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周写成的 PTE 史上最长-万字经验
停下来，等等自己---Shwan

恭喜 Shwan 在 9 月 7 号取得听力 78,阅读 69,口语 76,写作 77,总分 74 的好成
绩！以下是她花了 2 周时间创作的史上最长 PTE 经验，文采斐然、感人肺腑。
想考 PTE 的同学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停下来，等等自己

飘洋过海，穿过人山人海

累了
停下来，等等自己

在路上，
有人骄傲过
有人平凡过
有人徘徊过
有人挣扎过
都是自己的模样

北岸，南岛
都是老地方

北岸的家
南岛的榻
漂泊的身
月亮落下又升起

忽明忽暗的声音
冥冥提醒自己
我要留在这里

有我自身的努力
给我爱的人
一份我能给予的安定

你的故事，
此刻，
讲到了哪？

感谢您打开这篇文章。正在读我的文章的朋友们，你们好。一些的你们可能刚
步入 PTE 的考试行列当中，一些的你们可能正在持续备考。我们很幸运不是
吗？赶上了好时候，在 PTE 的年代，我们可以放手雅思。PTE 考试是个公平并
伴随希望的考试。

在读每篇 PTE 经验分享时，或许跟大部分的你们一样，我渴望看到更多的经验
分享，急于快速阅览文章，快速匹配自己内心的想法，快速整合每篇文章中听
起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快速尝试每个方法。而往往就是这个‘快速’，很多
时候却让我们原地踏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开头就说 PTE，而是以一篇散文诗开头，说说我的
心情，缓缓你的心情。

我之所以写下这篇长篇心得，是因为来分享我的学习方法还有体会。我的要求
只有在 65，但是我之前的考试成绩是一直很稳定的保持在 50 几分，甚至还有
退步，但是在短短几周的时间，我突然成绩大幅度提升，有三科考到都非常接
近 79。我非常惊讶，但于此同时，我一点一点的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当
时一起并肩作战的你们。大部分的考试基本都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不同氛
围的压力下来开始备考。有同时在读书备考的，也有休学为了专心备考的；有
同时在工作备考的，也有辞了工作为了专心备考的等等，所有急不可耐的心情
是纵观最普遍的心理。然而最心浮气躁的时候，确是我们最应该心平气和的时
候；最焦躁难安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应该放慢脚步的时候。

思考是赋予人最大智慧的途径。以下问题大部分你一定都想过，考虑过。而
PTE 备考这焦头烂额的时刻是回顾这些问题最好的节点。

•
•
•
•

•
•
•
•
•
•

你为什么要考试？大部分基本是为了移民。
那么你为什么移民？移民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此时此刻你第一时间想
到了谁？为了他／她／他们／她们付出，你是不是觉得很值得？
备考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为什么选择痛苦？
今天你即使选择了痛苦，你也知道痛苦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一次考不
过，两次又没考过，三次，四次，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紧迫，
你做好准备坚持了吗？
我愿意承受痛苦，我愿意坚持，因为拿到身份后随之而来的好处是一连
串的。好的，那么你有学习计划了吗？
你坚持这个学习计划多久了？效果是怎么样的？
你越来越有信心了吗？如果有，你能列举出来几个单科里的单项有明显
的进步吗？
你在自学还是有老师帮你？
你自学每天多久？老师给你讲完课后你普遍在做什么？…
前面还可以延伸出很多问题，但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的真实水
平有多好？或者又多差？

在这里停一下，再重复以下这句话。‘思考是赋予人最大智慧的途径’。此时
此刻只有你自己读这篇文章，没有人给你测试，没有人对你的回答给你加分减
分。如果你自己不够好，基础不够扎实，接受自己，告诉自己，对，这是我的
弱项，我就是不够好，但是不久的一天我也可以考过，通过我的努力，有一天
我的弱项会变成我能拿得出手的筹码。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很棒，连 local 也夸
你的英语很棒，发音纯正好听，但是例如口语分数迟迟上不去。那么，放下自
己，放低自己，告诉自己，我一次次没考过就是自己不足够好，但是我不差，
或许轻视了自己的不足，或者备考方式不对，或者学习计划有漏洞，给我一点
时间，我向你证明我的实力。

那么，踏实下来，低调下来，被别人捧上去的夸词，自己放下来。从你平时一
些生活英语个别单词入手，例如你顺着一大串单词蒙混过关发出来音的单词，
local 也能听懂，但是你自己也知道这个单词确实是发错音了，却已形成习惯
的，记录下来（手机下载一个自已熟悉应用的文档 app 或者手写笔记本）。因
为往往就是这些单词在 PTE 机考中被机器匹配揪出来扣了分数。例如，
thousand, 单独读，没什么问题是不是？This graph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between 2003 and 2013. In 2005… after that… in 2008… 连起来快

一点说会不会/zend/ 的发音会无意识的变成了/dend/而就是这样我们不起眼根
本不是生词的词在口语考试中反复出现，影响了发音，影响了流利度，而这至
关重要的两点往往是口语评分重中之重的关键点。

下面来说说上面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之所以来写这篇经验分享，第一，是感
恩。第二，是学习计划。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想，感恩无非就是另一种方式
为文波教育做宣传而已；不是，如果我们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任
何的一种学习面前，没有捷径可言，也有太多的考试可以自学成才，但是 PTE
的初期学习阶段，我们需要师傅。

说说我个人的经历哈，有人考过 PTE 的跟我说，别学雅思了，考 PTE 吧，你学
过雅思了，PTE 直接裸考或者自己研究研究一考就过了。人家接触过，学过，
告诉你去裸考，你要真像我这么实惠真去裸考去了。呵呵呵呵：我带着十足的
信心，迈着轻松的步伐，在 PTE 考试注册处留下了甜美的笑容，现在回头想，
裸考，我当时笑的是那么的缺心眼儿。来来来，拿 PTE 口语举例哈，标题还没
看完呢，计时开始了，当计时开始时，我在思考，嗯，说点啥呢？屡屡思路要
说了，计时结束了，漂亮！

所以如果机器录到我说的部分，那么最多的一句估计就是感叹词，WHAT?! 我很
庆幸 PTE 机考只是录音，不是录像。我考完口语的第一感觉就是想把电脑前后
连的所有数据线全拔下来，你可能想问我为啥啊？我告诉你，闹心！考试结束
时按的 end exam. 我自动脑补成点的应该是 game over. 总结性的评价 PTE 裸
考，四个字，纯属虚构，或者两个字，扯淡。

如果你备考时间足够足够充裕，以及算好了几次没考过再继续备考的时间，我
并不反对你自己备考（但，这里说明一下，考试预约时间大不如以前，提前个
几天时间预约，基本不可能，现在好的考场至少提前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那
么再抛除你等待考试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如果跟班学，你现在在读书
还是工作？如果不是办了休学或者停了工作，那你还要均衡时间，是晚上学还
是周末学？这是个时间问题，如果你参加培训一定要和培训中心的前台老师
谈，她们会为你入培训简单做测试，测试后会按你的时间来安排适合你时间的
课程。PTE 的入门讲解会给你省出很多自我研究，自我摸索单项各个题的类型
和特点，包括解答思路。这一点上，成功确实是可以复制的。听说读写，加起
来一共 21 个题型，并且全会考到，如果自己一个一个题型摸索，再练习，在找
经验，时间不定，而这些摸索的信息，老师一节课的时间就会清晰的对比和剖
析完。

时间上的安排与摸索的过程讲完了，下面来说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师傅领进
门。不论你是经济条件允许，学习 VIP 私人定制班，还是要学习气氛跟小班培
训，教师对你的影响是对你备考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 VIP，你可以选老
师，也可以通过学校跟你安排。你如果跟班，班级会自排老师。无论自选还是
自排，上课固然重要，这就是以上提到的师傅领进门的重要因素，但是课下同
样重要，就是下一步修行在个人－之学习计划。这两个环节是紧扣的。每个老
师的教学方式不一样，每个学生的基础和学习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
尽快锁定哪位老师最适合你，然后课后给老师发口语语音，发写作文章，做定
时回馈和评语。几个月的备考时间，我只能说我太幸运，我一个学生却接受到
了文波培训中心大半个团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面我来一一介绍这些传奇老
师，一个比一个抢手，所以盯准哪只，赶紧去抱大腿。来，瞧一瞧，看一看啦
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文波老师，或人称陆老师。墨尔本悉尼文波雅思 PTE 的创始人（这句应该是废
话，听名不就知道了嘛。但是这普遍是介绍老大的第一句话，所以得加上）。

他是我见过的学者里最成功的商人。他有着领导者的风范，又不脱学者的气
质。他即有商人的敏捷思维和管理团队的亲和，又有为人师表的谦卑和虔心教
学的信仰。这个热爱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才，可以一直坐着阅读钻研到颈椎疼。
北大复试的失利没有打败他夯实的意念，却让他更加奋起，走入人生更高的一
个巅峰。他找到了自己的专长，追随了自己的不久未来的创业梦，一路越走越
远，路越走越宽。听他给我讲述他起起伏伏的人生，我想到一句话，上帝给你
关一扇窗，却会为你开一扇门。在澳洲的华人圈子，墨尔本悉尼文波 PTE 的文
波老师是个难得的人才，一面的他低调做人，另一面的他高调做事。墨尔本悉
尼庆幸有他带领团队开创文波雅思 PTE，在我们移民的道路上有地方让我们愿
意信任，让我们有人愿意追随。如果说文波雅思是一个培训机构，或者商业机
构，那么我更愿意接受它是一个育人的学校。文波老师作为管理者，有时我看
到他处理繁琐的事宜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接电话，有时候我看到他把手边资料
全部推开，聆听每个来找他的学生的困惑，悉心指导，计划学习方案，有时候
我看到他急忙的吃掉自己的午饭，然后慢慢稳稳的为学生录网课。自己的事情
总是那么急，然而学生的事他却放慢脚步，慢慢讲解，仔细分析。有一次我去
找他，他当天没有抽出来空，第二天他跑过来，过来就是道歉，‘对不起对不
起，实在不好意思，昨天我真的没有抽出来时间，但是我一直记着你有问题问
我，快跟我讲讲你现在学到哪了？什么感觉？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我们老师
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有哪方面欠缺？来给我读一段这个我听听你的
进步。。。。。。。’作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学员，您这么上心思，如
果考不过我真的都没理由过来见您，怎么交代？感恩有你，感恩有你带领的团
队，感恩有你精心设计详尽的培训课程，感恩有你制定的学习方案，感恩有你
的尽职尽责，更感恩有你在我考试遇到挫折时的不放弃。 文波老师，这个走到
哪里都带着光环和正能量的人，谢谢有你。

S 老师。S 是墨尔本悉尼文波雅思 PTE 团队里的负责人。在小班培训后期的两门
课，阅读和写作是 S 老师带的班。他课后修改批注写作文章，及时给我们回
馈，专项的指出问题所在，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自我摸索的去发现错误。英
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是很神奇的，自己的错误很难发现，原地踏步，重复错
误，所以学习的过程到进步的这个空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需要有经验的
师长，定位我们的错误信息，我们的错误概念，指出改正的方法，避免一叶障
目，而 S 老师就是这个具有慧眼的人。

说到 PTE 的负责人，目前在墨尔本悉尼文波雅思培训中心的好几位在职 PTE 老
师都是 S 老师培训带出来的。满墙满窗贴的通过考试的成绩单，S 老师可以讲
出大部分学生的经历。每个成绩单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印刻
着我们的自强，我们的独立，还有我们的不弃。大部分的我们，家庭没有足够
实力做投资移民，大部分的我们没有亲属在这边做加分移民，大部分的我们是
独立技术移民，靠我们自己实力留下来的，都是人才，而这拼往人才的路上，
有 S 老师指导其他老师修改，更新教学方案，不断提升课程，来完善我们的
梦。我们是冲在前线的人，S 老师和其他老师就是我们前线人后的军师。

他是个平时话很少，非常安静的人，冷冷的酷，静静的思考一些事，但笑起来
却可以带动你一起微笑的人。他安静下来的时候或许都不知道跟你说点什么，
但是如果你把 PTE 的问题抛给他，你写完的文章发给他，你一定会觉得踏实，
因为他在 PTE 考试面前回答你的问题，可以讲起来给你直接来个 VIP 的等同时
间。在这个时候你只会担心，记录的不够快，因为都是浓缩出来的精华。S 老
师讲课不会滔滔不绝的讲，他会在适时的时候停顿下来供你思考，一个优秀的
老师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演讲者，S 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逻辑思维超
强，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英语考试中遇到的疑难杂症，他会安静的听你说，
看你写，然后几句话总结性的点播出你自己都说不好的漏洞和自己都总结不出
的问题，然后通过他丰富的经验给你制定学习计划，跟你分享适合你的学习资
料和学习网站，然后告诉你多久和如何与他沟通，他更好的给你回馈。简单来
举例，describe image 一直在我这里是硬伤，越说越紧张，越紧张气越喘不过
来，越喘不上来气越卡，说图没规律，重复说一个图可能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看着 1986 可能读成 1989. 等等各种问题，还有横轴纵轴信息还没说完善呢，
时间到了，最后一句话刚说时间到了，是个不完整的句子，等等，在我们眼里
最难的 describe image 题型，他几句话，把每个图的特点一说，当时听完嗯，
我理解也是这样的，但是还是说不好，可是当你再拿起图练的时候，就突然开
窍了似的。

S 老师讲话，他的安静会给你的心带动很多宁静和很多信心，原来 PTE 并没有
那么复杂。如果你是性子比较急的人，你或许比较适合跟 S 老师学习，因为他
会把你稳下来。

R 老师. 我的 VIP 老师。 在越往后时间越紧迫的情况下，还是没考过，我开始
抓狂了。这个时候跟墨尔本悉尼的文波老师谈了一次，那时候已经有点灰心
了。墨尔本悉尼文波老师把 R 老师安排给我单独带我几节课。 文波老师跟我说
她的通过率非常高。刚跟 R 老师见面的第一次，她刚刚给学生们上完网课。为
了多给我讲一会，我跟她说别着急，她还是急急忙忙吃完饭就过来跟我聊了很
多，把我的基础和情况完全摸透然后开始量身定做适合我的学习方法和温习回
顾的方法。刚跟 R 老师学习的时候我刚刚经历了上一次考试的失败，越来越灰
心，经常失眠，所以记忆力也下降，整个人免疫力低下，情绪萎靡不振，因为
我最初计划的备考和考过的日期马上到了，但迟迟没有考过，会耽误签证以及
大学一系列的事情。所以 R 老师在我所有情况最糟的时候，接手，带过来，与
其说她教我 PTE，我更要感激她的是，不停的给我微信留言，打电话给我，见
面 VIP，鼓励我，激励我，陪着我，不放弃的陪我度了过来。

在上课期间我还崩溃哭过，在我心里早已认定她为朋友，由衷的信任和感激还
有钦佩。这个漂亮有气质的姑娘，同时打几份工在澳洲拼搏，踏实，脚踏实
地，稳重又成熟。她告诉我澳洲是个只要你努力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留下来
的国家，别人可以你也可以。每个人都在面临着不同的压力，眼前的这个坎儿
过去了，你就可以实现下面的好多梦想，不哭了，来，我们继续上课。

这个可以让我慧心笑的人是我的 VIP 老师，单独带着我，一个小点，一个小细
节的给我补充，给我纠错。第一节的 VIP 课只讲了 read aloud. 这个我认为最
简单最没技术含量的题型。但是 R 老师给我上完第一节课后，我发现了好多丢
分点，我们以为断句的地方未必就是断句的地方，机器认为你不需要断句，你
断了，丢分，机器认为你这呼吸不需要太重的地方，你换了口气，丢分，这里
重音你没注意，那里轻音你没注意，丢分，不止丢了口语分，还丢了阅读分，
这无所谓，那无所谓，这丢点，那丢点，考试没过，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姑娘，给我上完课，都已天黑，互相提醒对方注意安全，便离开了。这么
优秀的一个人依旧努力向上拼搏着，我又有什么理由停滞不前。从开始的觉得
对考试的烦躁，对考试的抵触，到后来的觉得我需要静下心了，再到后来的觉
得 PTE 也没有想像那么难，到后来的对 PTE 慢慢感兴趣，到后来期待她给我发

新的图形，我马上回复说给她听，再等待她的评价，这一路如果说是备考的变
化，不如说是心理的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在细节上犯错丢分的人，如果你
是稍微怠惰需要有人时刻督促学习的人，R 老师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足以让
你成为下一个通过率百分之百的学生。

T 老师。我的词汇语法老师。15 年新东方的教职经验的他，讲起课来游刃有
余。听他讲课如武林高手在发功，随时等待接招，并且要狂记笔记。我们所有
人认为学习语言中最枯燥乏味的背单词和记语法，在他的课上可以欢声一片。
在这里我想悄悄的问文波老师一句话，您是怎么把这么多的人才一起聚集起来
的呢？

我们印象中的语法老师是带着沉重的金边眼睛，眼镜卡在鼻子中部，低头，挤
出双下巴，挂着八字眉，拧出抬头纹，瞪着眼睛，用厚重的语法书敲打书桌，
看着下面昏昏欲睡的学生，呐喊，醒醒醒醒，别睡了！！再睡罚抄语法书，
好，定语从句。。。。。。。又一片睡过去了。以后要想损谁，不用多说，我
看你非常亲切，因为你特别像我的语法老师，为啥啊？因为看见你就可以安心
的睡过去了。

但是 T 是个例外，他讲课自带诙谐，突然冒出来那么一句话都能让人乐岔气。T
老师总结的很确切：我们都知道语法是语言中重中之重的着重点，好几个重就
是为了强调，语法是为了让语言能够让人理解，能够通顺，更是让语言表述升
华的重要因素，一个人英语好的基础在于语法好，并且语法学扎实后便可以扔
掉，所谓扔掉就是已经吸收了精华，可以学以致用，可以举一反三，那个时候
的扔其实就已经成为自己的东西了。T 老师说，上完他的语法课，可以把之前
学英语语法没整明白的都整明白，这次学完他的语法课，就不用再学一遍语法
了。我们听完都带着怀疑的态度开始跟他上课了，我们并不是不相信他，而是
不相信自己真能把这么拧巴的英语语法给一次学明白了？上完第一节语法课，
就安心了，他说的对，原来英语语法没什么复杂的，很多东西我们也其实已经
印到骨子里了，然而让我们心慌的往往肯定是初中和高中没学明白的地方，这
些没学明白的地方就是英语写作中举一反三的加分点，和避免被扣分的点。

PTE 考试中，专门有一项是语法分。这一项是直接影响四项总分数的。听力，
如果语法不好，不好辨别转折句，从句等，一听一略就过了，答案没听出来，
丢分了。写作，每个句子都是语法穿起来的，语法不好，怎么考过？阅读，语
法不好，反复读，重复读，还没读明白，这文章讲啥呢？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最后导致没做完题。口语，尽管 PTE 中没有明确标明语法的分数，但是你语法
顺的话，说的时候就会少卡，省去了想的时间，不卡自然分数就上去了。

相比雅思，PTE 的写作要简单的多，所以学完语法更会觉得突飞猛进的同时一
箭四雕。举个例子，你想写，我胃疼。在 PTE 中你顶多加点修饰就说呗，我昨
天怎么怎么滴了，然后胃疼。不过要是在雅思写作中，那你就写吧：就是在那
我不愿意回想起让人痛恨让人煎熬的昨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电闪雷鸣狂
风大作，顶着吹着不定向的风，颤抖并且冻的发白的手中使出吃奶的劲儿握着
一角被刮破的印着小黄鸭的六角形的雨伞艰难的前行，此时此刻一种撕裂而又
让人担心的疼痛让人打着寒战，冷风从身体后面窜入体内，穿过肝脏扭曲的钻
向胸往下，膀胱往上的地方，最后终于回到白天忘记关窗户的阴暗潮湿的房间
各处按压身体的部分，发现我胃疼 。（T 老师要是看到我把写作写成这样，他
不能跟我发飙吧？）是吧？语法很重要。但是 PTE 至少不会这么折磨你。我学
完 T 老师的语法课，有几次的考试中语法从之前的 60 多分冲到满分，写作分也
随之提了很多，其实 PTE 是综合评分，单科分数的提高也会随之提升其他科目
分数的。

再说 T 老师的词汇课。上完他课才知道原来英语单词很多是来源于拉丁语和法
语，T 老师多才多艺啊，他还会说法语。所以很多究其大部分词汇的词源他都
能给我们讲出很多出处，来源，和引伸，有的时候他会通过一个单词，回到词
源，通过词源给我们延伸十几个写作和阅读词汇，这样很有趣也会把最棘手的
背单词的过程中变得简单。除了拓展，他还会教我们在要求词汇量很大的 PTE
阅读考试中猜词。例如之前讲到，又是前缀，又是单词 － avian, aviary 都
是跟鸟和飞行有关，前者是鸟的，鸟类的；后者是鸟笼或者鸟类饲养场。再来
一个后缀，tor 代表什么人， 或者什么职业的男人，再有 tress 代表什么职业
的女人。aviator 和 aviatress, 认识单词的知道是男飞行员和女飞行员，像
我之前不知道的猜词也是很成功的：公鸟和母鸟。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嘛。所以
如果词汇量少的同学，我强烈推荐参加词汇班，还有阅读速度慢，理解句子意
思慢的同学我也非常建议学习语法，把基础打劳，考试考的很多也是一个心
态，学完了自己心里有了底气，考试上战场自然士气就不一样。

M 老师。M 老师是我小班培训的口语老师。他目前已经被调到了墨尔本悉尼文波
雅思的悉尼校区了。这是悉尼考生的福音。M 老师在他离开去悉尼之前，课上
课下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和辅导。我看到很多考生考过后写下了很多感言，
有很多关于 M 老师。很多给他的留言都是速回。一个把全身心投入到 PTE 事业
当中的人。每次见到他，M 会鼓励我们向他问不同的问题，一方面供他思考，
综合不同考生的问题从而帮助到更多的考生，另一方面为我们个人的不足考虑
周全，给我们建议。我记得他最多的问题就是，有什么问题不？最近学习备考
怎么样，哪个地方有需要帮忙的不？要是突然想起来有问题，马上联系我，我
帮你分析。如果说是老师，可能正常大部分的心里就是上完了一大节课坐下来
休息一下，在哪个房间待一会，但是 M 老师只要闲下来会到处走，所以很少看

到他闲着，这是我们经常在学校自习学生的额外福利，随时都能逮到他，然后
问问题，最后可能都变成小组讨论了。

当时记得上口语课，为了更好的让我们理解解题思路和老师的答题方法，放
retell lecture 的录音时，我们在笔记上记，他在白板上记。我们大部分人记
得急，要么记得特多，计时开始要说时发现自己笔记看不懂了；要么记得特
少，说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要么记了很多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要说的时候串
起来发现没有逻辑关系，没有总结出文章的意思。M 老师会分为几大块的分开
来记，有逻辑关系，有符号也有单词。看完他记的笔记，我们可能这篇学术文
章没太听懂也能在 40 秒中复述的很确切，又很少卡来卡去，嗯啊呃的丢流利度
的分数。M 老师在墨尔本给我们考生留下了一片彩虹，文波老师把你派到悉尼
他一定会特别踏实，也是悉尼考生的福气，谢谢你曾在墨尔本带着我们一起做
题，细心指导的日子，墨尔本校区的教室一直有你的身影，也希望你在悉尼校
区扩展另一片彩虹。

J 老师。J 老师是我小班课上的听力老师。她是莫那什大学的在读博士。我喜欢
她的发音，听着让人舒服，听着让人很容易的 make sense，听着让人深切的想
模仿。闭上眼睛听她说英语就感觉是 local. 她的敏捷的思维和语速是同步
的。上 J 老师的课，学生是轻松的，她是最辛苦的那个，非常大的信息量，我
也同时佩服她的肺活量。上 J 老师的课不担心有 PTE 的重要考点被遗漏，只有
担心自己记得速度不够快。上 J 美女的课的一节课后，是一种听着过瘾，听着
上瘾的感觉，原来单调的英语考试，可以给人强烈的兴趣，迫切的想学到更
多。 课后在微信上和在学校自习时间，J 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问一个
小问题，她会给我连续回复很多，还会给我特意留语音来示范加上讲解。课余
时间会看到她自己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安静的在文波官网上的 describe image 为
考生们录示范答案。

J 老师，思维敏捷，反应快，课上信息量大，她的语速相对来说会提升，但是
你完全不用担心会没有时间思考，因为她会边演示，边讲解，带着问题听讲，
并且在下一步你在课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感觉，课上的过瘾，听着有劲，
也为备考的信心犹然增加了很多。

其他管理层的精英：
墨尔本悉尼文波雅思 PTE 的官网有大量的学习资料，随时更新，随时添加，随
时升级，随时修改。不夸张的说，史上最全的 PTE 和雅思备考资料在这里应有
尽有，无论在任何地区，国内国外，都是备考考生的最大福利资源，这都是 JW

的功劳，网站的设计和内容，不止需要深度了解考试，亲身体验过考生，还需
要专业的 IT 背景，这些功底在 JW 老师身上逐一可见。

在科技互联网的时代，大量的信息涌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随时 google, baidu
可以查阅各种信息，然而相反的一面，我们快速浏览有用的资源后，习惯性的
点击收藏，待有空了再回来光顾，然而这个‘等有时间的’，‘等有空的’却
让收藏越久的信息越销声匿迹，其实与其说信息量的时代给我们提供更多更便
捷的资源，不如说我们瓢起的大部分只是浮在表面的碎片，并非是整合而深入
的信息。我想说的是对于 PTE 的学习大量资源，映入眼帘的多重学习网站里的
精华，都一分一层的被 JW 老师剪辑，塞选，为考生选出不同 level 不同科目的
备考资料。在我们眼前的是站在讲台专心研课授教的老师们，在幕后的他们，
在虔心的默默付出。

在整个培训机构，我遇到的老师和所有同学都是英音或者澳音，我却是改不过
来，成型的美音，很庆幸遇到 JW 老师, 他是一口纯正的北美口音。PTE 是美国
考试，美音有传言说对口语考试来说会比较吃香，然而我的口语还是上不去。
JW 就我的发音，反复录，反复听，跟我一起练习，再示范给我听，回来我再
说，他再听我的发音，发现原来我有严重的美音拖音，美音吞音甚至美音口语
的断音，正常说话没问题，或许还很亲民，可是机器并不觉得亲切，就把分数
一分一分的都残忍的扣下去了。 例如就 that 简单一词口语中特别常用，我单
独说没有问题，连在句子里慢慢说也没有问题，一到 retell lecture,
describe image，需要提升语速和语言中自然组句的时候，我就把 that 吞的
发音跟美国黑人说唱似的。JW 老师非常尖锐的发现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重复的
问题，改掉后，口语分数自然就提了上来。墨尔本悉尼文波培训学校卧虎藏龙
啊，JW 是我见过最有语言天赋的人，他不止说着一口漂亮的美音，还可以秒变
纯正的印度音，那印度英语，让人过耳难忘，相当悦耳，相当咖喱。

前台的咨询专家顾问还有 W，Marketing 背景出身的他，只是在机构里做咨询，
轻轻松松也拿下雅思中的写作 8 分。 我有在备考期间打电话求助，正好是 W 接
的电话，文波培训机构的闪光点在于，在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随便逮住一
个，都可以以他个人的高分背景给你提出独到的见解。W 给我讲了很多他之前
备考的方式用来提分的独家秘籍，例如我们练习写作或许就是一遍一遍的练习
不同的标题去写文章，返回来读自己文章的时候却发现，千篇一律的重复词
汇，重复句式，甚至于重复的错误，可是如果挑选几篇，就一篇的满分文章，
把句型，句式，句子，单词通篇背几个，考试再自由发挥的时候，一下子会出
现很多灵感，很多丰富的语言甚至高频词汇。我按照他教我的做了，我受益
了，所以我要分享给阅读文章的你们。学习没有捷径，学到了考到了，自己幸
福别人羡慕，而这些经验都是像拿到 8 分的 W 一样通过自己的百样备考方式的

成功案例后分享给我们的，如果说学习有捷径，复制别人的成功应该就是最大
的捷径了。

最后我要感谢 SX 老师. 在我成绩没过的时候，SX 在办公室里努力帮我分析成
绩单的分数和对比单科的分数对总分数的影响以及可以提高的方面和针对的策
略。SX 也在我备考期间，在老师课时紧张的情况下努力帮我排课，以在我下一
次考试前能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并且在文波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时刻看到
激动人心的捷报，成绩单和经验分享，还有网上剖析 PTE 很多也是 SX 默默添加
上去的，是侧面或正面对我们考生视觉上的一个极大激励。备考期间，墨尔本
悉尼文波微信平台是我最为关注的，每天看考过的数字一个一个的往上加，我
不停的暗示自己，下一个数字就是我。

上一大部分说完师傅领进门的师傅的重要性，其实对于 PTE 考试已成功大半，
因为当你把自己全面诚恳的曝光给有经验的师资团队时，剩下的只是按部就班
的学习和持续前进，免去了弯路，免去了摸索，节省了时间，复制粘贴了别人
的成功。下面一部分我要说的是占分数重的单科和整合的学习计划－修行在个
人。

Read aloud
每天至少 40 分钟至一个小时时间。并且应该在每天开始学习 pte 的第一步。
放在第一步，第一的目的是开嗓，为接下来的预习做好准备；第二，练习和熟
悉语感。随着考试前的备考方案是：1. 墨尔本悉尼文波官网上首要练习，考试
前必须全部 read aloud 读完两遍；长的在大概控制在 23 秒之内读完，当你读
完两遍所有练习，整个的语速，吞音，重音，轻音等小遐思会迎刃而解。2. 墨
尔本悉尼文波官网读完两遍之后，如果备考还有时间，建议读一些篇幅比考试
要长的，在备考期间加以挑战，考试的时候首先不紧张，其次会把自己的大部
分实力发挥出来。这里引用 W 老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有多少人能在考试时超
长发挥呢？又有多少人能在考试中 100%发挥出自己实力呢？预习的再好，临考
能发挥出百分之七八十就是很不错的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所以备考难度给
自己提升了几个点后，考试时会发挥的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几周内，我单科突
升了 10 分至 20 分的成绩。3. 刚开始你会觉得以前可能读一条可能得重复个五
六遍才能不卡，练个五六条就想换个题型了，因为已经差不多半小时 40 分钟
了，那么当你读完文波网站后，你会觉得基本卡的越来越少，基本一条一个直
接过。这个时候，到百度网下载老托 93 篇，开始通篇读这个，尽量每篇的卡或
者停顿控制在 3 个以内。在墨尔本悉尼文波网站练完的基础上，老托 93 篇，每
天 5 篇。考试前三天再通读一遍文波官网的，此时的你一定信心倍增。

对于不在学校学习的同学，我建议自己到 office work 买考试的耳机。然后练
口语的时候都带上耳机。直接到 google 打开 online voice recorder， 随时
录完一段随时听自己回放，然后调节麦克风的高度低度和远近，一直到不喷
埋，语音正常，无需高音过度纠词，以影响发音和流利度分数。

Repeat Sentence
在这里引用 S 老师的一句话，repeat sentence 可以通过量变来改变质变。非
常贴切的一句话。并且简单看似不起眼的一个题型，当你把该做的‘量’做好
了，‘质’的分数会让你大吃一惊，提的不止是你口语的分数，还有听力的分
数大幅度提升。这部分的练习，根据 S 老师的建议和我亲身备考经历，我推荐
网站－考满分。点击左上角 TOEFL, 然后点击练习，在听力选下下，点击老托
93 篇，页面一共 9 页。每页平均 10 个，每个打开里面的句子数量不定，只选
择 6.5 秒以下的做练习即可。听完每个句子后，你可以点击屏幕上的‘显示原
文’，刚开始的很虐心，所以尽量别听完没听出来就点击显示原文，多听几
遍，最后再对照原文。93 篇 6.5 秒以下的句子，我一共练习了两遍。用时每天
大概 40 分钟至一小时。再强调一遍，这个题型练习的时候很虐心，但是此刻不
虐，就等成绩虐自己，此刻用练习题虐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虐考试。

Describe image
很多考生折在这里。之前的我也不例外。你是不是说每一个图的说法都不一
样？你是不是看每个图的思路总有变化？你是不是说图没有规律，这说一句，
那说一句？你是不是总感觉时间不够用说不完？你是不是总嗯啊的想？跟 S 老
师和我的 VIP 老师 R 老师谈完, 我发现我以上的困惑和纠结都是多余的。每个
类型图都有其考点和特点。举个例子：线性图：我当时一下开窍了之后，从之
前卡的自己听自己回放都恶心，到后来要是突然卡一下都觉得奇怪。线形图，
横轴，纵轴，上升，下降，波动，保持。1. This graph is about (读标题).
2. The graph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 between …年－…年. 3.
According to the graph, 如果说上升，读数，从哪升到哪，哪年到哪年。如
果下降一样。如果平缓也一样。如果波动也是一样的。覆盖几个特别的信息
点，说完马上点 next. 1. 考试前我把墨尔本悉尼文波官网的图说完两遍。 2.
自己找的 describe image 图说完两遍，备考对于这一题型就足够用了。从每天
的 5 个图，练熟后到每天的 20 个图。每天用时大概 30-40 分钟。

Retell lecture

如果你想轻装上阵，那就拿老托 93 篇练，就在墨尔本悉尼文波官网上。如果你
想考试如鱼得水，拿科学 60 秒练。如果你拿老托 93 篇练，第一遍边听边记
录，然后直接复述；第二遍，别看原稿，仔细听，听刚才遗漏的信息点，补充
笔记，大概练习到 10 篇左右，你就能找到自身的疏漏点或者笔记的欠缺之处；
第三遍，边看原稿边听，最后定位没听出来的生词，或者没理解的地方，例如
从句把你绕的对句子的理解有误的地方；最后一遍，边听边跟读，此刻带上耳
机。但是如果你拿虐心虐脑的科学 60 秒练，每天只练 5 篇就能把我练恶心，但
是回头再听老托 93 篇时，就感觉从博士英语降到初中英语，考试的时候就不紧
张。如果拿科学 60 秒练习，听一遍，边听边记笔记，然后直接复述，之后边看
原稿边听，没有完全必要跟读，也没有必要全明白，因为是高等学术。是很折
磨人，但是折磨过后再看考试类型的难度时，突然感觉什么都听懂了。你可以
先试一个礼拜的疗程，别看广告，看疗效。

Answer short question.
考试前一天或者考试当天在去往考场的路上，把墨尔本悉尼文波培训中心给的
题库，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题型是短期记忆。如果你这次考试没过，下次考
试前，对于这个题型也可以这么预习。

Summarize written text
这个题型我备考没有练习过。因为 PTE 的写作评分很公平，跟雅思不一样，它
不压分，所以我把大部分的练习时间放到了口语和其他综合的科目中争分。所
谓的这个题型的练习我只在小班培训课上练习了。把老师讲的精髓录入到脑海
里，考试直接上了。只要考试看好右上角的时间，留出至少一分半的时间检查
语法和拼写，还有左下角的字数限制，别超字数了。

Write essay.
对于写作基础不是特别扎实的同学，我的建议是，墨尔本悉尼文波培训在你刚
开始入班的时候给你发了很多学习资料。这个写作的题库资料非常重要，因为
你遇到的考题基本都在题库里。但是很多同学说不代表我知道标题就能写好
啊。是的，所以，练习不是通篇的练习，题库几十道的标题，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修改，即使都写了，都修改了，也未必都能记住所
有的错误，也未必能避免所有的错误再犯。在这里，我建议把所有的 topic，
通过你自己的思维方式用 dot points 的形式每个 topic 都尽量写出来正反面，
每个点给出两方面。自己想不出的输入关键字，上 google 查询，你会觉得网上
有些 idea 让你豁然开朗，这不止是一个很好的备考方式，也是借着备考机会扩
散自己逻辑思维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看了标题想也不

想，直接上网查询 idea 记录下来，不通过思考的学习，自己无法记得住，所以
考试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跟之前的水平相比是在原地溜达，所以要自己 think
hard, practice hard 之后再寻求网络上的各种答案充实和填补想不到的点。

Reading
阅读的各种，我浓缩为一句话。背单词。阅读是我的最弱项，好几次卡也是栽
在阅读上，但是一个月我提高了 10 分。我的最接地气的练习方法就是背单词，
读扇贝新闻。背单词是个苦差事，也是个无聊的工作，每天把人背的困滴啊，
well， 困了累了喝香飘飘奶茶啊，要是背单词背上火了喝王老吉啊。我背单词
的方法刚开始是背词根，然后词缀，然后理解意思，再到后来的边背边写，好
功夫不如烂笔头嘛，可是这个背的方法尽管比之前单纯的背，效果好了很多，
但是感觉还是欠了点火候。最后，我快速背单词的方法，加上快速记忆，并且
很少遗忘的方法是：背例句。估计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要疯？！单词背的都要
死要活的还背句子？这不是没走稳就要跑吗？我从四级入手，墨尔本悉尼文波
给提供的预习资料的词汇书里一般都是有例句的－词以类记。当你把例句背下
来后，天空飘过几个字，单词都不是事儿。原因是当你看到这个生词的时候你
会想到例句中描述那个场景，单词记住了，还记住了单词的应用方式。四级单
词很多是生活用语，当然也有通常用的一些学术用语，对于生活在英语的国
家，也是更好的语言上的应用和本地生活的融入。背完四级（四级要适时加快
速度一些），四级背完后直接背六级。根据世界上畅销的书目，最强记忆法，
最好的最少遗忘的记忆方法是每天背新单词前要回顾至少前三天背过的单词。
第二天回顾第一天的，第三天回顾第一二天的，依此类推。

Listening
Listening 没有太多可言，因为当你把前几项都做好规划，Listening 是同时
提升的。分数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比以前提升了很大的程度。很多练习是与口语
同步的，例如大部分题型：summarize spoken text, filling in the blanks,
select missing words, highlight incorrect words, write from
dictation. 这里强调说一下 write from dictation，因为得分点和扣分点都
很重，这个题型我没有练过，之前考试很没有底气，但是背完了单词，练过了
repeat sentence, 并且考试前一天把题库里的 write from dictation 全听完
并只练习写了大概 10 个句子，考试的时候心情显然放松了很多。

在我的文章中，大部分的文字都在教师的部分。后者学习的部分只是学习计划
的细节还有就是坚持，但是教师的角色尤其在 PTE 考试中必不可少，这个老师
不止是培训老师，更多的是在人生转折点中的这个为你人生点播的师傅。大部
分的我们考试是为了留下来，留下来就是生活中一个英语的国家，何不借此移

民考试的机会，自己亲手为自己的人生转弯，在转入人生的下一个巅峰期之
前，好好扎实英语，而这些老师们，就是我们转弯此刻的领路人。

感恩在雅思托福的年代我们遇到了 PTE
感恩在我们追梦的路上遇到他们
感恩在我们梦想实现的昨天有他们的参与

越努力越幸运
执着的人
都有一双隐形翅膀
只是
记得
不要在半路返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