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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二答案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1-5 BBAAC 

  6-10 DCADB 

  11-15 DBCDC 

  16-20 ACBBD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21-25 ACABD Text 2 26-30 ABDCC 

  Text 3 31-35 CBACD 

  Text 4 36-40 DDBDA 

  Part B 

  41-45 AFGCE 

  Part C 

  当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起对移民的担忧，他们通常是在担心本国最优秀、

最聪明的人前往发达国家的"硅谷"、医院和大学之后本国的前景。英国、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给予了大学毕业生优先的移民政策，试图吸引的就是

这些优秀的劳动者。 

  大量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更倾向于移民。2004

年，一项对印度家庭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接近 40%的印度移民接受过高中以上

的教育，而年龄在 25岁以上的印度人当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只有 3.3%。"

人才流失"一直困扰着落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担心这种状况会损害本国的

经济发展，使其失去急需的技术人才，而这些人本应当留在国内教书、行医，

并创造出新的先进产品让本国的工厂生产制造。 

Section IV Writing 

  Part A 

  Directions: Suppose you have found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elect

ronic dictionary that you bought from an online store the other day. 

Write an email to the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to 

  1) make a complaint, and 

  2) demand a prompt solution.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on ANSWER SHEET 2. 

  Do not sign yo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Zhang We

i" instead. 

  Do not write the address. (10 points) 

  审题谋篇： 

  2012 再次考查书信的写法，这已经是英语二在出台以来第三次考查书信，

第一次考察感谢信，第二次考察祝贺信。此次考察投诉信。英语二作为和英语

一并行的英语试卷，和英语一在保持主流体型一致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和英语

一进行区别，考察了工作实用的投诉题材，体现了专业硕士的特点。不过这应

用文考查的电子辞典却是常考话题，考生应该不会出现措手不及，无话可写的

情况。和英语一样，仍然围绕学生能够接触到的学校生活的进行考察。 

  首先，根据题干要求明确写作对象，语域和结尾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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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写作对象是即网店的客服部门或客服经理。所以称呼可以使用 Dear

 Sir or Madam。本文是一篇以学生消费者名义写出的一篇投诉信，属于公务信

函，写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正式语体。 结尾礼词可以使用 Yours sincerely/ 

Sincerely yours,署名要严格遵守题目要求，使用 Zhang Wei. 

  其次，根据题目规定的话题，构思作文。此处通常是考生犯下致命错误的

地方：漏掉题目要求的要点，这样的错误在阅卷过程中是要严重。1) make a c

omplaint 2) demand a prompt solution. 另外，因为是网络购物，还应提供

相应的发票信息等以供查询。 

  参考范文 

  Dear Sir or Madam,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disappointment regarding the electroni

c dictionary that I bought from your on-line store last week, with th

e invoice number of ED53407. 

  I have to complain about the poor quality of the dictionary. For 

one thing, the dictionary often automatically turns off at the very m

oment I am eager to see the word explanations. For another, it seems 

loose in the conjunction part. The screen part can not be properly se

ttled. 

  Since the problems are unaccepted to me, I would like to get a re

fund or a new dictionary that can work well. Your prompt response wil

l be highly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Zhang Wei 

  范文分析： 

  本篇范文很好地完成了题目规定的任务：陈述对产品进行投诉和要求厂家

尽快给出解决方案，内容要点完整。文章开篇直奔主题，表达了写信目的，因

为上周在网店买了一本电子辞典，使用后很失望，因要投诉。第二段具体列出

了建议的产品在性能方面不能正常运转的具体方面，使用了必要连贯手法，比

如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之类的介词短语，让表达流畅有序、环环相

扣。最后，针对出现的问题，要求退款或者更换产品，文章层次清晰，结构完

整，语言流畅，句式丰富，达到了应用文的基本要求。 

  译文：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对于上周我从你们的网上商店购买的电子词典表达我失

望,发票号码是 ED53407。 

  我买的电子词典的质量很差，让我非常不满意。一方面，它经常在我急于

浏览一个单词的解释的时候突然自动关机。另一方面，词典两个部分结合的部

分好像很松，不能很好的支撑住屏幕部分。 

  既然这次点的问题都使我不能接受，我希望你们能够为我办理退款，或者

给我更换一台新的功能良好的词典。希望能这问题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 

  忠诚的客户, 

  张 伟 

Part B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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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an essa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able. In your writing, you

 should 

  1) describe the table, and 

  2)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at least 150 words. 

  Write your essay on ANSWER SHEET 2. (15 points) 

某公司员工工作满意度调查 

 

  审题谋篇： 

  考研英语二短短 3年的历史上，基本上都考察图表作文。图标作文的类型

基本可以分为 table(表格)、line graph(曲线图)、bar chart／column graph

(条形图／柱形图)、pie chart(饼图)四种。其中 2010年考察柱状图，2011年

还是柱状图，2012 年考察表格作文。可见四种体型在未来几年都有可能涉及。

而从话题上来讲，2010 年考察手机订阅数据，2011年考察中国市场外资和国产

汽车品牌的销售数据，2012年考察不同年龄段职场人士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数

据。 

  1 描述图表。图表类型及对策。表格作文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不少考生在

表格图这部分栽了跟头．表格中数字较多，考生要很好的完成任务需要做到详

略得当。表格数据凌乱、繁多，图形不够直观、数据间的关系较为隐蔽。这就

要求考生有较强的判断与分析能力，在复杂的数据中进行量化比较和趋向分

析，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general idea）。本题员工满意度的人群分类是

按年龄段来区分的，并且这几个年龄段的工作满意度呈现不同的趋势，可以把

年龄作为一个突破口来分析得出年龄越大满意度越大这样的一般性结论。 

  2．对图表内容进行论述。 

  针对本篇文章具体结论，可以在论证部分进行出现上述趋势的原因。 工作

满意度高或低的原因可以从工作本身以及社会背景和个人人生态度等方面来论

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何种表格，对于数据都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运

算，其目的是算出增减规律。这样做就避免了表格作文中简单地数据罗列，既

可以使文章的描写手段变化多样，又能得到更好的对比效果。 

  参考范文： 

  The table above revealed an overall picture of job satisfaction a

mong employment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Based upon the data of the t

able, most people under 40 are unclear or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jo

b, and 64% of those between 40 and 50 are not satisfied. For peopl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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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50,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largely exceeds the younger groups

 under 40, amounting to 40%. 

  The phenomenon that elder people find more pleasure in job compar

ed with the young may be rooted in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peop

le between 30 and 50 face more pressure to support the family, both t

he children and the senior, so that they neglect to enjoy in work. Se

cond, the senior citizens have developed a lot in personality, so the

y are more prone to see the optimistic aspects of the work. Last, the

 current family pattern of "one family one Child" cause the aging of 

the society, which has posed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people und

er 50. 

  To sum up, the senior citizens enjoys more content than the young

 peop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and make life of those w

ho are between 40s and 50s easier, the authorities, relevant departme

nts and certain enterprises, should adopt some measures to increase s

alaries and perfect welfare system. What's more, adults under 40 them

selves should also treat their work with a positive and proper attitu

de and spare more time on physical practice after long-hour work. Onl

y in this way can we assure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will live

 a contented life. 

亮点词汇：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满意度 

  exceed : v 超过 

  be rooted in: 根源于 

  support: 赡养，供养 

  be prone to: 易于……；有……的倾向 

  senior: 年老的 

  family pattern: 家庭体制 

  content：n. 满足 

  亮点句型： 

  1. The phenomenon that elder people find more pleasure in job com

pared with the young may be rooted in the following reasons. 

  句子成分分析： 

 

  句子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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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先写出简单句：The phenomenon may be rooted in the followi

ng reasons. 

  第二步：写出定语从句 that elder people find more pleasure in job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解释主语 phenomenon。 

  句子写作策略： 

  本句写作策略是同位语从句。 

  2.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and make life of those who

 are between 40s and 50s easier, the authorities, relevant department

s and certain enterprises, should adopt some measures to increase sal

aries and perfect welfare system. 

  句子成分分析： 

 

  句子写作过程： 

  第一步：先写出简单的并列句：the authorities, should adopt some me

asures to increase salaries and perfect welfare system. 

  第二步：加连词插入语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certain enterprise

s, 限定主语 the authorities。 

  第三步：加入 in order to 引导的介词短语作目的状语，其中包含两个并

列的不定式。 

  句子写作策略： 

  本句写作策略是不定式、插入语、和并列结构。 

  范文分析： 

  这篇作文考察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流行话题：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

n)。本次短文写作考察图表作文的写法。 

  本范文基本符合图表写作的要求。首先第一段首句 The table above reve

aled an overall picture of job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ment of diffe

rent age groups. 总体描述图表的主要内容。然后首段用两个句子勾画出了图

表所代表的大体趋势是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工作满意度明显高于 40 所以下的

年轻人。在描写过程中，适当引用了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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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简要分析了这种趋势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 50岁以下的年轻人正值

当年，面临着工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另一方面，从 50岁以上的人来讲，他们

性格和事业都趋于稳定。而看待问题的态度也更趋于乐观。这是原因之二。 

  结尾段进一步总结了图表所反映的趋势，建议给 50岁以下年轻人减压和增

强满意度的的措施和方法。从社会机制保障上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两个方面

来改变。 

  本文描述图表简要，准确，并且能够适时点出图表所反映的内容和一般概

念。语言形式上丰富多样，用词准确，很好的完成了写作任务。 

  译文： 

  上面的表格揭示出一个不同年龄段的工作满意度的总体情况。基于表中数

据，40 岁以下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或不满意他们的工作, 40到 50岁之间的人群

多达 64%的人不满意。对于 50岁以上的人，工作满意程度上远远超过了 40岁

以下的年轻群体，高达 40%。 

  年老的人在工作中能够发现更多的乐趣这一现象中可能有以下原因导致。

首先，30 到 50岁之间的人面临更大压力，以支持家庭，养孩子和老人等，使

他们忽视享受工作的乐趣。第二，50岁以上中老年人在人格方面已经趋于成

熟，更容易乐观的看待工作中的不快。最后，当前的家庭模式的"一个家庭一个

孩子"导致老化的社会，其中为 50岁以下的年轻人提出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中老年人比年轻人在工作中享受到更多的满意度。为了改善这一状

况，使那些 40到 50 岁之间的人的生活更容易。政府，有关部门和某些企业，

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工资和完善的福利制度。更重要的是，中年人本身也

应该把他们的长久的工作以外的时间更多进行身体锻炼。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

才能确保尽可能多的人过上满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