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单项进阶-听力
整理 l 沪江留学

一、雅思听力概况
雅思听力包含四个部分，共 40 题，约占 30 分钟。内容涉及范围较广，简单可总结为以下几方面：日常生
活对话类（找工作，租房，健身，旅游等），校园生活类 （新生入学校园介绍，主题节日门票预订等），
学术讨论类（学习小组讨论，关于课堂反馈的讨论等），已及学术演讲类 （话题范围较广可能涉及生物，
建筑，商务等）。

二、题型分析
一）填空题 （section 1–2）
纵观历年雅思真题，填空题是听力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类题型，无论在那个部分，也无论结合哪种话题
那种情境，设置填空题总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其难度的变化也不可避免的有所波动。虽然很多烤鸭
都觉得比起选择题，填空的难度没有那么大，然而做完题却发现正确率并没预期的高；然而同时也有一部
分考生在遇到填空题时，会听不懂甚至不知道如何解答，今天就让我们整理一下雅思听力填空题的相关信
息，帮助大家解决难题。
雅思填空题统称为 Completion，具体包括：Sentence Completion(句子填空)，Passage Completion(段
落填空)，Table Completion(表格填空)，Summary(摘要填空)，和 Notes Completion(简单信息表填空)。
其中 notes completion 以个人信息表为载体，summary completion 排版格式复杂，篇幅较长，table
completion 的特色是出题节奏比较有规律。大家需要了解的是，雅思听力填空题考查细节，尤其是答案的
书写格式，很多时候听到答案也会拼写，可是会因为忘记大小写、单复数、连字符等等而失分。
具体说填空的解题步骤可以概括为四步：
1）快速浏览题目，勾画出题目中的重要信息。这里的重要信息可以简单理解为会影响你理解并会决定你得
分的关键词，
如 题干中对答题字数的限制，
具体说像题目要求里大写的诸如 ONE WORD ONLY,NOMORE
THAN TWO WORDS etc.一旦超过字数限制，即便答案表意正确依然无法得分。
此外，在预览时准确找出与题目与音频之间匹配的 Match Points 是非常关键的，能帮你在答案出现的时
候快速定位到准确的答案。

2）浏览的同时需快速且尽可能多的预测出挖空处答案的相关信息，如 词性，可能涉及的具体内容（如 要
填的是日期，是号码，是路名还是人名）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是否需要首字母大写，如 C9 T1 S1
中 Work in the: ______ branch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预测为路名，所以该部分很可能涉及路名拼写的播报及
路名首字母的大写。
3）录音播放时结合关键词仔细听，必要时请记笔记。我们知道听力当中关键词常常会被近义词替代，或者
以另外的方式表述出来，烤鸭们需要仔细听，具体如，题干中的 Type of work 在听力中往往会被表述为
sort of work 等，大家需要仔细辨别出这些替换。
此外，我们也发现听力中常提到多个类似信息然而正确的只有一个，如 找工作的话题中薪酬的具体数字在
音频中可能会同时提到好几个，然而有些可能是之前工作的薪资，或者是理想薪资，但最终的答案可能是
要求大家填写当下这份工作实际能够提供的薪资。对于对数字没有那么敏感的我们可能需要快速的记下先
关的数目，以便最后做出判断。
4）检查。所有听力播放结束，会留有时间给大家誊写答案。利用这个机会，各位可以检查有没有简单的拼
写错误，专特定的或有名词首字母是否有大写，复数形式的-s 有没有漏掉等。
二）填空题 （Section 3-4）
以上我们讨论了对于全部填空题都适用的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然而对于难度较大的 section 4 中的完整
句子的填空题我们还需有更多的准备。我们知道 section 4 中的听力内容偏向于学术一些的 lecture，而考
生的做题过程类似于在国外听 lecture 是做笔记的过程。
这样的形式就意味着整个 section 4 中的内容会有很清晰的结构，
比如 我们会看到加粗的大标题绩效标题，
而这些小标题能很好的帮助我们 locate 到音频播放到哪，是否接近与我们需要填写答案的地方。 此外大
家对于 section 4 填空难点的吐槽还集中体现在难词上，一些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常常会阻碍大家的听力理
解。
然而对于这样的“超”专业的词汇大家也请不必紧张，这些超出我们词汇范围的 terms 在听力中如果是会
影响理解的关键词，那 speaker 一定会做进一步的解释。如 C11T1S4 中的 biodiversity 作为主题词，在
第一句中就给到了明确的解释，具体如下：
“I've been looking at ocean biodiversity, that's the diversity of species that live in the world's
oceans.”
三、选择题
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选择题应该是最熟悉的题型没有之一。在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考试中，选择题都
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区别于我们熟悉的传统选择题，雅思听力的选择只需要大家根据音频内容判断选项的
正确性而不必思考单词的拼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选择像我们预计的那样简单。
一方面由于雅思听力考试的内容只播一遍，大部分考生对解选择题的普遍感觉是信息出现的速度快，比较
杂乱，自己很盲目，很被动，容易出错。针对这一点这主要原因可能是考生没有充分的时间审题，审题时
没有能抓住侧重点，对雅思听力出题特点没有能完全把握。 另外雅思听力选择的难点还在于更加关注对细

节的考察，再加上 section 3 和 section 4 部分听力所涉及的场景内容更加专业，考生可能并不熟悉，从
而导致考生普遍觉得雅思听力的难度较之其他几种题型要略大一些。
雅思听力选择题可分为听力单选和听力多选两项，考生一定要分析其出题思路，掌握其要点：
雅思听力选择题的特点是考察考生们的综合性的听力理解能力，并配合相关的问题和选项，比如选项和原
文的文字不一致但是意思却相同，这样的情形就是考察考生的理解能力了。
另外，设置的其它选项则有较强的迷惑性，某些部分的文字与原文一致，但整体意思却大相径庭，可谓得
其行却失其意。
例 1：Cambridge 11 Test 4 Section 3 Question 21
Which TWO characteristics were shared by the subjects Joanna's psychology study?
A They had all won prizes for their music.
B They had all made music recordings.
C They were all under 27 years old.
D They had all toured internationally.
E They all played a string instrument.
录音原文： “Well, I had six subjects, all professional musicians, and all female. Three were violinists
and there was also a cello player and a pianist and a flute player. They were all very highly
regarded in the music world and they'd done quite extensive tours in different continents, and
quite a few had won prizes and competitions as well.”
“Yes, between 25 and 29 – the mean was 27.8. I wasn't specifically looking for artists who'd
produced recordings,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just taken for granted these days, and they all
had.”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为 BD，选项 D 中 all toured internationally 在原文中并没有被作为关键语段一字不
差的提到，而是以几乎类似的形式被提及 “done quite extensive (a large range of/ wide area) tours
indifferent continents.” 同样的情况在选项 B 中也出现了，“they had all made music recordings”
被以“I wasn't specifically looking for artists who'd produce recordings,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just taken for granted these days, and they all had”的方式描述出。
这样的替换可能会对我们的判断造成影响，由于对于替换词或者语段不熟悉可能会让我们完全错过正确的
选项。当然这样的选择题我们也可以用排除法成功作对，如 A C 选项的内容是可以直接获得并且排除，E
选项也可以通过乐器里出现了 flute 排除全为 string instrument 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雅思听力选择题”怎么做的相关内容，希望广大烤鸭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多多积累，并且注意相
关做题技巧的使用。
四、图表题

雅思听力的图表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地图，流程图题，以及少量的图形题，简单解释一下，地图
题主要包括一个特定的区域以及一些相关建筑和街道等；流程图题常常涉及一个东西的制作过程，或者制
作顺序；而图形题的具体图形不定，会以很直观的形式出题。结合雅思考试的题型，这些图表题常常以填
空或者少量的搭配题出现。
具体来说地图和流程图，出题形式一般是填空的形式，有时在地图题里会出现地图搭配题，图表填空题答
案的字数都在一个到三个单词或者数字之间；而图形题最常出现在 section2 和 section4，但是在其他两
个部分有时也会贯穿出现。
雅思听力图表题解题方法总体可以归纳为五点，分别为：
(1)先看题后看图，带着问题去看图，弄清描述对象。
(2)看图看出差别，联想差别词;听录音听关键词。
(3)认真聆听说话人的每句话，不放过任何一条信息。也许说话人会说出好几条特征，请记住，每条特征都
很重要，都是关键信息。
(4)采用排除法，随着新特征的不断出现，逐一排除干扰图片。
(5)听力从题型上说，选图题大多来自澳大利亚。近年来，澳大利亚选图的题材较多。但要注意图案、图表、
图画、图景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有一个自行车的图画题，除有 racing
bike, touring bike, ordinary bike 以外，
还有一种什么类型的自行车?听完后便可知道是 mountain bike。
具体解题需要注意的事项让我们结合地图题一探究竟，在做地图题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四点
1）有确定名称的地点 如街道名 建筑名等
2）地标式建筑及地点
3）表示方向的图标
4）起始点（注意起始点的变化）

如上图所示，有确定名称的地点如 West gate, Refreshment, East gate；需要注意的地标式参照物有 lake，
和 F 所在的圆盘；表示方向的图标请见地图右下角；而起始点在图上我们并不能找到，但是我们可以大胆
的猜测为 west gate 或 East gate，也有可能是其他任何标有名称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