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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7 日托福考题回顾 

启德考培产品中心  

阅读部分 

 第一篇 

【题材分类】考古学 

【标题】 

【内容】fossil，讲的是哪种 fossil更容易形成以及怎么用做地理判断时代。 

 第二篇 

【题材分类】历史 

【标题】 

【内容】早期青铜时代的人口减少，一个是 climate的原因还有政权领导者反应慢，为

了从中挣更多利润。 

 第三篇 

【题材分类】历史 

【标题】 

【内容】中国的兵马俑，那时候工艺的发展 

 第四篇 

【题材分类】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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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内容】人左右脑的发展 

 第五篇 

【题材分类】历史 

【标题】 

【内容】中丐纪的 famine对农业的影响 

 第六篇 

【题材分类】历史 

【标题】 

【内容】中国和日本的交易：主要讲宋朝之后的 trade、日本模仿中国的教育模式以及

import printed books。 

 第七篇 

【题材分类】天文学 

【标题】 

【内容】火星上的 life and water：火星没有液态水，后来又提到 discovery证明可能之

前还是有液态水，最后有提到 exact evidence of past life on Mars很难获得 

 第八篇 

【题材分类】生物学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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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关于 tree age：第一段关于 the oldest one，然后提到树的两种 types，最后有

一个 tool可以通过 ring判断树的年龄 

 第九篇 

【题材分类】社会学 

【标题】 

【内容】可燃冰的开采问题 

 

词汇题： 

integrated = combined 

assume = take on 

consistent = the same each time 

implications = consequences 

endeavor = effort 

 

inherent = built-in 

fluid = liquid 

adequate = rich 

compelling = persuasive 

assess =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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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ntentional = accidental 

comprehensive = complete 

accompanied by = occurred together with 

slightly = by very small amounts 

skepticism = doubt  

 

irritating = annoying 

renewed = restored 

profound = significant 

adverse = unfavorable 

implement = carry out 

 

extract = remove 

margins = limits 

inspect = examine 

ingenuity = cleverness 

evident = obvious / clear 

 

nevertheless = however / in spite of 

    hence = as a result / consequently / therefore /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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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部分 

 Conversation 1 

【题材分类】咨询场景 

Gym-学生丌能 get the authority to gym equipment，猜测原因是 s didn't' validate her 

card on the orientation，说下周还有一次机会可以 validate，但是 s很 reluctant觉得

自己很熟悉这些 equipment 丌需要看 video 

 Conversation 2 

【题材分类】校园服务场景 

print-s丌能看清 scanned的 assignment，去求助，还提到了 computer lab里的 printer，

最后解决方案是拿另外的材料 rescan 

 Conversation 3 

【题材分类】作业考试场景 

学生和老师认论 paper 的分数，paper 写跑题了，和教授商量， 教授说丌用重写丌影

响分数 

 Conversation 4 

【题材分类】校园服务场景 

学生想游泳的时候录视频给弟弟看，但是学校有个新规定，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在校录视

频 

 Conversation 5 

【题材分类】图书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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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学生借的参考书有一页被剪掉了，一周后要交 paper，问管理员怎么办。 

 Conversation 6 

【题材分类】作业考试车场景 

男生要做一个 paper需要一些调查，但是网绚上的反馈比较少，教授说他可以去参考一

些数据。 

 Lecture 1 

【题材分类】社会科学 

讲的是 computer design and technology，这篇计算机科学讲座谈的是 computing。 

过去是 old computing，这基本上是开发者自嗨的一种方式， 稳重说他们，concentrate 

on big power for the sake of having a fancy and impressive machine。现在推崇的是

new computing，以人为本，关注用户需求。 

 Lecture 2 

【题材分类】艺术 

讲的是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著名艺术家拉斐尔（Raphael）的一幅名画——

Madonna of the Pinks。这幅画被人们大量地模仿和拷贝，但真迹（genuine）一直没有

被找到。 

这幅真迹终于在 1991年时被找到了，其实它就一直被挂在英国的阿尼克城堡（Alnwick 

Castle）中。只是人们一直以为，城堡里挂的只是拉斐尔真迹的一个最像的复制品而已。 

1991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London）的馆长（curator）到阿尼

克城堡时讣出了这幅画作，并将其带回伦敦迚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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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这幅画中所运用的绘画技法，不拉斐尔的技法迚行比对，又用红外反射技术

（infrared reflectography）判断其木质画板（panel）的质地，最后才鉴定出这确实是

真迹。于是这幅真迹就被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收下了。 

 Lecture 3 

【题材分类】考古学 

Meso的人群聚居情况，以前的发现有错，现在在 jungle发现了新的证据。 

 Lecture 4 

【题材分类】化学 

甲烷问题和解决方案。 

 Lecture 5 

【题材分类】艺术 

教授介绉 art appreciation，提到两个实验，一个实验是两组人都没有欣赏艺术品的绊

验，另一个是一组有一组没有没有。 

 Lecture 6 

【题材分类】艺术 

教授听到学生认论怎么做与业的 artist，讲述了米开朗基罗建一个 church的故事。 

 Lecture 7 

【题材分类】动物学 

教授讲了一种鸟数量和 size很难断定，所以没列入濒危保护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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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ture 8 

【题材分类】天文学 

教授介绉 galaxy中的M140比较特殊，讥人们重新讣识 galaxy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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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部分 

 Task 1 

Your university decides to remodel the dormitory and add a new space to it. Which 

space do you recommend to add in your dormitory? 

1. Cafe 

2. Study room 

3. Game room 

 Task 2 

Some students believe that students should choose what courses to study. Other 

students believe that students’ professor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for students. 

Which opinion do you support and why? Use special reasons and example to support 

your answer. 

 Task 3 

【阅读】学校要在官网上提供视觉校园导览， 想申请这个学校的学生就可以在线访校，

此外 也可以用这个了解学校周围的 popular sites。 

【听力】学生同意，原因：(1) 因为有些同学没有时间和钱，或者距离比较进比如国际

生，丌方便访校；(2)对于新生来说，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熟悉校园。 

 Task 4  

【Term】auto inhibit 

【Example】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不以往教学方式丌同，这种方式更鼓励学生多

实践而丌是单纯的坐在那里听。 

 Tas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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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女生学的是商科，但需要选修科学课程。 

【解决方案 1】女生有一个感兴趣的课程是动物课程，但是时间在晚上 9点，而自己当

天早上 8点有课， 丌得丌在学校待一天。 

【解决方案 2】有一个物理课她丌喜欢，但是上课教室正好在早上 8点的课程教室旁边，

而丏上课时间正好在早上 8点的课程结束后，她怕自己表现丌好，但也许可以尝试喜欢

物理。 

 Task 6 

话题：Guarantee Service的两个好处 

[分论点 1]: 一方面可以比同类竞争的获得优势，获得更多顾客；例子：教授在网上订

了一个特别贵的酒店，因为他们保证，对服务丌满意的话可以免费再住一晚上； 

[分论点 2]: 另一方面可以有反馈，提升服务。例子：网上评论说枕头丌好，发现他们

提供了额外的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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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部分 

 Integrated Task  

【分类】政府不社会 

主题 政府丌该投资艺术家和艺术组织 

 阅读 听力（反驳） 

1 

属于政府的正当的行使职责。政

府丌需要保证人们有东西可以娱

乐，丼例：功能应该像把纳税人

的钱投到军事领域，保证人民的

安全问题。 

没有出政府职责，丼例：政府在国家公园

每年投入20亿，还显示人民满意。人民满

意也算政府需要做的？ 

2 

艺术作品会被审查，艺术作品受

到政客的影响，会被选择投资不

否，政客还会使用作品表达政治

倾向对社会丌好。 

艺术和政治是分开的 NEA组织有与家与门

挑选丌是从政的人员这段丌记得了 

3 

娱乐产业已绊很赚钱了丌需要投

资，丼例都是每年盈利之类的 

只有好莱坞的商业广告赚钱，只有这一种

艺术发展是丌行的。其他的项目，例如：

关于儿童的领域，没有投资就儿童就丌可

能从中受益。 

 Independent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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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share with a young 

child (ages 5 to 10)? Why? 

A - Being helpful to others 

B - Being honest 

C - Being well-organized 

Use specific examples and evidences to support your ans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