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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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思口语考试概述

1. 雅思口语考试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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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考试通常安排在考试的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全天。考生需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雅

思报名网站“我的状态”页面查看自己的考号、口试时间及口试地点。每个考生口语考

试的时间通常是 11 分钟 ~14 分钟。口语考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Part 1, Part 2 和 Part 3。

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口语考试的各部分考试内容。

Chapter 1   
雅思口语考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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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口语考试细节

Part 1 Introduction and interview 第一部分 介绍和问答

Task type 

and format

任务类型及形式

In this part, the examiner introduces him/herself and checks the test 

takers’ identity. They then ask the test takers general questions on some 

familiar topics such as home, family, work, study and interests. To ensure 

consistency, questions are taken from a script.

在这一部分，考官会向考生进行自我介绍，并核对考生身份。之后，

考官会就考生熟悉的话题（如家庭、工作、学习和兴趣爱好）进行询问。

为保证题目的一致性，这些问题都是从一个事先拟定的范围内抽取的。

Part 1 lasts for 4-5 minutes.

第一部分持续 4 分钟 ~5 分钟。

Task focus

任务聚焦

This part of the test focuses on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opinions and 

information on everyday topics and common experiences or situations by 

answering a range of questions.

这部分测试的重点是考查考生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就日常话题或共

同经历交流意见和信息的能力。

Number of questions

问题数

Variable.

不定。

Part 2 Long turn 第二部分 个人陈述

Task type 

and format

任务类型及形式

Part 2 is the individual long turn. The examiner gives the test takers a task 

card which asks the test takers to talk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includes 

points to cover in their talk and instructs the test takers to explain one 

aspect of the topic. Test takers are given one minute to prepare their talk, 

and are given a pencil and paper to make notes. The examiner asks the test 

takers to talk for 1 to 2 minutes, stops the test takers after 2 minutes, and 

asks one or two questions on the same topic.

第二部分是个人陈述。考官给考生一张任务卡，该任务卡要求考生谈

论一个特定的话题，给出了他们的谈话中需涵盖的要点，并指示考生

就某一个方面进行解释。考生有 1 分钟的准备时间，他们会拿到一支

铅笔和一张纸做笔记，然后需就此话题进行 1 分钟 ~2 分钟的陈述。

考官会在 2 分钟后打断考生，并就同一话题问 1 个 ~2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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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points on the task card effectively, and making note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time, will help the test takers think of appropriate things to say, 

structure their talk, and keep talking for 2 minutes.

有效地利用任务卡上的要点，并在准备时做好笔记，将有助于考生想

出合适的内容，组织好语言，并将陈述维持在 2 分钟。

Part 2 lasts 3-4 minutes,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time.

第二部分持续 3 分钟 ~4 分钟（包括准备时间）。

Task focus

任务聚焦

This part of the test focuses on the ability to speak at length on a given 

topic (without further prompts from the examiner), using appropriate 

language and organising ideas coherently. It is likely that the test takers will 

need to draw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to complete the long turn.

此部分考查的重点是考生就给定的主题，使用适当的语言连贯地组织

内容的能力 ( 没有考官的进一步提示 )。考生有可能需要联系自己的

经历来完成这部分任务。

Number of questions

问题数

Variable.

不定。

Part 3 Discussion 第三部分 双向讨论

Task type 

and format

任务类型及形式

In Part 3, the examiner and the test takers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topic 

in Part 2 in a more general and abstract way and, where appropriate, in 

greater depth.

在第三部分中，考官和考生以更笼统和抽象的方式讨论与第二部分主

题相关的问题，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Part 3 lasts 4-5 minutes.

第三部分持续 4 分钟 ~5 分钟。

Task focus

任务聚焦

This part of the test focuses on the ability to express and justify opinions 

and to analyse, discuss and speculate about issues.

这部分测试考查的重点是考生表达和证明观点，以及分析、讨论和推

测问题的能力。

Number of questions

问题数

Variable.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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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雅思口语考试出题规律总结

  编者根据搜集到的 2019 年雅思口语考试的试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从下列的饼状图

和折线图可以看出，旧题的占比相当大，考生在备考时可以重点练习以往的口语试题。

2019 年度试题新旧题占比

2019 年 Part 1 新旧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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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Part 2 新旧题分布

 

Part 2 四大话题类别分布

  从以上的柱状图可以看出，事件类话题出现的频率最高，备考时间不够充分的考

生可以针对此类话题进行练习。

2. 雅思口语考试注意事项

  在雅思口语考试过程中，有时候你可能会听不懂考官在说什么，或者不确定该如何

回答考官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在口语考试的每个部分，考生都可以请考官对不懂的单词做出简单解释。如果你有

一个单词不懂，可以使用以下表达进行询问：

    ●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this word. 抱歉，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		Sorry,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 抱歉，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具体到每个部分，考生可以向考官提出以下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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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试第一部分，你可以让考官重复问题。如果你没听清考官的问题，可以礼貌地

请考官重复一遍，建议你使用以下句式：

    ●		Sorry, can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please? 抱歉，可以请您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please? 可以请您再说一遍吗？

  第二部分的问题是写在话题卡上的，考生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如果遇到不理解的单词，

请仔细阅读话题卡，也许你自己能猜出单词的含义。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可以请考官

简单解释一下问题或单词的含义，但不能要求考官更改第二部分的主题，因为这不符合

考试的规则。

  在考试的第三部分，考官可以重复问题，也可以澄清或改述问题，或者提供进一步

的信息以帮助考生理解。考生可以使用以下句式提出请求：

  ●		Sorry, I didn’t get the question. Could you say it in a different way? 抱歉，我没有理解

这个问题，可以请您换一种表达方式吗？

  ●		Sorry,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Could you say it again, please? 抱歉，我没

听懂您的问题，可以请您再说一遍吗？

  如果在考官重读或解释之后，你仍然不明白考官所提的问题，那么建议试着回答与

问题相关的内容。在正式作答之前，建议先通过以下方式铺垫一下：

  ●		I’m afraid that I’m not quite familiar with this topic, but I guess... 我可能对这个话题不

太熟悉，但我认为……

  ●		Sorry, I’m not sure about how to answer that, but... 抱歉，我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

  总之，如果没听懂考官的问题也没有关系，多问一遍，把问题弄明白比回答与题目

无关的内容要好得多。但要注意，不能要求考官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重述。

3. 雅思口语考试评分标准

  雅思口语考试的评分标准一共有四项：流利度与连贯性、词汇多样性、语法多样性

及准确性、发音。考生的口语考试分数由具备专业资质的雅思考官就考生在整场考试中

的表现进行评估。分数可以是整数分，也可以是半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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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评分标准如下：

分数 流利度与连贯性 词汇多样性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发音

9

•  表达流利，极少出

现重复或自我纠正

的情况；出现犹豫

是基于思考内容，

而非寻找合适的词

汇或语法结构

•  表达连贯，衔接手

段的使用完全恰当

•  话题展开完整且恰

当

•  谈 论 任 何 话 题

时，使用词汇准

确灵活

•  习语使用自然且

准确

•  自如得体地使用

语法结构

•  除了出现英语为

母语者也会犯的

口误外，始终使

用准确的语法结

构

•  准确运用丰富多

样的发音特点，

能表达微妙的差

异

•  表达过程中始终

灵活地使用各种

发音特点

•  听者毫无理解障

碍

8

•  表达流利，偶尔出

现重复或自我纠正

的情况；出现犹豫

通常是基于思考内

容，仅在少数情况

下是基于寻找合适

的语言

•  话题展开连贯且恰

当

•  词汇使用丰富，

运用自如灵活，

表意准确

•  熟练地使用不常

见 的 词 汇 及 习

语，偶尔欠准确

•  按需进行有效的

改述

•  灵活地使用多种

语法结构

•  除极其偶然的情

况下出现的不当

或 简 单 的 / 非 系

统性的错误外，

大部分语句准确

无误

•  运用多样的发音

特点

•  表达过程中灵活

地使用多种发音

特点，偶尔出现

偏差

•  表达过程中听者

很容 易理 解；母

语的口音对听者

理解的影响极小

7

•  表达详尽，并无明

显困难，也不失连

贯

•  有时出现与语言相

关的犹豫或出现重

复及 / 或自我纠正

•  较灵活地使用一系

列连接词和语篇标

记

•  灵活地使用各种

词汇讨论各种话

题

•  使用一些不常见

的词汇及习语，

对语体及词汇搭

配有所认识，但

有时词语选择不

甚恰当

•  有效地进行改述

•  较灵活地使用一

系列复杂的语法

结构

•  虽然存在一些语

法错误，但大部

分语句正确无误

•  有 6 分水平中所

有积极表现，但

只有 8 分水平中

部分积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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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流利度与连贯性 词汇多样性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发音

6

•  表现出充分交流的

意愿，但由于偶尔

的重复、自我纠正

或犹豫，有时缺乏

连贯性

•  能使用一系列连接

词及语篇标记，但

并不总是很恰当

•  有足以详尽讨论

各种话题的词汇

量，虽然有时使

用不当，但表意

清晰

•  基本上能成功地

进行改述

•  结合使用简单与

复杂的句型，但

灵活性有限

•  使用复杂结构时

经常出现错误，

尽管这些错误极

少造成理解困难

•  运用多种发音特

点，但掌握程度

不一

•  展现出某些有效

使用发音特点的

能力，但不能持

续表现出这一能

力

•  表达过程中听者

基本能理解，但

有时部分单词或

发音不准确导致

清晰度下降

5

•  通常能保持语流，

但需通过重复、自

我纠正及 / 或降低

语速来维持表达

•  过度使用某些连接

词及语篇标记

•  能用简单的语言进

行流利的表达，但

在进行更为复杂的

交流时则表达不畅

•  能谈论熟悉或不

熟悉的话题，但

使用词汇的灵活

性有限

•  尝试进行改述，

但有时会失败

•  能使用基本的句

型，且具有一定

的准确性

•  使用有限的复杂

句式结构，但通

常会出错，且会

造成某些理解困

难

•  有 4 分水平中所

有积极表现，但

只有 6 分水平中

部分积极表现

4

•  作答有明显停顿，

且有时语速缓慢，

出现频繁重复及自

我纠正

•  能连接简单句子，

但重复使用简单的

连接词，有时缺乏

连贯性

•  能谈论熟悉的话

题，但对不熟悉

的话题仅能表达

基本意思，且经

常用词不当

•  很少尝试改述

•  能使用基本句型

并正确使用一些

简单句型，但极

少使用从句

•  常出现错误，且

会造成误解

•  运用的发音特点

有限

•  尝试表现多种发

音特点，但频繁

出现偏差

•  经常出现发音错

误，对听者理解

造成一些困难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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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流利度与连贯性 词汇多样性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 发音

3

•  表达过程中出现长

时间停顿

•  连接简单句的能力

有限

•  仅能简单作答，且

经常无法表达基本

意思

•  使用简单词汇表

达个人信息

•  讨论不熟悉的话

题时词汇匮乏

•  尝试使用基本句

型，但准确度有

限，或依赖预先

背诵的几句话

•  除预先背诵的内

容外，错误很多

•  有 2 分水平中部

分表现以及 4 分

水平中部分积极

表现

2
•  大部分词汇间出现

长时间停顿

•  几乎无法进行沟通

•  仅能说出零散的

单词或预先背诵

的几句话

•  不能使用基本的

句型

•  表达通常无法理

解

1
•  无法进行沟通

•  无可供评分的语言

0 缺考

IELTS Band Scale 雅思考试分数等级量表

  雅思考试采用国际认可的 9 分制评分系统，准确反映考生的语言水平。每个雅思分

数级别均有对应的语言能力描述。雅思考试的不同分数段及对应的语言能力描述如下表

所示。

Band Score
分数

Skill Level
技能水平

Description
描述

9
Expert user
专家水平

has fully 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accurate and fluent with complete understanding.

具有很强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做到恰当、精确、流利地运用

并能完全理解语言的本质

8
Very good user

优秀水平

has fully 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with only 

occasional unsystematic inaccuracies and inappropriacies.  

Misunderstandings may occur in unfamiliar situations. Handles 

complex detailed argumentation well.

能自如运用英语，只是偶尔有不精确或用词不当的情况，在

不熟悉的语境下可能出现误解。能很好地处理复杂、细节烦

琐的论点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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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score
分数

Skill level
技能水平

Description
描述

7
Good user
良好水平

has 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though with occasional 

inaccurac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some situations. Generally 

handles complex language well and understand detailed reasoning.

能有效运用英语，虽然偶尔会出现不准确、不适当和误解的

情况。通常能掌握复杂的英语语句，也能理解细致的推理

6
Competent user

合格水平

has generally effective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despite some 

inaccuracies, inappropriac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Can use 

and understand fairly complex language, particularly in familiar 

situations

虽然偶尔有不准确、不恰当和误解的情况发生，但大致能有

效地运用英语。能使用并理解比较复杂的英语，特别是在熟

悉的语境下

5
Modest user
基础水平

has partial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coping with overall meaning 

in most situations, though is likely to make many mistakes. 

Should be able to handle basic communication in their own field.

可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英语，在大多数情况下可明白大致意思，

虽然经常出现错误，在常涉及的领域内可应对基本的沟通

4
Limited user
有限水平

basic competence is limited to familiar situations. Has frequent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Is not able to use 

complex language.

只在熟悉的状况下有基本的理解力，在理解与表达上常出现

问题，无法使用复杂的语言

3
Extremely 

limited user
极有限水平

conveys and understands only general meaning in very familiar 

situations. Frequent breakdowns in communication occur.

在极熟悉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大致的沟通。频繁出现交流

障碍

2
Intermittent user

初学水平

no real communication is possible except for the most basic 

information using isolated words or short formulae in familiar 

situations and to meet immediate needs.

无法达成有效沟通，只能在熟悉的语境下及为满足即时需求

时，使用孤立词语或短语表达最基础的信息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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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score
分数

Skill level
技能水平

Description
描述

1
Non-user
不懂英语

essentially has no ability to use the language beyond possibly a 

few isolated words.

只能说出几个孤立的单词，没有语言运用能力

0
Did not attempt 

the test
没有参加考试

No assessable information provided.

没有可供评估的信息

  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结合雅思口语考试的评分标准，从语音语调、基础语法、

重点词句等方面帮助考生打磨口语基础技能，提升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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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里我们讲到雅思口语考试评分的四个标准：流利度与连贯性、词汇多样性、

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发音。本章我们就分别从这四个维度来讲解提升口语基础技能的

训练方法。

1. 语音语调基础知识及训练

  口语是否地道不仅与每个单词的发音有关，还与单词的重音、句子的发音有关，后

两者甚至更加重要。如果重音出错就会闹笑话，就像“外国人”被说成“歪果仁”一样。

下面我们将从单词的发音、单词的重音和句子的发音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如何将发音的

瑕疵降到最少。

1) 单词的发音

  单词的发音通过音标来呈现。音标是记录音素的符号，是音素的标写符号。国际音

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缩写为 IPA），在 1888 年由国际语音协会（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的语言学家编制。

  国际音标共 48 个，包括 20 个元音和 28 个辅音，如下表所示：

类型 音标 +发音实例

元音

短元音
(7 个 )

[I] big [Ig] 大的 [R] want [wRnt] 想要

[e] next [nekst] 下一次 [J] full [Jl] 完整的

[A] happy [5AI] 高兴的 [E] around [E5rJnd] 在附近

[Q] color [5kQlE(r)] 颜色

长元音
(5 个 )

[:] unique [j:5n:k] 独特的 [:] rule [r:l] 规则

[:] last [l:st] 最后 [:] purse [:s] 钱包

[R:] ordinary [5R:dIn(E)rI] 普通的

Chapter 2   
口语基础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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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音标 +发音实例

元音
双元音
(8 个 )

[eI] face [eIs] 脸 [eE] air [eE(r)] 空气

[I] bike [Ik] 自行车 [JE] usual [5j:JEl] 通常的

[RI] toy [tRI] 玩具 [EJ] home [EJm] 家

[IE] idea [I5dIE] 主意 [J] out [Jt] 在外

辅音

清辅音
(11 个 )

[] paper [5eIE(r)] 纸 [W] throw [WrEJ] 投

[t] party [5:tI] 晚会 [s] society [sE5sIEtI] 社会

[k] class [kl:s] 班级 [F] wish [wIF] 祝福

[] feel [:l] 感觉 [] hill [Il] 小山

[tF] child [tFIld] 儿童 [tr] train [treIn] 列车

[ts] cats [kAts] 猫

浊辅音
(17 个 )

[] buy [I] 购买 [m] must [mQst] 必须

[d] daily [5deIlI] 每天的 [n] nice [nIs] 美好的

[g] go [gEJ] 走 [N] bring [rIN] 带来

[v] visit [5vIIt] 参观 [l] leave [l:v] 离开

[T] with [wIT] 随着 [r] read [r:d] 读

[] easy [5:I] 容易的 [j] youth [j:W] 青年

[] leisure [5leE] 闲暇 [w] win [wIn] 赢得

[d] orange [5RrInd] 橙子 [dr] draw [dr:] 绘画

[d] friends [rend] 朋友

2) 单词的重音

(1) 单音节词单独出现时一律重读，但因为只有一个音节，所以音标中一般都不加重音符号。

 例：go [gEJ] 去

   box [Rks] 盒子

(2) 双音节词一般重读第一个音节。

 例：brother [5rQTE] 兄弟

   letter [5letE] 信

 但也有一些例外，有少数双音节词的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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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hotel [EJ5tel] 旅馆

   police [E5l:s] 警察

(3) 多音节词一般重读倒数第三个音节。

 例：university [ju:nI5v:rsEtI] 大学

 但有些包含三个音节的多音节词也有重读第二个音节的情况。

 例：remember [rI5memE] 记住

   develop [dI5velE] 发展

(4) 常见的错误：

 ①重读了错误的音节。

 例：mistake [mI5steIk] 错误

   这个单词应重读第二个音节。

   democracy [dI5mRkrEsI] 民主

   这个单词应重读第二个音节。

 ②当出现相同词根的单词时，单词中的重音容易出现混淆。

 例：photograph [5EJtEgr:]

   photography [E5tRgrEI]

   photographic [EJtE5grAIk]
   这三个单词的重读音节均不相同。

3) 句子的发音

  读英语句子时，并不能毫无变化地读出每一个单词的发音。相邻单词之间有时候会

出现连读、重读与弱读现象，短语与短语之间也有一定的节奏与停顿，不同的语音语调

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句子的意思。下面我们从连读、弱读、重读、语调、停顿与节奏这

五个方面进行讲解。

(1) 连读

  英语连读是指人们在用英语交谈时，因相邻音素发音相近等情况将单词连着读的一

种现象。常见的连读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①辅音 + 元音连读

  如果句子中的前一个单词以辅音结尾，后一个单词以元音开头，那这两个单词就可

以连读。

  例：good ⌒ idea  [gJd ⌒ I5dIE] → [gJdI5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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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 ⌒ an ⌒ hour [: ⌒ En ⌒ 5JE] → [:E5nJE]

    I’m ⌒ afraid  [Im ⌒ E5reId] → [ImE5reId]

  辅音 + 元音连读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特殊辅音 +元音连读 发音规则 举例

-r/-re+ 元音

如果前一个词以 -r 或者 -re 结尾，

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这时的 r 或

re 要发 [r]，而且还要与后面的元

音拼起来连读

There ~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TeEr:(r)]

【练一练】 

1. Jane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2.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3. Not at all.

4. work out

5. Take it easy.

②元音 + 元音连读

  句子中前一个单词的结尾元音可以与后一个单词的开头元音连读，中间不用停顿。

如下表所示：

元音 +元音连读 发音规则 举例

元音 +[j]+ 元音

如果前一个词以元音 [:]、[I]、[eI]、[I]、

[I] 等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连

读时后一个词的元音前面要加轻微的

[j] 音

I am... [IjAm]

He is... [:jI]

... very easy [verIj:I]

元音 +[w]+ 元音

如果前一个词以元音 [u:]、[J]、[EJ]、

[J]等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

连读时后一个词的元音前面要加一个微

弱的 [w] 音

you only [j:wEJnlI]

to attend [tJwE5tend]
how about [JwE5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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