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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PET热潮来了

蜂拥报考有用吗？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晚上 11 点，家长陈女士还陪着

女儿朵朵刷题， 她时不时看一眼家

长群里的关于 KET 考试消息。朵朵

要参加 12 月 7 日的 KET 考试，每

天除了完成学校作业，还要刷 KET

试题。 近年来有超越奥数之势的剑

桥英语 KET/PET 考试屡屡因报名

难被众多家长吐槽。 KET/PET 究竟

是什么考试？家长们为何如此追捧？

改 革 前 赶 末 班 车 秒 抢

KET/PET考位

剑桥通用英语考试共分为

KET、PET、FCE、CAE、CPE 五个等

级。 最初级的 KET 以及第二档

PET， 是目前中小学生参加较多的

考试级别。奥数之后，剑桥五级考试

正在成为又一“现象级考试”。 由于

英语在小升初升学竞争中的重要性

上升，KET、PET 开始受到一线城市

家长的热捧。 每逢 KET、PET 报名，

不少家长吐槽“太难了”、“根本抢不

到，一位难求。 ”报名成功者纷纷感

叹“人品爆发”，而未能顺利报上当

地考位的家长则表示“太不顺了”。

广州家长吴女士说， 为了给儿

子抢一个 12 月考试名额，发动全家

族成员一起上阵。“煞费苦心的半个

小时，三台 PC 端，一台 Mac 笔记本

电脑、 微信群两个 (家庭群、PET

群）、人工若干，庆幸最后成功报上

12 月的考试。 ”吴女士表示，报名成

功还是第一步，“最近这两三个月比

较辛苦， 除了上辅导班， 每晚都刷

题，希望一次就能考过。 ”家长何倩

告诉记者，报名前她定了 3 个闹钟，

就怕错过时间，“一开放报名后，我

就进不去，不断刷新，好不容易进入

系统后广州的考点显示已报满名

额。 ”无奈之下，她只能给孩子报名

湖南的考点考试。

据了解， 明年 KET、PET 会更

新考试形式， 变得更注重考察孩子

的实际运用能力。 对于那些依靠题

库备考的家长来说， 今年的考试是

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大家都抓紧时

间赶考。 广州新东方优能中学曾老

师指出， 今年 KET、PET 考试尤为

火爆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明年这两

级考试要改版，新版将更科学，更贴

近生活，更与时俱进，题型将向 FCE

靠拢，难度增加 30%左右，所以很多

家长都想挤上末班车。 二是下半年

取消了培训机构代报， 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报名难度。曾老师表示，

事实上， 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并

非是一种考试， 用测评体系来形容

更加准确，就像申请留学、工作需要

一个语言能力的证明一样，KET 考

试要求的单词量为 1500~1800，PET

要求的单词量是 3500。 剑桥通用英

语五级考试是对小朋友语言水平的

一个证明， 是针对母语是非英语国

家学生测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

家长希望为升学加砝码 机

构瞄准市场开班

“如果想提高和证明英语能力

可以考，但对小升初影响不大。 ”一

位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说。 但也有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拿下 KET/PET

证书能为小升初择校“添砖加瓦”，

也是考试热度不断升温的重要原

因。 虽然学校招生简章上都没有明

确要求， 但家长们还是认为多一个

证书，就多一个砝码。一位民办学校

校长告诉记者， 学校有自己录取学

生的标准，相比考试成绩，学校更看

重孩子在小学阶段一贯的表现。 面

谈时， 也会关注学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等， 这些能力比一个证书更有说

服力。

为了让孩子尽快通过考试，不

少家长给孩子额外报班。 在家长秦

女士看来，“拿证”是第一位的，绝不

能落后。 为此，她买了 KET 教材，专

门为四年级的儿子请了一对一的家

教， 每周一次课， 一次课 2 个小时

600 元， 一年后考证应不成问题；家

长欣欣妈则给欣欣“加餐”PET 培

训，平时英语课补习之外，还有考前

强化班。“仅暑假一个强化班就花了

4000 多元。 ”欣欣妈说，学完 PET 课

程加上教材费用， 加起来花费近 2

万元左右， 好在孩子五年级就通过

了 PET。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给孩

子报了寒假冲刺班， 作为培训班的

“服务”，孩子可优先报名澳门 KET/

PET，免除抢位焦虑。

围绕 KET/PET 考试，各大培训

机构这两年也都针对性地开设了各

种培训班，争夺这块“蛋糕”。有些机

构虽然没有针对 KET/PET 考试设

常规培训班，但应家长要求，还是会

组织考前强化班， 以便学生熟悉题

型和考试形式。 而学而思、新东方等

大型培训机构也都有考前强化或假

期强化班。“目前围绕 KET/PET 考

试的教培市场还是比较混乱， 有的

师资跟不上， 有些培训机构的老师

之前并不是教 KET/PET, 就直接开

始培训学生了。 ”一位教培机构业人

士告诉记者, 目前培训的方式主要

是“刷题”,通过高强度的“题海战

术”和“答题攻略”让学生熟悉题型,

参加考试,依赖刷题拿到证书。

备考难度加大 词汇至少需

要三轮复习

2018 年 9 月， 剑桥官方网站宣

布 KET、PET 考试将在 2020 年进行

改革。 以 KET 为例，考试改革后阅

读部分将由 35 题减为 30 题，新增 6

篇短文的多选题目， 作文由 1 篇增

至 2 篇，并新增看图写作题型，整体

考试时间从 70 分钟减至 60 分钟。

今年 12 月进行的考试仍按原题型

考， 是 KET、PET 考试改革前以旧

题型进行的最后一次考试。

英孚教育国际留学备考中心全

国总监李希表示，KET/PET 现在的

考试形式已沿用了多年， 题型和内

容出现老旧现象， 已与现代社会的

英语学习要求出现脱节， 改革势在

必行。 KET/PET 改革的方向主要在

以下 5 点发生变化： 阅读难度和分

量增加；语法运用要求提高；对写作

能力更加重视； 口语增加考生发挥

空间； 成绩报告等级变更为 A、B、

C。

广州新东方优能中学曾老师表

示， 在 2020 年 KET、PET 的考试改

革中，口语和写作部分灵活性加强，

考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阅读部

分难度和题量提高， 同时也更换了

部分不符合青少年逻辑思维的题

型。听力部分总体变化不大。考试改

革的目的是实现不同难度级别之间

的平稳过渡， 可以看到， 改版后的

KET、PET 题型逐渐向 FCE 的题型

靠拢，考试内容也变得更科学，更灵

活，更贴近生活，与时俱进。改革后，

不管是题型还是内容上， 整体的难

度都提高了， 因此对考生各方面的

综合能力要求也随之提升。

专家建议，一般来说，最好能提

早半年时间， 让孩子熟悉词汇、题

型、考试模式。 在备考过程中，词汇

是基础， 词汇书最好能进行至少三

轮的复习。阅读是拉分的关键点，也

容易失分， 因此考生要注意保证阅

读量，熟悉题型。听力则可分为精听

和泛听两部分进行练习，多听多练。

口语是大多数考生不擅长的部分，

平时讲练较少， 这个板块需要大量

的练习。

历史纳入考试科目，

中学历史剧火了

广大附中举办第二届阅读

马拉松“历史剧”汇报演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实习生

黄雪燕）

11月23日，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下称“广大附中”）

进行了第二届阅读马

拉松“历史剧”汇报演出。 此次汇报演出

是经典阅读马拉松之“悦读历史”大型阅

读活动的收官之作， 广大附中教育集团

成员校及共建帮扶学校200余名师生参

与了此次演出。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历史素养

广大附中集团课程建设发展中心主

任彭静表示，近几年，广州市中考进行改

革，把历史科目纳入考试范围之内。在此

之前， 很多学校以及老师把历史当做术

科来对待，导致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不

重视。今年广州市教育局发布的《广州市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中，对

评价学生学业素养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是： 学生是否积极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

或学校图书资源， 借阅科技与人文类书

籍10册及以上，并撰写读书心得体会。为

此， 广大附中开设了一系列提高学生阅

读兴趣、阅读能力的活动。尤其是近年的

阅读马拉松活动，以活动为载体，提高学

生阅读兴趣、阅读能力。

广大附中图书馆馆长杨长军表示，

每一年举办的阅读马拉松都有不一样的

主题， 目的是为学生营造一个全民阅读

的氛围，跟踪活动的效果。 在这一方面，

该校每年都会在校内针对初中生进行一

次阅读状况调查， 一年后再对这一批学

生进行同样的调查。两次定量、定性的调

查结果对比， 用以检验学生在经过开展

阅读马拉松等活动熏陶后的阅读变化。

借阅次数最多同学获奖励

在阅读马拉松活动中， 每个学校都

组织历史知识竞赛、手抄报比赛、编演历

史剧等活动，普及到每一个学生。杨长军

表示，将发挥广大附中教育集团的优势，

根据广大附中教育集团的专家团队来确

定核心的推荐书目；并且分校可以利用总

校的素质资源， 请专业团队到学校做巡

展、做专题讲座，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

在阅读系列活动中， 组委会邀请了

来自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十余

名知名学者深入各校开展主题多样的历

史学习专题讲座。

据悉， 广大附中的校园里目前设有

多间简单、小型的自助图书馆。学生只要

有时间， 就可在自助图书馆进行自助阅

读。同时，图书馆会及时把学生借阅情况

发送到学校， 学校及图书馆会对借阅次

数最多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 这样的

形式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阅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