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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案】B 

  【解析】从空后信息可以看出，这句表达的是"_ _法官表现得像政治家"的

情况下，法庭就不能保持其作为法律法规的合法卫士的形象，所以应该选 C,ma

intain"维持，保持"，其他显然语义不通。 

  2.【答案】A 

  【解析】从第三段可以看出，文章认为法院和政治之间应该是有界限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当法官像政治家一样行事，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时，就失去

了其作为法律卫士的合法性。只有 B，when 表示这个意思。 

  3.【答案】B 

  【解析】第二段给的具体事例说明，法官出现在政治活动中会使法官形象

受损，影响他们独立、公正的名声。只有 B，weaken能表示这个意思。 

  4.【答案】D 

  【解析】空前信息显示，法官出席政治活动会让法院的审判收到影响，人

们就会认为其审判不公正，所以选 D，be accepted as..."被认为是"。 

  5.【答案】C 

  【解析】空所在的语境为：产生这样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法官没有_ _

道德规范"。后一句话说，至少法院应该遵守行为规范，这显然是进一步说明上

一句话。所以上一句是说法官没有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选 C，bound。 

  6.【答案】B 

  【解析】根据解析 5可以看出，这里应该是说遵守行为规范，subject 与 t

o连用，表示"服从某物，受…支配"。故本题选 B。 

  7.【答案】D 

  【解析】分析句子结构可知，这里是由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说明前面

的行为规范，是说法院也应当遵守适用于其他联邦司法部的行为规范。apply t

o "适用于"符合题意。resort to "求助于";stick to "坚持(原则等)"语意不

通。 

  8.【答案】B 

  【解析】空所在的语境为，类似这样的案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院和

政治之间是否还存在着界限。提出问题，产生问题用只能选 raise。 

  9.【答案】A 

  【解析】根据第 8题可知，空内应填 line，"界限"。 barrier "障碍"，s

imilarity"相似性"，conflict"冲突"都不合题意。 

  10.【答案】B 

  【解析】根据句意，宪法的起草者们预想的是将司法从政治中分出来，让

其享有独立的权力。envision as "将…想象成…"。所以选 B。 

 

  11.【答案】A 

  【解析】本题考察逻辑搭配。本选项答案的确定需结合前句意思，制宪者

旨在使法律不受政治的任何影响，这样一来，法官就可以免受掌权者的影响

了。此空就是考察由此所带来的结果，故选[A]。 

  12.【答案】C 

  【解析】此题承接上题，可知法律不受政治的影响，从而法官也不用担心

掌权者(those in power)。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 官网：kaoyany.top 

  13.【答案】C 

  【解析】此题承接上题, 结合句意, 可知该半句主要表达"法官也无需政治

支持了。"选项 C最符题意。 

  14.【答案】D 

  【解析】此题考察词意辨析。原句表达"我们的法律体系是法律完全不受政

治的影响，是因为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句意思，[D]最合题意. 

  15.【答案】A 

  【解析】此题考察词意辨析。文中说"宪法具有政治性，是因其的选择都是

植根于诸如自由，财产之类的基本社会。。。中。"自由，财产是西方社会的一

些基本社会理念或概念，故选[A]。 

  16.【答案】C 

  【解析】此题考察词意辨析。首先分析该句，可知空白处添加上一动词可

构成一定语从句，限定"the law"。其次，文中语境表达"当法律处理社会政策

决策问题时，。。。的法律不可避免的具有政治性。四个选项中，[C]为最佳答

案。 

  17.【答案】A 

  【解析】此题考察词意辨析。可由文中语境得知，该半句主要表达"这也就

解释了为何背离思想路线的决策被看作是不公正的，从而被轻易的…."。结合

语境，以及四个选项的意思，可知[A]最佳。 

  18.【答案】C 

  【解析】此题考察词意辨析。由文中语境可知该句主要表达"法官必

须。。。有关法庭(裁决的)公正合理的质疑。"四个选项中，仅[C]符合题意。 

  19.【答案】D 

  【解析】本题考察短语搭配及相似短语辨析。四个选项均可与连用，其中 

  accessible to 易接近的;可归属的;可得到的可归因的 

  amiable to 可亲，多指人和蔼可亲，易于接近 

  agreeable to 欣然同意的;适合的，适宜的 

  accountable to 对…负责 

  此题的理解需承接整个句, 首先此空所在后半句乃一方式状语，承接前半

句说明法官怎样来解决有关法庭(裁决的)公正合理的质疑。将此四个选项分别

代入，可得出正确答案[D]，法官只有对对行为准则负责，也即是遵循一定的行

为准则才可确保其裁决的公正与合理。 

  20.【答案】D 

  【解析】此题考察逻辑搭配。此句承接上句，旨在说明由此带来的结果，

也即是文中所说的"。。。使得裁决看起来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如法律一般令

人信服。" 结合四个选项意思，可知选[D]。 

 

Section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21.【答案】D 

  【解析】文章首段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作者先简单介绍 Peer pressur

e，再引出 Tina Rosenberg 在她的新书 Join the Club 中对于 peer pressure

的看法，这篇文章是以一篇书评的形式出现。而题目"根据第一段，同伴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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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常常是…"问的仅仅是同伴压力，并无涉及到 Tina Rosenberg或者她的新

书，因此答案则应主要涉及文章对于 peer pressure 的介绍，而非 Tina对于 p

eer pressure的看法。首段第三句说"(同伴压力)通常引起不好的事情，如酗

酒，嗑药，乱交"，故答案选 D，说明同伴压力出现导致的结果，这里的答案使

用了同义替换的方式。 

  22.【答案】B 

  【解析】根据题干关键词"public-health advocates"可以定位到第三段最

后一句话"Rosenberg argues convincingly that public-health advocates o

ught to take a page from advertisers, so skilled at applying peer pre

ssure",即应该向广告商学习，这里主要是对于短语"take a page from"的理

解，答案选 B 

  23.【答案】A 

  【解析】根据题干"在作者看来，Rosenberg 的书没能…"，所选答案是要

找出作者看来这本书的缺点是什么。文章第四段第一句话说"但是，在…方面，

Rosenberg不太有说服力"，紧接着说"Join the Club 中太多无关的细节，而对

于使同伴压力能产生如此大作用的社会和生物因素并未做足够的探究"，这句话

充分说明了在作者心目中这本书的不足在哪儿，故答案选 A 

  24.【答案】C 

  【解析】这是一道细节题。文章第五段首句告诉我们 peer groups 确实会

对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句具体说明影响的内容，即好的习惯和不好的习

惯都会通过社会交际在朋友圈中传递，最后一句则对这种影响进行了总结，"这

是同伴压力的细微表现，我们无意识地模仿日常所见到的行为"。而分析题干和

选项，我们发现该题是对"imitation of behavior"进行归纳，回到原文，找到

"我们无意识地模仿日常所见到的行为"，答案即刻清晰，这里是对 unconsciou

sly一词进行了释义，因此 C选项正确。 

  25.【答案】D 

  【解析】这道题考查作者对于 peer pressure 所能带来的影响的态度，作

者通过最后一段第一句话首先向我们表明他对"专家和其他官方人员是否能成功

选择同伴来引导他们的行为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不肯定，接下来以教师指导学生

的例子为说明，得出结论"The tactic never really works."(这个策略从来没

有真正起作用)。通过作者的这样一番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于 peer pressu

re是否能有效果是质疑的，故答案选 D。 

 Text 2 

  26.【答案】C 

  【解析】 

  reneging 的原形是 renege，本议是"食言""否认"之意，为反向意义词。

而四个选项中 A 中的 condemning 意为"谴责""处刑"B中的 reaffirming 意为"

重申""再肯定，再断言"，C中的 dishonoring 的意为"拒付，不兑付"，在意思

和方向上都符合，D 中 securing 意为"保证，使保险"的含义。本文主要在说 E

ntergy这个公司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所以应选 C项。 

  27.【答案】D 

  【解析】 

  本题答案定位在文中第三段每二句话，As a condition of receiving sta

te approval for the sale , the company agreed to seek permiss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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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regulators to operate past 2012. "as a condition of"可以理解为

"为了"，D 项中的"purchase "一词就是对文中"sale"的替换。 

  28.【答案】A 

  【解析】 

  题干："根据第四段 Entergy公司似乎在它的····上存在着问题"，题

目中已清晰把答案范围确定在第四段，通过阅读第四段我们可以看到 Entergy

公司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故"a string of accidents",而后面的这句"raised ser

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s safety and Entergy's manag

ement"就是本题的答案所在了。其中 "managerial" "management"仍是同一单

词的变形。 

  29.【答案】D 

  【解析】 

  首先从题干知道考查的是作者的观点。 "佛蒙特州事件"和 will test 在文

章中的定位是在第 5段第 5句话，"Vermont case will offer a precedent-se

tting test of how far those powers extend"意思是"佛蒙特州事件将会检验

是这些权利延伸多远的先例"。这句话是 legal scholars 的观点。重点是理解

certainly和 but后面的意思。虽然作者承认担忧如果每个周各行其是的后果

是合理的，但是 But 后面是个虚拟语气，与事实相反。所以作者的真正态度是

支持 legal scholars 的观点，即佛蒙特州事件是对州法规的权限的考验。How 

far those power extended 与 D选项的 the limits of states' power 与选项

D"各州在核问题上的权限"是相匹配的，因此正确答案为 D。其他选项与"佛蒙

特州事件"带来的检验，文中并未直接提及。 

  30.【答案】A 

  【解析】 

  最后一段主要讲的是"Entergy公司的名誉已严重受创。该公司向联邦申

请：许可 Pilgrim核电站获得另外 20年的开放权。但是作者认为，核管理委员

会在审核该公司的申请的时候，务必要考虑下该公司的信誉问题。"A 选项"Ent

ergy公司在其它地方的生意将会受到影响"由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Entergy 公

司的名誉已严重受创"就可以推断出来;B"核管理委员会的权威将会被藐视"最后

一段没给出任何要藐视核管理委员会的暗含信息，因此 B选项错误;C "Entergy

公司将会撤回关于 Pilgrim核电站的申请"，最后一段同样没给出类似的暗含信

息;D "Vermont 的名声将会受到破坏" 同样，从最后一段，根本无法推断出。

因此，最佳答案是 A。 

Text 3 

  31.【答案】A 

  【解析】 

  这篇文章选自 The Scientist,文章题目是 The Evolution of Credibilit

y。文章第一段第二句话提到"Bu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science, di

scovery frequently follows an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route."，即在

每天的科学实践中，发现所遵循的规律是模棱两可和复杂的。A项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是对文中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的同义替换，所以为

正确答案。 

  B项是利用文中最后一句话的干扰"Opportunities for misinterpretatio

n, error, and self-deception abound"，这句话是说"有误解和自我欺骗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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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而导致了科学发现的模棱两可和复杂性;C项和 D项是受文章第一句话

的干扰，但是第一句同时提出只有"在理想中(in the idealized version of

 ...)，科学发现才能够很客观。 

  32.【答案】B 

  【解析】 

  第二段第二句中提到"But it takes collective scrutiny and acceptanc

e to...",其中 it指的是将科学发现获得公众可信度的过程。接下来的第四句

话具体讲到了这个过程："through which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s me, 

here, now becomes the community's anyone, anywhere, anytime."，即要经

历从个人到集体的过程，需要每个人共同的努力，故答案为 B。 

  33.【答案】B 

  【解析】 

  本段第三句话中提到"Within th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ci

entific community, researchers make discoveries"，即"研究者需要在科学

团体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实现科学发现"，在这句话的后面有一个分号，分号后面

的三个短句分别解释了在科学团体中不同身份的人所做的不同工作，如新闻编

辑者和评论家需要控制科学发现公开的过程,而另外一些科学家需要同过新的发

现来证明已有的发现等。除此之外，最后一句话"transform an individual's 

discovery claim into the community's credible discovery"即将个人的发

现转换为集体可信的科学发现，故答案为 B，即科学发现获得公众的可信度需

要集体的努力和验证。 

  答案 A是利用本段首句设置的干扰，属于主观臆断;答案 C为干扰项目，以

偏概全;答案 D文中没有提及。 

  34.【答案】D 

  【解析】 

  第四段主要讲到了科学发现获得大众可信度的过程中面临的两个矛盾。Alb

ert Szent-Gyorygi 的观点主要针对第二个矛盾，即创新本身经常会引起怀

疑。同时他认为科学发现需要"seeing what everybody has seen and thinkin

g what nobody has thought"，即看到每个人都已经看到的，并想到别人没有

想到的。这句话暗示了科学发现的过程需要有评判性思维，即我们应该去探求

事物。故答案为 D。 

  答案 A与本段中讲到的第一个矛盾有关;答案 B的过渡推断来自本段最后一

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有创新的发现需要时间的验证来得到公众的认

可。答案 C文中没有提到，属于主观臆断。 

  35.【答案】C 

  【解析】 

  此题考察对全文主旨大意的准确归纳。从整个文章脉络来看，文章第一段

指出任何发现最终的目标是使之客观化，然而此过程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同的生

活环境的影响;第二段指出这个过程需要公众共同的努力;第三段具体论述了不

同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第四段则提出了使科学发现获得可信度的

过程中所遇到的两个矛盾;最后一段用 Annette Baier 的一句话总结了这个过

程。由此可知，C项统领全文，为正确答案。答案 A项与原文不符;答案 B 是第

二段中提到的一部分;而答案 D只是对第四段的概括 

Tex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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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答案】C 

  【解析】 

  根据题干定位于第一段 When …were in their prime in 1960, only one

 in ten American government workers belonged to a union; now 36% do. 

意思是 1960年时，美国政府部门只有 1/10 的人是工会成员，但是现在比例是

36%。所以 C选项正确：工会增加了政府部门成员。A选项：Teamster 仍然拥

有很多成员。文中只提到了比例，并没有讲具体人数;B：吉米过去是一个公

仆。而文中第一句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句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今天可能代

表一名公仆"，曲解文意;D：政府改善了与社团的关系。文中并未提及。 

  37.【答案】D 

  【解析】 

  该题很容易根据题干定位于第二段。第二段中有很明显的 first, second,

 third这些词，属于典型的列举处，最容易出细节题。只需要将各选项与这三

点仔细比对即可。A 公共部门组织在采取行动时很谨慎文中并示提及，是对"th

ey now dominate left-of-centre politics"这句话设置的干扰项，"左派"为

激进派，不可能谨慎;而 B错在教育不是需要的，而是公务员社团成员受教育程

度普遍偏高，并非必需;C工党长期与公务员社团争斗，该段倒数第二句指出工

会与社团一直有联系，最后一句讲到工会领导 Miliband荣登宝座正是因为公务

员社团的大力支持，因此与原文相悖;D选项为 First, they can shut things 

down without suffer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nsequences.这句话的同义改

写。意思是"他们可以息事宁人并不用遭受不好的后果"。 

  38.【答案】B 

  【解析】 

  该题很容易定位于文章的第四段。题干是"国家部门人员的工资状况是"。

做这道题要把第四段整体理解。注意 But后面的内容，尤其是 keeping the pa

y increases modest but adding to holidays and especially pensions tha

t are already generous。大意是公共部门员工的工资涨幅很小，但是节假日

福利津贴很多。B选项的 indirectly augment 意思是"间接地增加"。和原文意

思"公有部门人员的收入是来源于福利等间接收入，而非正常的工资收入"符

合。A 通过非法得来文中只提到了国家部门人员的工资比私人企业的要高，整

段都未提及来源，故该选项属于过度推理;C 过度地增长文中并未提及增长的幅

度，提到只是通过"暗厢操作"的方式，容易使考生产生误解;D 很公正地调整与

"backloaded"不符。 

  39.【答案】C 

  【解析】 

  题干的意思是"举威斯康辛社团为例，表明社团_______"。该题根据题干中

的专有名词 Wisconsin 定位于倒数第二段。由题干可知这是一个例证题，所以

需要看文章的第五段。第五段首句 Reform has been vigorously opposed。从

第六段 Wisconsin的例子可以看出，工会集合众人反对共和党领导人 Scott Wa

lker，正是为了反对改革。所以可以知道工会可能是公共部门改革的一个障

碍，C为正确选项。A 经常与当前政治体系对抗文中并未反映 often 这个程

度。B 能够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文中并示提及，D 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文中第

二句讲到社团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来对付强硬的共和党州长，并不能推出

该选项之意。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 官网：kaoyany.top 

  40.【答案】A 

  【解析】 

  文中人物的观点态度题。该题定位于最后一段，第一句话指出 John认为西

方公共服务中的文化准则适用于想维持原状的人们而对于有比较高成就的人们

就不利了，很明显持否定态度，最后再次指出不能造福于高成就人们的公共服

务系统对于美国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麻烦，也再次证实了作者的观点是不支持的

即 A选项。disapproval"反对"，appreciation"欣赏"，tolerance"宽容"，ind

ifference"冷漠"。 

  Part B 

  41.【答案】C 

  【解析】略读第一自然段得知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

便利，重点论述了媒介。此题空在末尾，那么通读空前的内容，可以找到特征

词或者中心词"creat a fabulous machine"浏览七个选项，C项中的"develop 

such a device"刚好与此对应 

  42.【答案】D 

  【解析】此题空在了段落的中间，需要在空前和空后找关联词，空前出现

了"reason"这个特征词，而空后出现了"war"这个特征词，浏览七个选项，D项

的"because"和"war"刚好与此对应，所以答案选 D. 

  43.【答案】A 

  【解析】此题空在段末，因此要在空前以及下一自然段的段首找关联词，

浏览空前可以找到"superfluous material goods" ,而浏览下一自然段的句首

可找到"download"这个词;那么浏览七个选项，答案 A出现了"these superfluo

us things"，接下来也提及到了"download"，因此可以锁定答案 A. 

  44.【答案】F 

  【解析】此题空在句末，所以需要浏览下空前以前下一个自然段的句首，

通读空前的内容可以找到关联词"a pyramid of production remains,"，而下

一个自然段的段首提到了"television"，那么浏览七个选项，跟此关联的有两

项 E和 F,再继续分析，E项只有"television"这个词与空后对应，而 F项不仅

出现了"television"这个词，而且出现了"this pyramid of production"这个

特征词，所以，答案为 F. 

  45.【答案】G 

  【解析】此题空在段末，那么需要浏览下空前的句子，寻找关联词，在 B

和 G之间进行选择，通读可知，空前的"flow"与 G项的"the flow"是相对应

的，B项的"applications"在文中没有提及，所以此题锁定答案 G 

  Part C 

  46. 【解析】本句结构比较简单，它是一个简单句，句子主干结构是 one 

approach takes…and seeks…。破折号后面的部分是对前面提到的理论的进一

步解释。 

  1)take …to extreme…把……发挥到极致，把。。。推至极限 

  2)theory of everything 万有理论。或者也可以一个短语翻译出来"适用

于任何事物的理论" 

  3)generative equation 生成等式、生成方程。 

  【参考译文】物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把这种归一的冲动发挥到了极致，它探

寻一种万有理论----一个关于我们能看到的一切的生成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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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47. 【解析】对本句话的理解关键在于对 for引导的句子的正确理解。因

为有两个逗号，有的同学在考场比较紧急的时间和紧张的状态下容易把两个逗

号间的部分理解为插入语，那么这句话就很难理解了。 

  1)for 引导的句子表原因与前句是并列关系，for原因并列句中又包含一

个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2)"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对这句话的翻译可以翻译成一

个长句，也可以分开翻译成"那么假设文化差异也能够追溯到更有限的源头, 这

种假设看上去便是合理的了。" 

  3)对于 "cultural diversit"的理解，我们容易受到之前在备考中经常遇

到的"cultural diversity"的影响，直接翻译成"文化多样性"，但在本文，前

文很多次提到了共性，所以这里我们翻译为"文化差异"更合适。 

  【参考译文】在这里，达尔文主义似乎提供了有力的理由，因为如果全人

类有共同的起源，那么假设文化差异也能够追溯到更有限的源头好像就是合理

的了。 

  48. 【解析】这句话结构主要在于对三个"what"从句的理解。本题是三个

what引导的从句第一个是 what引导的宾语从句，做 filter out 的宾语。第二

个 what 是介词 from 的宾语，from 是固定搭配中的介词 filter out A from 

B。第三个 what是 understand的宾语，和 how并列 

  1)句子主干可以看做：To filter out A from B enables us to understa

nd C and D 

  A指的是"what is contingent and unique" 

  B指的是"what is shared" how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ur arose" 

  C指的是"how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ur arose" 

  D指的是"what guides it in evolutionary or cognitive terms" 

  2)Filter out 词组本意是滤掉，。这个单词可能有同学会不熟悉，但是如

果对本句结构理解清楚，看到 from这个介词，加之对前文大意的理解，我们可

以猜出这个词的意思，或者理解为"区分"等也不影响全句的理解。以避免我们

有的同学看到第一个单词不认识立马生出的胆怯情绪，影响下文判断。 

  【参考译文】把差异性和独特性从共性中过滤出来也许能让我们理解复杂

的文化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从进化或认知领域指导着它。 

  49. 【解析】本句结构比较明朗，关键是句子前部分单独很难理解，需要

结合前文。这也恰恰说明了考研英语中的翻译首先是阅读理解的一部分，不是

单独的翻译而已。 

  1)这里的 the second与上文的"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efforts was 

initiated by Noam Chomsky,"，所里这里应该翻译成"第二种理论"所以这句话

需要根据上下文和逻辑解释清楚。而不能单纯的翻译成第二。。。 

  2)对于括号内部的处理，我们可以直接放在括号中即可。 

  【参考译文】约书亚格林伯格为寻找语言的共性而付出努力提出了第二种

理论。他采用了一个更实用的共性理论，做法是辨认出众多语言的共有特征(尤

其是按照词序排列)，这些特征被认为代表了由认知局限导致的偏差。 

  50. 【解析】这句话的结构比较简单，复杂的是其中大量的术语和不熟悉

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我们根据直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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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句结构：Chomsky's grammar should show…, whereas Greenbergia

n…. 

  1)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patterns 

  2)这里的"grammar"是指是上文的生成语法，所以这里可以把生成语法翻译

出来。 

  3)co-dependencies 这个词需要根据上下词义加之词根词缀来猜测出词

义，因为下文指出是两者关系，所以可以翻译为"共存性"。 

  【参考译文】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应该表明语言变化的模式，这些模式独立

于族谱或贯穿其中的路径，然而格林伯格的共性理论预测词序关系的特殊类别

之间(而不是其他)有着强烈的共存性。 

Section III Writing 

  51.小作文 

  【参考范文】 

  D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am the chairman of the Students' Union. I've just received the 

emails from you and got the news that you will come to our universit

y. Firstly, I'd like to show our warm welcome. On behalf of our unive

rsity and all the students here,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your comin

g. 

  In order to make all of you feel at home, here are some conductiv

e suggestions. Firstly, you'd better take some warm clothes with you 

because it is winter in China now and it is very cold in Beijing. Sec

ondly, I advise you to prepare some relevant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class. 

  I really hope you'll find these proposals useful.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ming!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52.大作文 

  【参考范文】 

  As can be clearly seen from the vivid picture, in front of a topp

led bottel of which most water in it has flowed out, a man says "ther

e is none left , how unlucky I am" looking rather upset, while anothe

r man quickly picked this bottle up, saying "I'm such a lucky dog, th

ere is still some left". How vivid the cartoon it is! The two men sho

w qui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 the same situation. 

  The implication conveyed in this cartoon is that different perspe

ctives we take to exam problems we confront lead to different attitut

es or answers to these problems. In the first place, we'll find the p

roblem is very difficult to handle from the pessimistic perspective. 

However, if we change our way of observing problems, we may find that

 we can make some remedial work even to turn something bad into good.

 In this way, we can find solutions for any difficulties. Every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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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wo sides. So why not change an angel to observe the problem we e

ncounter? 

  Whenever we face with the situation like the cartoon,what we shou

ld do is to observe it positively, especially when we are experiencin

g and encountering setbacks, only if we have the optimistic attitude,

 can we be bound to live a life of happ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