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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中文BSL 个人口语
考试介绍及应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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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SL个人口试简介

1. 口试时间 ：12—15 分钟。

2. 比重 ：25%。

3. 考查主题 ：身份认同、体验、人类发明创造、社会组织、共享地球。

4. 考试流程

准备时间

考生会拿到两张标有主题的视觉材料。考生需要从两

张图片中选择一张，并针对这张图片准备口头报告。

在准备期间，考生可以写出简短的提示要点。

15 分钟

第一部分 口头表达

这部分是基于图片的口头表达。考生需要对视觉材料

进行描述，并将视觉材料与相关的主题及目的语文化

联系起来。

3—4 分钟

第二部分 后续讨论

考官将针对考生在第一部分中所表达的主题进行后续

讨论，对学生在口头报告中所提供的内容进行拓展 

延伸。

4—5 分钟

第三部分 综合讨论
考官从五大主题中选择另外至少一个主题，与考生展

开综合讨论。
5—6 分钟

（整理自 2020 年语言 B 大纲）

5. 评分标准

个人口试评分标准

标准 A ：语言 标准 B1 ：信息——视觉启发材料

考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掌握了口语？

• 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词汇适当而且多样？

• 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的语法结构是多样的？

• 在何种程度上语言的准确性对沟通交流

的有效性有贡献？

• 语音和语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交流？

思想观点与所选择的启发材料在多大程度

上相关？

• 考生在口头表达中多么详细地介绍了启

发材料？

• 表达的思想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所学文

化相关联？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

标准。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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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所学语言掌握得有限。

使用的词汇有时适合作业。

使用了基本的语法结构。

语言在基本结构方面有错误。错误

妨碍交流。

语音和语调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

语音错误重复发生，妨碍交流。

1-2

口头表达通常与启发材料无关联。

口头表达对启发材料的描述有限，

或只描述了一部分。这些描述可能

是不完整的。

口头表达与所学文化的联系不清楚。

4-6

部分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使用的词汇适合作业。

使用了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有一

些使用更复杂结构的尝试。

语言的基本结构大都准确，但在较

复杂的结构中有一些错误。错误偶

尔妨碍交流。

语音和语调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

但语音错误通常不妨碍交流。

3-4

口头表达与启发材料通常有关联。

考生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细节上，提

供了一些关于启发材料的描述和基

本的个人诠释。

口头表达与所学文化通常相关联。

7-9

有效并通常准确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使用的词汇适合作业，并且多种多样。

使用了多样化的基本语法结构和较

复杂的语法结构。

语言大都准确。在基本的和复杂的

语法结构中偶尔有错，不妨碍交流。

语音和语调很容易理解。

5-6

口头表达与启发材料始终有关联，

并利用了一些明显的和隐含的细节。

口头表达提供了与启发材料相关的

描述和个人的诠释。

口头表达与所学文化有清楚的联系。



4

10-12

通常准确且非常有效地掌握了所学

语言。

使用的词汇适合作业，并且多种多

样，包括了对习惯用语的使用。

有效地使用了各种各样基本的和较

为复杂的语法结构。

语言大都准确。在较复杂的语法结

构中有小错误，不妨碍交流。

语音和语调很容易理解而且有助于

表达意思。

标准 B ：信息——对话 标准 C ：互动交流技能——沟通交流

对话中的思想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主题相

关？

• 对话中考生对问题回答在何种程度上恰当

和完整？

• 回答问题到什么深度？

考生在何种程度上有理解与互动交流？

• 考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表达思想观点？

• 考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持续对话？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

标准。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

标准。

1-2

考生一直在努力回答问题。

有些回答是恰当的，但很少展开。

回答的深度和范围都有限。

1-2

理解和互动交流有限。

考生用所学语言做了有限的回答。

有限地参与了对话。大多数问题必

须重述和 / 或改述才能够理解。

3-4

考生的回答通常与问题相关。

大部分回答恰当，有些得到了展开。

大多数回答有深度和广度。

3-4

通常都能够理解并进行互动交流。

考生能够用所学语言回答而且通常

表现出理解。

通常能够保持参与。

5-6

考生的回答始终与问题相关，有所

展开。

回答始终恰当而且有所展开。

回答有深度和广度，包含个人的解

读和 / 或与对话者交流的尝试。

5-6

一贯保持着理解和互动交流。

考生能用所学语言回答而且表现出

理解。

切实地参与了会话，并提出了一些

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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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头表达的技巧

考生在拿到图片后，需要根据图片的内容和图片的主题进行审图。审图是对考试所

给图片进行观察和把握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

1. 仔细观察视觉材料，判断视觉材料可能涉及的分话题，可以选取其中一个话题展

开讨论。

2. 结合视觉材料中的细节发表自己的看法。

3. 根据视觉材料所反映的话题，针对相关的现象、原因进行讨论，也可针对某种现

象提出个人的看法及建议。

4. 联系个人的生活经验、时事热点、中华文化、国际情怀。

审图之后，学生可以根据 OPEC 的结构，有条理、有逻辑地呈现自己的观点。

OPEC 是一个可参考的图片讨论结构。具体如下 ：

（一）整体概述（Overview）

考生对视觉材料进行整体描述，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概括图片中的行为、活动、现象、情景等。

2. 如果是海报或漫画，需要说明图片反映的主题。

3. 根据图片中提供的信息猜测人物之间的关系。根据照片中的建筑、摆设的物品、

背景判断照片拍摄的地点。有些照片可以看出拍摄的时间。

例 1

这张图片描述的是一位老年人和一位中年女士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的情景。从图

片的背景来看，我猜想这张图片应该是在一个中国的公园里拍摄的，拍摄时间应

该是在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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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这张图片描述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在上中文课的场景。图片中，有两位非华

裔的学生站在黑板前，其余的学生背对镜头，坐在座位上。我猜想他们应该是在

上中文课。虽然我无法确定背对镜头坐着的学生是不是华人，但从黑板上的板书

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群非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

例 3

  这张图片应该是一张宣传低碳生活的公益海报。这张海报的整个背景都是浅

绿色的，绿色代表了绿色环保生活。我猜想这份海报应该是张贴在说华语的社区里，

因为海报的宣传语是用中文写的。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指在生活中要尽量减少能

源消耗，从而降低碳的排放量，减少对空气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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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万能句式

照片

1. 这张图片描述了……的画面。

2. 图片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的场景。

3. 经过我仔细地观察，我认为这张图片描述了……的情景。

4. 这个镜头捕捉了……的瞬间。

5. 这张照片是关于……的，抓拍了……的瞬间。

漫画

1. 这张漫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2. 我猜想这张漫画的设计者是想告诉人们……

3. 我认为这张漫画反映了……

4. 这幅漫画的寓意深刻，是想让人们明白……

海报

1. 这张图是一则关于……的公益广告。

2. 这张公益海报的主题是……

3. 我猜想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呼吁人们……

人物
1. 在照片中有……个人，我猜想他们应该是……（家人、朋友、同学、

陌生人）

时间 1. 根据照片的光线，我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拍摄的。

地点

1. 从图片的背景，我猜测这张图片应该是在……拍摄的。

2. 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

3. 从照片中的人物和汉字，我猜测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说中文的社区

拍摄的。

（二）局部描述 （Parts）

在局部描述的部分，考生需要根据视觉材料的主题选取典型的部分来描述，尤其是

要选择与主题相关的部分。这包括图片中的典型人物、行为、物品、摆设等。关于人

物描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物描述 ：人物的穿着、动作、表情、与其他人物之

间的关系。

在对图片进行局部描述时，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描述 ：

1. 从整体到局部。

2. 从重点到次重点。

3. 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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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近到远。

5. 从上到下。

例 1

这张图片最令人注目的是这位身穿白色功夫服装的老人，他两腿叉开，一前一

后，一只拳头握着。他的动作看起来很专业，表情也非常专注，因此我猜想他应

该是太极拳教练。他身后的那位中年女士也穿着太极拳专用服装，半蹲着，两手

做着太极拳的经典姿势。我推测这位女士应该是他的学生或女儿， 我猜想他们是为

了保持健康而打太极拳。

例 2

这张图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黑色 T 恤的男孩。他应该是在为坐在下面的
同学们讲解“中国”这两个汉字。从他的表情看起来，他非常认真。他身旁的这
位西方男孩穿着粉色上衣，他很认真地看着黑板上的字，一边听一边看。黑板上
写着很多“中国”，我猜想他们这堂课学习的主题跟中国有关。图片左边那个背对镜
头的女孩积极举手回答，由此可以看出学生们非常喜欢中文课。值得注意的是，讲
课的学生看起来跟班上的其他学生年龄差不多，我猜测他们这是在进行课堂活动。



9

例 3

这张海报最醒目的是四个简体汉字 ：“低碳生活”。海报的最下面有一排高楼
大厦，这代表着人们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也要保持低碳生活。“低碳生活”上面
有一个宣传口号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这张海报的上边有六个大圆圈，引起
了我的注意。圆圈里有不同的环保贴士，比如 ：节能灯、环保汽车、垃圾回收箱、
环保袋等。这些都是具体的低碳生活小贴士。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在海报中有
四片白云在城市上方，寓意是，只要人们保持低碳生活，我们就能拥有蓝天白云
和新鲜的空气。

可参考万能句式

最明显的部分

1. 在图片中最引人注目 / 吸引眼球 / 令人印象深刻 / 最醒目的 / 值得
注意的是……
2. 拿到这张照片，我一眼就看到……
3. 海报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字 ，我猜想这应该是海报的宣传口号。

局部描述

1. 这张图片的左边 / 右边 / 正中间有……
2. 我注意到这张图片的左下角 / 左上角 / 右下角 / 右上角是……
3. 在图片的最前面 / 最前方……
4. 离镜头最近的是………
5. 面向镜头 / 背对镜头的是……
6. 离镜头较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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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人物常用的词汇和句式

不同年龄层的

人

1. 男孩 / 女孩
2. 叔叔 / 阿姨
3. 男士 / 女士
4. 青少年 / 年轻人 / 中年人 / 老年人（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叫“银发族”；
在新加坡也叫“年长人士”“乐龄人士”）
5. 儿童 / 小学生 / 初中生 / 高中生 / 中学生

穿着
1. 他身穿……
2. 那个穿着……的学生

表情

1. 他面带微笑……
2. 他面无表情……
3. 她的表情十分专注，我猜想……
4. 从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 / 推测 / 判断……

（三）拓展延伸 ( Extension）

拓展延伸是整个口头报告的核心部分，考生需要根据视觉材料所反映的文化现象、

活动、行为、理念等，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延伸。考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延伸。

1. 根据视觉材料所反映的话题，对与话题相关的现象、原因、影响进行分析讨论。

2. 根据视觉材料所反映的话题，发表个人的看法或评论，并提出建议。

3. 从视觉启发材料所反映话题联系到个人生活经验、时事热点、目的语文化。

4. 把视觉启发材料所体现的目的语文化，与自己国家或居住地的文化进行比较，体

现国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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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联系个人的生活体验

这张图片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家庭。虽然我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吃早餐，但我和家

人常常一起吃晚餐，而且妈妈会在家做饭。在家做饭的好处数不胜数，比如妈妈

常做三低一高的食物，就是低盐、低糖、低脂肪和高纤维的食物。

例 2. 联系华人文化

近几年，在世界的各大城市，共享单车随处可见。其中，中国有名的共享单车

公司“摩拜”单车，已经发展到了海外市场，比如新加坡、泰国、法国、英国等。

除此之外，中国还出现了“拼车”软件，比如滴滴打车。无论是对环保还是对居民

的生活来说，共享单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不断地发展，现

在共享经济在中国越来越流行，比如共享汽车、共享拼车、共享电动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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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文化比较

说实话，我为这些孩子感到心痛。但是现在社会竞争激烈，父母都希望孩子们

将来能出人头地，这样做也没有错。 在家庭教育方面，中西存在着差异。相较之下，

西方人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例 4. 表达自己的看法 ：原因、影响、建议

我认为遵守生活中的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图片中的观影礼仪。

首先，遵守礼仪体现了个人的公众意识。 所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说的是：

人们有礼仪，社会就会和谐，没有礼仪，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我十分同意这句话，

我认为社会问题主要由于人们没有遵守社会礼仪。相反，如果每个人都自觉遵守

礼仪的话，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其次，礼仪也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一个有修养的人，才会遵守生活礼仪，

才能对别人表示尊重，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在公众场合不大声交谈、不

随地吐痰等，都体现了个人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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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万能句式

联系个人经历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2. 就拿我自己来举例，……

3. 这张图片让我联想到……

4. 看到这张照片，我不禁想起了……

5. 其实，我曾经也参加过类似的活动……

联系生活例子

1. 不只是图中……，其实，在生活中……还是随处可见的。

2. 最近，我在网上 / 报纸上 / 论坛读到一则新闻……

3.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联系华人文化

1. 据我所知，在中国 \ 在华人社区，……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2. 这张照片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象 \ 问题。

3. 在中国，……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文化比较

1. 在我所生活的国家，……是非常常见的。比如……

2. 看到图片中的现象，我不禁想起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比如……

3. 在……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差异。

4. 关于……问题，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看法。

评价

正面评价 ：

1. 图片中的这个活动是值得鼓励的。

2. 图片中的行为是值得学习的。

3. 照片中的这个好活动是值得推广的。

4. 看到图片中的这个现象，我感到非常欣慰。

负面评价 ：

1. 图片中的这个行为是令人担忧的。

2. 看到图片中的这些做法，我不禁深感焦虑。

3. 如果图片中的不良现象继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原因

1.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

2. 导致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3. 引起……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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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

1. ……是一把双刃剑。

2. 凡事都有利弊。

3.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

利的一面。

4. ……是利弊并存的。

5. ……利大于弊 / 弊大于利。

影响

1. 在我看来，……将带来以下影响。

2. ……会给……造成不良的影响。

3. ……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4. ……带来的好处是数不胜数的。

建议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 为了……，我有以下建议。

（四）总结概括 (Conclusion）

在这一部分，考生需要总结自己的观点，可以使用一句话简单地总结图片所反映的

价值观。考生也可以提出希望，呼吁人们积极参与一些好活动，或提醒人们注意一些

不良的行为，还可以展望美好的未来，如果每个人都做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社会将变

得如何。

例 1

总而言之，健康饮食对我们的身体至关重要， 我相信只要我们合理地安排饮食，

与家人一起，每天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就一定会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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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总而言之，做义工是一件很有意义且美好的事情。俗话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强烈建议每个人抽出时间来做义工，为慈善尽一份力。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温暖、温情、温馨。

可参考万能句式

总结观点 1. 总之 / 总而之 / 总的来说，我认为……

提出希望

1. 我们应该……

2. 我强烈建议……

3. 我希望人们能……

展望未来 1. 我坚信只要人们……，我们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