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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英语四级考试中听力的几个问题
张 景 燕

摘 要 提高英语四级考试中的听力水, 既需要具备包括语音、
语法、基本词汇、
常用句型、习惯表达等在内的扎实语言功底, 和较为宽阔的知识面, 也需要注意考试
技巧和心理调适。
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语

听力

基础知识

应试技巧

听力测试, 作为全国英语四级统考中的

影响, 许多学生念/ 哑巴英语0, 分辨语流中的

一种题型, 虽然在量上仅占百分之二十, 但要

省略、
连续、
不完全爆破、区分强读式和弱读

在该项上取得较理想的成绩绝非易事, 通过
对某院几届参加考试的学生摸底分析发现:

式, 捕捉句中的重音及语调等基本技能及相
关基本知识甚差。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行基

笔试上为良者, 听力上充其量为及格; 笔试上

本技能的训练外, 还必须纠正他们错误的发

为及格者, 听力上只能得一半分; 而那些笔试
上未及格者, 其成绩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认

音, 培养其辨析语音多样变化的能力。例如:
辨听听续: worn out [ w
: 'naut]

为, 学生在四级测试中听力成绩理想与否, 除
了与平时扎实的语言功底, 宽阔的知识面有
关, 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前的准备工作,
如考试经验、解题技巧以及心理素质。本文

Not at all. [ n
t·t
: l]
辨听同化: Does she? [ 'd

i: ]
Could you? [ ku'd
u
]
辨听重音:

拟就这几个方面谈谈如何提高英语四级考试

SonMum, I. ve got a B in my

中听力理解部分的成绩。

math exam.
MunSo you 'have passed.

一、扎实的语言功底

have 作为助动词本不应重读, 但这里却
带有句重音, 言外之意是: / 我原以为你不会

扎实的语言功底指的是熟练掌握语音、
语法、
基本词汇以及常用句型, 包括口语中的
一些习惯表达方法。
1、语音
由于大多数中学, 尤其是农村中学的教
学条件差, 设备落后, 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强大

及格0。
辨听语调:
( 1) The football match was called W off.
( 2) The football match was called } off.
前者因降调表示肯定, 后者用升调表示
怀疑。
51

在听力教学过程中, 教师还应训练学生
辨听英音和美音的能力。如: pass. 英[ pa
s] ,

熟悉, 使其听力理解能力造成障碍。听力理
解与阅读 理解不同, 没有 反复咀嚼 的可能。

美[ p·
s] ; either, 英[ 'ai

] , 美[ 'i

] 。

因此, 对听到的句子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 而

2、语法
学生所掌握的语法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正
确理解所听到的信息。例如: 虚拟语气的句

要达到这一目的, 必须熟练掌握常用句型, 而
且还必须熟悉口语中的一些习惯表达方法,
例如:

子在听力训练和测试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必

( 1) 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须熟悉虚拟语气的基本结构以及其所含的假
设意义。

我百分之百同意你的想法。
( 2) I don. t teach because teaching is easy.

M: How did you enjoy your birthday in

我选 择教书这 个职业并 非因为 教书容

Paris, Jane?
W: I wish I had been to the moun tains with
you.

易。
( 3) 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 while
crossing the street.
穿进一条交通繁忙的街道时, 千万要小

Q: What does Jane mean?
A: She enjoyed her birthday in Paris.
B: She regrets having been to Paris.
C: She had been to the mountains with the

心。

二、宽阔的知识面

man.
D: She hopes she will go to the mountains
next time.

在对听力材料的理解过程中, 仅依靠词
汇量和坚实的语法基础, 即使听懂了素材中

/ I wish I had been to the mountains with

的所有单词, 也并不等于就真正理解了听力

you. 0 意为/ 要是 我和你一 起到山里 去就好
了, 0所以很容易选出正确答案 B。

素材的内容。我 们所说 的对听力 内容的理
解, 并不单纯是通过辨音的方法, 听懂词汇。

3、词汇

句型等作为句子存在的语法概念, 更要理解

绝大多数学生在听力上的一大障碍就是

其内在所包含的深层意思。大学英语听力材

词汇量严重不足。对自己从未见过、听过的
东西要想在瞬间作迅速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

料内容涉及面广, 从日常生活到风土人情, 从
文化、宗教、体育、
教育到各种学科的科普文

的, 即便是在阅读中遇上陌生词汇, 还得根据

章, 各方面的材料都可能涉及到, 而这些材料

上下文及猜词技巧花时间解决, 何况瞬间记
忆? 词汇贫乏, 无论你有多么高明的听力技

的含义有时并不直接体现于句子的表面。这
就要求学生在理解听力素材时, 不仅要运用

巧都是无济于事的。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靠广

语言本身 的知识, 还要运 用文化背 景知识。

泛的阅读和平时的英语学习。对一个单词要

我们在教学中常常发现, 学生对自己所熟悉

掌握其音、
形、
义, 要大声准确地朗读, 直到其
声音信号储存在记忆中, 这样才能在听的时

的事件的材料, 一般都能够很容易地听懂并
能较好地理解, 即使材料中有些生词, 也能够

候做到材料发音信号和已储存信号迅速实现

根据上下文猜出它们的意思。但是当遇到一

对应, 准确理解。

些不熟悉的材料或与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关系

4、常用句型与习惯表达方法
学生对某些句型和习惯表达方法不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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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材料时, 听起来就感到难得多。例如
听到 这 么 一 句 话: Sen Edward Kennedy went

dounhill since Chappaquiddick. 这 里 的 Chappaquiddick 原系美国的一个地名, 如果听者不

通过调查, 发现这与考试技巧很有关系。其
实有时候一些试题可以凭考试技巧或经验将

了解 E. Kennedy 正是在该地发 生的车祸一

并不理解的题做对, 因此掌握一定的应试技

事, 那么也就不会充分了解这句话的用意所
在。再如听到:

巧仍然是必要的。
在四级听力考试时, 考生可遵循以下原

W: John, do you want to go swimming with

则, 首先, 在听到拆卷的指令时, 迅速打开试

me today?
M: Sure. But I can. t leave now.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rofessor at 3 o.
clock.

卷。然后快速阅读各题的选择项, 这时不必
试图把每题的内容都记住, 也不可能全记住,
只要 有点印象 就行。当 指令到 ,,the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时, 再回头将

Q: Why can. t John go swimming now?

第一题的四个选择项认真看一遍, 除了看关

A: He must meet his teacher.
B: He must attend a class.

键词外, 还要根据内容预先估计会讲什么, 然
后集中精力听音, 重点注意四个选择项中的

C: He must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内容, 考生应时刻记住, 听力理解部分的 part

D: He must stay at school to finish his
homework.

A 是一段对话, 然后是问题, 问题之后留出约
15 秒钟的时间。在平时的训 练时就力争在

本题正确答案为 A, 可却有半数学生答

这有限的时间内尽早选完答案, 然后腾出时

错。问题在 于没有 理解 have an appointment

间将下面一题的四个选择项看一遍, 猜测要

with my professor 的确切意思。与自己的导师
约定时间进行讨论或要求解答问题在西方大

考的内容, 如此循环。听时可稍做笔记, 对于
数字、年、
月词记下来, 以备参考, 此外, 在答

学里是 一种惯常的做 法。选 B 项 的学生以

题纸上标出答案也有技巧。四级听力考试规

为去见教授就 是去上课。选 D 项的学生也
许受了 I can. t leave now 这句话的影响, 以为

定必须用 HB 铅笔划过选定的四个选择项中
的一个字母所在的中心位置, 划线粗度必须

他要留在学校做功课。极少数的学生以为约

盖过字母底色。因此有的学生恐怕划错、划

会的对象只能是女友, 因此先了 C 项。可见

细而用将近 2 秒钟的时间才划好一个选定的

文化背景知识与听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
学生平时应该尽可能地多积累有关英语国家

答案, 一般说来, 考生在听力考试过程中如果
只是用笔在答案上很快划一道线, 只需 0. 2

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风俗习惯等的知识。同

秒钟。可以等到整个听力考完, 再利用时间

时, 还应当注意积累各方面的常识和各类学
科的基本知识, 减少听力理解上的障碍, 有效

将听力部分的答案填好。这样既可节省大量
时间用于预读选择项, 又不违反规则。

地提高听力能力。

2、解题技巧
四级听力考试通常由 A、B 二部分组成。

三、一定的技巧
1、考试技巧
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 我们发现有的学
生知识水平并不太高, 但能取得高分; 而有的
学生知识水 平相当 可以, 但 得分并不 理想。

学生还可以通过熟悉各部分的特点, 运用解
题技巧, 获得理想成绩。
Part A 中的对话 虽然简单, 但有时往往
不能从听到的内容中直接找到与选择项内容
完全相同的答案, 即对话中一般没有现成的
答案。相反, 作为错误答案的选择项则常常
53

含有听力原文中的用词。因此, 在听的时候
要注意抓住选择项的同义或反义词( 组) 用辨

要点, 听后往往不知文章所云, 回答问题也是
一塌糊涂。其实 听力材 料本身难 度不算太

别法答题。例如:

大, 关键在于能否听懂大意, 抓住要点, 记住

W: We do need another bookshelf in this
room, but the problem is the space for
it.

重要情节, 尤其是随时用笔记下所听到的关
键词语和数据等。记录的方法是在试卷空白
处用自己能看懂的文字或符号将重点迅速、

M: How about moving the old dining table to

准确地写下来, 这种技能需要在平时的听力

the kitchen?
Q: What does the man suggest they should

训练中加以培养。
自 1996 年 1 月起,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采

do?

用的新题型在听力部分新增了填空听写。这

A: Find a larger room.

是一种主观性测试题型, 对考生的英语素质

B: Sell the old table.
C: Buy another bookshelf.

有较高要求。考生不仅要听辨出词语的读音
和记住其意义, 而且要能够熟练地将其填写

D: Rearrange some furniture.

出来。这项技能是听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的结

本题答案为 D, 尽管 D 项的三个单词在
对话中一个也没提到, 而其余三个选择项中

合, 较难掌握。考生必须在平时加强这方面
的训练, 同时也掌握一定的答题方法和策略,

的单词都有在对话中出现, 但它们却不能作

首先要了解在做填空听写题时可以听到三遍

为正确答案。此外, 有的学生会因为没听清

听写短文的录音, 然后在听第一遍时一定要

楚是男士的建议还是女士的建议而误选 C,
所以在听力 考试中还应注 意说话者 man 与

专心致志, 不要填写, 力求听懂短文的内容,
因为听明白了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之间的联

woman 的声音顺序, 尤其要特别注意第二个

系, 就会为听第二遍录音和填写空白打下良

说话者的内容。再如:
W: Thanks for the note you left for me.

好的基础。在听第二遍录音时要认真听清楚
空白处的内容, 特别记住其意义, 并且在耐心

M: Oh, then you did get it1

听完后再进行填写, 千万不要边听边写。如

Q: What had the man assumed?

果边听边写, 很可能是前面的没有写完, 后面

A: The woman hadn. t sent a note.
B: The woman hadn. t noted him.

的没有听清, 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最后听
第三遍录音时要仔细核对填写的东西, 如果

C: The woman hadn. t got his note.

有漏写的要补上, 同时注意单词的拼写、
大小

D: The woman had left him a note.
这类试题的特点是问句中总是用 had as-

写和标点符号等。

sumed 或 thought 来询问对方原来的看法。这

四、稳定的心理素质

样的提问暗示着/ 现实0与/ 原猜测0 肯定不
同, 或者可以归纳出这样的规律 ) ) ) 正确答
案的意义 正好与第二个 说话者所说 的话相

听力理解程度的高低与听话者的情感因
素有直接的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 智力活

反。由此推断上面一题答案为 C。

动的最佳 情绪背景为兴 趣和愉快 的相互作

Part B 为短文听力, 是听 力测试中最难

用。听力之初, 学生往往有一种新鲜感, 而一

的部分。它篇幅长, 信息量大, 涉及到的题材
非常广泛, 为此考生常常抓不住中心, 记不住

旦遇到困难, 又对听力产生一种恐惧感。在
听力训练, 尤其是在听力测试时, 一些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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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加速, 手足无措, 脑子里一片混乱, 患恐听
症。作为教师, 要设法消除学生这一症状, 减

未完全听懂的题, 应该迅速猜出一个答案, 然
后果断地放弃此题, 准备下一题。有的考生

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在平时的教学中, 教师

有时听懂了, 但因阅读选择项时太慢, 或者一

可适时放一点轻松愉快的音乐, 排除学生的
忧虑、
恐惧、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中开始

时难以确定正确答案, 犹豫之间, 下一题又开
始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应果断地放弃, 而不能

听音, 最大限度地吸收信息。教师也可以采

心中总是想着该题。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迅

取/ 易 ) ) ) 难 ) ) ) 易0 的步骤, 以便各种程度

速地稳定自己的情绪, 才能保证不会方寸大

的学生都有所收获。教师还应让学生理解,
语言的第一目的是交际, 出错误是难免的, 学

乱, 步步被动。
综上所述, 听力是一种综合语言能力, 听

生正是通过尝试 ) ) ) 出错 ) ) ) 纠正来掌握听

懂英语是一项涉及大量不同能力和技巧的复

力理解技能的。让学生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

杂活动。四级考试中, 在词汇与结构、
阅读理

吸取信息, 从而收到最佳的效果。在正式考
试的场合, 一定要处之泰然, 从容不迫, 心理

解、
完型填空、写作等几方面大体尚可的情况
下, 听力理解部分得分多少直接决定了及格

上完全放松, 注意力高度集中, 一个考生不管

率的高低。但是四级听力决非高不可攀, 只

他的听力能力有多强, 语言基础知识多么扎
实, 如果考试时不能集中精力的话, 就很难充

要平时学习得法, 了解考试要求、出题形式,
掌握做题技巧和对策, 一定能获得理想的成

分发挥水平, 获得高分。此外, 遇到未听懂或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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