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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by Competition aims at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capabilities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ttend competitions relevant to their majors,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popular nowadays. 

The author intends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aspects of knowledge, question-types and the 

required examination-skills between the TEM-4 exam and the NECCS(Level-B)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a “Joint Competition-Exam Preparation” model, that is, by preparing for both 

exams/competitions, English major students can be seen a leap in both the examination-skill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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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赛促学”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学习方法，旨在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在准备竞赛

的过程中提升学业能力。本文意在以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和英语专业四级（TEM-4）考试为

例，基于二者间可比性分析，从知识内容、题型设置及答题技巧等方面进行对比，以此论证英语专业

学生通过积极参与 NECCS竞赛，并以“备赛+备考结合”提升学生的听力应考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可

行性。 

关键词：英语教学;专四考试;听力;“以赛促学” 

1. 引言 

听说问题是我国高校学生培养英语综合型人才的

焦点要求。为了满足国家在新时期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解决“人才供给与实际需求脱节”等问题，有必要培养

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与探索
【1】

。黄源深更是认为，应

当着重学生课外的锻炼
【2】

。因此，参加贴近实际、对标

应用的各类优质课外学科竞赛，对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

能力提升将大有裨益。考试检验学生学习成果，也能从

很多方面反映学生的能力；但是很多考试虽然具有相当

的难度，却未必贴近实际应用。然而，这些考试又是学

生在学习生涯中必须迈过的“坎”，否则，会对学生产

生消极影响。本文意在通过全国唯一考查大学生英语综

合能力的学科竞赛 NECCS（B 类）以及英语专业学生重

要的专四考试的听力部分对比，体现“以赛促学”的可

行性，鼓励学生通过积极参与竞赛，在备赛过程中，锤

炼考试能力，培养综合应用能力，从而达到既能通过考

试，又可以适应实际需求的效果。 

2. NECCS（B级）与 TEM-4听力考试间的可比

性 

2.1.考试容量相当 

就考试时间而言，NECCS 竞赛全场 120 分钟，总分

150 分，其中听力占 30 分，听力放音时间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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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0 道题目；TEM-4 考试全场 140 分钟，总分 100

分，其中听力占 30 分，听力放音时间约 25 分钟，TEM-4

考试有二十个问题加上一篇短文听写，但是如果把短文

听写理解为停顿约九次（即十段）的听写题，则也可认

为该考试听力共有 30 题。从听力考试时间、分数占比

以及内容多少程度来看，两种考试（竞赛）考查的容量

比较接近，NECCS 竞赛略少于 TEM-4 考试。 

2.2.适用人群、考试形式类似 

大体上,NECCS 竞赛（B 级）和 TEM-4 考试都是面向

英语专业学生，且在实际考试（竞赛）中，学生都是先

拿到问卷，然后一边听一边根据听力内容作答。正常来

说，随着听力放音结束，考生进入笔试作答。TEM-4 考

试主要面向大二应届生以及因不及格而补考的大三学

生；NECCS 竞赛没有年龄限制，大一到大四都可参加，

有的考生在考 TEM-4 考试之前，其实已经参加过多次

NECCS 竞赛，经验相当丰富了。 

2.3.朗读语音语速【3】
 

NECCS竞赛与 TEM-4考试对考生适应英语语速与

语音的要求相近。NECCS 竞赛的听力朗读语速为 150

词/分钟，混入多种英语语音（美、英、澳、新等），

只朗读一次；TEM-4 竞赛的听力朗读语速大体为 120

词/分钟，语音以英式或美式英语为主，除了文段听

写部分以外其余材料都只朗读一次。 

3. NECCS 与 TEM-4 听力考试的异同 

3.1. 对比依据与对象 

NECCS 竞赛和 TEM-4 考试都经历过多次改革，总体

而言，体现在增加考试难度（从放音两次改为一次，等

等）。为了确保比较具有时效性，只选取两种考试/竞赛

改革后的最新版本。对于 TEM-4 考试而言，最近一次改

革发生在 2016 年，而 NECCS 竞赛则发生在 2019 年（听

力部分内容从朗读两次改为朗读一次）；因此，比较的

对象选用截至本稿撰写时最新的考试真题，也就是

NECCS 竞赛 2019 年的初赛及决赛卷作为分析依据，

TEM-4 考试则选取 2017-2019年的试卷
【4】

。 

 

 

 

 

 

 

3.2. NECCS 竞赛与 TEM-4 考试听力部分的相
似之处 

3.2.1.考查内容多样化 

NECCS 竞赛与 TEM-4 考试听力部分结合听力材料，

在考查考生听取信息能力的同时，对考生的百科知识进

行了考查。结合 3.1.中的对比材料可知，这两种考试（竞

赛）考查的知识面非常广，涵盖历史、时政、人际交往、

语言科学（语音语调、语言习得等）以及其他大学生活

中常见的生活场景，如公交站等车，找辅导员选课等。 

3.2.2.题型设置相近     

大致来看，可以把 NECCS 竞赛与 TEM-4 考试听力试

卷中命制的题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单项选择题，考生需

要从给出的二到四个选项中选取符合题意的一项填涂

在答题卡上才可得分；另一类是听写题，考生会听到一

个篇章/段落，根据题目指示，将听到的整个段落或段

落中的有用信息按要求填写在答题卡上。 

3.2.3.答题技巧类似 

由于题型设置相近，采用的答题策略理论上也是大

体类似，例如放音前快速浏览选项，抓取主旨关键词

（句），排除极端选项以及利用生活常识判断，等等。

除个别题型以外，两种考试（竞赛）的听力内容基本都

只放送一次。 

3.3. NECCS 竞赛与 TEM-4 考试听力部分的不
同之处 

3.3.1.知识考查方面 

（1）百科知识考查各有侧重 
NECCS 竞赛设有专门的“新闻”部分，占总分的 5

分，主要考查各种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以

及科技等常识。例如，借助外交部长访问的新闻考查一

些生僻国家名称（2019 年·初赛），借助填空题考查学

生对蓉欧铁路的了解（2019年·决赛）等。在百科知识

方面，TEM-4 考试主要考查语言科学知识，贴近英语专

业学生的学业。对于百科知识的考查，TEM-4 考试没有

固定的形式。有时在单项选择题中体现，有时则在迷你

讲座（填空）题中体现，有时则完全不出现。（2016 年

真题，2017 年真题） 

（2）贴近生活的程度各有不同 
NECCS 竞赛考查的人际交往与其他日常生活类题型

涵盖包罗万象，涉及考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找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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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以及邀请出游等。其中一些设定虽然是基于西方大

学的硬件配置，但是实际上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质量不断

提高，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设备也步入一些高校的

视野；例如笔者所在的高校虽然没有西方高校专供学生

休息的“TV lounge”（2019 年·初赛），但是学生饭堂

大都配备了电视。在非用餐时间不少学生都去饭堂自习，

并且以看电视作为中间休息放松的方式——实际上也

算是“TV lounge”。这样看来，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如能

将学到的语言知识应用到生活之中，在做题时就会有熟

悉、亲切的感觉。反观 TEM-4考试，虽然十道单选题都

是藉由“日常生活对话”带出，但是实际上类似“申请

助学贷款”这样的场景，可能和大多数考生的实际经历

相去甚远，因为我国的助学贷款制度和西方大学具有一

定差异，里面的具体内容考生不一定会亲身经历，只是

借这样一个话题实现对考生英语能力的考查而已。 

3.3.2.题型设置方面 

（1）TEM-4题型设置更全面 
相较 NECCS 竞赛，TEM-4 考试虽然大体也由选择题

和听写题组成，不过由于听写题分为要求段落完整听写

下来的听写（Dictation）部分，以及要求从讲座中选

取合适信息，再填入答题卡，使答案的意思、语法都符

合要求，则实际上不仅要求考生“能听懂”，还要“会

概括”，对考生的语言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NECCS 竞赛

的听写题虽然表面上分为“Dictation”和“Summary”

两部分，实质上只是把两文段朗读一遍，考生只需填上

问卷挖空的部分即可，实质只考查了听取信息与机械的

拼写能力。 

（2）TEM-4 考试设置的选择题考查考生对考题
的理解力更为透彻 

为了不因小失大把握整场考试的大部分得分内容，

一般在指导备考时，学校都会提醒学生听漏了信息就放

掉，猜一个答案继续听。此时，如果面对选项较多，那

么猜中答案的几率就低。TEM-4 考试共有单选题 10 题，

每题下选项 4 个，NECCS 竞赛共有单选题 20 题，其中 5

道判断题各两个选项，其余都是每题 4 个选项。单从“蒙

答案”的角度来说，NECCS 竞赛的“蒙对率”为 20/70

（分子的“20”表正确答案选项的数量，考虑到都是单

选题，这同时也是考生最多能选择选项的数量；分母的

“70”指所有选项的数量，下同），约合 28%，TEM-4 则

为 10/40，即 25%。除此之外，NECCS 竞赛单个选项的平

均长度（折合单词字数）一般也比 TEM-4 考试要小，这

意味着同一考生在考 TEM-4考试读题的时候所花时间比

NECCS 竞赛要长，给他判断作答的时间相应更短。 

3.3.3.答题技巧方面 

（1）TEM-4考试更具“语言性” 
TEM-4 考试对考生的语法知识、听力与理解能力要

求更高。在百科知识方面，相比 NECCS 竞赛，TEM-4 考

试考生如果不能理解听力内容，即使有相关的知识也很

难直接选出正确答案；反观 NECCS 竞赛，不少题目其实

不需要“劳烦”听力，考生甚至可以直接写出答案。例

如新闻中对 2020 年人均收入折合成美元的预期

（2019·初赛），与 1905年以前挪威归属的问题（2019·决

赛）等等。都可以结合考生对于时事、历史等知识的了

解直接作答。在听写题方面，NECCS 的听力材料与问卷

上的文段几乎完全对应；换句话说，考生不需要对该词

语的具体意思、形式做过多了解，照样填写就可；然而

TEM-4 考试则不同，以 2018年真题的一段节选为例： 

听力材料：“...... Two months later, something, 

something incredible occurs. The bab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getting a lot better while babies 

in Japan are getting a lot worse. ......” 

设问：“—two months later, ( 9 )” 

答案：“incredibly different” 

结合文段可知这是提问不同地区婴儿对于发音的

反应，前文提到 6-8个月时美国和日本婴儿“几乎相同”；

两个月以后，美国婴儿表现越来越好，日本婴儿则反之。

根据这个信息，结合设问可以知道答案必然与“（表现）

不同”有关；但是只写一个“different”并不完全符

合文意，重新回溯材料，作者用了“incredible”以示

加强语气，所以可以取其副词形式“incredibly”修饰

“different”，由此写出答案。相比起 NECCS 竞赛的“照

抄”，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TEM-4 考试更注重考生对听力

材料的“理解与提炼”能力；以这一小题为例，答案表

面上是在答案相关的短短 27 个单词组成的句子中提炼

出来的，实际上若考虑结合上下文，考生需要理解分析

的内容将远不止于此。 

（2）TEM-4考试更难“偷跑” 
“偷跑”并非考试作弊，是指考生利用发下卷子、

听力考试放音尚未开始的间隙，在听力问卷的关键部分，

例如选项中的关键词、关键句位置作解释、标记，缩短

考试时进行判断的时间，提高检查效率。从考生的直观

体验来说，专四专八，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于相

关程序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考生在放音之前打开问卷

封面，很难“偷跑”；只有听力基础好，听写完成快的

考生能利用听写多出的一点时间进行“偷跑”，大体上

能确保对“听”的严格考察；NECCS 竞赛的管理要求则

宽松些，监考老师考虑全程时间紧张，允许考生在浏览

试卷时做标记，有一定知识积累和竞赛经验的考生这时

就会先看懂关键位置，做好标记，能填出来的空先行填

上，这样实际上就把听力考试变成了“对号入座”，就

考生个人而言固然大大提升了准确率，但是整个竞赛考

查的严谨程度就降低了。 

（3）TEM-4考试“表停收卷”，提升公平性 
很多有经验的教师在指导 TEM-4考试备考的时候都

会再三叮嘱同学们一定要及时填写答题卡，因为听力部

分结束之后，监考老师会立刻把听力相关的答题卡收走，

考生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将无法对听力部分的答案再做

修改。这也就意味着考试从最大限度上考察了考生的

“纯听”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既无法在事后去“蒙”

自己不确定的答案，也不会因为纠结某一听力题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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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浪费考试其余部分的时间。NECCS 竞赛在这方面的管

理比较宽松：由于答题卡被设计为一张完整的试卷，听

力题，笔试主观、客观题都在一张纸上，考生直到考试

结束前最后一刻仍然可以对听力内容作答进行修改。这

也就意味着，出现在考生试卷上的正确答案很有可能是

该生在纠结了很久之后“蒙”的，这样的“蒙对率”将

比 TEM-4 考试考生答案要高。 

4. 对比所得结论与引发的思考

4.1.结论：NECCS 竞赛是 TEM-4考试的“难度
弱化版” 

NECCS 竞赛在时长、播音以及赛题形式上与 TEM-4

考试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 NECCS 竞赛听力部分放音时

间更长，题量更大更多样化，考查的知识面更加宽泛，

但是选项较之 TEM-4 更容易理解，更解题的成功几率。

从这个角度来说，NECCS 竞赛的听力可以被称为 TEM-4

考试听力的“弱化版”，学生通过参加 NECCS 竞赛，认

真准备参赛，利于拓展思维，增强语言应用能力，最重

要是在赛场上体验真实考试，从而为日后为通过 TEM-4

等考试，获取必备的证书做了准备。 

4.2.对“以赛促学”模式的思考 

4.2.1.以 NECCS 竞赛为“疫苗”，帮助考生应
对 TEM-4考试 

如今，大家都希望新冠肺炎“疫苗”能早日出现

——所谓“疫苗”，从原理上讲，就是经过灭活，毒性

降低的病毒、微生物等等。应对考试同理：为了帮助大

家通过考试，首先要做一些难度稍低的模拟题，找出考

试重点、难点，这样才能有效掌握知识，提升成绩。然

而大学生除了课业繁忙，还会被兼职等社会实践占去大

量时间——固然，在 TEM-4 等考试中取得“优秀”等级，

可以为简历增分，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不现实，必

须另外为简历“多攒几笔”
【5】

。如此一来，就挤占了时

间，可是作业又要交，于是只好诉诸抄袭，训练效果就

大打折扣。如果可以通过讲座等方式阐明 NECCS 竞赛对

于备考的好处，并为困难学生提供报名费等支持，鼓励

学生积极备考，就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积极应

用，因为学生会十分乐意自己的简历上能多一份国家级

证书。对学生在 NECCS 竞赛中的表现进行充分分析，也

可成为日后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复习的依据。 

4.2.2.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要，积极调整，大
胆改革 

各种考试（竞赛）都在根据社会的变化与教学具体

情况的改变而不断调整、改革，目的就是为了不断适应

社会现实，以求选拔人才更为公正、精准。我们固然要

利用好已经成熟的“以赛促学”模式，更应该敏锐把握

社会对应用型英语人才需求的变化，结合各种竞赛、考

试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顺利通过各类必要考试，以

备走出象牙塔后能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例如，对于

日后新型考试（竞赛）的命题设计就可以考虑综合两项

考试的优点，并回避各自的不足。可以考虑适当提升

TEM-4 等级考试听力朗读的语速，并且引入其它世界各

地的常见英语口音；另一方面，还可以尽量在题目编制

上下功夫，减少考生利用语言知识直接“填空”的机会，

并且考虑借鉴雅思（ILETS）考试的经验，引入多项选

择题，进一步降低考生的“蒙对率”，等等。 

5. 结论

“以赛促学”本质上是借助学生在准备学科竞赛的

过程中熟练运用掌握的语言本领，积累百科知识，在提

升答题能力的同时提升应用水平，满足社会对语言人才

的需求。本文通过对比，发现 NECCS 竞赛（B 级）的听

力相比 TEM-4 考试听力性质相似同时有各有特色，能从

不同角度锤炼学生本领。学生通过以“备赛+备考结合”

的方式进行训练，以求在通过考试的同时提升专业应用

能力，更加适应社会在新时期对于语言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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