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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言

  根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学术表现白皮书》，雅思考生

的总分集中在 5.5 分和 6.0 分，分数在这两档的考生人数约占考试总人数的 50%。

  根据官方数据，可以看出英语基础薄弱的考生不在少数。对于雅思新手考生及英语

基础薄弱的考生而言，夯实基础尤为重要。为了帮助广大雅思新手考生及英语基础较为

薄弱的考生，我们策划编写了“雅思基础”系列图书，全套共 5 册，从听、说、读、写、

词汇这 5 个方面帮助考生攻克雅思考试。本套丛书主要面向备考雅思学术类考试的考生，

其核心内容及分册亮点如下。

听力分册

●  5 项基础技能训练——语音辨识能力、数字读法 & 应试技巧、答案词拼写规范、口音

适应问题、精听训练，直击雅思听力考试中“听不清”“写不对”的难题

●  700+ 高频听力答案词——考场必备基础词汇全梳理

●  9 大听力常考场景——生活服务、旅游、课程咨询等 9 大场景核心考点词全覆盖

●  5 大题型解密——题型分析、答题技巧、实战演练三部曲，手把手教学

阅读分册

●  4 项基础技能训练——训练同义替换、积累一词多义、推测生词词义、破解长难句，

四大技能训练为你夯实基础

●  2 种雅思阅读提速技巧——扫读精读结合、找准定位词，解决雅思阅读“读得慢”的

顽疾

●  600+ 组同义替换词汇总结——快速定位答案出处，攻克雅思阅读有捷径

●  5 大题型解密——题型特点、解题技巧、实战演练三部曲，手把手教学

Preface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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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分册

●  5 项基础技能训练——语音语调、语法基础、口语流利度 & 连贯性、词汇多样性、句

式多样性，针对雅思口语评分标准各个击破，让你的口语流利起来

●  6 大高分锦囊——高分副词、高频词汇及表达、高频同义词替换、常用词组 & 高级表达、

高频句型、经典格言，让你的口语高级起来

●  31 组分类考题解析——21 组 Part1 高频话题解密，4 大类 Part2 话题描述与展开，6 大

类 Part3 话题归纳及演练，手把手教学，让你的口语丰富起来

写作分册

●  6 项基础技能训练——写作任务完成与回应、连贯与衔接、词汇丰富度、语法多样性

与准确性、句式变化、段落展开，针对雅思写作评分标准各个击破

●  2 个高分锦囊——100 余个必备同义替换词及表达 & 200 余个三大段落常用句型，让你

的作文 “高级”起来

●  10 大题型解密——Task1 五大图表题、Task2 六类核心命题全覆盖，三大写作步骤、行

文框架结构、高分范文及解析全囊括，手把手教学

●  15 组写作救急词伙——文化、医疗、经济、社会……15 大场景核心表达梳理，解决雅

思写作“无思路”困境

词汇分册

●  立足基础——专为雅思新手编写，英语基础薄弱者也能快速记忆     

●  真题词汇——精选真题核心词汇，背词事半功倍 

●  考点直击——词汇在考试中如何考？应该如何应用？本书带你直击考点

●  场景速记——新生入学、医学健康、社会热点、能源环境……将词汇按场景分类，助

你关联高效记忆

●  超值福利——外教原声录制音频，耳听眼记更高效；便携词汇电子书，随时随地学 

起来

  本套丛书是编者结合多年教研经验精心编写而成，相信各位考生通过本套丛书的学

习，能够了解雅思考试，夯实英语基础，全方位提升英语能力，在雅思考试中取得理想

的成绩。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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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雅思写作扫盲帖

1. 雅思写作考什么

  雅思考试（IELTS）全称为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主要考查

考生英语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听力、阅读、写作这三项通常会集中在半天

内以纸笔或机考模式考查，口语考试时间则另做安排。雅思考试分为学术类（A 类，

Academic）和培训类（G 类，General Training）两种，两种考试的结构和形式等见下表：

考试分类 考试用途 考试结构 考试形式

雅思学术类

考试

（A类）

申请国外本科、研究生及

以上学位或获得专业资质

听力：30 分钟（做题）+10

分钟（誊写答案）

阅读：60 分钟

写作：60分钟

口语：11 分钟 ~14 分钟
听力、阅读及写作为

纸笔考试或机考，口

语为考官真人面试
雅思培训类

考试

（G类）

英语国家移民申请 ( 如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及英国 ) 或申请培训及非

文凭类课程

听力：30 分钟（做题）+10

分钟（誊写答案）

阅读：60 分钟

写作：60分钟

口语：11 分钟 ~14 分钟

  雅思（A 类）写作部分要求考生完成两篇作文。

  Task 1 要求考生根据给出的表格或图表，写一篇不少于 150 词的文章，考查考生描述

及分析数据的能力。

  Task 2 要求考生针对某个问题或观点，写一篇不少于 250 词的议论文。考生需要对观

点进行充分论述，并在规定时间内清晰、准确地写作成文。

  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雅思写作两部分考试内容。

Chapter 1   
雅思写作扫盲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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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写作考试细节

Task 1

Task type 
and format
任务类型及

形式

In Task 1, test takers are asked to describe facts or figures presented in one or 

more graphs, charts or tables on a related topic; or they may be given a diagram of 

a machine, a device or a process and asked to explain how it works. They should 

write in an academic or semi-formal/neutral styles and includ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relevant points in the diagram. Some minor points or details may be 

left out.

作文一会根据一个相关话题给出一张或多张图表，考生需对这些信息或数

据进行描述。作文一也可能是一幅机械图、装置图或流程图，考生需对其

运作方法进行解释。考生应使用学术文体、半正式文体、中立态度写作，

作文需要涵盖图表中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一些次要的信息、细节则可

忽略。

Test takers should spend no more than 20 minutes on this task. They are asked to 

write at least 150 words and will be penalized if their answer is too short. While 

test takers will not be penalized for writing more than 150 words, they should 

remember that a longer Task 1 answer may mean that they have less time to spend 

on Task 2, which contributes twice as much to the Writing band score. 

考生需要在 20 分钟内完成第一篇作文，文章词数需要不少于 150 词，否则

将会被扣分。词数多于 150 个不会被扣分，但考生应注意如果在作文一上

花费太长时间，则作文二的用时将会减少，而作文二在写作分值表上的分

值是作文一的两倍。

Test takers should also note that they will be penalized for irrelevance if the 

response is off-topic or is not written as full, connected text (e.g. using bullet 

points in any part of the response, or note form, etc.). They will be severely 

penalized for plagiarism (i.e. copying from another source). 

考生还应注意，作文如果偏题、不完整、内容没有关联性（如在答题时使

用点句符或笔记形式），将会被扣分。任何抄袭行为（抄袭其他来源的内容）

将受到严厉处罚。

Test takers must write their answers on the answer booklet.

考生需将作文写在答题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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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focus
任务聚焦

This task assesse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rends in a graph, chart, table or diagram, and to give a well-

organized overview of it using language accurately in an academic style.

作文一考查的是考生在图表中辨别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趋势，并使用

精准的学术语言在学术文体下条理清晰地进行概述的能力。

Number of 
questions
问题数

1

Task 2

Task type 
and format
任务类型及

形式

In Task 2, test takers are given a topic to write about an academic or semi-

formal/neutral style. Answers should be a discur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evant 

issues. Test takers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y read the task carefully and provide 

a full and relevant response. For example, if the topic is a particular aspect of 

computers, they should focus on this aspect in their response. They should not 

simply write about computers in general. 

在作文二中，考生需就给定话题用学术文体、半正式文体、中立态度进行

论述。考生的答案需涵盖对相关议题的多种思考。考生需确保自己仔细阅

读了题目，并给出完整的相关回应。例如，如果话题是计算机的一个方面，

考生需要在答题中聚焦这一方面，不应简单笼统地论述计算机。

Test takers should spend no more than 40 minutes on this task. They are asked to 

write at least 250 words and will be penalized if their answer is too short. While 

test takers will not be penalized for writing more than 250 words, if they write a 

very long answer they may not have time f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 at the end 

and some ideas may not be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Task 2 contributes twice as much to the final Writing band score as Task 1. 

Therefore, test takers who fail to attempt to answer this task will greatly reduce 

their chance of achieving a good band.

考生需要在 40 分钟内完成第二篇作文。作文词数需不少于 250 词，否则将

会被扣分。词数多于 250 个不会被扣分，但如果作文过长，考生最后将没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检查和校对，以至于出现某些观点跑题的情况。

作文二所占的分数是作文一的两倍。因此，如果考生没能完成这部分内容，

成绩将大受影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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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takers will be penalized for irrelevance if the response is off-topic or is not 

written as full, connected text (e.g. using bullet points in any part of the response, 

or note form, etc.). They will be severely penalized for plagiarism (i.e. copying 

from another source). Finally, test takers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copy 

directly from the question paper because this will not be assessed. 

如果作文偏题或者不完整、内容没有关联性（如在答题时使用点句符或笔

记形式），将会被扣分；任何抄袭行为（抄袭其他来源的内容）将受到严

厉处罚。最后，考生应注意不要直接从答卷上抄下题目，这些内容将不会

被计分。

They must write their answers on the answer booklet.

考生需将作文写在答题纸上。

Task focus
任务聚焦

This task assesses the ability to present a clear, relevant, well-organized argument, 

giving evidence or examples to support ideas and use language accurately.

这一部分考查的是考生对一个论点进行明确且有条理的论述、并提供清晰

的论据或例子支持论点，使用精准语言的能力。

Number of 
questions
问题数

1

2. 雅思写作评分标准

  雅思写作考试的评分标准一共有四项：写作任务完成与回应情况、连贯与衔接、词

汇丰富程度、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6~9 分作文具体的评分标准如下：

Task 1

分数
写作任务完成与

回应情况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9

♦	  完全满足所有的写

作任务及要求

♦	  写 作内 容 丰富、结

构清晰

♦	  衔接方式运用自

如，行文连贯

♦	分段技巧熟练

♦	  使用丰富的词汇，

能自然使用复杂的

词汇特征；极少出

现轻微错误，且仅

属笔误

♦	  灵活且准确地运用

丰富多样的语法结

构；极少出现轻微

错误，且仅属笔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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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写作任务完成与

回应情况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8

♦  写作内容充分涵盖

了所有的写作任务

及要求

♦  就 主 要内容 / 要点

进行清晰和恰当的

呈现、强调及阐述

♦  信息与观点的展

开有逻辑性

♦  各种衔接方式运

用得当

♦ 分段方式合理

♦  流畅、灵活地使用

丰富的词汇，意义

传达准确

♦  熟练地使用不常用

词汇，但在词语选

择及搭配方面偶尔

出现错误

♦  拼写及 / 或构词上

错误极少

♦  运用丰富多样的语

法结构

♦  大 多 数 句 子 准 确 

无误

♦  只在极偶然的情况

下出现错误或不当

之处

7

♦  写作内容涵盖了写

作任务的要求

♦  （学 术 类）清 晰 地

呈现关于主要趋势、

区别或不同阶段的 

概述

♦  （培训类）清晰地呈

现写作目的，行文语

气一致且恰当

♦  能 就 主 要内容 / 要

点进行清晰的呈现

与强调，但未能更为

充分地展开

♦  信息及观点组织

符 合 逻辑；文 脉

清晰

♦  恰当地使用一系

列 衔 接 方 式，尽

管有时使用不足

或过多

♦  使用足够的词汇，

体现一定灵活性及

准确性

♦  使用不常见词汇，

对语体及搭配有一

定认识

♦  在选择用词、拼写

及 / 或构词方面可

能偶尔出现错误

♦  运用各种复杂的语

法结构

♦  多数句子准确无误

♦  对语法及标点符号

掌握较 好，但有时

出现少许错误

6

♦  根据写作任务要求

完成作文

♦  （学术类）选择合适

的信息进行概述

♦  （培训类）写作目的

基 本 清 晰；行文 语

气有时未能保持前

后一致

♦  呈现并充分地强调

了主要内容 / 要点，

但有时含有不相关、

不恰当或不准确的

细节信息

♦  连贯地组织信息

及观点，总体来

说，文脉清晰

♦  有效地使用衔接

方式，但句内及 /
或句间的衔接有

时有错误或过于

机械

♦  有时无法清晰或

恰当地使用指代

♦  使用足够的词汇开

展写作任务

♦  试图使用不常用词

汇，但有时使用不

准确

♦  在拼写及 / 或构词

方面有错误，但不

影响交流

♦  综合使用简单句式

与复杂句式

♦  在语法及标点符号

上有一些 错 误，但

这些错误很少影响

交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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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分数
写作任务完成与

回应情况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9

♦  全面地回应各部分

写作任务

♦  就写作任务中的问

题提出充分拓展的

观点，并提出相关

的、充分拓展的、

论据充分的论点

♦  衔接方式运用自如，

行文连贯

♦ 熟练地运用分段

♦  使用丰富的词汇，

能自然使用复杂的

词汇特征；极少出

现轻微错误，且仅

属笔误

♦  灵活且准确地运用

丰富多样的语法结

构；极 少出现轻微

错误，且仅属笔误

8

♦  充分地回应各部分

写作任务

♦  就写作任务中的问

题进行较为充分的

回应，并提出相关

的、得以拓展的、含

有论据的论点

♦  信息与论点组织有

逻辑性

♦  各 种 衔 接 方 式 运

用得当

♦ 分段充分且合理

♦  流畅、灵活地使用

丰富的词汇，意义

传达准确

♦  熟练地使用不常用

词汇，但在词语选

择及搭配方面偶尔

出现错误

♦  拼写及 / 或构词上

错误极少

♦  运用丰富多样的语

法结构

♦  大 多 数 句 子 准 确 

无误

♦  只在极偶然的情况

下出现错误或不当

之处

7

♦  回 应 各 部 分 写 作 

任务

♦  回应写作任务过程

中始终呈现一个清

晰的观点

♦  呈现、展开主要论

点 并 就 其 进 行 论

证，但有时出现过

于一概而论的倾向

及 / 或论据缺乏重

点的倾向

♦  组织信息及论点有

逻辑性；文脉清晰

♦  恰当地使用一系列

衔接方式，尽管有

时使用不足或过多

♦  每个段落均有一个

清晰的中心主题

♦  使用足够的词汇，

体现一定灵活性及

准确性

♦  使用不常见词汇，

对语体及搭配有一

定认识

♦  在选择用词、拼写

及 / 或构词方面可

能偶尔出现错误

♦  运用各种复杂的语

法结构

♦  多数句子准确无误

♦  对语法及标点符号

掌握 较 好，但有时

出现少许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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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写作任务完成与

回应情况
连贯与衔接 词汇丰富程度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6

♦  回应了各部分写作

任务，但某些部分

的论证可能比其他

部分更为充分

♦  提 出 了 一 个 切 题

的观点，尽管各种

结 论 有 时 不 清 晰

或重复

♦  提出了多个相关的

主要论点，但某些

论点可能未能充分

展开论证或不清晰

♦  连贯地组织信息及

论点，总体来说，

文脉清晰

♦  有 效 地使 用 衔 接

方 式，但句内 及 /

或句间的衔接有时

有错误或过于机械

♦  有时无法清晰或恰

当地使用指代

♦  分段写作，但未能

保持段落间的逻辑

♦  使用足够的词汇开

展写作任务

♦  试图使用不常用词

汇，但有时使用不

准确

♦  在拼写及 / 或构词

方面有错误，但不

影响交流

♦  综合使用简单句式

与复杂句式

♦  在语法及标点符号

上有一 些 错 误，但

这些错误很少影响

交流

  关于“写作任务完成与回应情况”的评分，Task 1 强调完成所有的写作任务，以及呈

现充分的写作内容；Task 2 强调根据题目提出论点，并提出论据充分论证。在“连贯与衔

接”这一考查项上，除了相同的衔接方式、分段等要求，Task 2 还特别强调每个段落均有

一个清晰的中心主题以及段落之间的自然衔接。与雅思口语考试类似，雅思写作考试中，

词汇的丰富程度以及语法的准确性及多样性也非常重要，写作考查的是书面表达，要求

使用的词汇及语法比口语考试中的更加严谨。

3. 学术类写作真题还原及题库解密

1）雅思题库真题解密

  通过对近几年雅思 Task 2 写作真题的研究，我们对雅思写作考查的主题进行了总结，

雅思写作 Task 2 可归纳为 6 大类，10 个主题，如下表所示。

类别 主题 描述

(1) 社会类命题

社会问题

政府、公共设施、城乡差异、交通、浪费现象、男女平等、

名牌消费、名人效应、人口问题、体育、责任、经济、工作、

生活、家庭、社交、女性、医疗、安全、慈善等

旅行 出国旅行、收费问题、旅行的意义等

文化 跨文化交流、文化保护与重建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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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主题 描述

(2) 教育类命题 教育问题 学校教育、教学科目、教育方式、家庭教育等

(3) 科技类命题 科技问题
现代通信科技（网络购物、远程工作等）、现代媒体（电视、

电脑、手机等）、太空探索等

(4) 环境类命题 环保问题 动植物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

(5) 媒体类命题

新闻与媒体 电视节目、新闻媒体的对比等

报纸 获取资讯的来源、新旧媒体的对比等

广告 广告的利弊等

(6) 犯罪类命题 犯罪问题
青少年犯罪、犯罪原因及预防、如何惩治犯罪、暴力或犯

罪行为曝光等

  在本书的 Chapter 5（第五章），我们会根据上表的分析，详细讲解不同类型文章的

写作方法。

2）2019 年写作考题回顾与总结

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Some people argue that the fittest and strongest 

individuals and teams always achieve the greatest 

success in sports. But other people think the success is 

more related to the mental attitude.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s. 

有人认为个人或团队的强健体格是赢得体育比赛的

关键，也有人认为心理素质才是获胜的决定因素。请

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体育

When new towns are planned,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more public parks or sports facilities than shopping 

centers, so people can have places to spend their free 

tim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在规划新城市时，相较于商场，应该多建设公园和健

身设施，方便大家度过闲暇时间。你在多大程度上赞

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公共设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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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In some countries, people waste a lot of food which is 

bought in shops and restaurants.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reasons? What can be done to solve this problem?

在一些国家，人们在商店和饭店购买的食物很多都被

浪费了。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

解决？

问题解决型 社会类—浪费现象

More and more people read news on the Internet, but 

newspapers will remain to be used by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阅读新闻，但大多数人仍会阅

读报纸。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媒体类—报纸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women should play an equal 

role as men in a country’s police force or military force, 

while others think women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se jobs.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 

有些人认为，在国家警察或军事部队中应男女平等，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上述职业。请论述

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男女平等

More and more people want to buy famous brands of 

clothes, cars and other items. What are the reasons? Do 

you think it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trend?

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购买名牌服装、车辆和其他物

品。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这一趋势是正面

还是负面的？

对比优劣型 社会类—名牌消费

Some people think that schools have not yet done enough 

to teach young people how to look after their health.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有人认为在教导年轻人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方面，

学校做得还不够。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

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学校教育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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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New technologies have changed the way children spend 

their free time. Do you think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新兴科技改变了孩子们的休闲方式，你认为这一现象

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对比优劣型 科技类—休闲方式

Nowadays, children spend too much time watching TV 

an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Some people believe this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ren’s mental abilitie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如今，孩子们花太多时间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有人

认为这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你在多大程度

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心理健康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 huge amount of time and 

money is sp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that this money could be better spent on human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有人认为，保护野生动物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

这些金钱本可以更好地用于人类自身。你在多大程度

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环境保护

Employers should give their staff at least a four-week 

holiday a year to make employees better at their job.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雇主每年应给予员工不少于 4 周的假期，这样可以提

升员工的工作表现。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

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工作

As part of education, students should spend a period of 

time living in another country to study its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应该在另一个国家生活一段

时间，学习其语言和文化。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

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跨国文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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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Newspapers have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people’s 

views. Why is that? Do you think i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报纸对人们的看法有巨大影响。其原因是什么？你认

为这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对比优劣型 媒体类—报纸

Once children start school, teachers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an parent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孩子上学后，老师对孩子智力及社交发展的影响将超过

家长。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老师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best way to reduce time spent 

traveling to work is replacing parks and gardens close to 

the city center with apartment buildings for commuters, 

but others disagree.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有人认为减少通勤时间的最佳方案是将靠近市中心

的公园改建为通勤者的公寓，而有人则表示反对。请

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公共设施

Some people believe famous people’s support towards 

international aid organizations draws the attention 

to problems, while others think celebrities make the 

problems less important.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 

有人认为名人对国际援助组织的支持可以引起人们

对问题的关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名人效应反而会削

弱人们对问题本身的关注。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

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名人效应

Young people living in rural areas have to study or 

work in big cities away from their homes. What are the 

reasons? D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农村的年轻人需要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学习或工作，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影响）利大于弊吗？

对比优劣型 社会类—城乡差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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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workplace is increasing. Some 

people find that it is good for young people to get a job 

while it makes harder for old people to get a job.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工作中技术的运用愈加频繁。一些人发现，这有利于

年轻人就业，而年长者的就业则日益艰难。你在多大

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科技类—就业前景

Most of world’s problems are caused by over-population.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世界上大部分问题都是人口过多造成的。你在多大程

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人口问题

People nowadays are surrounded by all kinds of 

advertisements. Advertising affects what people think 

is important and sometimes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people’s live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如今，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类广告。广告影响着人们

对重要事物的认知，甚至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媒体类—广告

In many countries, a high proportion of criminal acts are 

committed by teenagers. Why has this happened? What 

can be done to deal with this? 

在许多国家，犯罪行为中的很大比例为青少年犯罪。

此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应对？

问题解决型 犯罪类—青少年犯罪

Human activities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about this problem. Others believe that effectiv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Discuss 

both views and state your own opinion. 

人类活动会对动植物产生负面影响。有人认为不管采

取什么措施都为时已晚，其他人则认为现在仍可以采

取有效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

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动植物保护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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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Individuals can do nothing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nly governments and large companies can make a 

differenc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对于改善环境，个人无能为力，只有政府和大公司才

能有所作为。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环境保护

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uying and 

using their own cars. Do advantages of this trend 

for individual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for the 

environment? 

现今，私家车拥有率和使用率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对

个人的益处是否大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对比优劣型 环境类—环境保护

Some people claim that many things children learn at 

school have actually wasted their time. Other people 

argue that everything taught at school is useful in the 

future.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有人称，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浪费

时间。其他人则认为，在学校学习的所有东西在将来

都有用处。请论述两种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学校教育

More and more business meetings and business training 

have taken place on the Internet. D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rend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网络商务会议和在线商务培训越来越多，你认为这种

趋势利大于弊吗？

对比优劣型
科技类—在线商务会

议 / 培训

The restoration of old buildings in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costs enormous money. This money should be 

used in new housing and road development.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修缮城市里的古建筑耗资巨大，而这笔钱本可以用于

新建住房和道路建设。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

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经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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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Many people aim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other parts of lives, but few people achieve it. What 

are the problems in trying to achieve it and how do you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许多人都试图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

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其中的困难有哪些？你该如何解

决呢？

问题解决型
社会类—工作生活平

衡

Some parents give their children everything they ask 

for and accept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his good for 

children? What could be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se 

children when they grow up? 

许多家长对孩子有求必应，接受孩子的任何请求。这

样对孩子好吗？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解决型 教育类—家庭教育

Some people think learning history in school is 

important. Others think learning subjects more relevant 

to life is important.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有人认为在学校学习历史很重要，也有人认为学习的

科目应该更贴近生活。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 

看法。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教学科目

Some people  say  tha t  drug  compani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pend money on researching medicines 

that will help people in poorer countries. Others say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drug companies is to make money.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有人认为医药公司有责任耗资研发某些药物，来帮助

贫困国家的民众，也有人认为医药公司的主要任务是

营利。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医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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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More and more parents are allowing their children to 

play on computers and tablets as they think that children 

should learn technical skills. D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rend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越来越多的家长以学习技术为由允许孩子玩电脑或

平板电脑。这样的趋势是否利大于弊？

对比优劣型 教育类—技术

Research into new types of medicines and treatments is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health and dealing with diseases. 

Who do you think should fund these kinds of research: 

private companies, individuals or governments? 

研究新型药物和治疗方法对于改善健康和治疗疾病

至关重要。你认为谁应该资助此类研究——私人企

业，个人，还是政府？

问题解决型 社会类—医药

Some people claim that public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will not be needed because people can see historical 

objects and works of art by using a computer.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有人称，人们使用计算机便可以浏览历史文物和艺术

品，因此博物馆和美术馆将不再被需要。你同意上述

观点吗？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公共设施

Some people say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only 

way to end world poverty and hunger. Others say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causing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hould be stopped now.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 

有人认为经济发展是解决世界贫穷与饥饿问题的唯

一途径。但也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会破坏环境，应当立

即停止。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经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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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It is a natural process that animal species such as 

dinosaurs become extinc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people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恐龙等物种灭绝是自然过程。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其发

生。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动植物保护

Differences in ag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greater than in the past. Do you think the advantages of 

the trend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相较于过去，如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年龄差更大了，

你认为这种趋势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世代差异

The best way to reduce youth crime is to educate parents 

about good parenting skill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最佳方式是教授家长家庭教育

技巧。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犯罪类—青少年犯罪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using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to access information,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printed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各类电子设备获取信息，因

此纸质书籍、杂志和报纸将不再被需要。你在多大程

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科技类—信息获取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act immediately to 

ensure that all the countries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fossil fuels, e.g. gas and oil.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国际社会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各国减少天然气和石

油等化石燃料消耗。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

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环境保护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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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雅思写作扫盲帖

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Some people think that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for cleaning up 

pollution.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有人认为公司和个人——而非政府——应负责清理

污染。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责任

The world of work is changing rapidly. Working 

conditions today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and people 

no longer rely on taking one job for life. Discuss the 

possible causes for this change and give your suggestions 

on how people should prepare for work in the future. 

世界工作环境正在迅速变化。如今的工作条件与从前

大不相同，人们不再终身从事一份工作。请论述这种

变化背后可能的原因，并就人们如何准备将来的工作

提出建议。

问题解决型 社会类—工作

In some cultur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old age should be 

valued, while in some cultures youth is more valued.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 

在一些文化中，年长者更受尊重；而在另一些文化中，

年轻人更受尊重。请论述两种观点并给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社会类—文化

Some people think that parents have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child’s life, while the influence from outside the home 

plays a bigger part of child’s development.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一些人认为尽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外界

的影响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更大。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

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子女成长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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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写作基础训练 +备考指南

Task 2 题目 题型 内容

In modern society,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slaughter 

animals for producing foodstuffs, or non-food products 

such as clothes or medicine.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在现代社会，已经无须再为生产食品或衣物、药品等

非食品类产品屠杀动物。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

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环境类—动植物保护

Nowadays there is a growing amount of advertising 

aimed at children. Some people think this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ren and should be banned.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如今针对儿童的广告越来越多。有人认为此类广告会

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应当禁止。你在多大程度上赞

同或不赞同上述观点？

观点判断型 媒体类—广告

Many young people change their jobs or careers 

every few years.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is? D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许多年轻人每几年就更换一次工作。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什么？这一做法是否利大于弊？

对比优劣型 社会类—工作

Some think that children should start school as early 

as possible, while others believe that they should start 

school at the age of seven.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有人认为孩子越早上学越好，也有人认为孩子应当满

七岁再上学。请论述双方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判断型 教育类—子女入学

Today many people spend less and less time in their 

homes.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this trend o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如今，人们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一趋势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对个人和社会有何影响？

问题解决型 社会类—家庭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