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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简答题

不少考生害怕做简答题，其实简答题也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另外，考生

平常还可以多看电视节目、多听录音训练，边听边快速记录内容要点。

简答题的答题步骤 ：

听录音前
1. 阅读问题，圈出疑问词，确定是在问什么。

2. 找出问题中的关键词，确定聆听的重点。

听第一遍录音时
1. 借助关键词，边听边做记录。

2. 根据顺序原则和关键词，及时去做下一道题。

听第二遍录音时

1. 再次确认已经写下的答案。

2. 猜测不会回答的题目答案，不要留白不写。

3. 检查答案的表达是否清楚、语法和汉字是否正确。

无论是什么题型，读题的时候，根据问题和情境，预测将要听到的内容

非常重要。如果有的问题太长，可以尝试把疑问句改为陈述句，这样可以降

低难度。

听录音做记录时，要特别留意，不要听到一个看起来正确的答案就直接

答题，要听完整句后再确认答案。

第二部分  精讲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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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分析

回答下面的问题。 16

作为老师，什么事让张老师最快乐？

 

文本

记者 ：张老师，您能告诉我们作为一位老师，什么事让您觉得最快乐吗？

老师 ：这真的很难说。老师最快乐的事可能是传授知识。但是，在我看来，看到

学生上课时渴望知识的眼神，才是我作为老师最大的快乐。

分析

在对话中，提出问题后，回答的人往往不会立刻正面回答，所以不一定回答问题

的第一句话就是答案。这道题的答案是“看到学生上课时渴望知识的眼神”，而不

是“传授知识”。

   听力练习

回答下面的问题。 17

1.  青少年喜欢看书，但更喜欢……

 

2.  青少年喜欢用手机……（请列举两项）

（a）    



（b）  

3.  智能手机普及率高，表现在……

 

4.  正在流失青少年用户的社交媒体有……（请列举一项）

 

5.  在美国青少年中热度持续上升的社交媒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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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考试简介

阅读理解主要考查学生接受汉语的能力，具体来说，考查学生对汉字、

词语、句子结构的认识和运用能力，以及对篇章的理解能力。这部分共有 40

分，与听力一起占总成绩的 50%。

阅读理解考试中，学生将阅读三段材料。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的考试时

间都是 1 个小时。

三篇材料的难度及长度安排如下 ：

普通课程（SL） 高级课程（HL）

文章一 ：易

文章二 ：中等

文章三 ：难 文章一 ：易

文章二 ：中等

文章三 ：难

提示

1	SL 的文章三和 HL 的文章一的阅读材料是一样的，但是问题不一样。

	按照要求，阅读材料会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不同地区，也可能来自新加

坡等地，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平时多熟悉华语社区常用词的表达方式，有

助于考生减少紧张感。

第四部分  考试概述



4.1.1  阅读内容

阅读材料的内容出自五个主题（身份认同、体验、人类发明创造、社会

组织和共享地球）中的不同话题。

阅读篇章分为个人文本 / 材料、专业文本 / 材料和大众传媒文本 / 材料三

个宽泛的类别。

个人文本 /

材料

关注个人的生活、爱

好、情感。

博客、日记、电子邮件、个人信件、社交

媒体发贴 / 聊天室

专业文本 /

材料

关注个人的认知需要，

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

博客、电子邮件、论文、正式信函、提案、

调查问卷、报告、说明书、调研报告

大众传媒

文本 /材料

材料具有权威性，会选

择恰当的媒体、技术。

广告、文章（报纸、杂志）、博客、小册子、

电影、访谈、传单、文学作品、新闻报道、

评论专栏 / 社论、宣传册、播客、招贴布

告、公众评论（社论 / 读者信件）、广播节

目、评论、演讲稿、旅行指南、互联网页

提示

1	阅读理解的问题不会涉及专业知识。目的并不是测试考生是否掌握某方面的专业

知识，而是考查考生阅读理解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

	阅读时要留意作者是怎样考虑受众、情境、自己的创作目的，利用文本 / 材料传

达信息的。

4.1.2  考试题型

阅读考试，从考试内容角度，主要考查考生的词语、语法应用，细节的

把握和总体的理解。具体来说，可能有这些考试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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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语应用

1. 选词填空 ：从题目提供的词汇中，选出合适的词语填空，补

全文章的内容。

2. 完成句子 ：从文章中找出合适的词语完成题目中的句子。

3. 找近义词 ：从文章中找出最接近题目中所给解释的词语。

4. 选择词语解释 ：选出最接近左边词语的解释。

5. 选择词语所指 ：选出最接近词语在文章的意思。

6. 选择成语答题 ：从文章中找出正确的成语来回答问题。

7. 选词造句：从文章中找出合适的词语完成题目中与阅读文章内

容无关的句子。

二、语法应用
1. 关联词语 ：找出正确的关联词。

2. 代词指代 ：找出指示代词指代的对象。

三、细节把握

1. 选择句子结尾 ：选出最适合左边句子的结尾。

2. 选择相应观点 ：选出每个人物所要表达的观点。

3. 完成表格 ：填写下面的表格。

4. 选择正确叙述 ：选出几个正确的叙述。

5. 判断对错 ：判断下面叙述的对错，并以文章内容说明理由。

6. 回答问题 ：根据文章的细节回答问题。

四、总体理解

1. 文章主旨 ：把握主要内容、主旨和写作目的。

2. 概念理解 ：选出文章的受众、目的、文体等。

3. 段落大意 ：对给定的段落进行归纳总结，找出段落大意。

4. 完成对话 ：根据被采访者的回答，选出采访问题。

5. 文学评鉴：只针对高级课程的学生，考查对篇章内容的感知。

提示

1	阅读考试的大部分答案都可以从文章原文中找到。考生要对问题有清晰的理解，

抓准问题与文章中的关键信息与关联词加以分析，结合文章的深层意义作答。

	对于高级课程的考生，阅读考试还会考查文学评鉴的能力。



8.2  口头表达

在口头表达时，考生要围绕图片的内容、主题，加入自己的观点、经历，

完整地发表看法。描述图片内容时，可以从 5W+1H 的角度描述，但是不用

把每个细节都描述出来。阐述主题后，结合文化，可以适当延伸，分享自己

的经验、谈谈自己的感受。

口头表达的顺序结构很重要，可以采用下面的结构 ：

开头
问候考官 ；

联系五大主题，介绍图片。

1. 这张图片的主题是……

2. 图片展现的主题 / 文化是……

3. 在这张图片上，我可以看到……

4. 图片中，他们正在 / 看起来……

描述图片
描述图片的内容 ；

推测事件的细节。

1. 他可能 / 好像 / 看起来……

2. 她一定 / 肯定 / 当然……

结合文化

分享个人观点

及相关经历

结合文化 ；

表达对图片事件的看法 ；

结合个人经历论证观点。

1. 中国自古注重……传统美德 / 传

统文化……，比如……

2. 看到……，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

法……

3. 但是，我不是很赞成图片中的做

法，我认为……

扩展
针对图片主题，结合个人生

活，扩展讨论。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因

为……

2. 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

思，是因为……

第八部分  普通课程表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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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回到图片，重述自己的观点；

向考官表示感谢。

1. 总而言之……

2. 综上所述……

3. 谢谢老师！

考生在口头表达中需要将视觉启发材料和目标文化联系起来，必须明确

讲出文化关联点。例如，在讨论健康饮食时，至少需要提到这是某国人民生

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考生在提到目标文化时，不能仅限于这个文化

点，还必须有所超越。如果考生除了谈论目标文化外，还谈到其他的文化，

是考生进行个人诠释的一种好方法，并不会被扣分。

如果口头表达中没有融入目标文化，在视觉启发材料的讯息类得分上，

将不超过一半。如果只是在很小程度上联系目标文化，得分也不会太高。在

后续讨论中，也可以继续谈论文化方面的联系，但是，只有在口头表达中联

系了目标文化，才能按评分标准得分。

提示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

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

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广义的文化

还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民族历

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古文、诗、词、

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歇后语，以及

民族服饰、生活习俗等。

除了联系目标文化外，口头表达时还要注意语速、适当停顿，以更好地

表达意思，还要有一定的语气、情感，不要一直是一个语调，会显得比较呆板。



   例题分析

主题 ：人类发明创造

分析

根据建议的结构，进行口头表达。

开头

问候考官；

联 系 五 大

主 题 ， 介

绍图片。

  老师好！

  我抽到的图片的主题是人类发明创造。在这张图

片上，可以看到一个学生正在用平板电脑上英语课。

她看起来很认真、很开心。

描述图片

描 述 图 片

的内容 ；

推 测 事 件

的细节。

  图片中的女孩戴着耳机，看着平板电脑，她的

旁边还有很多书，书上有一个苹果。我猜她正在上

网课，学习英语。这个女孩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大的

“A”。看起来她正在回答老师的问题。给她上课的老

师可能是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这个女孩可以直接和

外国的老师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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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文化

分享个人

观点及相

关经历

结合文化；

表 达 对 图

片 事 件 的

看法 ；

结 合 个 人

经 历 论 证

观点。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印刷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不仅

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引以为

豪的象征。而如今，高铁、网购、支付宝和 5G 技

术等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缩影，不仅改变了中国人

的生活，也给教育提供了方便。让青少年在利用科

技进行学习时，也能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

能通过网络科技，了解世界。

  看到她这么认真地上英语课，我也很开心。我

觉得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用到外语教学中，是很好

的方式。学生学习外语时会更有动力。

  我的学校就很提倡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在汉语

课上，老师会用电脑软件向我们展示汉字的写法、

帮我们练习新学的词语，老师还会和在中国的朋友、

家人视频，让我们和他们做对话练习。多媒体技术

的使用让大家更喜欢学汉语了。

扩展

针 对 图 片

主题，结合

个人生活，

扩展讨论。

  我之所以赞成在外语课上多使用新的科学技术

手段，是因为多媒体不仅可以让外语学习更有趣，

还可以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使用外语和外国人交流。

结尾

回到图片，

重述自己

的观点 ；

向 考 官 表

示感谢。

  总之，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学习环境。将新的科学

技术手段运用到外语学习中，不但能增加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且能使外语学习变得更加高效。

  谢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