时听黑眼睛/剑桥/listen to this

“/”表示或者

听力可以错开来听的，比如今天听 2 套黑眼睛，明天就听两套剑桥；再不然就今天听半小时黑眼睛，半小
时 listen to this，明天就听半小时剑桥和半小时黑眼睛。看自己喜欢吧。
另外一小时可以听现场录音，这个多听听没错的。同时还可以听 CNN 等资料，多媒提大把资料，就看你
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听而已。
听力的时间就要看自己的情况拉，不要听一小时就昏厥过去了，那听什么都没用。在开心的状态下学习比
较爽，所以可以考虑开始听力前看看 friends ，醒醒脑子。听力觉得两小时不够就自己看着办吧，到后来
你会发现越听越想听的，听力真的很有意思。
阅读

这个一定要保证时间的，看自己的情况吧，一小时是一定要的了。

写作
G 类的 TASK1 很简单，只要把 introduction ,body, conclusion 搞清楚就没问题了，body 说清楚有什么投
诉或者建议那些就没问题了。这个要细说有一阵的了。
A 类写作只要不出流程图就都简单，流程图我会找些资料发上来的。
作文每天安排一小时比较好，因为即使不是用足一小时来写，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构思。
口语前面讲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词汇

要强调的是词汇，无论如何都是要看的，不要说考雅思不用记单词，阅读没有单词量做不下来的，

写作没有单词量怎么写呢？起码听力填空你也要会写吧。作文要想要高分你写的词就是要难！！理由就那么
简单。每天去看看单词吧，雅思下载区有
胡敏新东方雅思词汇下载【推荐】
这本书四六级的词汇都有收录，所以背起来比较轻松，书只有四个部分，背完正序后你就会发现后面的很
好背了。正序也就 178 页而已。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背单词联盟的就来这里易学背单词联盟
我会以身作责第一个来背，呵呵 , 虽然背了对我没用，我可不希望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哈哈哈!!!!!!
当然拉，希望 GZ 五月不要出新题，但是如果出了也不要出现当场就放弃~倒一片的情况吧，上面的准备算
是充足的了，方正准备是做了，管 GZ 怎么出，一切都是 under control 的。
好拉，让我们做快乐的烤鸭吧，反正上架就当是做桑拿罗，做桑拿有益身体健康地说。
记着这句话哦“成功不是必然，但是努力是一定的”，你得的成绩就是你努力的结果。
雅思 8 分阅读满分获得者的复习心得
1 月 14 日总分 8 分，听力 8.5，阅读满分
因为去年初考试已经参加过培训班，这次考试主要在家自习，只借用partner的教材和笔记。当天
自我感觉听力很不错，阅读时间很紧，口语比较放松。成绩出来简直不敢相信，总分 8 分，听力 8.5，阅
读满分，写作 7 分，口语 7 分。

其实最高兴的是对比去年考试，从单科到总分都有 1 分以上的提高，而且终于克服了口试紧张的弱点，取
得能反应自身正常水平的口语成绩。
这次的成绩固然有运气成分，尤其是阅读，但回忆复习过程，自觉有些方法还是快速提高了应付雅
思考试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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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作详细的写作模板：考试前 2 星期已经制作好 task1,task2 各自的模板。模板尽量详细，不
但决定首末段总起结束的大部分内容，最好能落实到论证段中的每个引导词，加插多少个数据，几个例子，
如何引入，如果有时间的话，甚至计划一下句式的变换，使用哪几种不同的句式。同义词，近义词，反义
词我觉得倒不需要背太多，常用的每组背 2-3 个够换就好了，免得多了扰乱记忆。其中 argumentation 的
模板最好一面倒和正反式各准备一个，以防遇到某些题目当场只能想出其中一方的观点。
制作好模板后，最好自己每个模板计时演练 3 次或以上，根据使用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优化，然后
就定下来不要再变化扰乱自己了。
2，作文观点 brainstorming：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十分有效，大力推荐！考试前也是大约 2 周左右，
和 partner 拿着作文书上的题目，大家进行讨论，discussion 提出原因和解决方法各四条，argumentatio
n 提出正反方观点各四点，并商量一下哪些题目的观点可以互用，比如垃圾问题和环保问题，animal test
ing 和 zoo 的优缺点等等，还有提出一些万能的观点：比如 discussion 中几乎无论什么都可以说需要 gove
rnment support, mass media 的宣传；而 argumentation 中的正反方观点来来去去也脱离不了 10 大原
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brainstorming 进行到后来对作文已经比较胸有成竹，自觉就算遇到没见过的题
目，除非是某些很生僻很专业的，利用 10 大原则就肯定能凑齐观点。
通过以上 2 个复习方法，这次作文考试虽然碰到流程图，我还是能比较快地完成 2 篇文章。尤其
首先写的 task2，在考官报时 20 分钟到的时候已经在写结尾，这为我写流程图赢得了时间，可以尽量构思
多变的词汇和句式，最后还剩下 10 分钟检查语法错误，相信这是我作文比去年提高了 1 分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觉得 brainstorming 除了提高了写作，另外一个是提高了我对陌生话题归纳总结的能力，
使我对很多不同的 topic 有了逻辑性的认识，使我阅读大大进步。不知这样说会不会比较扯，但是自己感
觉是这样的。
这次阅读考试时间其实很紧，由于太久没受到培训班的系统训练，已经忘记了阅读定位的方法了。
很多人反应第三篇蚂蚁使用定位的方法做就不难，但是我在这一篇上用了超过半小时的时间，最后几个填
表题，基本上是听着考官报时在 5 分钟内完成的，根本没时间检查之前的答案，40 题中可能超过 30 题都
没有 10 成把握，只是通过直觉和第一印象选择了答案，但是最后碰巧都对了。回想应该是之前提出写作观
点的训练，提高了自己的逻辑能力，更能融入文章，体会作者的思路，在短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决定。
3，看英语节目：应该很多烤鸭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特别推荐the apprentice(飞黄腾达)，类
似商界版生存者的节目，参赛者分成 2 队，每周完成一个不同行业的商业任务，胜队获得奖励，负队开会
淘汰一个队员。看参赛者们完成不同行业的商业任务，能学到不同范畴的半专业词汇，说出来很能胡弄鬼
子，而且看参赛者私下的讨论和对话，又能学到不少地道的表达不同情绪的日常用语。这个节目为我的口
语提供了不少素材，包括describe a person, a memorable event，describe your job之类的都是把节
目中的情节改头换面重复使用。主要是节目也十分刺激有趣，使我一直能寓学习于娱乐地看下去。
以上是我觉得这次短期复习中使自己提高很快的几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当然要全面提
高成绩需要一定的基础和长时间的努力。
最后，通过 2 次雅斯考试，我对复习的时间安排也有一些心得供大家参考：
参加冲刺班--考试前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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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机经--考试前 1 个月
制作写作模版并演练--考试前 2-3 周
练习口语书上 topic--考试前 2-3 周
精读机经(结合预测)--考试前 1 周
练习口语重点题目(结合预测)--考试前 1 周
半个月 7.5 经验分享
今天刚收到成绩单，9 月 16 号考的，平均 7。5 （L8。5，R8，W7，S6），这里感谢 51 的帮助，
也希望和大家分享下经验。
半个月，只能算临时抱佛脚的，但希望时间不够的 XDJM 要有希望，雅思是可以抱佛脚抱出来的，因为他
对词汇要求不高，技巧反而比较重要。
听力：说实话，我听力只听过剑 3 和剑 4 一共 8 套。剑 3 比较难，多的时候我能错 10 几 个，剑 4 相对
简单，状态好也要错 3 到 4 个。个人觉得听力不在多，在精。象我这样一共听 8 套，但我听完都将错的再
听一次，然后总结为什么错。以后听的时候，切忌再犯同样错误。最后考前一天，用了大概 4 到 5 个小时，
将机经扫了一遍，目的是防止单词拼写错误（结果似乎没用，不过心里上会安定点）。
阅读：我那半个月，基本就奉献给阅读的复习了。书除了剑 3 和 4，就是《阅读真经》。《真经》很好，
建议大家如果只有半个月，每天做 3 篇，每片精读。然后剑桥 3 和 4 用来做模拟训练。阅读的技巧，其实
就是先看题，划关键词，回原文定位，再精读做题。技巧方面，大家要多看 T/F/NG 的技巧，网上很多总
结，反复看，熟记并结合题目训练。
写作：只看了新东方胡敏的《高分作文》，而且只看了里面对题型的归类，范文只看了 5 篇左右。然后到
网上下了点前人总结的句型，单词什么的，摸写了 3 大 3 小，就去考试了。写作还是看平时积累了。如果
自认为平时笔头还可以的，基本不用多练。如果认为不行的，那就只好背摸板了，起码开头结尾要背出来。
口语：没资格说，我才 6 分，考前也没复习过，大概用了半小时不到，扫了下话题分类，哈哈~~~太自大
了。。。。。。
anyway, 希望以上经验对时间有限的 XDJM 会有帮助。再次谢谢 51 上朋友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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