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考研英语二真题及答案解析 

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试题精析 

1.[答案][C] warning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解析：空格之后的宾语从句部分“technology is replacing human workers.”结合选项，应该选

择 warning。其他三项[A] boasting      [B] denying        [D] ensuring 均不符合此处的语境要求，

故均排除。 

 

2.[答案][A] inequality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空格单词后面的句意看到了贫富对比，故作为上文对其进行概括关键应选择 inequality。 

 

3.[答案][D] prediction 

考点：时态判断 

空格之后的内容  “holds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a wasteland of a different sort，”该定语从句是

对空格词汇的修饰与说明，既然文中用到了 will 这一个表示将来时态的助动词，故答案为

prediction。 

 

4.[答案][A] characterized 

考点：后置定语 + 固定搭配 

one 4 by purposelessness。其他三项均不符合，故排除。 

 

5.[答案][B] meaning 

考点：句间语义理解 

Without jobs to give their lives 5 ， people will simply become lazy and depressed.空格所在句后

面的表述与空格前的内容属于并列关系，由逗号连接。答案选择 meaning。[A] wisdom    [C] 

glory      [D] freedom  这些选项都表示褒义色彩和后面 lazy、depressed 矛盾。 

 

6. [答案][B] Indeed 

考点：上下文逻辑关系 

分析下四个选项可以看出并无体现因果关系 故[A] Thus 排除，另外 instead，nevertheless 表

示转折语意，但是上下文逻辑并无体现。 故[A]Instead              [C] Thus           [D] 

Nevertheless 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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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案][C] working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One Gallup poll found that 20 percent of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unemployed for at least a 

year report having depression， double the rate for 7 Americans.根据上下文对比的语意对照应

该选择 working。前面提到 unemployed 。此处在进行对比，故选择表示反义呼应的词

working。 

 

8.[答案][A] explanation 

考点：句内语意理解+固定搭配 

 so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8 for rising rates of mortality， mental-health problems， and 

addicting 9 poorly-educated middle-aged people is shortage of well-paid jobs. 

 

9.[答案][D] among 

考点：句内语义理解、介词辨析 

很明显应该指前者的发生范围。浏览四个选项，among“在....中”表示范围，符合此处语义

需要，故为答案。 

 

10.[答案][C] worry about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句内语义理解 

Perhaps this is why many 10 the agonizing dullness of a jobless future. 

 

11.[答案][C] necessarily 

考点：上下文逻辑关系+句内语义理解 

But it doesn’t  11 follow from findings like these that a world without work would be filled with 

unease.But 表示转折语意。doesn't necessarily不一定。符合此处语意需要，故为答案。 

 

12.[答案][B] downsides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后置定语 

Such visions are based on the  12 of being unemployed in a society built on the concept of 

employment. 

答案的线索在于空格后面的介词短语，后面提到 being unemployed。这是贬义。其他选项

均不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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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答案][A] absence 

考点：词汇复现 

 In the  13 of work， a society designed with other ends in mind could  14 strikingl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or the future of labor and leisure. 

 

14.[答案][D] yield 

考点：词汇的一词多义与搭配 

In the  13 of work， a society designed with other ends in mind could  14 strikingl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or the future of labor and leisure.该空格所选词汇的主语是 a society 宾语是

different circumstances.根据主谓一致的原则应该选择 yield。语义为：产生。 

 

15.[答案][C] virtue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overblown.一词为解题线索。含义：吹散 吹倒 表贬义。后面的内容 Many jobs are boring， 

degrading， unhealthy， and a waste of human potential，” says John Danaher， a lecturer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in Galway.是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结合前后的上下文语义

理解，应选择 virtue，其他选项均排除。 

 

16. [答案][D] scarce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because leisure time is relatively  16 for most workers， people use their free time to 

counterbalance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17 of their jobs.结合常识认知及上下文理解应该

选择 scarce。 

 

17. [答案][A] demands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 

根据语义的要求，浏览选项，只有 demands 符合语义要求。 

 

18. [答案][B] tired   

考点：上下文语义理解+常识 

“When I come home from a hard day’s work， I often feel  18 ，” Danaher says， adding， “In 

a world in which I don’t have to work， I might feel rather different”. 

 

19. [答案][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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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固定搭配+句内语义理解 

perhaps different enough to throw himself  19 a hobby or a passion project with the intensity 

usually reserved for  20 matters. 

“Throw oneself into ......”意思是：一头扎进；投身于，积极从事 

 

20.[答案][B] professional 

考点：复现+呼应 

perhaps different enough to throw himself  into a hobby or a passion project with the intensity 

usually reserved for  20 matters.此处空格处答案和前面的 intensity 形成呼应与关联。故此处

professional 符合语义需要，入选。 

 

Text 1 

全文翻译： 

    每周六早上 9 点，50000 多名跑步者就会出发绕着当地公园跑上 5 千米.（21）公园跑这

种现象最初是在十几个朋友间发起的，后来在英国境内发展到 400 多个，在英国之外的影

响更是广泛。参与这类活动是免费的，工作人员由数千名志愿者来担任。跑步者从四岁大

的小孩到祖父母年纪的老人不等；他们的跑步成绩从安德鲁。巴德利 13 分 48 秒的世界纪

录到 1 小时不等。 

（22）伦敦奥运会的遗留影响未能奏效，而公园跑的活动兴盛了起来，十年前的某个

星期一，第 30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宣布在伦敦举行。规划文件保证，奥运会遗留影响将促

使全国的体育爱好者离开自家的沙发出去锻炼，人民群众会更加健康，并产生更多的获奖

者。可是这一切并未发生。每周进行体育锻炼的成年人数量确实有所增长，在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到来之前增加了将近 200 万人，但总人口数量的增加却更快一些。然而糟糕的是，

现在这些数字正在加速减少。反对者宣称，每周至少进行 2 小时体育锻炼的小学生的数量

几乎减半。成人和儿童的过度肥胖问题有所增加。官方继续反思为什么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没有能够“鼓舞一代人”这个问题。公园跑的成功则给出了答案。 

公园跑不是速度赛，而是计时赛：你唯一的对手就是计时器。这种理念欢迎每个人的

参与，首次参与者气喘吁吁地跑过终点，赢得掌声，他们感受到的喜悦之情与第一名是一

样的。（23）那些奥运会拥护者则相反，他们想让更多的人进行体育运动，产生更多的精

英运动员。两种目的混杂在一起：对参加奥运会的新人而言，获胜相对于参与所带来的压

力是令人害怕的。 

确实，如果国家像社区体育协会一样，参与规划这种从根本上讲“草根”概念的运动是

有点可笑。（24）如果政府可以扮演角色，他应该致力于提供公共设施：确保有地方修建

运动场，有资金铺设网球场和无挡板篮球场，并鼓励学校提供此类体育运动项目。但是历

届政府只管卖绿地，挤压地方政府的资金，不关注体育教育，崇高的战略是没有用的，未

来的政府应该多做实事，提供让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条件。至少也应做到不要让他继续恶

化下去。 

 

21.【答案】A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文中的第一段，第

一段讲了每周六大约有五万多人都会在他们当地的公园里跑步，跑步的年龄跨度之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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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岁的小朋友到祖父母年纪的人都有；跑步所用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世界纪录的 13 分 48

秒到一个小时。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全民运动，与 A 选项的 great popularity 相互对应，所

以选 A. 其他选项，B 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C 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D 成为一个官方的节

日；这几个选项原文中都没有涉及，所以排除。 

 

22.【答案】B 

【解析】可以发现原文中第二段第一句话 Parkrun is succeeding where London’s Olympic 

“legacy” is failing 与题干中的关键词 London’s Olympic “legacy” has failed to...对应，所以可

以锁定文章的第二段，从而找出解题的关键。第二段前半部分讲了在最初的时候 Olympic

的目标，然而，事实却事与愿违，...bu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as growing faster. Worse, the 

numbers are now falling at an accelerating rate. 由这句话可以看出，Olympic 并没有推动大众

的参与性，与预期的目标不符，所以选择 B。 

 

23.【答案】C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Parkrun is different from Olympic games in that...可以知道这是想

考察 Parkrun 和 Olympic 的区别。追溯到原文，可以看到文中的第三段第一句话：Parkrun 

is not a race but a time trial.从这句话可以排除 A 和 B，因为 A 和 B 都和竞争有关，D 选项可

以从这一段的这一句话：there is much joy over a puffed-out first-timer being clapped over the 

line as there is ...可知，Parkrun 有很多第一次参加的人，所以排除 D. 最后可以知道，答案

选 C，因为 parkrun 不是比赛，所以就不重视精英主义。 

 

24【答案】D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the governments should...,可以知道，命题人想要考察的是对于

Parkrun 这一项大众运动，政府应该做点什么。所以，考生要快速的定位到原文中有关政府

的段落，即第四段，If there is a role for government, it should really be getting involved in 

providing common goods—making sure there is space for playing fields and the money to pave 

tennis and netball courts, and encouraging the provision of all these activities in schools. 从这里

可以知道，作者希望政府能够为 Parkrun 提供场所和钱，并针对学校制定相关条例以鼓励

全民运动。由此可以排除 A，B，C. 最终选择 D。 

 

25.【答案】B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the author’s attitude to what UK government have done for sport 可

以再次锁定原文中关于政府的部分，可见这一题与 24 题是有一定联系的。第四段一开始作

者提出了自己对政府的期许，但是事实上，政府却没有达到这一期许。But successive 

government have presided over selling green spaces, squeezing money from local authorities and 

declining attention on sport in education. 政府负责卖地，从地方政府压榨金钱，不重视学校

的体育运动。可见，此处作者指责政府的一系列行为，由此可以得出答案 B. tolerant:宽容

的，容忍的； uncertain：含糊的，不确定的；sympathetic：同情的，赞同的。 

 

Text 2 

这是一篇议论文，选自 2016 年的《经济学人》，全文共 423 词。文章探讨了儿童及成人使

用数字电子设备可能引发的问题，文章开篇指出，家长在关注儿童使用电子设备的问题时，

往往忽略了自己使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问题，作者首先通过罗德斯基的研究说明父母过

度沉于电子产品会减少亲子互动，从而造成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及时关注。最后一段中

作者又引用特罗尼克的观点，从反面论述，认为使用电子设备，无论对儿童还是父母，在

一定限度内也会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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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翻译： 

由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儿童对电子设备的使用上，家长很容易忽略他们自己的设备

使用。（26）“技术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把你吸引住。”珍妮.罗德斯基在她关于数字游戏的研

究中说道，“数字产品本身就是要让关注达到最大化。这使得人们很难不曾惜于其中，并且

会给家庭日常生活造成很多干扰。 

（27）罗德斯基通过对母子组合进行的一个食物测试活动来研究就餐时间移动电话和

平板使用情况。她发现在活动中使用这些设备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言语交流减少了 20%，

非言语交流减少了 39%。在另一个单独的观测中，她发现电话成为家庭关系紧张的一个诱

因。父母们盯着自己的电子邮件，而孩子们则强烈地要求父母关注自己。 

婴儿们热衷于观察父母的面目表情，并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而如果那些脸孔面无表

情，反应迟钝——他们沉溺于电子设备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对于孩子来说很可能是

最为令其不安的。罗德斯基引用了发展心理学家艾德.特罗尼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的一

个“静止面部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位母亲按照要求首先以正常的方式与她的孩子互动，

随后则变得面无表情，不再给予任何可视的社会反馈：而孩子在试图吸引母亲关注的过程

中则变得越来越苦恼。“父母不必时刻都表现得尽善尽美，但需要掌握好平衡，应该对孩子

情感需求的言语或非言语表达足够敏感并有所反应，”罗德斯基说到。 

（29）另一方面，特罗尼克本人对儿童使用电子设备的担忧源自于一种“要求父母应

该随时与其子女互动的压制性意识形态”：“这是基于一个从某种程度上带有想象的，极其

苍白的和中上层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

30000 个词汇，那你就是忽视了他们。（30）特鲁尼克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能,从电

子设备上学到东西就认为他没有价值——特别是如果他可以给父母时间来洗澡、做家务，

或者只是从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获得休息时间。他说，父母可以通过使用自己的电子设备与

朋友交谈或者让一些工作不碍事，这令他们获益良多。另外，这也可以让他们感到更加的

愉悦，在余下的时间里更能多陪孩子。 

     

26.【答案】B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Jenny Radesky, 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文中提到此人物的第一段第

二行，接着题干中说 digital products are designed to..可以知道，考查的是数码产品的目的，

回归到文中第一段第二行，可知 Jenny Radesky说了这样一句话：Tech is designed to really 

suck on you in, and digital products are there to promote maximal engagement....电子产品就是为

了促进最大程度的参与性，由此可以得出答案 B 为了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其余选项在

Jenny Radesky的话中都没有体现。 

 

27.【答案】D 

【解析】由题干中的关键词 food-testing exercise, mother’s use of devices. 可以快速的定位到

第二段第二行:She found that mothers who sued devices during the exercise started 20 percent 

fewer verbal and 39 percent fewer nonverbal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从这里可以知道，

母亲使用手机会减少 20%的语言交流机会，39%的非语言交流。由此可以得出答案为 D.减

少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交流。 

 

28.【答案】D 

【解析】本题目是具体细节题。题干中的关键词 Radesky和 still face experiment 定位到倒数

第三段大写 R 处，题目问实验一定要找实验结论，结论在本段最后一句的 but 之后，这里

提到了 parents need be to responsive ...to...emotional need，父母需要对情感需求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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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D 是原文的原词复现。干扰项 A 的 blank expressions 是原文实验里面的具体内容，

非实验表明；选项 B 是最后一句的个别词干扰；选项 C 偷换概念，不是 children are 

insensitive，而是 parents。 

30.【答案】A 

【解析】本题目为文中人物观点的细节题。根据题干中的大写字母 Tronick 及关键词 kid 定

位到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三句，破折号后面解释了 kid’s use of screens 的具体目的。“it gives 

parents time to...”与正确选项 A 完全一致，属于原文的原词复现。干扰项 B 的 creative 并未

提及；选项 C 的 homework 根据原文的 housework 进行干扰，原文是父母有时间做家务，

而选项是帮助孩子做作业；选项 D 的 attentive 并未提及。 

 

Text 3 

    这是一篇议论文，选自 2016 年的《卫报》，全文共 399 词。文章讨论了高中毕业后是否

应度过一个空档年的问题。文章开篇指出，学生们在高中毕业后，出于种种原因不会选择

先度过一个空档年再去上大学，随后作者提出尽管人们对空档年存在某些误解，但其并不

会成为学生学业进步的阻碍，反而会带来好处。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从心理准备和经济影

响两个角度分析了空档年可能带来的好处。 

全文翻译： 

如今，即刻进入高校的广泛的社会压力以及对快速发展的世界越来越高的期望，常常

令学生完全忽视度过一个空档年的可能。（32）毕竟，如果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秋季入

学，那留下待一年似乎很愚蠢，不是吗？上了 12 年学之后，花一年时间做一些和学术无关

的事情,感觉会很不自然。 

虽然这可能是事实，但并不是拒绝空档年的充分理由。人们总是害怕在社会上永久不

变的“冲向终点”的比赛中落后于其他人，无论是在考研、考医学院或是竞争高收入职业方

面，均是如此。尽管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但空档年并不会妨碍人们在学术追求上获得成功

——实际上，它对此不无裨益。 

（32）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度过空档年的学生整体上比没有度过空档年

的学生准备更加充分，在大学中表现的也更好。空档年不仅不会拖学生们的后腿，还有助

于他们在独立性、承担新责任和应对环境变化等方面做好准备——而这些都是大学新生时

常面临的难题。（33）空档年经历可也减轻适应大学生活和突然进入全新环境时的各种冲

击，使学生们更容易将精力集中在学术和活动上，而不是忙于应付环境导致的失误。 

    （34）如果度过一个空档年去发现兴趣点的内在价值还不足于令你信服的话，那么考虑

一下他对未来学业选择的经济影响吧。根据国家教育数据中心统计，近 80%的高校学生至

少换过一次专业。考虑到高中的基础性必修课程令学生们对进入大学后学业上的广泛选择

空间知之甚少，因此这并不奇怪。很多学生会发现自己在申请大学时填报了某个专业，而

在大学课程开始后才转入另一个专业。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要看具体学校，换专业太

晚可能会在积攒学分方面付出代价。例如，在波士顿大学，如果你从另一个专业转到护理

学院，你必须多读一年。度过一个空档年，从一开始就考虑清楚，有助于日后避免压力，

节约金钱。 

31.【答案】C 

【解析】题目问的是高中毕业生不选择间隔年原因之一是什么。根据题目中的 high-school

和 gap year 和定位到第一段第一句话。这句话后面一句的 after all 可以知道后面应该是解释

理由了，After all, if everyone you know is going to college in the fall, it seems silly to stay back 

a year, doesn't it?这句话是说如果大家秋天都上大学去了，你要是晚了一年看起来有点傻。

这个句子等同于 C 选项中的 feel strange to do differently from others，因此选 C。 

32.【答案】D 

【解析】根据题目中的 study from the Australia and US 可以定位到第三段第一句话 Stud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show that students who take a gap year are generall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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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d for and perform better in college than those who do not.。这句话明确说了有间隔年的

学生比没有的要好，好在准备和表现上。所以 A：unrealistic 和 B：choosing career 不对。

第二句在表现好的更细致地方面进行了描述：preparing them for independence 独立性, new 

responsibilities 责任感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环境变化。紧随的破折号后总结说了这是 

first-year students 一年级学生 often struggle with the most 常常有苦恼的。说明最受益的是大

学一年级学生，而整段都没提过 financial burdens，所以 C 不对。而 D 中的 pressure 是对前

面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因此答案是 D。 

 

33.【答案】A 

【解析】这题根据题干中给的信息，到第三段最后一句中去找答案，Gap year experiences 

can...when it comes to adjusting to college..., making it easier to...rather than acclimation blunders.

这个句子分两部分，逗号+making 分词作状语，从功能上是解释补充说明前面半句，所以

间隔年的好处是能帮助新生调节适应大学，而不用担心 acclimation 问题，所以 acclimation

当然就是适应的意思了。因此 A 为正确答案。 

 

34.【答案】D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第一句提到了 consider its financial impact on future academic choices。

Financial 对应题干中的 save money，而 academic choices 学术选择可以排除 A 和 B。根据最

后一段第三句...students...listing one major on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s, but switching to another 

after taking college classes.所以第一句中的 academic choices 指的就是转专业的事儿，因此选

D。 

 

35.【答案】A 

【解析】第二段第一句话 But while this may be true, it's not a good enough reason to condemn 

gap years.就用 but 句说明了全文就是想说间隔年你值得拥有。而选项中只有 A 选项 in favor 

of 是持正面积极态度的，因此选 A。 

 

Text 3 

    这是一篇论说文，选自 2016 年的《基督教科学报》，全文共 406 词。文章讨论了森林火

灾防控的问题，文章开篇提出主题，指出森林火灾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西部各州，而是上

升为全国关注的问题：第二段至第四段主要从森林火灾扑救和防控所需经费的角度出发，

解释了这个问题上升为全国焦点的原因，同时也引用相关专家的话，分析指出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第五段为承上启下段，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转变观念，并从以下两个方面支

持这一观点——第六段至第八段至学者莫里兹的观点，主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界的双向互动

关系，提出仅仅关注气候变化影响是不够的：第九段至第十段是学者鲍尔奇的观点，指出

火灾的防控应该理性，认实到火灾不可能完全杜绝，应该正确理解人与火的联系，据此制

定法规、采取行动。 

全文翻译： 

尽管过去森林火灾常常被视为西部各州的问题，但其渐趋频繁也受到全国关注，因为

它影响到了联邦税务收入——火灾生态学和管理学家，马克斯.莫里兹教授说道。 

（36）2015 年，美国森林管理局首次花费了其年度预算五十五亿美元的一半以上用于

扑灭火灾——比例相较二十年前几乎翻番。事实上，现在该管理局只将很少的联邦基金用

于其他方面滴工作，诸如森林养护、分水岭及文化资源管理和基础设施维护——而这些影

响的全美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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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全国关注的问题是其它部门的公共积金是否会用于易受火灾影响地区的建设。

正如莫里兹所说，联邦政府房屋建设资金有多少几率会损失在一场森林火灾之中？ 

“从全国公共开支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说道。（37）“我们

需要带上放大镜来看待此事。例如，等一等，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些资

金改投到土地风险更低的地方？” 

研究者们说，这种看法将要求当今美国社会适时的改变看待火灾的方式。 

首先，关于火灾的言谈范围需要更加广泛。在过去的十年中，关注点一直集中于气候

变化——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如何导致火灾条件加剧。 

（38）莫里兹说，尽管气候确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不应因此放弃对其他因素均衡的

关注。 

（39-1）“人类体系和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是彼此联系的，其互动是双向的，”他说道。

（39-2）他提出，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导致“一个关于解决方式的过于简单的看法。

我们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认识会（变得）十分局限。” 

（40）与此同时，人们继续将火看成是一种需要完全被控制的事物，只有在必要的时

候才能脱离约束。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鲍尔奇说。但是，意识到火灾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避

免的，这种态度对制定法规政策、采取行动，尽可能保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她说。 

      “我们已经将自己余火共生的生活割裂了，”鲍尔奇说。“如今，理解并努力梳理出人类

与火的真正联系确实至关重要。” 

36.【答案】B 

【解析】本题目是原因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wildfires 和 national concern，以及时间

词 2015，定位到第二段首句。本句提到 US 花费了大量的 budget，与选项 B 中的 budget原

词复现，high 是原文 more than 的同义转化，consume 同义替换原文 spent。干扰项 A 的

management 是首段末句的人物 Max Moritz 的职位；选项 C 的 western states 是首段首句的

though 从句内容，和题干无关，属于答非所问；选项 D 的 infrastructure 是原文末尾的破折

号里 such as 的内容，两个破折号里面一定不选。 

 

37.【答案】D 

【解析】本题目为具体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a magnifying glass 和大写字母 Moritz 定

位到第四段第二句，目的就是最后一句。本句提到“to redirect those funds”，基金重新引导，

本段首句也提及 a huge problem from...public expenditure。正确答案 D 的 guarantee safer 

spending 是对这两句的完全概括，讨论公共基金更好的花费问题。干扰项 A 提到 fund，但

未说 raise more，添加无关内容；选项 B 与原文刚好相反，不是 avoid 避免；选项 C 是对原

文 lower-hazard parts of the landscape 的偷换概念。 

 

38.【答案】C 

【解析】本题是文中人物观点的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climate is a key element 及大写

字母 Moritz 定位到第 7 段的内容。本句中 Moritz 提到“should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equation”，不以平等的代价而来。正确答案 A 中的不应该忽视其他因素是对本句的同义转

化与概括。干扰项 A 的 public debates 来自第 6 段的 the focus 但未提及 settle 的话题，也非

本题定位句；干扰项 B 的 conditions 是第 6 段的最后一句 conditions that worsen fires，偷换

动词 worsen 与 improving；选项 D 的 a shift in the view of 是出现在第五段，时态错误，原

文是 would require，选项是 has take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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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答案】D 

【解析】本题目为原因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simplified view Moritz 定位到第 8 段的首

句，“the human systems and the landscapes... are linked and the interactions go both ways”,人类

与环境是相联系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正确答案 D 的 interactions 是原文的原词复现，

man and nature 同义替换原文的 human... and landscapes。干扰项 A 原文未提及；选项 B 的

human systems 是原词，但是并无 mechanism偷换概念；选项 C 的 landscape 和 human 是原

词出现，但添加无关信息 maximize。 

  

40.【答案】B 

【解析】本题目为文中人物观点的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大写字母 Professor Balch 和 fire，

man 定位到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important to understand...human connection with fire”，人

与火之间的联系。正确答案 B 的意思是达成协议，符合原文。干扰项 A 的 do away with 是

废除；选项 C 的 pay a price for 是付出代价；选项 D 的 keep away from 远离。 

 

根据题干人名 Jay 定位文中“They’re harder to find and they have job offers,”他们很难发现他

们有工作邀请。harder 对应选项 stiff(艰难地) 

Part B 

本文是一篇新闻报道，节选自《基督教科学报》，文章共 548 词，主要讲述了美国制造业

出现缺工现象的问题。作者首先总体概述美国制造业糟糕的现状，然后引出本文关注的重

点，即制造业面临着缺工问题，接着阐述了缺工问题给制造业带来工资增长的压力。文章

最后分析了家庭因素、技术水平以及时代发展对择业倾向造成的影响。 

全文翻译：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老生常谈，唐纳德.特朗普的话最能说明这一点。他曾对《福克斯

新闻》这么说，“我们什么都不造了。”但与此同时他为自己的墨西哥的制衣厂辩护。 

毫无疑问，制造业在近几十年遭遇重创，而新的贸易协议又引发了制造业会不会遭遇

新打击的问题。但还有一种理解这些数据的新方法。 

全国的企业主都在努力应对一个新挑战：他们可能面临缺少工人，而不是工人太多的

问题。尽管有贸竞争和外包，美国制造业每年仍然需要弥补成千上万个退休的婴儿潮一代

留下的岗位。千禧一代可能会取代他们的职位并不感兴趣。其他产业也正在用相似的或更

好的薪酬招募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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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主而言，这意味着对劳工的激烈竞争，以及工资上涨带来的压力。“很难找

到工人，而且他们都有其他工作机会，”家族企业狼獾螺旋弹簧公司的董事长杰.杜瓦尔说。

“他们可能进入了劳工市场，但他们已经被那些与制造业差不多得产业招走了。”杜瓦尔已

经开始把高中低年级的学生引入工厂，让他们熟悉工厂文化。 

罗曼制造公司主要制造变压器和焊接设备，该公司有罗伯特.罗斯的父亲在 1980 年与

他人联合创办，罗伯特.罗斯密切关注着公司里近 200 个工人的年龄，其中有 5 个今年退休.

罗斯在一个工读项目中招募了三名社区大学生，他们的起薪是每小时 13 美元，两年之后升

至,17 美元。 

在变压器车间的工作台旁，年轻的詹森.斯滕奎斯特为自己正在组装的铜揽和两位访客

的到来感到慌张不安。这是他就职的第一个星期。当被问及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他说高中

时在选择电气工程之前他考虑的是医护学校。“我喜欢与工具打交道。我喜欢创造，”他说。 

但要赢得这些年轻的工人，企业主必须清除另一个障碍：家长。他们经历了美国自大

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下行，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到工厂去。千禧一代“仍然记

得他们的父母都失业了。他们将其归因于制造业的衰退，”西部密歇根商业发展机构“正确

之地”的主管比吉特.克洛斯说道。 

这些担忧并非误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 1970 年的 1700 万降低到 2015 年的 1200 万。

当经济开始复苏后，劳工短缺最早会在高技术行业出现，现在劳工短缺已经在中等技术行

业出现。“差距出现在不需要技术的岗位和需要很多技术的岗位之间，”蒙特卡姆社区大学

教师商业教授罗博.斯波尔说。“可以在麦当劳以及其他不需要很多技术的地方就业的人足

够多。而中间的差距才是问题所在。”大急流城社区大学的朱莉.帕克斯指出乐另一个吸引

千禧一代进入制造业的关键：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们的父母愿意长时间工作，而这些年

轻人更看重灵活性。“加班对这代人没有吸引力。他们真的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她说。 

41.根据题干人名 Jason Stenquist 对应文中“I love working with tools. I love creating,” he says.

我爱与工具打交道，我喜欢创新，tool 对应选项 tool 

42.根据题干人名 Birgit Klohs，定位文中“remember their father and mother both were laid off. 

They blame it on the manufacturing recession,”记住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下岗了，他们归因于生

产萧条。文中 blame 对应选项 blame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43.根据人名 Rob Spohr,对应文中 The gap is between the jobs that take no skills and those that 

require a lot of skill,” says Rob Spohr, 工作之间的差距是那个不需要技能，而那些需要很多

技能。文中 skill 对应选项 skill（技能） 

44.题干问 Julie 的观点，对应文中“We’ve never had so much attention from manufacturers.”我

从没有得到过这么多来自制造商的注意，attraction 对应选项 attract（吸引） 

46.翻译答案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一直是在时装设计和出版领域找寻一份工作。在我中学毕业的两年前，我选

修了一门“缝纫和设计”课程，并且以为我能再继续学习一个时装设计的课程。然而，就在

这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将来在这个领域，我是无法与那些富于创新精神的精

英们相比的。于是，我断定这条路行不通。在申请上大学之前，我对所有人都讲，我想学

新闻学，因为，写作曾经是并且现在也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但是，说实话，我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从事时装设计不过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也知道，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想象出我会从事时装设计的工作。 

解析 

2017 年英语二的翻译题是一篇关于梦想的小短文，全文共 5 句话，前两句话比较简短且简

单，后三句较长，但难度也都不大。第一句话是个简单句，“我的梦想一直是在时装设计和

出版领域找寻一份职业”。第二句话中，secondary school 是“中学”短语 move on to 是“继续

做某事，转移到”，全句的意思是“在我中学毕业的两年前，我曾选修了一门“缝纫和设计”

的课程，thinking that 做了非谓语动词的结构并且起到伴随状语的作用，翻译为“并以为我

能再继续去修一门”时装设计“的课程”第三句话中，前半句是主语，谓语加宾语从句，后面

是 so 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during that course 是时间状语，I 是主语，realised 是谓语动词，

that 引导宾语从句，其中 personalities 不能理解为个性，品格，在文中应该指名人，精英，

人才，so 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中也是主语，谓语加宾语从句的结构，全句的意思是“然而，

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将来在这个领域是无法与那些富于创新精神的精英人

才相比的。于是，我断定这条路行不通”。第四句话中，Before applying for university是时

间状语，that引导宾语从句，because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本句的难点在于 writing was, and 

still is,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ies 这一部分中 was 和 is 的翻译方法，表示过去和将来的状

态，apply for 是申请的意思，journalism 要翻译成“新闻学”不能直译为“新闻业，新闻工作”，

本句的意思是“在申请上大学之前，我对所有人讲:我想学新闻学，因为，写作曾经是并且

现在也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最后一句主句是主谓宾结构 I said it，后面是 because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从句中是 I thought that主谓加宾从结构，此句难点在于 fashion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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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as just a dream的译法，不能直译，要意译为“我认为从事时装设计不过是一个梦

想”， apart from是“除了”的意思，结合上文 fashion industry也可意译为“时装设计”，所以

全句的意思是“但是，说实话，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从事时装设计不过是我的一

个梦想，我也知道，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想象出我会从事时装设计的工作。” 

     

47.范文： 

Dear Professor Williams, 

  I feel really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be invited by you to give a presentation to the foreign 

students, and I will certainly be careful to prepare for the making of it. 

  To let the overseas students know much about our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 my 

presentation is supposed to include at least two key points. On the one hand, I will put much stres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You must know that our China is an ancient country with a pretty long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my second strong point should be put on the main diet in China. The 

reason is that Chinese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totally different inclination to choose food 

and Chinese food everywhere is quite delicious. 

 Those two points are what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of your opinions 

on this and I wish you could give me some further ideas on it.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Thank you.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解析 

今年的小作文可谓既特别又不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历史上真题从来没有提及过 presentation

写法相关的话题被提到且并非直接考察邀请，而是考察对于邀请的回复；而并不特别的地

方在于考察形式非常稳定，依然是书信，这个类别是平时考生除了拿出 10%的精力在告示

类题目上之外依然需要 90%的精力去复习的内容。 

    此书信从内容上看与 2012 年英语一真题小作文的写法如出一辙，2012 年的真题是要求

给留学生提出一些校园生活的建议。而 2017 年的这一篇非常技巧性地拐了两个小弯，一个

是邀请信不直接考而考察回复的句型，另一个是表面上是做 presentation 的准备而实质上在

表达上完全是建议信的套路。 

    从该书信的称呼来看，属于知道对方姓名且知其职业或身份，那么如果写成 Dear Sir or 

Madam, 或者 To Whom It May Concern，是不合理的，而且直呼其名不加头衔也同样不合适，

因此要使用 Dear Professor Williams. 注意这几个单词全部都需要大写开头字母。尤其大家

直接用笔来写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突出首字母。 

该书信首段需要表达对于威廉姆斯教授的邀请的接受，由于考纲明文规定除关键词外任何

字词都最好不要照抄，因此如果为了避免照抄 accept 这个词，可以首先表达高兴和荣幸的

心情，然后直接说自己一定会好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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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段实际上就是建议信，一般大家都会写对别人的建议，而这封信相当于给自己写

建议，分条列款写出 presentation 的内容，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分别解释原因，因为如果单纯

写内容会是什么而不写原因，会让内容显得非常没有逻辑，且更加现实的一个理由是，不

解释原因很可能导致文章的字数会不够。而考生在思考具体内容落脚点的时候，应该尽量

选取比较简单的词汇和比较好扩展原因的方面，比如中国的历史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这

样一来我们的文章会更加有话可说。 

   而第三段则可以作一个小总结。最后期待一下对方的建议和回复即可。 

落款： Yours sincerely,  特别提醒 sincerely后面逗号不能丢； 

签名： Li Ming 特别注意 Ming 后面一定不能出现句点。 落款和前面左、右对齐都可以。 

 

48.范文 

The chart shows great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museums and their visitor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3 to 2015. According to the data given, what we cannot fail to see is that there is a sharp 

growth in the amounts of museums from 4165 to 4697 over the period from 2013 to 2015, while it 

is also pronounced that the number of their visitors increased sharply from 637.8 million to 781.1 

million during this period. 

   At least two fundamental factors could be identified to contribute to this phenomenon. To begin 

with,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social climate 

has been the dramatically upgraded living standard, which results in the common phenomenon 

that people in growing numbers can afford the once-deemed-expensive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encourages a widespread 

extension of visitors. 

From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we may safel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trend 

will certainly maintain for quite a while in the near future, which will be of great benefits to our 

country and individual as well. 

 

解析： 

今年的大作文备考方向和我们压的方向完全相同，具体体现在几下几方面。 

第一、出题形式。2015 年和 2016 年连续两年考到的是饼状图，所以预测中我们已经

讲到今年第一备选题型为柱状图和折线图（这两种图形属于同一种描述方式），而今年考

得是折线图，正中押题中心。 

第二、考试内容：英语二的考试内容一般为社会正向风气的拓展和人数的增加而今年

又正中下怀。此外今年的话题方向其实和真题的出题方向也是一致的，如 2010 年发展中-

发达国家手机订阅量发展、2011 年 2008,2009 年国内轿车市场品牌市场份额以及 2015 年我

国某市居民春节假期花销比例的出题方向完全相同。 

第三、下面我们来解析今年的大作文这一部分 

首先，拿到图表，我们应该观察其主要特征。在以往课堂中我们讲到柱状图和折线图主要

描写事物变化趋势。所以，第一段第一句话总写图表是关于什么的，第二三句分写细节。 

其次，第二段我们一般进行分析原因论述，为什么会有上图现象。一般会包含两到三点。 

最后一段一般是三种情况，包括总结，解决措施和预测趋势。其中预测趋势最为简单明了。 

具体范文如上，大家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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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1、[答案]C how 

  [解析]根据空格所在句子可以看出，空格处应该是一个引导宾语从句的从属连词，做

influence 的宾语。四个选项的意思中，只有 C。 how 引导后面的内容做 influence 的宾语，

前后意思合理。 

  2、[答案]B In particular 

  [解析]空格的前一句话的内容是：坐落在幸福人群所在地的公司投资更多的钱。空格

所在句的内容是：坐落在幸福人群所在地的公司在…方面投入更多的钱。很显然，前后句

子是总分关系。选项中，只有 B 选项可以体现总分关系。 

  3、[答案]D necessary 

  [解析]根据空格处前后的内容，_____ for making investments for the future 是做后置定

语修饰 longer-term thinking 和 happiness。幸福，这种持久的思维模式对于对未来进行投资

_______，四个选项中只有 D。 necessary 做后置定语符合前后内容。其他选项与原文内容

语义不符。 

  4、[答案]C optimism 

  [解析]空格处的内容与 inclination for risk-taking 由 and 连接，构成并列关系，后面

that come with happiness 定语从句既修饰空格处的内容，也修饰 inclination for risk-taking，

所以选项中可以由 that come with happiness 修饰的只有 C 选项 optimism。 

  5、[答案]D change 

  [解析]空格处的内容和 the way companies invested 构成动宾搭配。选项中 A。 echo 回

声 B。 miss 思念 C。 spoil 溺爱 D。 change 改变，所以只有 D 选项可以和

the way companies invested 构成通顺语义。故 D 项正确。 

  6、[答案]B measured 

  [解析]原文：

So they compared U.S。 cities’ average happiness_______ by Gallup polling with the investment 

activity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 in those areas。 所以他们比较美国城市的平均幸福，这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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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是根据盖洛普在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地区民意调查来________。 A imagined 想象，

D assumed 假定与民意调查的客观性是不符的，故排除，C invented 发明，与文意不符，故

选 B measured，衡量，测量。 

  7、[答案]A sure 

  [解析]若要判断此空的答案，需要结合文章上下文来判断。这句话和本篇完型的第二

段的首句的含义是相同的。第二段的首句：

Companies located in places with happier people invest more，含义为：坐落在幸福人们多的地

方的公司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本段首句其实是对于这一中心的重复阐述，因此选 A。 

  8、[答案]D headquartered 

  [解析]原文：

firms’ investment and R&D intensity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happiness of the area in which they 

were _________。公司的投资与研发强度与公司所_______的地区的幸福度相关。依据第 7

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推断，这句话所填写的单词和 located 应该是近义， A advertised  广

告； B  divided 分割； C overtaxed 负担过重；均与本文含义不符，故选 D，headquartered

设立总部。 

  9、[答案]A explain 

  [解析]原

文：…could something else about happier cities ______ why firms there spend more on R&D？ 

此句也是对于本文中心的再次论证。还有其他的什么可以__________公司在幸福的城市加

入研发投入力度吗？ 这句话之后就是具体的原因陈述。B overstate 夸张； C summarize 总

结；D emphasize 强调；均不符合文意，所以以上三项皆排除。故选 A express 解释，阐释。 

  10、[答案]B factors 

  [解析]原

文： To find out， the researchers controlled for various ________that might make firms more li

kely to invest — like size， industry， and sales ，为了找到答案，研究人员控制了各种各样

的可能会让公司加大投资的_______——比如大小、行业和销量——，联系上下文，我们可

以看出，这个空格其实就是下文 size， industry， and sales 的上义词，可以包含这三个名词

的内容。A stages 阶段；C levels 水平，标准； D methods 方法；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B factors 原因，因素。 

  11、[答案]A desi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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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该句意思为：研究者掌控了各种使公司更愿意投资的因素（比如规模、行业、

销售），也掌控了居住起来____的住处的征兆（比如工资或人数的增长）。此处需填入形

容词，前后两句为并列关系，感情色彩应保持一致，所填词应和空前 more likely to invest

更可能投资，以及空后 like 举例的内容涨工资一致，也是好事，所以答案 desirable 可取的、

令人满意的为正确选项。Sociable 善于交际的，reputable 有声望的，reliable 可靠的虽为正

向词汇，但均与上下文衔接不紧密，因此答案为 desirable。 

  12、[答案]B held 

  [解析]即使说明这些问题，总体来讲，快乐与投资之间的关系____。Resume 继续、重

新开始，hold 保持不变，维持，emerge 出现，break 破裂。前后为递进，说明这些问题后，

二者关系应仍然保持不变，所以 hold 为正确答案。 

  13、[答案]A attribute 

  [解析]该句意思为：快乐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年轻的企业特别强烈，作者把这一

点____于“缺少编纂的做决定过程”。此处考搭配，attribute…to 把……归咎于，assign…to

把……指派给，transfer…to 把……传递给，compare…to 把……相比较，其中 attribute…to

符合文意，作者把这一点归因于于“缺少编纂的做决定过程”。 

  14、[答案]D experienced 

  [解析]该题为并列平行关系考查，and 前后情感色彩、所属范畴应保持一致，younger

并列，应为 less experienced 缺少经验的，故为正确答案。Serious 严肃的，civilized 文明的，

ambitious 有野心的，与年龄无直接关系，故排除。 

  15、[答案]C also 

  [解析]该句话上一句为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investment was particularly strong，此句为

The relationship was 15 stronger，显然，二者之间为并列关系，因此选择 also 也。Thus 表结

果，instead 表转折，never 从不，不符合此处逻辑。 

  16、[答案]D equally 

  [解析]此题考查副词。四个选项中，A 选项 rapidly意为“迅速地”， B 选项 regularly意

为“常规地”，C 选项意为 directly“直接地”，D 选项 equally“平等地”。此处讨论的是公司投

资与快乐之间的关系。空格后指出，相较于在快乐不平等的地方，或者幸福感有巨大鸿沟

的地方，公司更愿意在大多数人都较为幸福的领域投资， D 选项 equally是对 inequality的

反义复现，因此，D 选项是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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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答案]C While 

  [解析]此处考察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上文指出，公司愿意在幸福的领域里投资， 而空

格后则提到“这并不能证明幸福引发了公司扩大投资或者采用较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显然，

这二者之间是转折关系，正确选项为 C 选项 While “然而”。A 选项 After“在……之后” ， B

选项 Until “直到”，D 选项 Since“因为”或“自从”，都不符合文意。 

  18、[答案]C hints 

  [解析]空格所在句的前半句质疑了投资与幸福的关系，后半句的作者表现的态度是

“believe”， 因此此处要填入一个表积极立场的词，且能与后面的 at that possibility构成搭

配， 表明“作者”的认可态度。A 选项 arrive“到达”，B 选项 jumps“跳跃”，D 选项 strikes“打

击；罢工”，均不能与 at that possibility搭配，C 选项 hints“暗示”符合语意，因此正确答案

为 C。 

  19、[答案]A shape  

  [解析]结合文意，此处是在正面论述“当地文化和氛围”对公司运营的影响，且二者之

间的因果关系一直贯穿全文。四个选项中，A 选项 shape 意为“形成，塑造” B 选项

rediscover“重新发现”， C选项 simplify“简化”，D 选项 share“分享”， 其中只有 A 选项最贴

近语意，因此正确答案为 A。 

  20、[答案]B lean towards 

  [解析]此处考察固定词组。 A 选项 pray for 意为“为……祈祷”，B 选项 lean towards 意

为“向……倾斜”，C 选项 give away 意为“泄露； 失去；赠送”，D 选项 send out 意为“发送，

发出”。空格所在句的前后语意为“快乐的人比普通人更加的具有正向思维，更有创造力，

并且更加的_____研究和发展。”可知最符合文意的只能是选项 B。 

  Section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这是一篇议论文，选自 2015 年的《大西洋月刊》，全文共 386 词。文章谈论高中学习

编程课是否有利。作者先阐述了反方观点，然后介绍了正方的观点，强调高中学习编程课

的好处，并具体介绍了在熨斗学校学习编程的好处。文章最后作者表达了对正方论点的赞

同。 

 全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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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高中的编程课相对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而言并非是必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汤姆.科尔蒂纳表示，没有经验的学生在学习几门入门课程之后就能

赶上进度。 

（21-1）然而，科尔蒂纳也说过，早一些接触是很有益的。当小孩子学习计算机科学

时，他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困惑并且无止境的字母和数字——而是一个开发应用

程序、创作艺术品，或验证假设的工具。（21-2）对于他们来说，改变其思维过程并不像

年纪较大的学生那样难。将问题分解成很小的模块并使用代码解决问题已是常事。科尔蒂

纳说道，让更多儿童受到这种培训能够增加对该领域感兴趣的人数，并能弥补岗位空缺。 

学生们同样获益于上大学前学到的一些编程知识，在大学里，计算机科学入门课程排

的满满的，而这会令经验欠缺或信心不足的学生望而却步。 

在熨斗学校，人们付费学习编程，该校起步时只是众多编程培训机构之一，而这一培

训机构已成为寻求职业改变的成年人却只若做的地方。（22）高中生上同样的课程，但是

“我们试图按他们的兴趣来去规划课程，”讲师维多利亚.佛里德曼说道。例如，学生正在开

发的一个应用程序会基于你的情绪建议你看哪一部电影。 

在熨斗学校上课的学生或许不会从高中辍学并创建下一个脸谱网。编程语言不断推陈

出新，所以等到他们进入就业市场时，所学的“Ruby on Rails”语言可能与其一点关系都没

有了。（23）但他们学会的技能——如何有逻辑的思考问题并整理出结果——适用于任何

编程语言，北卡罗来纳州的教育顾问黛博拉.赛洪说道。 

其实，熨斗学校的学生不会全都进入信息技术系行业。并且创建一个未来的程序员军

团并非这些课程的唯一目的。（24）这些孩子余生都将被电脑包围——这些电脑在他们的

口袋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在越年轻的时候学会电脑如何思维，如

何让电脑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越早学会自己有能力那样做——越好。 

21、[答案][B]remodel the way of thinking 

  [解析]观点题。根据题干 Cortina holds 回文定位在第二段。第二段指出 Cortina 认为过

早的接触电脑是有益的，紧接着指出当小孩子学习电脑科学，他们就学习了如何去开发手

机应用程序，或者创作艺术，或者验证假设。对于他们来说与大孩子相比，改变思维并不

难。综上所述，[B]remodel the way of thinking 是对原文“transform their thought”的同义置换。 

  22、[答案][B] interest 

  [解析]事实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信息“in delivering lessons for high-schoolers”、

“Flatiron has considered”，定位到第三段。整个第三段在叙述 Flatiron School。其中，第三

行 The high-

schoolers get the same curriculum， but “we try to gear lessons toward things they’re interested in”

（高中生们上同样的课程，但是“我们力图以他们的兴趣来调整课程”），表明了该校开设

课程的依据是“学生的兴趣”，故选[B] interest。 

  23、[答案][A] help students learn other computer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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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细节题。根据 Deborah Seehorn 定位到文章第五段最后一句。Deborah 说他们学

习的技能（如何思考问题具有逻辑性并组织结果）可以应用到编码语言中去。选项[A]帮助

学生学习另外的电脑语言是对这句话的概括。 

  24、[答案][C] become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digitalized world 

  [解析]推理题。根据题干关键词“the last paragraph”和“Flatiron students”回文定位在最后

一段。最后一段第一句指出 Flatiron 的学生不会全都进入 IT 界。紧接着第二句说明培养编

码人员不是唯一目的，第三句进一步指出这些学生将会一生“被电脑包围”（生活在电脑时

代），对比四个所给选项，[C] become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digitalized world 与原文意思一

致，故正确。 

  25、[答案][A] persuade 

  [解析]词义题。根据题干关键信息“coax”（Line 4， Para.6），定位到最后一段第四行

how to coax the machine into producing what they want（如何…电脑生产他们想要的），且该

部分是与 how computers think（电脑是如何思维的）并列的，都是学生学习的具体内容。

正是因为两者并列，因此根据单词 think 可知 coax 同样含有一定比喻色彩，且 coax 指的是

“让电脑生产他们想要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将四个选项分别带入原文：[A] persuade“劝说，

劝诱”，即“劝诱电脑生产他们想要的”，语意恰当，是正确选项；[B] frighten“吓唬，使惊

吓”，即“吓唬电脑去生产他们想要的”，该方式带有贬义色彩，故排除；[C] misguide“误导”，

与[B]同理，故排除；[D] challenge“挑战”，即“挑战电脑去生产他们想要的”，语义不通顺，

故排除。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A] persuade。 

Text 2 

    这是一篇论说文，选自 2015 年的《科学杂志》，全文共 404 词。文章以美国西部一

种名为小松鸡的临危鸟类的保护为话题，探讨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和机制。作者介绍了

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看法——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主张将各州作为主体，将私人业

主和企业纳入管理体系，而环保主义者们则认为应该让联邦政府的法制手段更多的介入。

文章结篇时提到，管理局的计划和观点正受到来自各州、企业集团以及生物学家们的挑战，

不同论点争执不下，未有定论。 

全文翻译： 

    据生物学家估算常有两百万之小松鸡——一种生活在广阔草原上的鸟类——给美国

中西部和西南部草原的灰色景观增添了一抹红色。但是时至今日大约只有 22000 至小松鸡

存活下来，仅占该物种历史数量的 16%。 

（26）这一巨变是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此鸟列为濒危物种的主要原因。

“小松鸡处境危急，”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主任丹尼尔.阿舍说。（27）但是一些环

保主义者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曾敦促该机构将此鸟瑞列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这样联邦官

员就能有更大的执法权来打击各种对其存在的威胁。但是阿舍等人争辩说，如果标为“濒危”

物种，那么联邦政府就能灵活的采用一些新的且潜在对抗性更小的保护方式。此外，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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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特别呼吁建立与西部州政府和私人土地所有者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西部州政

府常常对联邦行动感到不安，而私人土地所有者则掌控着约 95%的小松鸡栖息地。 

   （28）例如，管理局称，根据该计划，只要土地所有者及企业签署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小

松鸡栖息地的管理计划，当他们无意中杀伤或搅乱小松鸡时，将不会被起诉。该计划由美

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和各州共同协商，要求因自身业务运作而破坏栖息地的个人和企

业要缴纳基金，确保每亩被破坏的栖息地由两亩新的适居栖息地替代。该基金含将用于补

偿那些保留栖息地的土地所有者。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还设定了一个临时目标，即

在未来十年中，将小松鸡的数量维持在年均 67000 只。它还授权西部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

局——一个州立机构的联盟——监控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29）总体上讲，其理念就是

要让“各州坐在物种管理的驾驶座上，”阿舍说。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共赢的论调。一些国会议员正试图阻止这一计划，至少有十二个

企业集团，四个州和三个环保团体正在联邦法院挑战该计划。可以料想，企业集团和各州

总体上认为该计划太过分：而环保人士则说这说他力度还不够。（30）“联邦政府正把管理

这种鸟类的职责赋予将他推向灭绝的同一批企业，”生物学家杰伊.里宁格尔说道。 

 26、[答案][A] its drastically decreased population 

  [解析]本题属于细节题，考查了考生对文章首段中关于草原鸡数量的变化的理解。根

据对首段首句当中生物学家预测的数量是 2 百万，而在首段末句出现 but 转折以及末句当

中关于草原鸡现在真实的剩余数量只有 2 万 2 千只，都可以说明草原鸡的数量急剧的下降；

另外，这道题还有一种做法是通过第二段首句的主语的作用，某些情况下，文章中间段落

的首句主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中间段落首句主语就会有概括上一段的作用，本文

第二段的首句：

The crash was a main reason USFWS decided to formally list the bird as threatened。 就是对第

26 题题干和正确选项的同义替换，根据第二段第一句的主语：the crash （这种暴跌），对

应正确选项 A。 

  27、[答案][D] went against conservation policies 

  [解析]本题属于推理题，根据题干信息：the “Threatened” tag 令许多环境学家感到失望，

定位到第二段的第三句，因此，原因应该出自第三句之后，而第四句和第五句中间有很明

显的转折词 but，因此答案定位在第五句，很多同学可能会问，这里并没有表示原因的词去

与题干当中的 in that进行对应，但是在我们的钻石卡的课程中提到，原文当中给出原因的

并不一定是直接给出表示原因的连词或者介词，在本文第三句的

but Ashe and others argued that the “threatened” tag ga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lexibility to try 

out new， potentially less confrontational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当中的 gave 这个词是“使

得”的意思，A 使得 B 如何如何，也就是 A 是 B 的原因，因此这道题的答案是 D （违反了

保护措施）。 

  28、[答案][B] volunteer to set up an equally big habitat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解析]本题属于推理题，根据题干当中给出的位置信息（第三段）以及表示条件与结

果的逻辑关系的 if 这个信息，可以迅速定位到第三段的第一句，其中题干当中的 if 与文章

当中的 as long as 进行对应，而题干当中的表示结果的部分与 as long as 之前进行对应，因

此，正确选项应该出自 as long as 之后，也就是原文当中的：they had signed a range-

wide management plan to restore prairie chicken habitat。 “签订一系列管理计划去恢复草原鸡

的栖息地”，对应到的正确选项是 B （volunteer to set up an equally big habitat 帮助搭建同样

大小的栖息地） 

  29、[答案][D] the states 

  [解析]本题属于细节题。答案定位在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从 Ashe 所说的话中

“states remain in the driver’s seat for managing the species”可以得出，选项 D the states 在管理

物种方面起着领导作用。 

  30、[答案][B] the win-win rhetoric  

  [解析]本题属于推断题。答案定位在文章最后一段，从 Jay Lininger 所说的话中，可以

得知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导致鸟类濒临灭绝的产业负责任，因此可以得出，他最可能支持本

段开头所提出的双赢的说法。 

Text 3 

这是一篇散文，选择 2015 年的英国《卫报》，全文共 410 词。文章主要探讨如何找到

时间进行有效的深度阅读。文章开篇先提到一种现象：人们总是觉得找不到时间读书。随

后文章围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展开，分析了常见的时间管理方法无法帮助人们进行深度阅

读的原因和人们的心态误区，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了其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分析了之

所以有效的原因和所需的条件。 

全文翻译： 

  （31-1）让这个问题更加棘手的是常用的时间管理技巧似乎并不充足。网络上充斥着

关于挤时间读书的诀窍文章：“放弃电视”或“总是随身携带一本书。”（31-2）但以我的经

验来看，靠这些方法挤出的那 30 分钟是没有什么作用，坐下来读书的时候与工作相关的思

维还在飞速运转，或者你已经非常疲劳，最不想要的就是一本有难度的书籍。小说家和批

评家蒂姆.帕克斯提到，现代思维“完全倾向于交际。人们不是单纯的被打断，而实际上就

倾向于打断”。深度阅读需要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一种仅靠提高高效率所无法获得的特殊时

间。 

事实上，“提高效率”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将时间视为一种需要最大化的资源意味

着你将它作为工具，认为某个特定时刻只有在有利于向某一目标推进时才算过的有价值。

相反地，深度阅读需要人们愿意接受无效率、无目的，甚至是浪费时间的风险。像完成任

务清单一样利用时间空档你只能进行目的性强的阅读——有时管用，但却不是最有效的那

种。（32）“未来就像空瓶子，顺着一个无法停止、没有尽头的传送带走向我们”，嘉里.厄

博尔雷在他的著作《神圣的时间》中提到，“要在这些不同大小的瓶子（天、小时、分钟）

经过时填满它们，这让我们很有压力，因为如果他们经过时没有被填满，我们就浪费了它

们”。这种心态不利于让自己沉在一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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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怎么做才有效？（33）说来可能令人惊奇——设置固定的阅读时间。你可能

觉得这会助长看重效率的心态，但实际上，厄博尔雷提示说，这样的惯性行为会帮助我们

“步出时间流之外”而进入“心灵时间”。为减少分心，你可以只读纸质书，或是在专用的电

子阅读器上阅读。（34）“总是随身携带一本书”也可以发挥作用，让你能够经常进入阅读

状态，并使得阅读变成一种日常习惯，可以从中暂时抽身关照一些事物后，再重新侵入阅

读中。真正美好的一天是：你不再感觉你是在“挤时间读书”，而是你在读书时挤出时间做

其他的事。 

31、[答案][D] what deep reading requires cannot be guaranteed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回文定位到第二段第一句

“what makes…management techniques don‘t seem sufficient”，，但是这句并没有提及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第二段最后一句

“Deep reading requires not just time， but a special kind of time which can’t be obtained merely b

y becoming more efficient”。（深度阅读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仅仅通过高效率所获得

的那种时间也不够），因此选项 D what deep reading requires cannot be guaranteed 为正确答

案。  

  32、[答案][B] make passing time fulfilling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回文定位到第三段第五句：

we feel a pressure to fill these different-sized bottles（days， hours， minutes） as they pass。

故正确答案应该与 to fill…相一致。这句话中将时间单位天，小时和分钟比喻成了不同大小

的瓶子。而压力来自于我们填充这些大小不一的瓶子时，即把自己的时间充实起来时。故

正确答案为选项 B，其中 passing time 是原文 as they pass 的同义替换，making … fulfilling

是 to fill 的同义替换。 

  33、[答案][D] achieve immersive reading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定位到第四段第二

句：…such ritualistic behavior helps us “step outside time’s flow” into “soul time。 （这种仪式

化行为指代有助于我们从拜托时间流进入灵魂阅读），soul time 即选项 D 中

immersive reading （沉浸式阅读），故正确答案为选项 D。题干

“scheduling regular times for reading helps”是题干中的“such ritualistic behavior helps”的同义

改写，“soul time”是“immersive reading”的同义替换。 

  34、[答案][A] reading becomes your primary business of the day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中的 carry a book with you at all times can work if， 可以定位到

第四段倒数第二

句 “providing you dip in often enough， so that reading becomes the default state”（假定你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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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阅读中，以至于阅读成为一种默认设置），因此可以确定选项

A reading becomes your primary business of the day（阅读成为你一天中的主要事情）为正确

答案。 

  35、[答案][B] How to Find Time to Read  

  [解析]主旨题。根据文章首段转折之后出主旨。

But one specific complaint is made especially mournfully： There’s never any time to read。

（但是其中一个特别悲哀的抱怨是：没有时间阅读）。第二、三、四段都在论证深度阅读

才是解决之道。因此选项 Dhow to find time to read 为正确答案。 

Text 4 

这是一篇说明文，选自 2015 年美国《国家期刊》，全文共 414 词。文章以一项最新民

意测验开篇。介绍了美国年轻人对人生愿景、职业诉求、生活方式的理想与偏好。作者主

要介绍了两个分话题，一是不同代的人对于一些人生价值观念的传承与改变，这些观念广

泛涉及职业发展、生活方式、政治取向等不同领域，二是人们对于人生起步阶段的难易程

度在不同年代进行的比较，普遍认为现今人生起步比上一辈人要艰难，并举例说明。 

全文翻译： 

   一项最新的民意测验发现，在经济和人口结构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年轻一代

正描绘着一个通往成功的全新的 21 世纪路径图。（36）许多成功生活的传统标志性事件，

包括结婚、生子、买房和在六十多岁时退休，这在美国数代人中一直得到认同。虽然年轻

人与老年人对于什么才是美满生活的终点线并无分歧，但他们通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是大

相迳庭的。 

调查发现，（37）与较为年长的成年人相比，刚刚开启人生的年轻人更重视在工作中

获得的个人满足感，更相信他们通过定期跳槽来谋取职业发展，更喜欢配有丰富的公共服

务和生活节奏较快的社区，更认同伴侣应该在结婚或生子前先确保经济无忧，更坚信父母

双亲都外出工作才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 

从职业到社区和家庭，这些反差表明，在经济大萧条的炽热余烬中，那些刚刚开始人

生之路的人们正定义着其优先策略和预期事宜，（38）而这将越来越多的影响美国生活的

各个方面，从消费倾向、居住格局到政治领域。 

（39）年轻人与年长者在一个关键点上是一致的：两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当代年轻人开启人生旅程比其前辈们更加困难。与其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当今那些人生

刚起步的人的前景更乐观一些，但是两个群体中的大多数都相信，相较其前辈，那些刚刚

起步的人更难攀升到一些标志性的成就，比如拥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组建家庭，管理

债务和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 

  （40）皮特.施耐德认为如今人生进阶更加艰难。27 岁的汽车技师施耐德来自芝加哥郊区，

他说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尽管现在工作稳定，他说道，“我个人还是

负担不起每月的贷款，所以我不得不把房间出租给别人来确保还贷”。回顾过去，他对于自

己小时候父母没有完成高等教育也能为孩子们提供舒适的生活感到不解，“我一直生长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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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上阶层家庭，而父母谁都没有大学文凭，”施耐德说道。“我觉得现在在人们已经不可

能再这样了。” 

  36、[答案][B] having a family with children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 mark， successful life 等词可以定位到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successful life 可以找到原词，而 mark 对应 milestone，including 后面的内容就是这种生活的

特征，包含“结婚，有孩子，有家，60 岁退休”，和选项对比，只有 B 项符合原文给出的特

征，属于同意替换。A 项这里未提，略有干扰的是后面 but 句中的 different paths，但这和

题干不符，C 项的退休后工作和原文刚好相反，D 项未提到。 

  37、[答案][C] attach importance to pre-martial finance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段落序号可以定位到第三段，另又提到 young people，故可以定

位到第三段开头第一句话。题干问的是年轻人倾向于……，题干中的 tend 在这句话中可以

找到同意置换词 more likely，句子中后面有 5 个 to do 表示年轻人倾向于做什么，所以答案

就在这些动词不定式中。和选项对比，只有 C 项符合原文的含义“婚前或者有孩子之前要

有经济保障”，属于同意替换。A 项这里未提，也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习惯，B 项和原

文刚好相反，原文说的是经常换工作来提升职业，而选项说的是长时间做一份工作，D 项

只是有 childcare outside the home 和原文一样，但是原文说的是父母都工作对孩子好，选项

则是说年轻人更注重照顾孩子，两者含义并不相符。 

  38、[答案][D] reach almost all aspects of American life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 the priorities and expectations 等词可以定位到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的中间，that 后面的内容是对这两个名词的修饰，故答案应该在这个从句中。和选项对比，

只有 D 项符合原文，ripple through 和选项中的 reach 属于同意替换。A 项和 B 项这里均未

提，C 项只是 politics 和 preferences 这两个词有在文中出现，但是语义并不相符。 

  39、[答案][D] getting established is harder for the young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 young and old 等词可以定位到第五段开头，这句话有冒号，解

释 key point，所以答案应该在冒号之后，题目问的是他们同意什么，也就是观点，所以可

以再缩小范围为 believe 后面的内容为正确选项的含义。和选项对比，只有 D 项符合原文，

属于同意替换。A 项和 C 项这里均未具体提及，B 项相对干扰性强，但是文中只是提到说

在实现这些重要成就时，晚辈会比长辈遇到更艰难的挑战，并不是说老辈比晚辈创造了更

多的成就，故排除。 

  40、[答案][C] His parents’ good life has little to do with a colleg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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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 Schenider 可以定位到最后一段开头。这段话开头就说这个人认

为今天的生活更艰难，后面的内容都在介绍他的生活。因为题干除了这个人名之外并没有

给出其他更细定位的信息，可以选择从选项定位入手反推正确答案。A 项“他毕业后找到一

个理想工作”，文章只在最后一段第二句后面说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说这个工作是

dream work，故排除。B 项的 work steady在第三局也有提到，但并没有说是父母认为的，

故排除。C 项说到父母的好生活在第四、五句有提到，尤其引号中的内容和选项相符，故

为正确答案。D 项认为工作很有挑战性，这并没有提到，属于无中生有。 

Part B 

本文来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卫报》，原文标题《按照你鞋码数字的年龄而不是实际

年龄行事》。本文讲述的是成年人追求快乐但却无法永远快乐，而孩子却一直是快乐的，

成人应该向小孩子学习如何保持快乐。本文标题中“actyourshoesize,notyourage”是英国的习

语。这里需要理解英国鞋码问题。以男鞋为例，常见尺码 4—10（相当于中国 37-45 码）。

所以标题的意思是说，成年人忘记自己的年龄，按照鞋码数字的那个年龄行事，这里说的

是我们要像孩子那样让自己快乐。 

考研英语二的七选五小标题难度一向不大。本文的文本虽有一定难度，但题目的难度

并不大。 

  41、[答案]D （Express your emotions） 

  [解析]emotions 一词在本段中原词复现了两次，而且出现了其下义词，比如

sad， angry，本段最后一句提到对待情绪的方式是：

acknowledge and express what we feel appropriately。选项 D 与此完全对应。因此确定正确答

案为 D 选项。 

  42、[答案]F （Be easily pleased） 

  [解析]该段通过举例来说明段落主题，提到 it cost less than a fiver but she was overjoyed，

本句话的含义是“虽然礼物不值钱，但是让她特别开心”。并且核心词 overjoyed 与小标题 F

中 pleased 属于近义词。该段第二句话在转折后提到

the reality is these things have little lasting impact on our happiness levels，即“这些东西对我们

的幸福水平影响很小。”接着最后一句总结到“感激生活中的小事情是提升我们幸福感的一

个好方式”，因此本段重点在于强调要感激生活中的小事情，所以正确答案是 F选项。 

  43、[答案]A （Be s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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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该段开头提及一个问题，那么问题的答案正是本段的中心句。第二句正是对问

题的解答，根据本句话的前半部分：

if we adults could indulge in a bit of silliness and giggling， 核心词 silliness 与选项 A 中的 silly

为同源词，因此确定选项 A 为正确答案。 

  44、[答案]B （Have fun） 

  [解析]首先明确本段中第二句为转折句，在找段落中心时，是必读部分。本句话含义

是“成年人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享受时光（enjoy the things）”，紧接着下句举例说明享

受的这些快乐的事情分别有哪些。因此本段重点在于说明成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

快乐时光。故选择 Have fun 。 

  45、[答案]E （Don’t overthink it） 

  [解析]该段主题句是段落首句

it’s important to add that we shouldn’t try too hard to be happy，强调“我们不应该着急要快乐”。

第二句借科学家的话提到这样做的不良影响，下文更是引用哲学家庄子的话来证明这一论

点，最后一句再次突出，我们应以孩子为榜样，对于孩子来说，快乐不是一个目标，而是

他们生活方式的自然副产品。可见，该段整体上是总分的结构，先提出论点再论证。此外

too hard 与选项 E 中的 overthink 属于近义表达，natural 与 overthink 是反义复现。因此，答

案选 E。 

Section III  Translation 

本段选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刊《国家地理》杂志。原文标题为《如何不受隐形的超市

心理学的摆布》。本文讲述的是人们逛超市买的东西很多都不是自己计划要买的，而这就

是超市通过一些巧妙的精心设计的结果。例如，超市的出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消费者

在超市逗留更长时间，从而买更多东西。本段翻译共 151 个单词，难度不大。 

第一句中“Thesupermarketisdesignedto...”直译为“超市被设计来……”，不可以译为“超市

旨在……”，可以将动词翻译成名词“超市的设计是要……”；短语 luresb/sthintodoing 译为

“吸引或引诱某人做”。第四句中“44000differentitems”译为“44000 种商品”，item 为“条目；

项；种”；第五句中“thesheervolume”译为“仅仅是数量”，sheer 为“纯粹”，起强调作用，与

simple/mere 等词相似；“informationoverload”译为“信息过载”，这是一种现象。最后一句中

“whichisthepointatwhichwe....”有两个定于从句，介词+which 可以表达成特殊疑问词

when,where 等，所以可以理解为“whichisthepointwhenwe”，直译为“就是在那个时刻我

们……”。详见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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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解析] 

  句 1：

The supermarket is designed to lure customers into spending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within its d

oors。 

  [题目考点]被动语态，不定式短语作目的状语 

  [句子结构]简单句。句子的主干是“The supermarket is designed to……”，被动语态翻译

的时候变为主动，不定式短语做目的状语，可以翻译为“旨在……”。“lure……into”表示引

诱……做……，在这里可以意译为“意在……”。“as much time as possible”表示“尽可能长的

时间……” 

  [重点词汇] design：设计；lure：吸引，引诱。 

  [参考译文]超市旨在吸引顾客在店里停留尽量长的时间。 

  句 2：

The reason for this is simple： The longer you stay in the store， the more stuff you’ll see， and t

he more stuff you see， the more you’ll buy。 

  [题目考点]并列结构，比较结构 

  [句子结构]复合句。本句用连词 and 连接两个比较句。本句包含一个常用的比较结构

“the+形容词+……，the+形容词+……”表示“越……，越……”。 

  [重点词汇] the more……， the more……：越…，越…。 

  [参考译文]原因非常简单：顾客在店里停留的时间越长，看到的商品越多；看到的商

品越多，买的越多。 

  句 3：And supermarkets contain a lot of stuff。 

  [题目考点]词的翻译 

  [句子结构]简单句。本句是简单的主语+谓语+宾语结构。“contain”原本表示“包含，包

括”，在本句中可以意译为“陈列”。 

  [重点词汇]contain：包含，包括。 

  [参考译文]超市陈列了大量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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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4：The average supermarket， according to the Food Market Institute， carries some 44，

000 different items， and many carry tens of thousands more。 

  [题目考点]并列结构 

  [句子结构]复合句。And 连接了两个简单句。第一个简单句句子的主干是

“The average supermarket carries items……”；第二个简单句句子的主干是“many carry……”。

“ according to……”表示“根据……”做方式状语。 

  [重点词汇]Food Market Institute： 食品营销研究院， tens of thousands：成千上万。 

  [参考译文]根据食品营销研究院的调查，一般超市里有约 44000 种不同的商品；大多

数超市都有上万种。 

  句 5：

The sheer volume of available choice is enough to send shoppers into a state of information overlo

ad。 

  [题目考点]词的翻译，不定式短语做目的状语 

  [句子结构]简单句。句子的主干是“The sheer volume of available choice is enough”，不

定式“to ……”做目的状语，表示“足够去干……”。 

  [重点词汇]sheer：绝对的，纯粹的； available：可利用的，可供选择的；overload：符

合过多。 

  [参考译文]如此众多的选择足以使顾客面对的信息过于繁杂。 

  句 6：According to brain-scan experiments， the demands of so much decision-

making quickly become too much for us。 

  [题目考点]词的翻译 

  [句子结构]简单句。句子的主干是“the demands……become……”，表示“需求……变

得……”。短语“：According to……”做方式状语，表示“根据……”。 

  [重点词汇]brain-scan：脑部扫描 ，decision-making：作出决定，决策。 

  [参考译文]根据脑部扫描实验，需要做这么多的决定很快就会使我们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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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7：

After about 40 minutes of shopping， most people stop struggling to be rationally selective， and

 instead began shopping emotionally—

which is the point at which we accumulate the 50 percent of stuff in our cart that we never intende

d buying。 

  [题目考点]并列结构，定语从句 

  [句子结构]复合句。句子主干为

most people stop struggling to be rationally selective and instead began shopping emotionally，其

中 instead 和 rationally，emotionally含转折和对比的意味。after about 40 minutes of shopping

为介词短语做时间状语。which is the point 是 which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前面的

整个句子。at which 引导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 point，相当于 when，这个定语从句中主干

成分为 we accumulate the 50 percent of stuff，in our cart 做地点状语。句中的最后一个 that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the 50 percent of stuff，整个句子中呈现从句套从句的句

式。 

  [重点词汇]rationally：理性地；emotionally：情感地，情绪冲动地；accumulate：累积；

cart：购物车。 

  [参考译文]大约购物 40 分钟以后，大部分顾客就无法试图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会冲动

购物——此时，在购物车里，我们已经装了一半根本没想买的东西。 

  [全文翻译] 

  超市旨在吸引顾客在自己店内停留尽量长的时间。原因很简单：顾客在店里停留的时

间越长，看到的商品就会越多；而看到的商品越多，你就会买的越多。超市有大量商品。

根据食品营销研究院所说，普通超市大概有 44000 种不同的商品；很多超市更是会比普通

超市多上万种商品。众多选择足以让顾客面临各种信息，不堪重负。根据脑部扫描实验，

需要做这么多的决定很快就会使我们难以承受。大约购物 40 分钟以后，大部分顾客就无法

试图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会冲动购物——此时，在购物车里，我们已经装了一半根本没想

买的东西。 

  Section IV  Writing 

47、   [参考范文] 

  Dear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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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s was received。 Thank you for your nice words on my winning the c

ontest。 In the letter， you asked me about the skills to do translation， so the following are my a

dvice for you。 

Firstly， you should analyze the sentence structure， thus catching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Secondly， find the proper words to translate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the target l

anguage。 Thirdly， revise your translation at least three times to check if there are any mistransl

ations or missed meanings。 

  I hope my advice helpful。 Wish to see you soon。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48、  [参考范文] 

Portrayed in the above pie chart is a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purposes of traveling。 The numb

er of students who take traveling as a chance to see beautiful scenes accounts for 37%， while stu

dents who would like to travel to relieve pressure from study take up 35 %。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behind the trend revealed in the above chart。 To begin with， as the pr

esent society is filled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most college students nowadays are under great pr

essure to stand out among others or to lunch a decent job after graduation。 Therefore， they tend

 to choose traveling as an outlet to relieve their stress。 Secondly， with the fast advancement of t

he liv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families， traveling is increasingly affordable to most college stude

nts。 For this reason， students prefer to travel to see different views to enjoy themselves or to m

ake some friends。 

From my perspective， no matter what reason it is for， traveling is of great benefit for students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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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文主要就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个现象进行分析——为什么现在的人不与周围的陌生人交流，

而只专注于手机。第一段提出现象。第二段指出与陌生人交流其实大有裨益，只是我们不

知道。第三段提出全文要探讨的问题。第四段给出原因之一——害怕。第五段承接第四段

继续分析，指出我们把手机视为保护毯，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的尴尬。第六段用一个实验证

明其实与陌生人交谈并不是那么尴尬。第七段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因为人类的的发展源

于社会联系。 

试题解析 

In our contemporary culture, the prospect of communicating with—or even looking at—a stranger 

is virtually unbearable. Everyone around us seems to agree by the way they fiddle with their 

phones, even without a __1__ on a subway. 

【译文】在当代文化中，与陌生人交流，甚至看一眼陌生人，都几乎难以忍受。我们周围

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意这点，他们玩弄着手机，即使地铁上一点儿信号都没有。 

1. 

[A] ticket 车票 

[B] permit 许可证 

[C] signal 信号 

[D] record 记录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陌生人之间没有交流，大家都只关注自己的手机，即使地

铁里没有________。选项中，只有 C 项符合上下文语义，与 phones 和 subway有关，因此

signal 正确。 

【命题思路】本题四个选项语义不相关，所以只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所需填入的语义即可。 

【干扰排除】其余三个选项带入原文都与句意不符，故排除。 

It's a sad reality—our desire to avoid interacting with other human beings—because there's __2__ 

to be gained from talking to the stranger standing by you. But you wouldn't know it, __3__ into 

your phone. This universal protection sends the ___4___:_“Please don't approac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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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这是个可悲的现实——我们希望避免与其他人交流——因为和身边的陌生人交流

会带来诸多益处。但是你不知道这一点，一直沉浸在手机中。这种普遍的保护发出一个信

号：“请不要靠近我。” 

2. 

[A] nothing 没有什么 

[B] link 联系 

[C] another 另一个，又一个 

[D] much 大量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It's a sad reality是对第一段内容的总结，该句中双破折号中的内容是对 a sad 

reality的进一步解释。插入语后的 because there's __2__ to be gained from talking to the 

stranger standing by you 是对主句 It's a sad reality的原因解释，即与陌生人交流，我们会从

中收获________。根据句意，D 项符合。另外该句后的 But you wouldn't know it 也提示了

本句语义。 

【命题思路】本题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所需填入的语义，主要是寻找语义线索。 

【干扰排除】将四个选项代入句子，首先可以排除 B 项和 C 项，这两项均与句意不符。A

项干扰性最强。空格所在句是观点句，从上下文语义上可以判断出作者是支持与陌生人交

流的，文章末段也明确指出 human beings thrive off of social connections。因此可排除 A 项。 

3. 

[A] beaten 打败 

[B] guided 指导 

[C] plugged 插入 

[D] brought 带来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要填的词为非谓语，在句中作伴随状语，与宾语 into your phone 搭配。根据

搭配和语义只能选 C 项 plugged。be plugged into 理解为“深陷其中；投入”。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的是动词。四个选项语义不相关，需要根据搭配和语义确定答案。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虽然可以和介词 into 搭配，但是与语义不符，故排除。 

4. 

[A] message 消息，讯息 

[B] code 代码 

[C] notice 通知 

[D] sign 迹象，符号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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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这种普遍存在的盔甲(不和陌生人交流)传递了“不要靠近我”

这个______。空格内容是对“Please don't approach me”的概括，另结合动词 sends 与宾语 the 

______的搭配关系，可知 A 项正确。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的是名词辨析。选填时要根据其与动词的搭配习惯和语义来确定。 

【干扰排除】B 项 code 和 D 项 sign 不和 send 搭配。C 项 notice 虽然可以和 send 搭配，但

是与语义不符。 

What is it that makes us feel we need to hide __5__ our screens? 

One answer is fear, according to Jon Wortmann, executive mental coach. We fear rejection, or that 

our innocent social advances will be ___6__ as “weird”. We fear we'll be __7__ . We fear we'll be 

disruptive. , 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躲在手机屏幕后面？ 

【译文】执行心理教练 John Wortman 认为，答案之一是恐惧。我们害怕拒绝，或者是我们

无辜的社会进步会被误解为“怪异的”。我们害怕我们会被评判。我们害怕我们会制造混乱。 

5. 

[A] under 在下面 

[B] beyond 超过 

[C] behind 在后面 

[D] from 来自，从 

【答案】C 

【考点】介词搭配 

【直击答案】从 hide __5__ our screens 的和上一段的 plugged into your phone 相照应，由此

可推断躲藏的位置应该是 behind。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介词搭配。选填介词时，既需要看前面的动词，还需要看后面的名

词，结合搭配习惯和语义确定答案。 

【干扰排除】根据语义首先可以排除 B 项和 D 项。A 项干扰性较强。under 通常表示具体

的位置，而本句 hide ______ our screens 要表达的是一个抽象的位置概念，所以排除。 

6. 

[A] misinterpreted 误解 

[B] misapplied 误用 

[C] misadjusted 失调 

[D] mismatched 错配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段传递的是一种担忧，句中的 innocent 和 weird 是表示相反意思的形容词，

另结合句子的谓语 fear 可知 A 项符合，be misinterpreted as 意思是“被误解为”。 

【命题思路】四个选项都是由否定前缀 mis 构成的否定意义的词，主要考查对动词词义的

辨析。 

【干扰排除】C 项和 D 项通常作为表语，用法为 sth. is/are misadjusted/mismatched，不与介

词 as 搭配。B 项满足要求用法，但是不符合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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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fired 开除；攻击 

[B] judged 判断，审判 

[C] replaced 替代 

[D] delayed 推迟，耽搁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句和 We fear…our innocent social advances will be misinterpreted 

as “weird”. 和 We fear we'll be disruptive(制造混乱的)．”为并列关系，因此推断出所填词在

感情色彩上是负向的。B 项符合语义，be judged 意思是“受到评论”。 

【命题思路】本题命制时一方面要辨析选项的词义，另一方面要利用句间关系，寻找解题

线索。 

【干扰排除】首先根据上下文语义，可以排除 C 项和 D 项。be fired 可以理解为“受到攻击”，

语义过重，故排除 A 项。 

Strangers are inherently __8__ to us, so we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__9__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compared with ou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avoid this uneasiness, we __10__to 

our phones. “Phones become our security blanket，” Wortmann says. “They are our happy 

glasses that protect us from what we perceive is going to bemore __11__．” 

【译文】陌生人对我们来说有一种固有的陌生感，因此与和我们的朋友或相识交流相比，

当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更有可能感觉焦虑。为了避免这种焦虑，我们转向我们的手机。

Wortman 说：“手机成为了我们的保护毯，他们是我们的幸福眼镜，保护我们远离我们认为

可能更危险的事物”。 

8. 

[A] unreasonable 不合理的 

[B] ungrateful 忘恩负义的 

[C] unconventional 非常规的 

[D] unfamiliar 不熟悉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处需填入一个形容词修饰 strangers(陌生人)，所以该词应符合陌生人的身

份与特点，既是陌生人，肯定是“不熟悉的”，故答案为 D 项 unfamiliar。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形容词的词义辨析。解题时需要通过其所修饰的名词来确定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和 C 项通常修饰物，而本题中要修饰的是 strangers。B 项虽然可以修饰

人，但是如果代入本句，不符合句意。 

9. 

[A] comfortable 舒服的 

[B] anxious 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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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nfident 自信的 

[D] angry 生气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填入词是表示和陌生人相处的感受，此感受与和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的感受做比较，B 项符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形容词的词义辨析，解题时需要判断形容词的情感色彩。 

【干扰排除】根据句意，填入的形容词应该为负向词义，所以排除积极词汇 comfortable 和

confident。angry虽然为负向词汇，但语义过重，故排除。 

10. 

[A] attend (to) 照料 

[B] point (to) 指向 

[C] take (to) 喜欢；开始从事 

[D] turn (to) 转向；求助于 

【答案】D 

【考点】固定搭配 

【直击答案】空格要求填入一个动词，首先需与介词 to 构成搭配，其次需满足句意“为了

避免这种不自在，我们________我们的手机。turn to 表示“转向求助于某人/物”，符合上下

文语义。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固定搭配的语义辨析。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都可以和介词 to 搭配，但是均不满足句意，故排除。 

11. 

[A] dangerous 危险的 

[B] mysterious 神秘的 

[C] violent 暴力的 

[D] boring 无聊的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根据此处结构 protect us from what we perceive is going to be more ________可

推断空格处填入词汇为负向感情色彩的词，A 项 dangerous(危险的)意思吻合，且和前文

uneasiness(不安), security(安全)形成呼应。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需要利用句内和上文的线索进行词义选择。 

【干扰排除】B 项与主题无甚关联，且为中性词。C 项语义过重，且不合题意。D 项不符

合该段主题。 

But once we rip off the bandaid, tuck our smartphones in our pockets and look up, it doesn't 

__12__ so bad. In one 2011 experiment, behavioral scientists Nicholas Epley and Juliana 

Schroeder askedcommuters to do the unthinkable: Start a __13__. They had Chicago train 

commuters talk to their fellow __14__. “When Dr. Epley and Ms. Schroeder asked other peop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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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train station to __15__ how they would feel after talking to a stranger, the commuters 

thought their __16__ would be more pleasant if they sat on their own，” the New York Times 

summarizes. Though the participants didn't expect a positive experience, after they __17__ with 

the experiment, “not a single person reported having been embarrassed.” 

【译文】但是一旦我们撕掉创可贴，把我们的智能手机塞进口袋，抬头看的时候，事实并

没有那么糟糕。在 2011 年的一个实验中，行为主义科学家 Nicholas Epley和 Juliana 

Schroeder 让通勤者做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开始交谈。他们让芝加哥火车通勤者和他们周

围的乘客聊天。纽约时报总结道“当 Epley博士和 Schroeder女士让同一车站的其他人预测

他们和陌生人交谈之后是什么感受时，通勤者认为如果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会感到更愉

悦”。尽管参与者没有期待一次好的体验，但是当他们完成实验后，“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感

到尴尬”。 

12. 

[A] hurt 使受伤；损害 

[B] resist 抵抗；忍耐 

[C] bend 弯曲 

[D] decay 衰退；腐烂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是本段的中心句。根据后面的例证及末句“not a single person 

reported having been embarrassed”， 可知 it doesn't ______ so bad 表达正面的意义。对比四个

选项，可知 A 项正确。 

【命题思路】本题只需要辨析四个选项的词义，分别代入句子，满足句意即可。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均不满足句意，故排除。 

13. 

[A] lecture 演讲 

[B] conversation 交谈 

[C] debate 辩论 

[D] negotiation 谈判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由上文推断此处为研究者进行的一项实验内容，根据该句后面一句中 talk to

可知，实验是让研究对象进行交谈，可锁定 B 项 conversation，与 talk to 对应。 

【命题思路】本题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确定要选填的名词意思。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的词义不满足下文的语境 train commuters 和 talk to，故排除。 

14. 

[A] trainees 实习生 

[B] employees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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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searchers 研究者 

[D] passengers 乘客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They had Chicago train commuters talk to their fellow __14__．中 their fellow 

________指的是 train commuters(火车上的通勤者)，D 项 passengers 可以与之相对应。 

【命题思路】本题需要利用代词指代和句内的线索确定要选填的单词。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都无法与句内线索 train commuters(火车上的通勤者)相对应，不符合

句意。 

15. 

[A] reveal 揭露；显示 

[B] choose 选择 

[C] predict 预测 

[D] design 设计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要填一个动词，how they would feel aftertalking to a stranger 为其宾语，从

该宾语从句的谓语动词 would feel 可以判断为过去将来时，所以要填入的单词应该包含时

间概念，C 项 predict(预测)满足要求。另外下一句 Though the participants didn't expect a 

positive experience 中的 expect 也可作为解题线索，为近义复现。 

【命题思路】本题需要利用句内线索或根据上下文提示来确定要选填的动词。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语义均不符合句意。 

16. 

[A] voyage 航行 

[B] flight 飞行 

[C] walk 步行 

[D] ride 乘坐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此处需要填入一个与 commuters(通勤者)相关的词，根据上文复现可知此处的

commuters 指的是 train commuters。所以 D 项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为名词词义辨析，主要需要判断四个词所使用的语境。 

【干扰排除】voyage 指的是“航海出行”， flight指的是“乘坐飞机出行”， walk 是“步行”。

这三个选项都不满足句意，所以排除。 

17. 

[A] went through (with) 完成 

[B] did away (with) 废除，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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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ught up (with) 赶上 

[D] put up (with) 忍受 

【答案】A 

【考点】固定搭配 

【直击答案】空格处要填入动词词组，并且与介词 with 搭配，宾语为 the experiment(实验)，

根据上下文语境，将[A] went through 代入满足句意，go through with 意思是“完成”。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固定搭配，需要平时积累。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均可与 with 搭配，但是不满足句意。 

__18__, these commutes were reportedly more enjoyable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communication, which makes absolute sense，__19__ human beings thrive off of social 

connections. It's that __20__： Talking to strangers can make you feel connected.   

【译文】事实上，据说与那些没有交流的通勤者相比，这些通勤者感到更愉悦。这个结果

完全说得通，因为人类正是因为社会联系而发展的。事实很简单：和陌生人交谈能让你感

到与他人有联系。 

18. 

[A] In turn 轮流；反过来 

[B] In particular 尤其，特别是 

[C] In fact 事实上 

[D] In consequence 因此 

【答案】C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上文提到那些放下手机，积极与乘客交流的人并没有受到冷落。空格后指出，

与那些没有对话的人相比，这些人更加的开心。可见上下文之间是并列或递进的关系。所

以 C 项 In fact 正确，表示递进关系，对上文进一步解释。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段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利用两段间的线索判断逻辑关系，从而选择

正确的关联词。 

【干扰排除】In turn 通常考查“反过来”的意思，主要用于因果关系，比如 A 导致 B，B 反

过来又导致 C。In particular 常用于举例。In consequence 表示因果关系。 

19. 

[A] unless 除非 

[B] since 因为 

[C] if 如果 

[D] whereas 然而 

【答案】B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四个选项均是从句的引导词。主句指出，与那些没有对话的人相比，那些积

极交谈的人更加开心。从句则提到人类的繁荣起源于社会联系。显然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

解释说明，故 B 项 since(因为)满足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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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句内逻辑，需要从主从句的语义判定。 

【干扰排除】unless 和 if 表示条件关系；whereas 表示转折关系，通常用于两个事物的对比。

这三个选项均不满足原文的主从句语义间的逻辑关系，故排除。 

20. 

[A] funny 有趣的 

[B] simple 简单的 

[C] logical 有逻辑的 

[D] rare 稀有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句冒号后内容是对 it 的解释说明。而该句与前句是平行关系，it 指代前一

句谈到的“与他人交流会更愉悦”。冒号后面的内容说明了，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所以 B

项 simple 满足句意。 

【命题思路】本句考查形容词。解题的关键是利用 it 的指代关系，和冒号的解释说明功能。 

【干扰排除】其余选项的词义均不满足对句子的修饰关系。 

核心词汇 

contemporary a. 当代的；同时代的 n．同代人 

virtually ad. 实质上，事实上 

fiddle with phr.摆弄 

interact v.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innocent a. 无辜的；天真无邪的 

disruptive a. 破坏的，扰乱的 

acquaintance n. 熟人；相识 

perceive v. 察觉；意识到 

commute v. 通勤 

participant n. 参加者 

summarize vt. 总结，概述 

长难句分析 

When Dr. Epley and Ms. Schroeder asked other people in the same train station to predict how 

they would feel after talking to a stranger, the commuters thought their ride would be more 

pleasant if they sat on their own. 

【分析】句式是一个复合句，句子主干是 the commuters thought their ride would be more 

pleasant. When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其中嵌套宾语从句作 predict 的宾语。主句中含 if 引导

的条件状语从句。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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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 2014 年 5 月 22 日的 Time，原文标题为 Why You're More Stressed by Home than 

Work，属于社会生活范畴。文章主要探讨了与压力有关的一个报告研究。文章首段开门见

山，指出：最新的调查报告颠覆了人们的常识，显示人们在家的压力比工作时更大。第二

段，引用研究人员话语，进一步重申报告结果，并指出女性尤甚。第三段指出研究未涉及

的内容，解释了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家压力更大。第四、五段分别解释了女性压力更大的

原因，指出压力大不仅与性别相关，还与在家的分工、报酬等相关。最后一段重申主题，

指出任务重，合作者难以驱动是在家压力更大的原因。 

试题解析 

21.根据第一段，大多数以前的研究发现家________。 

[A] 不是休闲放松的理想场所 

[B] 与工作场所相比，产生了更多压力 

[C] 是测量压力的理想场所 

[D]与工作场所相比，提供了更多的休闲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Paragraph 1，most previous surveys”定位到首段首句。由 A 

new study suggests that contrary to most surveys 可知 most previous surveys 和 a new study的研

究结论相反，即正确答案和 people are actually more stressed at home than at work 表述的意思

相反。对比四个选项可知 D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属过度推理，原文虽提到在家比在工作中有更多的压力，但并不能推测

出“不是休闲放松的理想场所”。B 项属于偷换概念，虽首段第一句出现了“more stress”以及

“the workplace”，但文章中是指“人们感到在家比在工作中压力更大”，而不是 B 项所指的

“家能产生更多的压力”。C 项指“家是测量压力的理想场所”，属于无中生有。 

22.在 Damaske 看来，谁在家里最快乐？ 

[A] 工作中的母亲。 

[B] 没有孩子的丈夫。 

[C] 没有孩子的妻子。 

[D] 工作中的父亲。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掌握定

位信息，辨别干扰选项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Damaske”定位到第二段第三、四句，即 Damaske 的观点。

这两句提到“It is men，not women, who report being happier at home than at work…， but more 

so for nonparents.”，即“研究发现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家比在工作中更高兴。更令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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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的是，这种情况对有无孩子都一样，尤其是对于没有孩子的人。”综合对比，确定 B 为

最佳答案。 

【干扰排除】A、C 项两项均为反向干扰，原文说的是男人比女人在家更快乐，故排除。

根据该句“but more so for nonparents”可知 D 项错误，原文是没有孩子的男性，并非工作中

的父亲。 

23. 职场女性的模糊角色指的是________。 

[A] 她们既要在职场打拼又要照顾家庭 

[B] 家也是她们休息的地方 

[C] 有太多家务等着她们去做 

[D] 她们很难离开办公室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推理题。主要考查考生精准理解原文定位信息，查找相互关联，并

进行适度推理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blurring of …roles”定位到第三段末句“With the blurring of 

roles，…”。但从中并不能找到答案，故推测答案在上文，最终锁定在“For many men, the 

end of the workday is …， with the blurring of role…”。意思是“对男性而言，一天工作结束

后他们便可以休息，但对女性来说，离开办公室之后，还有很多家务活”。由此可以推出，

“The blurring of working women's roles” 指的是女性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庭。综合判断，确

定 A 项为最佳答案。 

【干扰排除】B 项为反向干扰，原文指出女性下班回家后，还有很多家务要做，故排除。C

项以偏概全，只强调了“the blurring roles”中“家务活”这个方面，故排除。D 项是张冠李戴，

选项内容属于“women who stay home”的信息，故排除。 

24. 单词“moola”(第四段四行)的意思为________。 

[A] 能量 

[B] 技能 

[C] 收入 

[D] 营养 

【答案】C 

【考点】词义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词义猜测题。主要考查考生借助上下文语境，猜测生词词义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moola”(Line 4，Para. 4)”定位到第四段“Employee puts in 

hours of physical or mental labor and employee draws out lifesustaining moola”。本句讲劳动与

所得的关系，也就是雇员付出一定的体力、脑力劳动，从而得到维持生活的______。根据

常识，可知此空应填入“收入，工资”；此外，在本段中复现了“making money，income”，

由此可进一步确定 C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指“能量”，B 项指“技能”； D 项 nutrition 指“营养”，都不符合语义，故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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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差别在于________。 

[A] 家不是舒适的工作环境 

[B] 在家里，并无明确分工 

[C] 家务通常更具激励性 

[D] 家务通常可以得到充分奖励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细节题。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正确理解定位信息，

辨别干扰选项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出题的顺序性原则，本题定位到倒数第二段首句。本句 “on the home 

front，however，people have no such clarity”，表明在家里，人们的分工不会像工作场所那

么明确，从而导致女性在家里压力大，A 项“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is seldom clearcut”是对

此信息的同义替换，为最佳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信息。原文并未提及家务活是否更具 motivating，C 项无中

生有。D 项与原文信息“there are inadequate rewards for most of them.”不符合，属于反向干扰，

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Researchers measured people's cortisol, which is a stress marker, while they were at work and 

while they were at home and found it higher at what is supposed to be a place of refuge. 

【解析】这是一个 and 引导的并列句。主干是：Researchers measured…and found …。双逗

号之间的 which is a stress marker 在形式上是插入结构，语法上是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

饰限定 cortisol，while 引导了一个 and 连接的并列句，整体作地点状语。其后还嵌套了一

个 what 引导的句子，整体作状语。 

【译文】研究人员测量了人们在家或工作时的压力标识——皮质醇。结果显示，人们在本

应是避风港的家中压力更大。 

2. With the blurring of rol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home front lags well behind the workplace in 

making adjustments for working women,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women are more stressed at home.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此句中包含一个形式主语结构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句子

真正的主干为：women are morestressed at home. With the blurring of roles 整体上是介词短语

作状语，其后还包含一个 that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解释说明 the fact的具体信息。the home 

front lags well behind the workplace 为同位语从句的主干，in…women 为介词短语作后置定

语，修饰限定 the workplace. 

【译文】角色的模糊，以及职场女性难以适应后方的事实，就使得女性在家压力更大这个

现象不足为奇了。 

核心词汇 

refuge n．避难所，庇护 vt./vi. 庇护 

motivate vt.刺激，促进 

contradicting a. 矛盾的，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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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a. 传统的，惯例的 

blurring a．模糊的 n．模糊 

bargain n．交易，便宜货 v．讨价还价 

mental a．精神的，脑力的 

sustain vt.维持，支撑，忍受 

clarity n．清楚，清晰，透明 

suppose vt./vi.假想，设想 

clinically ad.临床地，门诊部地 

methodically ad.方法地，系统地 

inadequate a．不足的，不充分的 

threaten vt./vi. 威胁，恐吓 

apparently ad.显然，似乎，表面上 

infinite a．无限的，无穷的 n．无限 

全文翻译 

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大多数调查研究相反，实际上人们在家比在工作中的压力更大。

研究人员测量了人们在家或工作时的压力标识——皮质醇。结果显示，人们在本应是避风

港的家中压力更大。 

研究人员 Sarah Damske 写道“我们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工作中的压力比在家都要小，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她还注意到，事实上，女性甚至坦言在工作时她们感觉更好。

“报告显示，是男性，而非女性，在家比在工作中开心多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研究发现，

这种情况对于有无孩子都一样，尤其是对于没有孩子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外工作的人

更健康。 

这项研究未涉及的是：人们归家后是否依然工作？是做家务呢？还是从办公室带回的工作？

对男性而言，一天工作结束便是他们休息的时候；呆在家里的女性，就不用离开办公室了。

但对在外工作的女性来说，离开办公室之后，还有很多的家务等着她们去做。角色的模糊，

以及职场女性难以适应后方的事实，就使得女性在家压力更大这个现象不足为奇了。 

但这并不仅与性别相关。工作中，人们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任务：工作，挣钱，完成为了获

得收入的各种事务。事情很简单：员工投入数小时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获得维持生活的收

入。 

然而，人们对后方的认识不并清晰。(在家)很少能像工作中那样按部门、系统地进行分工。

后方任务繁重，并且大多数人也得不到报酬。在家的同事，即你的家人，没有任何报酬，

因此需要极力说服他们；而如果是对孩子，还得威胁不让他们玩电子设备。此外，他们是

你的家人，你不可能“开除”他们。你根本就没有下班回到家。 

因此，人们在家压力更大也不足为奇了。这并非仅因这些任务没完没了，还因你的合作者

(家人)难以驱动。 

Text 2 

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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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 2014 年 2 月 17 日发表在 Inside Higher Ed.上的一篇名为 An Hour Makes a 

Difference 的文章，属于文化教育范畴。 

本文主要探讨了“初代”大学生在教育成就方面落后于其他学生的问题。首段开门见山提出

多年研究结论，并指出了高校面临的困境：扩招“初代”大学生，却忽略了基于社会基层的

成就差距的不断扩大。第二段指明《心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此现象总体基调很乐观，

并指出了解决方案。第三段详细介绍了实验过程，并指出大多数“初代”学生接受了经济资

助。第四段明确指出“初代”大学生欠缺处理问题的实际技能。文章尾段指出成就差距不断

扩大的原因在于学校没有意识到社会阶层带来的影响。 

试题解析 

26. 招录更多的“初代”大学生已经________。 

[A] 降低了辍学率 

[B] 缩小了成就差距 

[C] 偏离了最初目的 

[D] 使大学生沮丧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recruiting more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定位到第一段的第四

句。But 后内容为解题关键。本句指出在招录“初代”大学生时出现的困境及产生的不良结果，

即“不断产生和扩大成就差距，而不是缩小差距”。由此证明背离了初衷。比对四个选项，

确定最佳选项为 C 项。 

【干扰排除】A 项与原文的“their dropout rates are higher”矛盾，属于反向干扰，故排除。B

项也是反向干扰，与原文的“rather than close”矛盾。C 项属于张冠李戴，原文中的

depressing 是用来修饰 the paper，而非大学生，故排除。 

27.论文作者们很乐观是因为________。 

[A] 此问题能解决 

[B] 他们的方式没有任何成本 

[C] 招生率已经提升了 

[D] 他们的发现对学生有吸引力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原因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

分和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research article are optimistic because……”定位到第二段第

一句“But the article is actually quite optimistic, as it outlines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s 引导的句子即为正确答案所在。A 项中的“this problem”是原文原词的复现，“solvable”和

“solution”属于同根替换。A 项从形式、语义上都与原文符合，确定为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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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C 项和 D 项都是无中生有，故排除；B 项属于反向干扰，原文指出这个解决

措施是“nexttonocost”，并非选项的“costless”。 

28.研究显示大多数“初代”学生________。 

[A] 在私立学校求学 

[B] 来自单亲家庭 

[C] 需要经济资助 

[D] 大学过得很失败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推理题。主要考查考生精准理解原文定位信息，查找相互关联，并

进行适度推理和概括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most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定位到第三段末句 “Most of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were recipients of Pell Grants(佩尔奖学金)，a federal grant for 

undergraduates with financial need”。此句重在说明“初代”大学生大都接受了经济资助。比对

四个选项，确定此题最佳答案为 C 项，其中“in need of”对应原文的“with…need”，“financial 

support”对应“financial”相对应。 

【干扰排除】A 项是无中生有，原文仅提及此研究是在一个“unnamed private university”进

行，并不是指“初代”大学生；B 项和 D 项也属无中生有，原文未提及，故排除。 

29.论文作者认为“初代”学生________。 

[A] 实际上毫不关心成就差距 

[B] 能潜移默化影响其他学生 

[C] 可能缺少申请研究项目的机会 

[D] 欠缺处理大学中出现问题的经验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借助题干关键信息定位，并准确划分和把

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the authors of the paper”定位到第四段第一句“Their 

thesis …that face most college students”处。这句话中明确说到“初代”学生缺乏的不是潜能，

而是处理学校问题的实际经验。D 项与此信息属于同义替换，其中“are inexperienced”与原

文的“lacking in practical knowledge”对应，“handling their issues”对应“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at college”与“that face most college students”对应。 

【干扰排除】A 项、B 项、C 项都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0.从最后一段可推断出______。 

[A] 大学经常抵制中产阶级文化 

[B] 学生经常因缺少资源而受责备 

[C] 社会阶层极大地有助于教育经历的丰富 

[D] 大学应为探讨中的问题负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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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推理题。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有效辨别段落核心信息，进行适度

推理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infer from the last paragraph”定位到最后一段。本题是段落推

理题，可以通过寻找段落中心句的方式来解。本段共三句：第一句和第二句是并列关系，

均提出“初代”学生中存在的与社会阶层有关的问题。第三句以一个“because”所引导的原因

状语从句点明中心，明确该问题的来源是美国高校未承认社会阶层对学生教育经历的影响，

说明高校应该为出现的问题担负部分责任。因此 D 项正确。 

【干扰排除】A 项、B 项、C 项在此段并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Most of the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59.1 percent) were recipients of Pell Grants, a federal grant 

for undergraduates with financial need, while this was true only for 8.6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ith at least one parent with a fouryear degree.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为：Most…were recipients。双逗号之间的 a 

federal grant …need，形式上是插入结构；语法上，是同位语，详细解释说明 Pell Grants。

其后的 while 引导了一个让步状语从句，该状语从句中 with…a four year degree 为介词短语

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 the students。 

【译文】大多数(59.1%)“初代”大学生都接受了旨在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佩尔助

学金，而对父母中有人完成本科教育的其他学生而言，这一数据仅维持在 8.6%。 

2. Their thesis—that a relatively modest intervention could have a big impact—was based on the 

view that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may be most lacking not in potential but in practical knowledge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face most college students.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干是：Their thesis was based 

on the view。双破折号之间的信息为插入结构。其后的 that 引导了一个同位语从句，解释

说明 view 的具体内容。该同位语从句的主干为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may be most 

lacking…，包含一个 not…but 结构。其后还包含一个 how 引导不定式结构，其中又嵌套一

个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issues。 

【译文】他们的论文——些许的外在干涉就极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基于如下观点

的：“初代”大学生最欠缺的不是潜力，而是在如何处理大多数学生面对问题的实际能力上。 

3. “Because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ldom acknowledge how social class can affect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many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lack sight about why they are 

struggling and do not understand how students ‘like them' can improve.”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为：many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lack sight。主句

中还包含一个 and 引导的并列宾语从句，分别由 why和 how 引导。前半句是一个由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其中嵌套一个由 how 引导的宾语从句。 

【译文】“因为美国各大高校很少承认社会阶层对教育经历的影响，所以许多‘初代’大学生

不了解他们挣扎的原因，也不知道‘像他们’一样的学生如何才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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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词汇 

recruit n．招录，招聘 vt./vi. 补充，复员，征兵 

economically ad. 经济地，经济上地 

paradox n. 悖论，是是而非的论点 

reproduce vi./vt. 复制，再生，繁殖 

forthcoming a．即将来临的 n. 来临 

outline v. 概述，略述 n. 轮廓 

potential a. 潜在的 n．潜能，可能性 

solution n. 解决方案 

recipient a. 容易接受的 n. 接受者，容器 

financial a. 财政的，经济的 

thesis n. 论文，论点 

intervention n. 干涉，调停 

issue n. 问题 v. 发行 

navigate vt./vi.航空，航行，操作 

acknowledge vt.承认，答谢 

全文翻译 

多年来，研究已经发现“初代”大学生，也即是父母都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大学生，在一系

列教育成就方面落后于其他学生。他们的考试分数更低，辍学率更高。但一旦这样的学生

成功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经济上更有可能成功。于是，多年来各个高校都不遗余力

招收更多这样的学生。这产生了一种矛盾：招收更多的“初代”学生，但眼睁睁看着他们失

败。《心理学》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开头不容乐观，该文章认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持续产生

并扩大，而非缩小基于社会阶层的成就差距。” 

事实上，这篇文章相当乐观，因为它简要列举了这个问题的潜在解决方式，提供了一个能

缩小“初代”大学生和其他学生间 63%的成就差距(由成绩等因素衡量)的方案。此方案囊括

一个历时一个小时，而且近乎零成本的项目。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来自不同的学校，而且这些研究发现也是基于对一个不具名的私立大学

中的 147 名学生(他们参与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观察而得出的。父母双亲中无一人获得大学

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就是“初代”大学生。大多数(59.1%)“初代”大学生都接受了旨在为有需要

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佩尔助学金，而对父母中有人完成本科教育的其他学生而言，这一

数据仅维持在 8.6%。他们的论文——些许的外在干涉就极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基

于如下观点的：”初代”大学生最欠缺的不是潜力，而是在如何处理大多数学生面对问题的

实际能力上。他们引用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显示出必须缩小这种差距来消除成就差距。 

他们写道许多“初代”大学生‘尽力在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文化中畅游’，学习‘游戏规则’，并

利用大学资源”。但当大学再关注不同学生群体阶级优劣的时候，这就凸显成为一个大问题。

“因为美国各大高校很少承认社会阶层对教育经历的影响，所以许多‘初代’大学生不了解他

们挣扎的原因，也不知道‘像他们’一样的学生如何才能提升。” 

Text 3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文章分析 

本文属于社会生活类，主要探讨了当下，办公用语的趋势：变得更有感情了。首段，开门

见山，直接指出与 20 年前相比，办公用语更有感情。第二段紧跟首段内容，指出新时期的

办公用语以“团队”为导向。第三段解释了当下使用这些办公用语的主要目的：赋予工作意

义，增强员工忠诚度。第四段，承接第三段内容，指出这些办公用语对个体成就的关注，

有助于激励员工。最后一段重申文章主题，指出办公用语对自身和工作的认识。 

试题解析 

31.在 Nancy Koehn 看来，办公用语已经变得________。 

[A] 更具感情 

[B] 更加客观 

[C] 缺少能量 

[D] 缺少策略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Nancy Koehn”定位到首段首句。题干中的“office language”

对应此句的“lingua franca of corporate”(公司通用语)，“has become”对应“has gotten”，所以正

确答案应匹配文章中的“more emotional and much more rightbrained”。对比各选项，可知 A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B 项、C 项、D 项都是文章所列举实例，不具概括性。B 项是强干扰项，文章

中的 objectives 是名词“目标，话题”的意思，故排除。 

32. 以“团队”为导向的办公通用语和________密切相关。 

[A] 历史事件 

[B] 性别差异 

[C] 体育文化 

[D] 运动行政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teamoriented，corporate vocabulary”定位到第二段。通读

全段，答案锁定在第二、三、四句。这几句话都在举例子，作为论据论证第一句。第二句

话中出现了“sports”，第三句话中出现了“coach”和“team”，第四句话中出现了“coach”和

“team，win”，这些词都与运动相关，所以确定最佳答案为 C 项。 

【干扰排除】A 项、B 项、D 项都是无中生有，原文未提及相关信息，故排除。 

33. Khurana 认为引进术语是为了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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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振兴过去使用的术语 

[B] 提升公司形象 

[C] 促进公司合作 

[D] 加强员工忠诚度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借助题干关键信息定位，并准确理解定位信

息，辨别干扰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importation of terminology”定位到第三段第二句。由题干

中的“believe”可知本题考查观点，也即论点，所以确定本题答案应在本段的首句。首句的

“are intended to”表示目的，对应题干中的“aims to”，D 项“strengthen employee loyalty”对应

文中的“increase allegiance to the firm”，因此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 A 项、B 项、C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4. 可以推断出 Lean In 一书________。 

[A] 为职业女性申辩 

[B] 吸引了激昂的工作狂 

[C] 在妈咪之间引发了争论 

[D] 赞扬积极的员工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推理题。主要考查考生精准定位后，提取核心信息的能力。考生还

应能明白推理题的正确答案在原文，而非胡猜推测。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中的“Lean In”定位到第四段第二句。第二句主要讲述了今天仍然持

续着始于 20 世纪的 90 年代的“妈咪战争”，这催生了一系列诸如为何女性不能拥有一切的

争论，以及像 Lean In 这样的书。因此，确定此书与女性相关。此外，第一句话中出现了

“worklife balance”，结合二者可以推理出这句话谈论的是工作中对于女性的不公平，确定

最佳答案为 A 项。 

【干扰排除】B 项、D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C 项属于因果倒置，原文“妈咪战争”是催

生 Lean In 的原因，而非结果，故排除。 

35. 关于办公用语，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经理们喜欢但却避免使用。 

[B] 语言学家认为其一无是处。 

[C] 公司认为其是基础。 

[D] 普通大众虽戏谑，但却接受了。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 本题形式上(Which is true…？)像推理题，实质上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

生对相关信息的精准理解及把握，及有效排除干扰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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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office speak”定位到末段首句。需特别注意这句话的结构：

本句是一个转折句，包含两个不同的层面，列举了不同类别的人对“office speak”的不同态

度。一一比对选项，确定最佳答案为 D 项，选项和原文中的“regular people”属于原词复现，

选项中“mock，accept”分别同义替换原文的“make fun of，absorb”。 

【干扰排除】A 项是反向干扰，与文中“mangers”的态度不符。B 项属于无中生有，原文没

有提及“linguists”的态度。C 项属于推理过度，文章说的是“depend on”，并不能说明

“fundamental”(根本的)，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The “mommy wars” of the 1990s are still going on today, prompting arguments about 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and books like Sheryl Sandberg's Lean In, whose title has become a 

buzzword in its own right.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为：The “mommy wars” are still going on。

Prompting 为现在分词作状语，在该状语从句中嵌套一个 why引导的宾语从句。其后的

whose 引导一个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Lean In。 

【译文】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妈妈战争”，在今天仍然进行着。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为何

女性不能拥有一切的争论，还催生了如 Sheryl Sandberg《向前一步》这样的书。 

2. In a workplace that's fundamentally indifferent to your life and its meaning, office speak can 

help you figure out how you relate to your work—and how your work defines who you are.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为：office speak can help you… 。其后连接了一个

how 引导的并列宾语从句。前半句中 in a workplace 是一个介词结构，作地点状语；that 引

导了一个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workplace。 

【译文】在一个与你生活和其意义毫不相关的工作场所，办公用语能帮助你认清你和工作

的关联，也能让你的工作认识你。 

核心词汇 

traditional a. 传统的，惯例的 

lingua franca 通用语 

emotional a. 情绪的，易激动的 

strategy n. 战略，策略 

corporate a．法人的，共同的 n．公司 

orient v．使适应，使朝向 n．东方 

coincidence n．巧合，一致 

dominate vi./vt.控制，占优势 

explicitly adv.明确地，明白地 

conscious a．意识的，故意的，清醒的 

infuse vi./vt. 灌输，浸泡 

allegiance n．效忠，忠诚 

associate n．结合 vi./vt.联合 

fulfillment n．履行，实行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prompt a．敏捷的 v．促进，推动 

boundary n．边界，界限，范围 

fundamentally ad.本质上地 

absorb vt./vi. 吸收，吸引 

全文翻译 

即使在传统办公室，“与 20 年前相比，美国办公通用语已经变得更有感情了。”哈佛大学商

学院的 Nancy Koehn 这样写道。她开始源源不断地列举例子。“在 1990 年，如果我们突然

造访世界 500 强公司，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少使用诸如 journey, mission, passion 这样的单词。

他们用的是 goals, strategies，objectives 这样的单词，然而我们并没有谈论能力(energy)，也

没有论及激情(passion)。” 

Koehn 指出新时期的办公通用语以“团队”为导向，这也并非巧合。“我们来看下运动——尤

其是在男性为主导的美国公司——它是一件大事。它也并没有直白地呈现出来，只是一种

意识：我是教练，你在我这个队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不同公司的 CEO 和其他人，

大多都把自己当作教练，也认为这是他们的团队。他们想带着队伍取得胜利。” 

正如另一个教授 Khurana 指出的那样，这些用语旨在赋予工作更多的意义，增强员工的忠

诚度。“你引进了过去常与非盈利和宗教组织挂钩的用语，诸如 vision，values，passion，

purpose 等。” 

在日益白热化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争论中，对个人成就的关注，能效激励员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妈妈战争”，在今天仍然持续。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与为何女性不能拥有一切

的争论，还催生了如 Sheryl Sandberg《向前一步》这样的书。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已经成为

了一个流行词。这些用语，如 unplug, offline，lifehack，bandwidth，以及 capacity，都把工

作与家庭完全分开了。但如工作为你的“热情”所在，那么你就更容易入到工作中去，哪怕

这意味着你只能回家吃晚餐，安顿好孩子睡觉后再继续工作。 

看起来，这对办公用语极具讽刺意味：每个人都对它嘲笑不止，但经理层们却喜欢它，公

司发展也取决于它，普通人也甘情愿接受它。正如某语言学家曾说的那样“可以让人们一边

觉得这是废话，一边又买它的账。”在一个与你生活和其意义毫不相关的工作场所，办公用

语能帮助你认清你和工作的关联，也能让你的工作认识你。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节选自 2014 年 7 月 7 日在 the Huffington Post发表的名为 The Good News About 

Obamacare in the June Jobs Report 的文章，属于社会生活类。 

本文主要探讨了奥巴马医保政策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及其原因。文章首段指出当前就业形势

良好；第二段话锋一转，表明忽略了一个现象：兼职工作人数大幅度增加。第三段承上启

下，解释兼职工作者增加的原因，引出奥巴马医改政策。第四段指出自愿和非自愿兼职工

作者人数变化趋势。第五段借助调查研究，详细介绍了自愿兼职和非自愿兼职工作的归类

划分。第六段解释了奥巴马医改政策和此现象的关联点。尾段点明奥巴马医改政策改变了

就业和保险的关系。 

试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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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作中的哪一部分被忽略掉了？ 

[A] 用工市场的繁荣前景。 

[B] 自愿兼职工作数量的增加。 

[C] 全民就业的可能性。 

[D] 加速提供工作岗位。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job pictures，neglected”定位到第二段第一句“the jobs 

picture …was largely overlooked”，其中“neglected 是 overlooked”的同义替换。第二句具体指

出被忽略的部分是“there was a big jump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port voluntarily working 

parttime”，即有大量的人自愿从事兼职工作。比对四个选项，确定正确答案为 B 项。其中

“increase”是原文“jump”的同义替换，“voluntary parttime jobs”是“voluntarily working parttime”

的同义转述。 

【干扰排除】A、D 两项均表明就业形势良好，并没有说这种现象被忽视，与题干不相关，

故排除。文中第一段只是客观描述了我们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到全民就业，而并不是

说这种问题被忽略，故 C 项排除。 

37. 许多人从事兼职工作是因为他们______。 

[A] 与全职工作相比，更喜欢兼职工作 

[B] 感觉这足以平衡他们的开支 

[C] 不能获取全职工作 

[D] 未能发现市场的疲软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能正确划分和

掌握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many people work parttime”定位到第三段第二句“Many 

people who work parttime jobs actually want fulltime jobs”。由此句可知，那些从事兼职工作

的人实际想拥有全日制工作。接着第三句明确指出他们从事兼职工作的原因：“They take 

parttime because this is all they can get”。言外之意是说，人们目前只能得到兼职工作，而无

法获得全职工作。故正确答案为 C 项。 

【干扰排除】A 项、B 项、D 项在文中均没有出现，属于无中生有。 

38. 美国的非自愿兼职工作________。 

[A] 与一年前相比，更难获得 

[B] 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C] 满足了失业者真正的需求 

[D] 人数比经济衰退前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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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事实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题干，精准定位，并有效排除

干扰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involuntary parttime employment”定位到第四段第一句“An 

increase in involuntary parttime in June, but the general direction has been down. ”此句中语义重

心在转折之后，即：大致的方向依然下降，对应 B 项“shows a general tendency of decline”。

选项中的“general tendency”同义替换 general direction, 而 “decline”替换“down”。 

【干扰排除】A 项属于过度推理，该段最后一句只是客观描述了目前的数据与一年前的水

平相比下降了 7.9 个百分点，并没有说很难达到一年前的水平，故排除。C、D 两项在文中

均没有出现，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9. 可以得知 Obamacare________。 

[A] 加大了兼职工作者获取保险的难度 

[B] 就业与否不再是获取保险的前提条件 

[C] 使得家庭成员获取保险仍有难度 

[D] 全职就业仍是获取保险的关键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借助题干关键信息定位，并准确划分和把握

定位信息的能力。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信息“Obamacare”以及出题顺序性原则，定位到第六段。第六段

共两句话，第一句提到了 Obamacare 的目的，是让无业人士也可以拥有保险。第二句进一

步展开说明，在 Obamacare 之前，人们想要获得保险必须先获得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而

Obamacare 改变了这一局面。比对选项，对应 B 项 “employment is no longer a precondition 

to get insurance”是对以上信息的同义改写，确定为最佳答案。 

【干扰排除】A 项是反向干扰，文中最后一段表明奥巴马医改正是为了使兼职员工也有可

能获得保险，故排除。C 项无中生有，文中并未提及家庭成员获取保险的难度，故排除。

D 项属反向干扰，与文中提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不符合，故排除。 

40. 这篇文章主要谈论了________。 

[A] 美国的就业情况 

[B] 兼职工作的分类 

[C] 医疗救济保险 

[D] 奥巴马医改的困境 

【答案】A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 这是一道主旨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全文主题的把握，要求考生能用具有概括

性的语言全面总结全文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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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题难度稍大，建议归纳各段要点，综合排除得出正确答案。文章首段指出

目前的失业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第二段提出在这种失业率下降的好现象中，我们忽略了

那些自愿(voluntary)参加兼职工作的人。第三段就自愿兼职工作者和非自愿兼职工作者的区

别展开描述。最后两段表明，那些自愿参加兼职工作的人是因为有了一项名为 Obamacare

的政策，该政策旨在使那些没有全职工作的人也有可能获得保险，从而提升就业率。可见，

全文都是围绕美国的就业形势展开讨论。故 A 项正确。 

【干扰排除】B 项无中生有。C 项中的“Medicaid” 仅出现在文章结尾，属于细节干扰。D

项与作者立场相反，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An increase in 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 is evidence of weaknes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it 

means that many people will be having a very hard time making ends meet. 

【解析】这是一个并列句。句子主干为：An increase is evidence of weakness and it means 

that。主句中的 in voluntary parttime work，以及 in the labor market 均为介词作后置定语。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作 means 的宾语。 

【译文】非自愿兼职工作人数的增加显示了劳工市场的疲软，也意味着很多人将难以实现

收支平衡。 

2. The survey then asks whether they worked less than 35 hours in that week because they wanted 

to work less than full time or because they had no choice.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为：The survey asks…。其后包含一个 whether 引

导的宾语从句，其后还嵌套 or 连接的并列原因状语从句。 

【译文】该调查还询问他们在调查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是因为是自愿选择如此呢？还是别

无他法？ 

核心词汇 

unemployment n. 失业，失业率 

decent a. 正派的，得体的 

overlook v. 俯瞰，忽视 n. 忽视 

voluntarily ad.自愿地 

distinction n. 区别，差别 

evidence n. 证据 v. 证明 

recession n. 衰退，不景气 

difference n. 差异，不同，争执 

survey n./vi./vt.调查，测量 

insurance n. 保险，保障 

全文翻译 

许多人都把劳工部公布的六月能产生 288，000 个新岗位，以及失业率下降到了 6.1%，看

作好消息。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目前看来，经济正在稳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要达到

全民就业，路还很长，但至少我们最终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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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忽略了工作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报告表明，兼职就业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了。与

去年相比，(兼职就业)人数增加了 830，000，上涨了 4.4%。 

在阐释(此现象)和奥巴马医疗改革的关系前，有必要分清：许多兼职工作的人实际上还是

想找全职工作的，但他们只能找到兼职工作。非自愿兼职工作人数的增加显示了劳工市场

的疲软，也意味着很多人将难以实现收支平衡。 

6 月，非自愿兼职工作者的人数是增加了，但总体方向仍是下降的：比一年前同期减少了

640，000(下降了 7.9%)，但这个数字比经济衰退前要高很多。 

人们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自愿兼职和非自愿兼职的差别。劳工部进行了调查研究，询问

人们在调查周的工作时间是否少于 35 小时。如“是”，就把这些人划分为兼职工作者。该调

查还询问他们在调查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是因为是他们自愿选择如此呢？还是别无他法？

只有当他们告知调查人员是他们 “选择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时才会被归为自愿兼职工作

者。 

将兼职工作与奥巴马医疗改革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奥巴马医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障没有

工作的人也能享受保险。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本人或家人身体状况不好的人，在医疗改

革之前他们获得保险的唯一途径就是找一个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 

然而，奥巴马医改已经让 1200 多万人通过医疗救助或其他方式获取了保险。许多人，以前

认为为了自己或家人有保障，则有必要获取提供保险的全职工作。但奥巴马医改让就业和

保险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了。 

Part B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名为 Womanitely 的杂志，原文标题为 9 Old Truths to Help You Overcome Tough 

Times。本文主要围绕如何克服艰辛时日展开。作者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以及阅历，给我

们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方式。全文共七段，文章第一、二段总体引入话题，点明本

文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应对艰难时日的建议。第三至七段，分门别类给出了五条具体建议措

施。 

词句分析 

1. Hard times may hold you down at what usually seems like the most inopportune time, but you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y won't lastforever. 

【词汇】inopportune：不合时宜的； hold…down：约束，控制，本文引申为打击 

【分析】本句是一个 but 引导的并列句，主干是 Hard times may told you but you should 

remember。主干后分别嵌套了分别由 what，that引导句子作宾语。 

【译文】通常，艰难时日会在低潮时给你迎头痛击，但请谨记，一切都会过去。 

2. You may feel guilt over your past, but you are poisoning the present with the things and 

circumstances you cannot change. 

【词汇】guilt：犯罪，过失，内疚； poison：污染，中毒；circumstance：环境，情况 

【分析】本句是一个 but 引导的并列句，主干是 You may feel guilt, but you are… ，其后还

嵌套一个省略连接词的定语从句 you cannot change，修饰限定 the things and circumstances。 

【译文】回想过去，你可能会羞愧不已，但你却为不可改变的事、境毁了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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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you have no friends or relatives, try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online communities, full of 

people who are always willing to share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词汇】relative：亲友；participate：参加；community：社区；online：联机的，线上的；

encouragement：鼓励，鼓舞 

【分析】本句主干是直接由动词引导的一个祈使句 try to participate in。其后还包含一个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people。句子前部分是一个由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译文】如果无亲无友，你可以参加网络社区。这些社区里满是愿意提供建议，给予鼓励

的人。 

解题策略 

标题选择题的解题关键在于：紧扣文章主题，还要善于查找备选项和对应段落的词义关联。

读文章时，应该紧抓文章第二段尾句“I want to share these old truths I've learned along the 

way.”(我想分享，一路走来积累的各种古老真理。)，可以推测出本文重点内容在于作者分

享的这些道理。解题时，可快速借助各种特征词，关联词标记，迅速找出备选项和对应出

题段落的关联，即可顺利解题。 

题目分析 

41. 

【答案】D 

【考点】特征词复现 

【解析】快速浏览此段，可以发现本段中出现了多次词义复现，如“Fear is not real”以及

“fears are just the product of our luxuriant imagination”(惧怕只是丰富想象的产物)。而且还用

隐形转折词“Unfortunately”表明此段重点，转折后作者通过引用 Will Smith 的话以及自己的

总结强调揭示了段落主题。确定与 D 项匹配。 

42. 

【答案】E 

【考点】特征词复现 

【解析】该题所在段落属于平铺直叙，因此第一句话为段落中心句，其中关键信息是

“focus on the present moment”，与 E 项复现。此外，快速浏览此段，可以发现下文中又多次

复现了主题词，如“value the present moment，moment”以及“present”等。 

43. 

【答案】G 

【考点】特征词复现 

【解析】快速浏览段落，可以发现段落中的特征词与 G 项匹配。其中段落中的“appreciate，

smile，value”等词与“grateful”属于近义复现，而“cry”和“complain”等词与“grateful”是反义复

现。 

44. 

【答案】A 

【考点】特征词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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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段落首句出现了表达强烈语气的情态动词 should，因此确定为本段主题句。主题

句中的关键信息为 you are not alone，与 A 项匹配，确定 A 项为正确答案。 

45. 

【答案】C 

【考点】特征词复现 

【解析】该段“When you…you should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be sure that your decision is the 

best.”句子重包含作者强烈情感色彩词“should”，因此，确定为本段中心。这句话正面提出

了作者观点“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出最明智的决定”。快速浏览余下内容，发现在下文

出现的“own thoughts，own values ”以及“own choices”与 C 项中的“own path”同义复现，确

定 C 项为正确答案。 

全文翻译 

一些有助于度过艰辛时日的古老真理 

很不幸，人生并非事事如意。生活，总有哀愁忧伤。 

此外，我们还会揪心于友情、爱情或房子等各种失去。通常，艰难时日会在低潮时给你迎

头痛击，但请谨记，一切都会过去。 

低潮时期一过，我们会奋力向强，变得更强，更能理解生活。此外，这些失去，会让我们

更成熟，最终给予我们更多成长的机会，更快乐。我想和诸位分享一路走过来，获取的一

些古老道理。 

[D]大多数惧怕都不是真实的惧怕，有利有弊。惧怕，也是人的正常反应。人们常用惧怕来

保护我们免于预警的危险，并提早做好应对准备。不幸的是，人内心会构建堡垒，放大惧

怕。我最喜欢的演员威尔•斯密斯，曾说道，“惧怕并不真实，是你想法的产物。别误解我。

我说的是危险是很真实的，但惧怕却是可选的。”我完全赞同，惧怕只是丰富想象的产物。 

[E]着眼当下 

如果你身陷困境，流连于过去，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现在。许多人受挫，要么是因为过去，

要么是因为对将来的担忧。回想过去，你可能会羞愧不已，但你却为不可改变的事、境毁

了当下。请珍视当下， 谨记，能活着就是幸运。享受世界的美好，眼观所有的可能性。快

乐既不着眼未来，也不取决于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的一种心态。 

[G]要心怀感恩 

有时，正因为经历着困难，很容易就陷入不快了。此时，你会忘却暂停，忘却感激拥有的

一切。只有坚强的人，才会笑对生活，而不是哭天抢地，满嘴怨言。 

[A]你并非独自一人 

不管觉得多么孤独，事情多么严重，始终谨记：你并非孤身一人。一定记得：几乎人人，

尤其是你最亲最近的人，只要你想改变，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你可能还拥有一大帮朋友，

他们不断地逗乐、支持和陪伴着你。如果无亲无友，你可以参加网络社区。社区里满是愿

意提供建议，给予鼓励的人。 

[C]铺就属于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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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看法，并想从外部资源客观性中寻求平衡。这样的话，你低估

了自己，表明你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当你挣扎，想要成就一些事时，一定要相信自己，

确信自己的决定是最明智的。过自己的，想自己的，有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做决定。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重点详解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you perceive that the trip has taken less time than it actually has. 

【考点】表语从句；宾语从句；比较结构 

【解析】① 系动词 is 后面跟着一个 that引导的表语从句，表语从句中的动词 perceive 后面

跟着 that 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从而发生从句嵌套。 

②比较结构 than it actually has 是省略结构，省略了动词和宾语，完整内容为 than it actually 

has taken time。 

【词汇】consequence vt. 结果；推论 perceive vt. 理解，认知 

【译文】结果，这就使得你会认为行驶路程应该比它实际上需要的时间少。 

When we travel down a wellknown route,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concentrate much, time seems 

to flow more quickly. 

【考点】时间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 

【解析】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和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一起修饰主句 time 

seems to flow more quickly. 

【词汇】concentrate vt. 集中；专心于 

【译文】当我们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道路上行驶时，由于不需要太集中尽力认路，所以似乎

时间过得很快。 

全文译文 

设想开车行驶一条你非常熟悉的路线。那可能是上班的，进城或回家的必经之路。无论是

哪条路，你都会对它的迂回曲折了如指掌。在这样的行驶中你很容易将精力集中在驾驶上

而忽视路过的风景。结果，这就使得你会认为行驶路程应该比它实际上需要的时间少。 

这就是熟悉旅途效应：人们趋于低估熟悉路程的所需时间。 

我们的注意力分配情况导致了这种效应。当我们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道路上行驶时，由于不

需要太集中精力认路，所以时间似乎过得很快。而且事后，当我们试图回忆这个旅程时也

不怎么能记得清楚，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关注太多。所以我们就想当然认为路程是短了一些。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要求写一个告示。告示格式较为简单，标题居中写 Notice, 右下角落款通知发布者即

可。需要注意的是其语域，切记不能口语化。题目指令中的重点信息由两点：1.简要介绍

夏列营的活动内容；2. 招募志愿者。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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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Notice 

To enrich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in summer holiday, the Students’ Union of English 

Department is going to host a summer camp on the first weekend of the July in our campus. 

The camp will last for two weeks and aims to let high school students experience college life.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camp, such as visiting the campus and holding parties, 

and so 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ctivities, 10 volunteers are needed to offer services. Volunteers 

who are easygoing, warmhearted and be enthusiastic are welcom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part in it may sign up with the Students’ Union before 

Thursday this week and the first 10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Hope to see you in our summer 

camp. 

The Students’ Union 

Department of English 

译文 

通知 

为了丰富高中学生的暑假生活，英语系学生会计划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在我校举办一

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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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持续两周，旨在让高中生体验高校生活。夏令营期间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如

参观校园，举办聚会等等。为了夏令营的成功举办，我们招募 10 名志愿者提供服务。志愿

者要热情随和。 

对此活动感兴趣的同学请到学生处报名登记，截止日期为本周四。报名的前 10 名学生

将被录取。期待与您在夏令营相见。 

英语系学生会 

靓词 

enrich vt. 使充实；使富足 

host v. 举办 

enthusiastic a. 热情的 

sign up phr. 报名 

佳句 

The camp will last for…and aims to… 

夏令营持续……，旨在……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part in it may… 

对参加……感兴趣的可以…… 

Part B 

审题 

该饼形图显示了某城市人口在春节期间的花费比例，其中人们在新年礼物上的消费最多，

其中有诸多原因，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理由分析合理即可。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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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The pie chart above, the distribution of expens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a certain city in 

China, consist of 4 parts, which are food, transportation, others and gifts. Among the expense, 

food,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s account for 20% respectively. By comparison, the New Year's gift 

is in the lead, amounts to 40%. 

There seems to be two elements involved in this phenomenon that people spend so much on gifts. 

To begin with,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in our nation during which most people will buy gifts for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In 

addition, our society is sparing no efforts to produce a brandnew concept that one's social status is 

associated tightly with the gifts we send to others, which can also show his or her property. 

To sum up，this tre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What we can do is 

to present gifts in a rational way—no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gifts, rather than the 

respect and love the presents convey. 

译文 

上图的饼形图——中国某城市居民春节期间消费分布——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聚会、

交通、其他和礼物。在这些花费中，前三者各占 20%。相比之下，用于新年礼物的花费最

多，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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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品上人们花费过多，对此两点原因可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在我国，大众的普遍观念

是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亲朋要互赠礼物。此外，社会正大力传播此观念，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和所送的礼物密切相关，是一个人财富的显现。 

总的来说，这一趋势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能做的是理性消费——不过于注重礼

物的价值，而是礼物所传达的敬意和爱。 

靓词 

distribution n. 分配，分布 

transportation n. 交通 

respectively ad. 各自地 

element n. 元素，要素 

phenomenon n. 现象 

acknowledge vt. 承认 

status n. 地位 

associate vt. 与……有联系 

佳句 

The pie chart above, …, consist of 4 parts, which are… 

上面的饼形图，关于…… , 有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 

There seems to be two elements involved in this phenomenon that… 

对于……这一现象，两点原因可解释。 

To sum up,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总的来说，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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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文是一篇关于肥胖与健康关系新说法的议论文。第一段引出作者对身材的看法：并不是

越瘦就证明人越健康。第二段中作者介绍了一种定义肥胖症的指标 BMI。第三段中作者指

出 BMI 其实揭示的是人体的脂肪量，并不是说明身材好坏的指数。第四段中讲述了整个社

会其实会给肥胖者贴上消极标签，无论是在电视节目中还是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胖人的形

象总是与消极联系起来。最后一段讲述了人们以健康的角度去考虑肥胖的影响，和已经采

取的一些对抗肥胖的种种策略。 

试题解析 

Thinner isn't always better.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__1__ that normalweight people are in fact 

at higher risk of some diseases compared to those who are overweight. And there are healthy 

conditions for which being overweight is actually __2__. For example, heavier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develop calcium deficiency than thin women. __3__, among the elderly, being somewhat 

overweight is often an __4__ of good health. 

【译文】太瘦也不总是好事。一些研究已经得出结论：正常体重的人实际上比一些超重的

人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有些肥胖对健康还有保护作用。例如稍微超重的女性跟消瘦的女

性相比，不易受到钙质缺乏的影响。同样的，在老年人中，一定程度上超重是身体健康的

标志。 

1. 

[A] denied 否认 

[B] concluded 得出结论 

[C] doubled 两倍，加倍努力 

[D] ensured 确保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一系列的研究已经________，事实上，正常体重的人患病风

险要高于超重的人”。根据句义，后面的部分实际上是研究结论，因此 B 项 concluded 符合

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根据上下文所给信息判断答案，同时也考查考生对相近含义的词汇辨析。 

【干扰排除】A 项 denied“否认”，与原文意义相反；C 项 doubled“翻倍”，与题意较远；D

项 ensured“确保”，不符合题意，因为研究不能确保后面的事实，只能得出后面的事实作为

结论。 

2. 

[A] protective 防护的，保护的 

[B] dangerous 危险的 

[C] sufficient 足够的，充分的 

[D] troublesome 麻烦的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对于某些健康情况，超重事实上是有________”。根据前文

研究的结论，下文的举例说明是对该句的具体论述。综上可知，超重能减少罹患疾病的风

险，说明超重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命题思路】本题根据上下文所给信息判断答案，同时也考查考生对形容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句首以 And 开头，说明在语义上该句与上一句是并列相关的，强调肥胖对健

康的好处。B 项 dangerous“危险的”，与文章意思相反；C 项 sufficient“充足的”，D 项

troublesome“麻烦的”，不符合题意。 

3. 

[A] Instead 代替，反而 

[B] However 然而，不管怎样 

[C] Likewise 同样地 

[D] Therefore 因此 

【答案】C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第四、五句话举例说明。“体重较重的女人患缺钙的比例低于较瘦的女人。

________，在老年人中，一定程度上超重是身体健康的________”。需要填入的是和前半句

表示顺接的词语。A 项 Instead 和 B 项 However 表示逆接的句意关系，D 项 Therefore 表示

因果关系。只有 C 项 Likewise“同样地；也，而且”，表示顺接关系，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关系的理解。 

【干扰排除】这个题目的难点在于为什么不能将最后一句理解为跟上文相反的转折关系呢，

比如：然而，在老年人中，一定程度上超重是身体健康的(克星/障碍)，但是下文的第四个

空给的备选词并没有类似括号里我们猜测的消极含义词汇，所以，所猜想的转折语义关系

也不成立，只能选表示顺接关系的词汇 likewise。 

4. 

[A] indicator 指标 

[B] objective 目标 

[C] origin 来源 

[D] example 实例；例证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同样的，一定程度上超重，经常是健康的________”。根据

前面的文章内容，已经明确指出超重代表了健康，因此超重是健康的指标。因此正确答案

为 A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的正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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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干扰性强的是 B 项， 有考生会将其理解为“客观物质”，但原文结构中此处需

要一个名词，objective“客观的”是形容词， objective 作名词时意为“目标”，另有考生被形

近词 objection“反对”干扰。 

Of even greater __5__ is the fact that obesity turns out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define. It is often 

defined __6__ body mass index, or BMI. BMI __7__ body mass divided by the square of height. 

An adult with a BMI of 18 to 25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normal weight. Between 25 and 30 is 

overweight. And over 30 is considered obese. Obesity, __8__, can be divided into moderately 

obese, severely obese, and very severely obese. 

【译文】需要更加关注是，很难对肥胖加以定义。肥胖经常根据身体质量指数来定义，或

叫做 BMI，它等于身体重量除以身高平方。正常成年人的是 BMI 值应该在 18～25 之间。

25～30 的话视为超重。30 以上视为肥胖。肥胖依次能够分为中度肥胖、重度肥胖和极度肥

胖。 

5. 

[A] impact 影响，效果 

[B] relevance 相关性 

[C] assistance 辅助 

[D] concern 关系，关心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需要更加________是，很难对肥胖加以定义”。前文已经说

到肥胖事实上有利健康，但是又面临一个问题，到底如何去定义肥胖，因此需要更加关注

的是对肥胖的定义，其他选项均不符合题意，所以正确答案为 D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A 项 impact“影响，效果”，B 项 relevance“相关性”，C 项 assistance“辅助”此

处空格前有 even greater 来修饰，将这几个干扰项的名词含义代入检测，都与上文没有必要

的相关性，所以都不可作为答案。 

6. 

[A] in terms of 依据，根据 

[B] in case of 万一，假设 

[C] in favor of 有利于，支持 

[D] in respect of 关于，涉及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肥胖经常________体质指数，或称为 BMI 来定义”。下文根

据 BMI 指数的不同对肥胖进行了分级。由此可知，BMI是一种根据。A 项 in terms of 意为

“根据…… ，就…… 而言”，符合句意，为正确答案。在医学研究和临床测试中经常使用

BMI 作为衡量受试者健康的重要指标，希望考生能够记住这一背景知识，方便日后做题。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并考查常见词组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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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B 项 in case of“万一，假设”，C 项 in favor of“赞成，以……来取代”，D 项 in 

respect of “关于”。将此三项代入文中，均不符合题意。这些短语的考查频率非常高，有些

已经成为真题中常见的干扰项，同学们在复习时要加强记忆。 

7. 

[A] measures 测量 

[B] determines 决定 

[C] equals 等同于 

[D] modifies 修改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BMI________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此处用文字叙述了

BMI 指数得出的方法，也就是一个数学公式，所以 equals 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并考查动词辨析。 

【干扰排除】A 项是强干扰项，有考生看到空格后面是一些计算 BMI 的方法，可能在不太

清楚句意的时候会联想到“测量”的概念，实际上这里需要选择“所指，等同于”的概念。 

8. 

[A] in essence 本质上 

[B] in contrast 相反 

[C] in turn 轮流，依次 

[D] in part 部分地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肥胖________能够分成中度肥胖、重度肥胖和极度肥胖”。

根据语境，本句是将肥胖依次分级，分析四个选项，A 项 in essence“事实上，本质上”，B

项 in contrast“相反地”，C 项 in turn“依次”，D 项 in part“部分地”，C 项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并考查相似介词短语辨析。 

【干扰排除】此处需要一个插入语来顺成上下文的关系，由于下文也没有揭示肥胖构成的

事实，所以 A 项不成立。上下文不存在对立关系，所以不能选 B 项。D 项不符合语义。 

While such numerical standards seem __9__， they are not. Obesity is probably less a matter of 

weight than body fat. Some people with a high BMI are in fact extremely fit, __10__ others with a 

low BMI may be in poor __11__. For example, many collegiate and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s 

__12__ as obese, though their percentage body fat is low. Conversely, someone with a small 

frame may have high body fat but a __13__ BMI. 

【译文】虽然这些数字标准看起来直截了当，实际却不是这样。肥胖相比体重而言，更强

调脂肪含量。有些人 BMI值很高，但是身材却相当好，有些人 BMI 值虽然低，但是体型

却很差。例如，有些职业足球运动员被认为很胖，但是身体脂肪量却很低。相反，一些小

个头的胖子 BMI 值却正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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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licated 复杂的，难懂的 

[B] conservative 保守的 

[C] variable 可变的，易变的 

[D] straightforward 简单的，直接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相比之下，这样的数字标准看起来________，实际上不是

的”。这里的数字标准指肥胖指数，且下文也讲述了 BMI 指数的高低并不与身材的好坏成

正比，只是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能反映与身材之间的关系而已。D 项 straightforward“直截

了当的”，符合题意，因此为正确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的理解，并考查形容词辨析。 

【干扰排除】肥胖指数分为三类，而且算法比较简单，所以 A 项 complicated“复杂的”不正

确。B 项 conservative“保守的”，用于描述一种数学公式，不恰当。一名患者或一名受试者

的 BMI 一般是确定的，因此 C 项 variable“可变的”也不符合题意。 

10. 

[A] so 所以 

[B] while 然而 

[C] since 既然，自从 

[D] unless 除非 

【答案】B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一些人有很高的 BMI，实际上身材正好，________其他人

有较低的 BMI 指数，可能________”。从前半句可看出，有些人的 BMI 指数很高，应该属

于体重肥胖的人，事实上身材正好，这里说明的是反常的现象，后半句是其他人的 BMI 指

数较低，而________较差。四个选项中只有 while 有转折的含义，其他选项均不符合题意，

所以正确答案为 B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关系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A 项表示因果关系，C 项表示原因或让步关系，D 项表示让步关系，都不能

体现上下文之间的对立关系，非正确答案。 

11. 

[A] shape 形状，身材 

[B] spirit 精神，心灵 

[C] balance 平衡，匀称 

[D] taste 味道，品味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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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句可简化为：Some … are fit, while others …may be in poor ________.从中可

看出前后意义相反，且 fit(体型健康的)与 in poor ______对应，与之最相关是 A 项 shape“外

形”，故为正确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根据上面分析，只要看出前后两句之间明显的对立且对应关系，将其他干扰

答案项代入，“精神”、“均衡”、“品味”都与原文相差较远，可以排除。 

12. 

[A] start 开始，启动 

[B] qualify使有资格，被认为 

[C] retire 退休 

[D] stay 停留，坚持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句顺应前文意义：有一些人体型很好，有些人体型肥胖。接着举例说有些

专业足球运动员_____________是肥胖的，然而他们的身体脂肪量却很低。B 项 qualify“被

认为”符合句意，正确。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句意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将 A、C、D 项代入文中，“开始”、“退休”和“停留”不符合句意。 

13. 

[A] strange 奇怪的 

[B] changeable 可改变的 

[C] normal 正常的 

[D] constant不变的，恒定的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干扰排除本句不难理解，因为句首有 conversely与上文构成语义对立， 讲有

些人个头小，脂肪量过高，但是 BMI 却 _____________。所需词汇明显是积极方向的， C

项“正常的”，为正确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句意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根据句意，排除 A、B 项。D 项属于比较中性的词，且不符合句意。 

Today we have a(an) __14__ to label obesity as a disgrace. The overweight are sometimes __15__ 

in the media with their faces covered. Stereotypes __16__ with obesity include laziness, lack of 

will power, and lower prospects for success. Teachers, employ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have 

been shown to harbor biases against the obese. __17__ very young children tend to look down on 

the overweight,and teasing about body build has long been a problem in schools. 

【译文】今天我们都有向肥胖贴歧视标签的趋势。媒体中呈现肥胖者时通常把他们的脸盖

起来。与肥胖联系起来的原型总是包括懒惰，缺乏意志力，对成功的期望值不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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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和健康工作者都是对肥胖抱有偏见。甚至小孩子也看不起肥胖的者，在学校嘲笑身材

体型不好的同学一直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14. 

[A] option 选择(权) 

[B] reason 原因 

[C] opportunity机会 

[D] tendency趋势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的后半句：to label obesity as disgrace(给肥胖贴上丢人的标签)，作为

空格处的后置定语。下文也在讲述媒体、老师、雇员、健康工作者和孩子们都倾向于鄙视

肥胖症的。D 项符合句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信息的理解。 

【干扰排除】将 A、B、C 三个选项，“选择(权)”、“理由”、“机会”代入空格处，均与文意

不符。 

15. 

[A] employed 雇佣 

[B] pictured 描绘 

[C] imitated 模仿 

[D] monitored 监控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上句提到了我们都倾向于给肥胖贴上歧视的标签，空格所在句提到了媒体，

媒体中将肥胖者的面部成像都进行了面部隐藏处理。根据语境，四个选项中，跟媒体相关

的词汇只有 C 项 picture“刻画，描写，描述”，因此为正确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并考查动词辨析。 

【干扰排除】此处所提供的选项都是过去分词作 the overweight 的后置定语，A 项代入后可

理解为“被媒体雇佣的肥胖者”，但是后面的介词应该用 by。C、D 两项代入后语义与全文

不符。 

16. 

[A] computed 计算 

[B] combined 联合 

[C] settled 固定 

[D] associated 联系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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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肥胖会与原型________包括懒惰、缺乏意志力和对成功的期

望值不高”。空格后面提到的懒惰、缺乏意志力和对成功的期望值不高都是与肥胖进行的人

为关联，分析四个选项，D 项 associated“联系”，符合句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并考查动词辨析。 

【干扰排除】首先在结构上能与 with 构成搭配四个选项都可以实现。但是 A 项因为与原文

语义差别较大，可首先排除。B 项强调“联合”，与原文的“联系”有细微的差别，语义上不

能说“原型与某些品质联合”。 

17. 

[A] Even 甚至 

[B] Still 仍然 

[C] Yet 然而 

[D] Only 仅仅 

【答案】A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空格所在句意为“是________小孩子蔑视超重，而且对身材的嘲笑一直是学校

的一个问题”。空格缺少一个副词，构成与上文的联系。上文讲到了大人们都在歧视肥胖

(教师、雇员、健康工作者)。根据语境，此处应该填入表示递进关系的词汇，分析四个选

项，只有 A 项 Even “即使”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上下文的语义关系。 

【干扰排除】B 项 Still 表示递进关系时其后一般要加逗号。C 项 Yet 用表示上下文的对立

关系中。D 项 Only引导条件关系，与原文语义不符。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obesity, __18__ in health concerns, have stimulated a number of anti-

obesity __19__. My own hospital system has banned sugary drinks from its facilities. Many 

employers have instituted weight loss and fitness initiatives. Michelle Obama has launched a high-

visibility campaign __20__ childhood obesity, even claiming that it represents our greates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译文】基于健康考虑的对肥胖的消极态度，已经引发一系列的对抗肥胖的相关措施。我

自己工作的医院的供饮设备已经停止发放含糖饮料。很多雇员已经有了减肥健身的积极性。

米歇尔奥巴马已经倡议发起一些明确的对抗儿童发胖的活动，甚至表明它是我们国家最大

的安全威胁。 

18. 

[A] despised 蔑视 

[B] corrected 修正 

[C] ignored 忽视 

[D] grounded 以……为基础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空格前讲到对肥胖的负面态度，空格后讲到对健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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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一批反肥胖的________。本句没有出现任何转折词，说明空格前后所表达的意思是一

致的，反对肥胖，是基于对健康的关注。分析四个选项，能够表达此意思的词汇，只有 D

项 grounded“基于”。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的语义的理解。 

【干扰排除】此空是一个过去分词构成短语作插入语，修饰本句主语 negative attitudes，意

为“……的健康关注”，将其他三项语义 “受到健康关注的轻视”“基于健康关注的修正”和“对

健康关注的忽视”代进去都与原文语义不符，因此不可选。 

19. 

[A] discussions 论述，讨论 

[B] businesses 商业，交易 

[C] policies 政策 

[D] studies 研究，学习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解答此题需要联系空格后面紧跟着的句子。空后的句子出现了一系列表示同

一个语义场的词汇，如 hospital system，ban，many employers institute, 指向的意思是一个系

统中所出台的政策的问题。浏览四个选项，D 项 policies 符合题意，直接入选。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的语义的理解。 

【干扰排除】D 项是强干扰项，代入原文与空格部分形成“对抗肥胖的研究”，但此含义与

下文出现的语义场不吻合，因为“研究”一般多出自于机构，科研院所等层面的场所，医院

更多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20. 

[A] for 为了 

[B] against 反对，对立 

[C] with 随着 

[D] without 没有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段的主题是反对肥胖，本句话属于细节的句子，用来支持主题，空格所在

句讲到米歇尔·奥巴马已经发起了一个高知名度的活动________儿童肥胖，甚至告诉奥兹博

士，它代表了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空格词汇应该含有“反对，反抗”的意思。纵观四

个选项，只有 B 项 against 符合题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句子意思的理解。 

【干扰排除】其他三个选项使用代入法验证， A 项 for“对于，因为”干扰性强，代入原文意

为“关于儿童肥胖的活动”，与原文语义不符，故不正确。 

核心词汇 

deficiency n. 缺陷，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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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sity n. 肥大，肥胖 

overweight n. 超重 

define vt. 给……下定义，解释；限定，规定 

divide vt.划分，除 

collegiate a. 大学的，学院的 

conversely ad.相反地 

frame n. 框架，结构 

disgrace n. 耻辱 v．使…… 失宠，丢脸 

prospect n. 前景；景象 

tease vt. 戏弄，取笑 

harbor n. 海港 vt.庇护，怀有 

bias n. 偏见，偏心，偏袒 vt.使有偏见 

stimulate vt. 刺激，激励 

facility n. 设施，工具 

security n. 安全，保障；抵押品；[pl.] 证券 

长难句分析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concluded that normalweight people are in fact at higher risk of some 

diseases compared to those who are overweight. 

【分析】该句是一个复合句，句子的主干是 studies haveconcluded that，宾语由 that 引导的

从句组成。从句主干是 people are higher risk, 过去分词短语 compared to…作 diseases 的后置

定语，从句的后半部分还嵌套有一个定语从句 who are overweight，该句的先行词是 those，

指那些肥胖的人。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2013 年 6 月 22 日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一篇题为“Money and Happiness”

的文章，属于社会生活类范畴。 

第一段通过一位孤寡老人中彩票的事件引出了本文的话题：金钱与幸福。第二段给出了

《快乐理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研究结果：往往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消费方式可能是与

直觉相反的。第三段指出这本书给很多工薪阶层和赢得彩票的人提供了一些获得“物美价廉”

的幸福的小窍门。最后一段中，作者在重申主题的基础上认为这本书值得一买。 

试题解析 

21. 根据邓恩和诺顿的观点，下面哪一项最具有购买价值？ 

[A] 豪宅。 

[B] 特别的旅行。 

[C] 名车。 

[D] 丰盛的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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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信息细节题。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二段后，将原文信息与选

项一一对照即可得出答案，考查的重点是对原文信息的理解。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二段第五句话 It is far better to spend money on experiences, 

say Ms. Dumn and Mr. Norton, like interesting trips, unique meals or even going to the cinema。

B 项(一次特别的旅行)是原文 interesting trips(有趣的旅行)的同义替换，因此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和 C 项与原文信息不符。原文第二段第三句提到购买物质性的东西所带

来的满足感很快就会消耗殆尽，而“豪宅”和“名车”都属于物质性的东西。D 项干扰性很强，

虽然第二段第四句同样也提到了“unique meals”，但 D 项中的“rich”，跟原文的“unique”是两

个概念，故排除。 

22. 作者对美国人看电视持________态度。 

[A] 批评的 

[B] 支持的 

[C] 同情的 

[D] 模糊的 

【答案】A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的是作者对局部事例的态度。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回文定位到第三段第二句话 It seems most people would be better 

off if they could shorten their commutes to work, spend more tim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less of it watching television。这句话表明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少花点时间看电视，他们会过得

更好一点。由此可以得出作者对美国人看电视持否定的态度，因而答案为 A 项“批评的”。 

【干扰排除】第三段对看电视这件事情持否定态度，因而 B 项“支持的”、C项“同情的”为

表达肯定态度的形容词，因此排除。作者态度并非模糊不清，而是直接表达了对看电视是

不认同的，因此 D 项不正确。 

23. 文章第三段提到烤汁猪排骨的目的是______。 

[A] 消费者有时候不理智 

[B] 质量总是先于名气 

[C] 市场营销手段带来了后效应 

[D] 匮乏一般会增加快乐感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该题考查作者提到 McRib(烤汁猪排骨)这个例子的

目的。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McRib 定位到第三段最后一句话 Thisis apparently the reason 

MacDonald's restricts the availability of its popular McRib——a marketing trick that has turned 

the pork sandwich into an object of obsession.。这句话提到了 McRib(烤汁猪排骨)在麦当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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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一时，其指示代词“this”表明了其原因。this 指代前面一句话：“luxuries are 

most…sparingly.”。从同义替换的角度来看，“sparingly”对应 D 项中的“rarity”；“most 

enjoyable”对应该选项中的“increases pleasure”，因此 D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第三段最后一句话说“市场营销手段把猪肉三明治变成了让人着魔的一个东

西”，但并不能说明消费者就不理智，A 项属于过度推理，故排除。文中并没有提到烤汁猪

排骨的质量(quality)，B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C 项属于过度推断。原文第四句破折号

之后的内容表明当时麦当劳这一营销手段起作用了，但并不能说明所有营销手段都会奏效。

且该处为例子本身的信息，并非其证明的信息。 

24. 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幸福理财》这本书______。 

[A] 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批评的空间 

[B] 证明是值得购买的一本书 

[C] 预言了美国人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D] 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成就感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最后一段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最后一段最后一句 But most people will come away from this book believing it 

was money well spent。该句指出大多数人认为这本书值得一买。另外，从同义替换的角度

看，原文中的“well spent”正好对应 B 项中的“worthwhile purchase”，都是值得一买的意思，

故 B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中的 criticism和这本书值得一买不符，故排除。第二句和第三句提到了

穷人和富人对幸福的感受程度有所不同，重点依然是围绕着本文的话题金钱和幸福，并未

涉及 C 项中的收入差距(income gap)，推理过度。 D 项的错误在于该书本身没有给读者带

来成就感，而是书中提到的怎样花钱才能让人得到持久的满足感。 

25.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如何________。 

[A] 平衡幸福与花钱之间的关系 

[B] 花大笔的钱赢得彩票 

[C] 从花钱消费中获得长久的满足感 

[D] 消费奢侈品时变得更加理智 

【答案】C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这篇文章段落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转折，考生可以将每段的

主题句连在一起进行凝练即可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本文主要讨论的是 Happy Money 这本书中的话题——幸福与金钱。第一段通

过中彩票事件引出了这一话题，接下里的两段作者介绍了怎样花钱消费才能获得最实惠长

久的幸福，最后一段重申主题，并指出这本书值得一买。因而 C 项“从花钱消费中获得长

久的满足感”为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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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第一段中孤寡老人中彩票的事件是本文话题的引子，在后文中再未提及，因

而 B 项以偏概全。文章主要探讨的是花钱消费应该能够带来长久的满足感，并没有涉及平

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故 A 项与原文不符。D 项是第三段的主要内容，不能概括全文，故排

除。 

长难句解析 

1. This is now a question for Gloria Mackenzie, an 84yearold widow who recently emerged from 

her small, tinroofed house in Florida to collect the biggest undivided lottery jackpot in history.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句子主干是 This is a question。an 84yearold widow 是 Gloria 

Mackenzie 的同位语。who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widow；to collect …作后置定语，修饰 widow。 

【译文】84 岁的格罗里亚·麦肯兹现在正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位孤寡老人住在佛罗里达的

一个铁皮房子里，前不久她中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彩票头奖。 

2. It seems most people would be better off if they could shorten their commutes to work, spend 

more tim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less of it watching television (something the average 

American spends a whopping two months a year doing, and is hardly jollier for it).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it seems 后面跟了一个较长的表语从句；在表语从句中嵌套

了一个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其中 could shorten 和 spend 是并列谓语动词；在第二个谓

语动词之后，并列了两个宾语，分别是：more time with …和 less of it…；括号里面的部分

是一个名词加定语从句的结构，something 后面省略了 that；and is hardly jollier for it 可以还

原为“and (the average American) is hardly jollier for it”。 

【译文】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以及家人在一起，

少看点电视(看电视是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会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所做的一件事情，并且他

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几乎很少)，他们会过得更快乐一点。 

核心词汇 

yield vt. 出产；产生 n．产量，收益；利润 

counterintuitive a. 与直觉相反的 

regret vt. 懊悔，遗憾 n．懊悔，遗憾 

charity n. 仁爱，慈善；施舍，善举 

commute vt. 交换；改变 vi.乘公交往返于两地 

luxury n. 奢侈，华贵；奢侈品 

obsession n. 痴迷；困扰 

privilege n. 特权，特惠待遇 

scarcity n. 不足，缺乏 

incentive n. 刺激；动力；鼓励 

mandate n. 授权；命令，指令 vt. 授权；托管 

全文翻译 

如果你中了 5.9 亿美元巨奖会怎么花这笔钱？84 岁的格罗里亚·麦肯兹现在正被这个问题所

困扰，这位孤寡老人住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铁皮房子里，前不久她中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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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头奖。如果她希望这笔新得到的财富能够带来长久的满足感，那她最好拜读一下由伊

丽莎白·邓恩和迈克尔·诺顿合作的书《快乐理财》。 

这两位学术研究者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研究表明：回报率最高的花钱方式可能是与我们的直

觉相反的。说起巨额财富人们往往会想到名车与豪宅，然而购买的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所带

来的满足感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曾经的新意和激动很快就退去，随之而来的是后悔。邓恩

女士和诺顿先生认为钱应该花在一些有意义的经历上，例如有趣的旅行，别致的聚餐或者

看场电影。这些经历会随着时间变得更有价值——正如故事和记忆一样——特别是如果这

些经历包含了更多与他人有关的情感。 

这本书虽然薄但却有很多小诀窍可以帮助工薪阶层以及赢得彩票的人获得“货真价实”的幸

福。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以及家人在一起，少看

点电视(看电视是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会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所做的一件事情，并且他们从

中获得的乐趣几乎很少)，他们会过得更快乐一点。买礼物送给别人或者做慈善通常要比给

自己买东西带来更多的乐趣，奢侈品只有偶然的买一回才能让你感到真正的快乐。这就是

为什么麦当劳限制供应其传奇的烤汁猪排骨的原因——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使猪肉三明

治变成了让人们着魔的一样东西。 

《快乐理财》比较适合那些日子过得不错但对自己的成就还不满意的读者们，而不是还在

为糊口而奔波的人。金钱也许不能够买来幸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富裕国家的人们要比贫

穷国家的人们更幸福一点。通过对比富国和穷国的人们购物的初衷就能发现把钱花在享受

过程与买东西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稀缺可以提高他们对大多数东西的快

乐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作者的这种政策性理念，这些理念包含从诸如调整更多的假期

时间到减少美国购房者的税收优惠。但是大多数看过这本书的人们都认为它值得一买。 

Text 2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Star Online(《星报在线》)2013 年 6 月 29 日一篇题为“How We Really Rate 

Our Looks”的文章，属于科研类范畴。 

第一段通过《科学美国人》上的一项实证研究引出了本文探讨的主要观点，人们往对自己

的评价过高；第二段描述了人们过高评价自己的表现；第三段介绍了 Epley 的实验过程；

第四段给出了该实验的结果：自我评价高的人，自信心也会很高；最后一段在重申文章主

题的基础上，解释了人们的这一心理过程。 

试题解析 

26. 根据第一段，社会心理学家发现______。 

[A] 我们的自我评价过高 

[B] 虚幻的优越感是一种无根据的效应 

[C] 我们对于领导能力的需求是反常的 

[D] 自我提高策略无效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考生要明确判断出研究结果，也就是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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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一段。该段第一句提到，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

比自己的实际面貌更漂亮，即人们对自己的评价过高。此外，最后一句提到所有的这些数

据都不可能实现，其中“impossibilities”对应 A 项中“unrealistically high”，因此正确答案为 A

项。 

【干扰排除】第一段第二句提到了“illusory superiority”这一概念，但在第二句中表明这种自

我感觉良好(illusory superiority)是源于人们的心理需求，而非毫无根据(baseless)，B 项与原

文相反。领导能力(leadership)方面的评价作为一个论据出现在该句，而题干考查的是论点，

因此排除 C 项。该句还提到我们使用了一些“selfenhancing strategies”来做研究，并得到了

结果，这说明自我提高策略是有效的，而并非 D 项所描述的“ineffective”(无效的)，故排除。 

27. 视觉识别被认为是人们______。 

[A] 迅速的观察 

[B] 有意识的选择 

[C] 本能的反应 

[D] 自发的自我防御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文章对题干中考查的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考生只需在

定位后即可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visual recognition 定位到第三段第三句话。这句话明确指出

visual recognition … is…an process occurring rapidly and intuitively with little or no apparent 

conscious deliberation，C 项中的“intuitive”是原文“occurring rapidly and intuitively”的同义替

换，“response”是“an automatic psychological process”的同义替换，都强调本能的反应，故 C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第三段第三句话中提到了 occurring rapidly(迅速发生)，但同时也指出视觉识

别是一个自发的心理过程，但 A 项中的“watching”是一个生理现象，与原文不符，故排除。

同理，D 项中的“selfdefence”，自我防御，也与原文不符。这句话同时也指出视觉识别在发

生的时候“with little or no conscious deliberation”，与 B 项“conscious choice”正好相反，故排

除。 

28. 艾普利认为有较高自信心的人们倾向于______。 

[A] 低估他们的不安全感 

[B] 相信他们的吸引力 

[C] 掩盖他们的沮丧 

[D] 使他们幻想中的自己过于简单化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主要考查了对长难句的把握和划分，考生只要能够读懂第

四段第三句话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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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回文定位到第四段第三句话“In fact those who thought that the 

images higher up the attractiveness scale were real directly corresponded with those who showed 

other makers for having higher selfesteem.”。该句意为：事实上那些认为改良过有较大吸引力

的照片是自己真正的照片的人也正是那些自信心较高的人。由此可见，B 项，相信他们的

吸引力，是正确答案，“thought that the images higher up the attractiveness scale were real”是

对原文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第四段第二句提到，没有证据表明自我提高这一必要性是为了弥补不安全感

(insecurities)，而文中并没有提到不安全感和自信心之间的关系，因而 A 项属于无中生有。

C 项中的“cover up”(掩盖)并没有在文中提及，故排除。D 项“使他们幻想中的自己过于简单

化”与原文信息不符。事实上，有较高自信心的人会将自己幻想得比真实面貌更具有吸引力，

而非更简单，故排除。 

29. 与第五段第二行的单词“viscerally”意义最接近的是______。 

[A] 本能地 

[B] 偶尔地 

[C] 特别地 

[D] 具有侵略性地 

【答案】A 

【考点】词义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词义题。词义题的解题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文中给出的线索，例如破

折号，同位语，以及一些短语，如 that is，in other words 等进行判断。这道题的解题线索

就是破折号。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五段第一句话，viscerally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解题线索：破

折号。该句明确告知考生上半句的“the results of Epley's study”即是后半句现象“hate 

photographs of themselves so viscerally”理解的依据。而 Epley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美化自己

的做法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就解释了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照片这一现象。因此正确答案

为 A 项“本能地”。 

【干扰排除】文章首段就提出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自己的实际面貌更漂亮，也就是说他们

总是讨厌真实的自己，因而 B 项 occasionally“偶尔的”，与原文信息不符。Epley的研究发

现这一点是人们自动的，没有特意思考的一种心理过程，因此 C 项错误。同时，作者只是

客观地描述了人们的这一心理过程，并没有对此做出负面的评价，因此 D 项 aggressively，

“具有侵略性的”，与原文意思不符。 

30. 可以从文中推出 Facebook 之所以是自我提高者的天堂是因为______。 

[A] 展示了他们不真实的一面 

[B] 明确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C] 分享他们的智力追求 

[D] 掩盖了他们不吸引人的一面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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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原因推理题，考生在回文定位之后可以推理出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最后一段第二句话，这句话中 where 引导的定语从句对这个

paradise 进行解释，而最后一句话引用专家的话进一步进行说明，指出“they portray an 

idealized version of themselves”，D 项“掩盖了他们不吸引人的一面”是原文信息的正话反说，

因此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第五段最一句话提到“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档案不真实(dishonest)”，因而 A 项

“展示了他们不真实的一面”与原文信息相反，故排除。第五段第二句话提到，在 Facebook

上他们可以展示出自己在机智、风格、美貌、智力和生活方式的精华面，因而 B 项“定义

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文中并未提及，C 项“分享他们的智力追求”只是一个方面，该选

项以偏概全，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We have a deepseated need to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and we naturally employ a number of 

selfenhancing strategies to research into what they call the “above average effect”， or“illusory 

superiority”， and shown that, for example, 70% of us rate ourselves as above average in 

leadership, 93% in driving and 85% at getting on well with others—all obviously statistical 

impossibilities. 

【解析】这是一个由第一个 and 连接的并列复合句。在 and 之后的这个简单句 we naturally 

employ…中嵌套了一个由 w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其中 shown…是过去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

修饰前面提到的“above average effect”， or “illusory superiority”；在这个过去分词短语中嵌

套了一个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这个宾语从句的后半部分 93% in driving…用到了省略结

构；最后，破折号后面的内容是对前面从句的补充说明。 

【译文】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自然地，我们就会采用一些

自我提高的策略来研究学者们所谓的“高于平均水平效应”或者“虚幻的优越感”，并得出，

例如，70% 的人认为他们的领导能力高于平均水平，93%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

均水平，85%的人会认为自己与别人的相处能力比他人好——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所

有这些数据明显不可能存在。 

2. In fact those who thought that the images higher up the attractiveness scale were real directly 

corresponded with those who showed other makers for having higher selfesteem.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这句话中有两个由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前面的 those；

在第一个定语从句里又嵌套了一个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这个句子的主干是 those…were 

real directly corresponded with those…。 

【译文】事实上，那些认为改良过有较大吸引力的照片是自己真正照片的人也正是那些自

信心较高的人。 

核心词汇 

empirical a. 经验主义的 

illusory a. 错觉的；幻影的；虚假的 

superiority n．优越；高傲 

criticize v. 批评，指责；评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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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em v. 尊敬，敬重 

compress v. 压紧，压缩；把……打成包 

intuitive a. 直觉的 

deliberation n. 审议；考虑；从容 

flatter v. 奉承，向……献媚 

paradise n. 天堂，天国；伊甸园 

insecurity n. 不安全，不牢靠；心神不定 

全文翻译 

《科学美国人》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实证研究表明：事实上，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自己的

实际面貌更加漂亮。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自然地，我们就

会采用一些自我提高的策略来研究学者们所谓的“高于平均水平效应”或者“虚幻的优越感”，

并得出，例如，70%的人认为他们的领导能力高于平均水平，93%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

术高于平均水平，85%的人会认为自己与别人的相处能力比他人好——而从统计学的角度

来看，所有这些数据明显不可能存在。 

我们给自己的记忆添上浪漫的色彩，并且将自己置于自我确定的情况中。当受到批评时，

我们会进行防御。并用他人负面刻板的印象来提高自己的自信，我们高昂阔步以为自己是

了不起的人。 

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尼古拉斯·艾普利进行了一个自我提高和吸引力方面的研究。他不仅

仅让受试者给自己的美貌打分并与其他人相对比，还要求他们从一堆已经改得更加或者不

怎么具有吸引力的照片中辨别出自己原始面貌的照片。这项研究认为视觉识别是“一个自发

的心理过程，它会快速并直觉地反应出来，而极少带有那种明显有意识的思考”。如果受试

对象很快选择了一张虚伪的讨人喜欢的照片——肯定会这么做——他们就真的认为这是他

们真正的模样。 

艾普利发现在做出反应时，男女之间并没有很大的性别差异。也没有证据表明自我提高这

一必要性(也就是说，这些受试者认为改得好的照片是真正的自己)是为了弥补不安全感。

事实上，那些认为改良过有较大吸引力的照片是自己真正照片的人也正是那些自信心较高

的人。艾普利说：“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发现并不是个人幻觉的证据，它仅仅是一种自我认识

良好的反应。”如果你觉得很郁闷，就不会进行自我提高。 

了解了艾普利的研究结果，人们本能的讨厌自己的照片这一点也就能够想得通了——从某

种层面上来说，他们甚至认为那些照片中的人不是自己，因而，Facebook 也就成了自我提

高者的天堂，在那里他们可以分享最讨人喜欢的照片，以及他们的机智、风格、美貌、智

力和生活方式的精华面。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档案不真实，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卡特琳

娜·托马说，“他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己”。 

Text 3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2012 年 12 月 17 日一篇题为“Can We Win the 

Race Against Machines”的文章，属于社会生活类范畴。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第一段提出问题，指出机器正在吞噬人类的工作；第二段分析问题，认为原因一是科技提

高了机器的性能，从而替代了人类某些工作；第三段转折指出岗位自身存在着问题；第四

段具体分析岗位自身的问题是：其标准化扼杀了人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更适合机器，

而非人。第五段和第六段解决问题，认为其根本途径是工作模式的改进。 

试题解析 

31. 由第一段可以得出，经济下滑会________。 

[A] 缓和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 

[B] 强调机器对人类工作的威胁 

[C] 引起痛苦的技术革命 

[D] 淘汰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重点考查对原文信息的理解以及因果关系的转换。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first paragraph”和“economic downturn”可以回文定位到

第一段第一句话。该句中的 but 属于句内转折，后半句是作者要强调的内容。该句指出“人

们对这一现象感受最为深切的却是在经济滑坡和经济复苏敏感的时期”。选项 B 的表达与

该句意思相符。其中“this phenomenon”指代前半句中的“man versus machine”，即选项 B 中

的“machines’ threat to human jobs”；而“highlight”是原文中“most acutely felt”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选项 A 中的“ease”与原文中的“most acutely felt”表述相反，故排除。选项 C 中

的“painful”在原文中修饰的是“经济繁荣与萧条循环中的痛苦阶段”；且原文提及的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而非“technological revolution”，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第一段第三句

指出，机器淘汰了一些工作职位，而非选项 D 中的淘汰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这属于张冠

李戴。 

32. 《与机器赛跑》一书的作者认为________。 

[A] 科技正在不断减少人们的工作机会 

[B] 自动化加速了科技的进步 

[C] 某些工作在实现自动化后仍完好无恙 

[D] 人类将最终赢得与机器的赛跑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个人物观点细节题，找到文中 argument 指代的内容即可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中的书名可以回文定位到第二段第二句话。该句中的“this argument”，

即该书作者的观点，指代的正是该段第一句的内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即使最具有免

疫力的工作也面临着威胁。选项 A 的表述与此一致，“technology”对应原文“When…”(随着

技术的发展)，且“is diminishing man’s job opportunity”是原文“jobs…suddenly become 

threatened”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选项 B 属于无中生有，文章并未提及科技进步的原因。该选项将原文中两个

无关的概念进行了错误搭配。选项 C 的表述与原文相反。选项 D 与原文观点相悖，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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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单词“success”设置的干扰，原文只提到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这本书很成功

(success)，并未提及“人类将最终赢得与机器的赛跑”。 

33. Hagel认为，美国的工作通常______。 

[A] 由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来完成 

[B] 以个人的方式照本宣科 

[C] 被标准化但缺乏清晰的目标 

[D] 其设计不利于人类创新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人物观点细节题，重点考查考生对长难句的理解。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Hagel”以及“jobs in the U．S.”可以回文定位到第四段第

一句话。该句表达了 Hagel 对美国岗位设计(designed jobs in the U．S.)的观点。选项 D 的内

容符合其观点。其中，“against”是原文“leave no room”的同义替换，且“human creativity”是

原文“individual initiative or creativity”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选项 A 与原文表述相反。选项 B 属于无中生有，是将文中所含 scripted 和

individual 两词的错误搭配。选项 C 中的“without a clear target”与原文语义相反。该段最后

一句指出“我们给美国工人贴上了巨大的目标标签”，即美国的工作岗位有着明确的目标(照

本宣科)。 

34. 根据最后一段可知，Brynjolfsson 和 McAfee 曾探讨过________。 

[A] 机器行为在实践中的可预测性 

[B] 如何开展有效工作的模式 

[C] 现代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力的方式 

[D] 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推理题，重点考查的是代词指代以及段落中心的归纳。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定位到最后一段，其中 touched on this point即为 Brynjolfsson 和

McAfee 的观点。而 this point 则回指第五段的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五段指出需

要调整现在的工作模式，需要人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六段最后一句再次强调问题的

核心是人类要革新工作方式。因此正确答案为选项 D，强调人类的参与。 

【干扰排除】选项 A 偷换概念，第五段第四句指出机器只能完成“预先设定的(predictable)

工作(activities)”，而非“机器行为”的可预测性。选项 B 中的“efficiently”在文中并未提及。

选项 C 与原文信息相反，第六段第三句话指出，我们需要看到机器提高人力而非取代人力

(rather than replace it)的方面。 

35. 以下哪项是本文最合适的标题？ 

[A] 如何革新我们的工作方式？ 

[B] 机器将会取代人力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C] 我们能够赢得与机器的竞争吗？ 

[D] 经济下滑激发创新 

【答案】C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考查对文章的归纳总结，且正确选项应具有“宏观覆盖性”。 

【直击答案】综合各段大意可知，本文讨论的核心是“人机相争”这一现象。面对机器对人

类岗位的吞噬，作者强调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模式，注重在工作中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

使机器帮助人。因此正确答案为选项 C。 

【干扰排除】选项 A 出现在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但该句仅指出了解决人机相争问题的方

向，而文中并未涉及“究竟如何革新工作方式”的内容。文章首段提到了“某些工作被机器所

淘汰”，但并不能推出选项 B，且该选项与全文意思不合。选项 D 只是第一段提到的细节信

息，不具有概括性。 

长难句解析 

1. This argument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via the success of the book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by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who both hail from MIT’s Center for Digital 

Business. 

【解析】本句的主干是 This argument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介词短语 via…作方式

状语修饰谓语动词；接着介词短语 by…作非限制性后置定语，介绍 the book 的作者。最后

who 引导定语从句，对前面两位作者的身份补充说明。 

【译文】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经济中心的 Erik Brynjolfsson 和 Andrew McAfee 合著了

《与机器赛跑》一书，通过该书的热卖，上述观点已受到广泛的关注。 

2. Hagel says we have designed jobs in the U.S. that tend to be“tightly scripted” and “highly 

standardized” ones that leave no room for “individual initiative or creativity”. 

【解析】本句的主干是 Hagel says，says 后面省略了宾语从句的引导词 that。在宾语从句中

嵌套了一个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jobs，而在这个定语从句中又嵌套了一个 that 引导的

定语从句修饰 ones，ones 指代前面出现的 jobs。 

【译文】Hagel 认为，在美国我们所设计的工作岗位是“严格照本宣科”以及“高度标准化”的，

这样的岗位并没有给个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留有空间。 

核心词汇 

fragile a. 脆弱的，易碎的 

boom n. 繁荣 vt. 使……兴旺 

outmode vt. 使……过时；淘汰 

immune a. 免疫的，免于……的 

insatiable a. 无法满足的 

vulnerable a. 易受伤害的，易受攻击的 

initiative n. 主动权 a. 主动的，首创的 

formula n. 公式，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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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able a. 可预测的 

augment v．增加，增大 

全文翻译 

人机相争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但是在经济下滑以及经济复苏的敏感时期，

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感受往往更为强烈。然而，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经济繁荣与萧条循环的

痛苦阶段的这一想法并不正确。某些工作被机器所淘汰，已永久性消失。由于技术对吞噬

人类工作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所以该现象会继续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经济结

构。 

随着成本的下降以及技术的改进，曾经不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如今也突然面临着威胁。来

自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经济中心的 Erik Brynjolfsson 和 Andrew McAfee 合著了《与机器赛跑》

一书，通过该书的热卖，上述观点已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同时也

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慌的观点。然而，著有《拉动力》及其他作品的 John Hagel 认为 Erik 

Brynjolfsson 和 Andrew McAfee 忽略了这些工作在技术面前为什么如此脆弱的根本原因。 

Hagel 认为，在美国我们所设计的工作岗位是“严格照本宣科”以及“高度标准化”的，这样的

岗位并没有给个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留有空间。简而言之，与人类相比，机器能够更为出

色地完成这些工作。他同时指出，这就是我们如何为美国工人贴上了巨大的目标标签。 

Hagel 说，该是重新制定我们工作方式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目前我们仍然依赖着过去 20 世

纪的工作理念。在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在工作中能够采取

主动并发挥想象力去“应对突发情况”的人。这正是机器所不擅长的事情。它们是被设计来

执行那些完全可预测的事情的。 

Hagel 还指出，Brynjolfsson 和 McAfee 在他们的书中也确实提及这一点。我们需要把“与机

器竞争”重新表述为“与机器一起赛跑”。换言之，我们需要看到机器提高人力的方面，而非

取代人力。由此可见，问题确实不在于技术，而是相反，在于“我们该如何改进工作制度及

工作方式”。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Guardian(《英国卫报》)2013 年 6 月一篇题为“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 Could Turn the Housing Crisis Around”的文章，属于经济类范畴。 

第一段开门见山指出住房问题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段阐述了其原因；第三段和第四

段提到经济适用房的不良情况也急需改善；第五段中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目

前的状况；第六段提出应该营造稳定的租赁环境；最后一段作者再次提出了住房建设问题

在资金方面所面临的不容乐观的现实。 

试题解析 

36. 作者认为住房部门________。 

[A] 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 

[B] 涉及一定的政治因素 

[C] 担负了太多的责任 

[D] 失去了在经济中的真正价值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考生需要回文定位后，将选项与原文逐一进行仔细的匹配

即可得到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回文定位到第二段。这一段最后一句话 But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 is that the issue has always been so politically charged 中出现了 but 转折，而

转折之后的内容通常都是作者想要说的重点。这句话中的“this issue”指代的就是建房问题，

也就是题干中的“housing sector”；同时“so politically charged”正是 B 项中的“involves 

political factors”的同义替换，故正确选项为 B 项。 

【干扰排除】文章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提到，住房问题很少被提及。因而 A 项“吸引了很多

的注意力”与原文意思相反，故排除。第二段第二句话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住房部门应该为

此负责任，而 C 项的意思是，住房部门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属于望文生义，与原文不符，

故排除。第二段第三句提到我们不太擅长传达住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真正价值，而 D 项所

表达的是它已经失去了在经济发展中的真正价值。“不擅长传达价值”并不意味着“失去价

值”，因而 D 项属于偷换概念，故排除。 

37. 从文中可以得知经济适用房 ______。 

[A] 增加了家庭住房供应量 

[B] 提供了消费的机会 

[C] 受到了政府部门的歧视 

[D] 使政府部门失望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考生需要在对第三段和第四段的信息理解的基础之

上进行推理。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定位到第三段第一句话，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不容乐观。第四段

接着提到政府的综合支出审查是改善这一情况的一次机会，但政府需要将历史偏见先放到

一边。这说明经济适用房曾遇到过偏见，这正是 C 项所表达的含义。从同义替换的角度来

看，“suffered”是过去式，是对于原文“historical” 的同义替换，“biases”是对原文“prejudices”

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A 项与原文信息相反，第三段第二句指出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量一直增加

(waiting lists increase)，而非供应量(supply)增加。第四段说综合支出审查给改善经济适用房

的情况提供了机会，而 B 项是指经济适用房给政府支出提供了机会，这属于信息混淆，故

排除。D 项“经济适用房让政府很失望”在文中并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8. 根据第五段，乔治·奥斯本或许会______。 

[A] 允许更多的政府建房借贷 

[B] 阻止当地政府建房 

[C] 准备减少住房贷款 

[D] 发布对 GDP 增长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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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需要考生理解文中引用的人物观点。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中的人名可以回文定位到第五段第二句话。这句话指出乔治·奥斯本

将会让当地政府用来偿还建房借贷的限额变得更加宽松，并且在借贷限额放宽的情况下，

将会另有六万套新房在未来的五年中建造。因而 A 项“允许更多的政府建房借贷”是正确选

项，其中“greater government debt”是原文中“more flexibility to the current cap”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第五段最后一句话指出未来的五年政府将会建造六万套新房，B 项的意思是

阻止当地政府建房，这与原文信息正好相反，故排除。C 项，减少住房贷款也与原文信息

相反，故排除。文中提到随着建房借贷限额的提高，GDP 也会随之增长，并未提到乔治会

发布对 GDP 增长的预测，因而 D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9. 从文中可以推出稳定的租赁环境会______。 

[A] 减少注册供应商的成本 

[B] 减少政府干预的影响 

[C] 有助于投资新的发展 

[D] 减少部长们的责任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考生只要对第六段一句话的内容做出正确的理解即

可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回文定位到第六段。第六段的这句话指出，租赁环境的稳定性对注

册供应商用税收投资新发展项目的能力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与 C 项“有助于投资新的发展”

意思相符，而且“contribute to”与原文中的“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表达的含义一致，而且

都是为了“fund new developments”，故 C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 “cost”一词在文中并未提及，故该选项无中生有，是错误选项。B 项“减

少政府干预的影响”也未在文中提及，亦属于无中生有。第六段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领导应该

考虑创建更加稳定的租赁环境，进一步讲，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并非 D 项所表达

的含义减轻了领导的责任，故 D 项与原文意思不符。 

40. 作者认为 2015 年以后，政府或许会______。 

[A] 实施更多的政策来支持住房建设 

[B] 重新审视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投资需求 

[C] 更新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 

[D] 停止对住房部分的大额资助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考生需要将最后一段的主要内容和文章的主旨相结

合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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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以回文定位到最后一段。第二句提到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项目的

资金将于 2015 年到期，而且不可能延期。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投资停止了。D 项与原文信息

相符。 

【干扰排除】文中主要提到的是住房建设所遇到的资金问题，并没有提及政策性问题，因

而 A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最后一段第四句话提到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大规模的公共设

施投资时代，因此政府未来将不会再重新审视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投资需求，故 B 项与原文

意思不符。同理，政府也不会更新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故排除 C 项。 

长难句解析 

1. Ministers should also look at creating greater certainty in therental environment, which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bility of registered providers to fund new developments from 

revenues.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其中 which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是对前面整个句子

的修饰；从句中用到了短语“have impact on sth.”含义是对某事有影响；接着 to fund new…

是目的状语。 

【译文】领导们同样也应该考虑为租赁环境创造更多的稳定性，这对注册供应商用税收投

资新的发展项目的能力有很重要的影响。 

2. While these measures would be welcome in the short term, we must face up to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4.5bn program of grants to fund new affordable housing, set to expire in 2015，is 

unlikely to be extended beyond then. 

【解析】这是一个由 while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从句是一个简单句，主句中嵌套了一个

由 that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解释说明 fact；在这个从句中 existing ￡4.5bn 是 program 的前

置定语，to fund new affordable housing 是 to do 不定式作后置定语，set to expire 是过去分词

短语作定语修饰 program，谓语动词是 is。 

【译文】虽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会受到欢迎，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目前授予投

资新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资金是 45 亿英镑，到 2015 年过期，并且这笔钱不可能延期。 

核心词汇 

infrastructure n. 基础设施；基础结构 

contribute v．捐款，捐献；提供 

scale n. 鳞；天平；比例尺；规模 

inevitable a. 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 

affordable a. 负担得起的，买得起的 

prejudice n. 成见，偏见，歧视 

comprehensive a. 广泛的，综合的；理解力的 

rectify v. 改正 

cap n. 帽子；盖，罩 v. 覆盖，笼罩，密封 

rental n. 租金；租赁，出租 

register v. 登记，注册；音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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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e v. 期满，到期，终止 

coalition n. 结合，联合；同盟 

全文翻译 

当政府讨论到对经济做出贡献的基础设施时，焦点通常集中在公路、铁路、宽带和能源方

面。却很少涉及住房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某种程度上住房建设部门应该为此负责任。我们不太擅长给公众传

达住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真正价值。此外典型的住房建设项目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就很

难在数亿万英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注意力，所以不可避免的，人们的关注焦点就转到

其他方面了。但是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问题总是与政治相关。 

然而，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等待买房的名单一直在增加，我们建造的新房子总

是不够。 

这次综合支出审查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帮助调整这种情况。这需要将历史偏见放在一

边，并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目前住房紧张的问题。 

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开始着手采取一些措施了。社区部长唐·福斯特暗示，财政部部长乔

治·奥斯本或许会采取一些灵活性的措施，以放宽目前当地政府能够借来应对建房债务的最

高限额。有证据显示如果这一限额能够提高，那么接下来的五年就能够建造六万套新房，

GDP 也会随之增长 0.6%。 

领导们同样也应该考虑为租赁环境创造更多的稳定性，这对注册供应商用税收投资新的发

展项目的能力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这并不能仅仅只靠政府。虽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会受到欢迎，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

事实：目前授予投资新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资金是 4.5billion，到 2015 年过期，并且

这笔钱不可能延期。工党最近发表声明称如果他们能够上台，那么联合政府的大部分消费

计划将会得以保留。住房部门需要接受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投资时代的现

实。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目前不断改变的环境。 

Part B 

文章分析 

文章选自 2013 年 5 月 20 日发表于《电讯报》(The Telegraph)题为《不寻常的土地——英国

的地景艺术》(Uncommon Ground—Land Art in Britain)的文章。主要对英国的地景艺术以及

其艺术家和代表作进行了介绍。 

文章第一段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说明了地景艺术的概念。第二段介绍了地景艺术著名的

艺术家理查德·隆的代表作《走出来的线》。第三段指出地景艺术打破了艺术的传统界限。

第四段和第五段介绍了地景艺术展览会的展览方式。第六段到第九 

69 

段展现了不同风格的地景艺术作品。 

词句分析 

1. Emerging in the late Sixties and reaching a peak in the Seventies, Land Art was one of a range 

of new forms, including Body Art, Performance Art, Action Art and Installation Art, which 

pushed art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onfines of the studio and gallery. 

【词汇】emerge: 浮现，暴露；peak: 山峰，最高点，顶点；confine: 界限，边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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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分词短语 Emerging…作句子的时间状语，主句是 Land Art 

was one of a range of new forms。分词短语 including…为插入语解释说明 forms 的具体内容。

which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限定主句中的 Land Art。 

【译文】地景艺术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并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它是一系列新的艺术

形式之一，包括人体艺术、表演艺术、行为艺术和装饰艺术，它使艺术超越了工作室和画

廊的传统界限。 

2. Their Olaf Street Study, a square of brick－strewn waste ground,is one of the few works here to 

embrace the commonplaceness that characterises most of our experience of the landscape most of 

the time. 

【词汇】embrace：拥抱，信奉；commonplaceness：普通的东西，老生常谈 

【分析】该句的主干是：Their Olaf Street Study, … , is one of the few works。两个逗号中间

的内容是插入语，补充说明该作品的内容。不定式 to embrace…作后置定语修饰 works；

that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名词 commonplaceness。 

【译文】他们的代表作《奥拉夫街研究》是一个散落在垃圾场上的砖形成的正方形，是为

数不多能够体现世俗的作品之一，刻画了我们大多数时间里对景观的主要感受。 

3. Parks feature,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ier works, such as John Hilliard's very funny Across the 

Park, in which a longhaired stroller is variously smiled at by a pretty girl and unwittingly assaulted 

in a sequence of images that turn out to b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hotograph. 

【词汇】feature: 以…… 为特色；unwittingly: 不知不觉地；assault: 袭击，攻击 

【分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 句子的主干是 Parks feature in the earlier works。插入语

such as 举例说明 earlier works。in which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前面的 Across the Park。在

这个定语从句中，is smiled 和 is assaulted 是两个并列的谓语动词。其中又嵌套了一个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前面的 images。 

【译文】以公园为主题的艺术品比较有特色，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如约翰·希利亚德的很搞

笑的作品《穿越公园》，其中一个漂亮的女孩朝着一个长头发的流浪者微笑，而不知不觉

中这个流浪者被卷入一系列图像中，这些图像最终实际上是同一张照片的不同部分。 

解题策略 

首先读左边方框的五个题干，都是作品的名称，因而可以判断出要求把右边方框对作品特

点的描述与左边方框的作品逐项对应。再读右边方框的内容可以发现几个高频词汇

“British”、“Land Art”和“Landscape”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是英国地景艺术的代表作。

然后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来通读全文。本文中出题顺序和文章顺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按

照顺序来配对，根据正确选项和错误选项的特征最终确定答案，并进行再次验证。 

题目分析 

41. 

【答案】D 

【考点】特征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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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定位到第四段第一句话 Stone Circle, … , represents…，这句话

表明 Stone Circle 代表了地景艺术优雅和阳春白雪的一面。其中 D 项中的 British land art 对

应原文中的 Land Artist，而 represents the elegance 是原文信息的复现，故为正确答案。 

42. 

【答案】E 

【考点】特征词对比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文定位到第四段第四句 Their OlafStreet Study… ，这句话指

出 Olaf Street Study是为数不多能够体现世俗的作品之一。E 项中的 depicts 是原文中

embrace 的同义替换，ordinary side 是原文 commonplaceness 的同义替换。 

43. 

【答案】G 

【考点】特征词对比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定位到第五段第一句话。其中 in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是对

《穿越公园》这一作品的内容描述，关键是这个定语从句中嵌套的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

对 images 进行解释说明。而 G 项中的 contains 是对这句话中 turn out to be 的同义替换，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hotograph 是原文信息的复现，故 G 为正确答案。 

44. 

【答案】C 

【考点】特征词对比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定位到第六段第三句话。这句话的主干部分 Towards 

Avebury…evokes a tradition of English landscape painting 所表达的意思是《走向埃夫伯里石》

唤起了人们对英国山风景画传统的记忆。从同义替换的角度来看，C 项的 reminds 对应原文

中的 evokes，English landscape painting tradition 对应原文中的 a tradition of English 

landscape painting。 

45. 

【答案】A 

【考点】特征词对比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定位到第七段第二句话“A typical work…on a epic walk”。选

项 A 中的 a long walk 对应原文中的 walking 和 epic walk (远足)，originates from 对应原文中

的 taken，the artist took 对应该段第一句话提到的 find a way of making his love of walking 

pay，说明该艺术家通过地景作品的创作使自己酷爱的步行产生了回报。 

全文翻译 

地景艺术出现于六十年代末，并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属于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之一。这

些艺术形式还包括人体艺术，表演艺术，行为艺术和装饰艺术，它们使艺术突破了工作室

和画廊的传统界限。 地景艺术家并不进行景观描绘而是把土地自身的实物用作自己创作的

媒介。 

以隆的作品为代表，英国的地景艺术不仅在国内多具规模，而且比其美国同行要更加稀奇

古怪。事实上，虽然你可能会认为，一个地景艺术的展览会仅仅只包含对作品的记录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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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本身，其实隆的作品拍成的照片就是展览的作品。因为他的“创作”发生在过去，所以

照片是唯一的体现。 

隆是英国最著名的地景艺术家，他的作品《石圈》是由来自波提斯黑德海滩的紫色岩石在

画廊地板上设计而成的一个完美环形，代表地景艺术优雅和阳春白雪的一面。然而另一方

面，博伊尔家族则代表着该艺术世俗和都市化的一面。该家族包括艺术家马克·博伊尔、

琼·希尔斯以及他们的子女，他们在画廊的墙壁上随机地重塑了英国景观的各种风貌。他们

的代表作《奥拉夫街研究》是一个散落在垃圾场上的砖形成的正方形，是为数不多能够体

现世俗的作品之一，刻画了我们大多数时间里对景观的主要感受。 

以公园为主题的艺术品比较有特色，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如约翰·希利亚德的很有趣的作品

《穿越公园》，在这部作品中，一个漂亮的女孩不断朝着一个长头发的流浪者微笑，而流

浪者却莫名其妙地遭到攻击，这些图像最终实际上是同一张照片的不同部分。 

然而，总的来说，英国的地景艺术家宁愿远离城镇，到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视为美丽的景区，

如胡泊地区或威尔特郡丘陵景观区。虽然在当时可能并不显眼，但这种作品大部分都弥漫

着浪漫的逃避现实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容易被华兹华斯这样的人理解。德里克·贾曼的影片

《走向埃夫伯里石》，画面以黄色为主色调，是对威尔特郡景观的一系列长景拍摄，大都

是静态画面，这唤起了人们对从塞缪尔·帕尔默一直到保罗·纳什富的英国风景画传统的记

忆。 

说到哈米什·富尔顿，你不禁感慨道，这位苏格兰艺术家找到了一种方式，让自己酷爱的步

行产生回报。 如《七天》这幅典型的作品，是由一张美丽的黑白照片组成，它拍摄于一次

史诗般的徒步之旅，在作品的下面列出了远足的里程数和天数。正如在这次精心挑选过，

但规模相对不大的展览中所显示的，英国的地景艺术并不是对自然风景的扰乱，而是一种

经由创作的以自然景观为导向的光概念艺术。 它起源于户外，但最终与特纳和康斯特布尔

的作品一样局限于画廊。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重点详解 

According to BenShalar, realistic optimists are these who make the best of things that happen, but 

not those who believe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best. 

【考点】并列句；定语从句 

【解析】①句子主干为 realistic optimists are these, but not these。 

②由 but 引起的两个并列句中实现定语从句的 these who(黑体部分)和 those who(黑体部分)

的对应，第一个分句中嵌套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第二个分句中的斜体部分为宾语从句，

作 believe 的宾语，省略了关系代词 that被。 

【词汇】optimist n. 乐观主义者 

【译文】在本沙哈尔看来，现实的乐观主义者会因势利导，而非求全责备。 

He analyzes the weak lecture, leaning lessons for the future about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考点】介词后的宾语从句 

【解析】①句子主干为 He analyzes the weak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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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非谓语动词短语 leaning lessons for the future 作主句的目的状语，lessons 这里理解为“经

验，教训”。about 的宾语是两个并列的从句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其中 what doesn't

为省略结构，补充完整为 what doesn't work。 

【词汇】analyze v．分析 

【译文】他分析了一些效果不好的演讲并且从那些起效和无效的演讲中吸取教训为将来做

准备。 

全文译文 

大多数人认为乐观是无尽的欢乐，如同总是有半杯水的杯子。但那是一种绝不会为积极心

理学家所称道的虚假的快乐。哈佛大学的泰·本沙哈尔教授说，“健康的乐观主义意味着要

活在现实之中。”在本沙哈尔看来，现实的乐观主义者会因势利导，而非求全责备。 

本沙哈尔会使用三种乐观的方法。比如说，当他因搞砸了一场演讲而倍感郁闷的时候，他

会告诉自己这是很正常的事，提醒自己：并不是每一次演讲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总会有

一些人的演讲效果不及其他人。接着为改进。他分析了一些效果不好的演讲并且从那些起

效和无效的演讲中吸取教训为将来做准备。最后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即在生活的宏伟计划

中，一次演讲真的无足轻重。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要求写一封建议信。应该用比较委婉的语气寻求对方的建议，由于是求学同窗的交

流，所以语气应该比较和善自然并体现出对同学的尊重。题目指令中的重点信息有以下几

个，请同学们审题的时候重点把握：1.关于自身生活习惯的正确表达；2.寻求对方对自己以

后分享共同住所的生活建议。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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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Dear John, 

My name is Li Ming, 24, a young guy from the south of China. I am very honored that I 

could be your roommate when I study in American and writing this letter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me and ask for some suggestions from you. 

Personally, I think I am quite easygoing and talkative to make friends everywhere, so please 

do not be surprised when I remind you of your old acquaintance. Moreover, sometimes I like to 

invite friends to share my Chinese cooking and cuisine, I wonder whether you could allow me to 

cook in our apartment and join in with us. 

Finally, I really have a good expectation for my study and living in America and I will be very 

appreciated for your help and advice.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译文 

亲爱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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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李明，24 岁来自中国南方。我很荣幸在您国家深造期间能与您成为室友。我写这

封信是向您介绍我自己并且需要您给我一些在美国生活的建议。 

我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交往并且健谈的人，所以我可以在很多地方交到朋友，

所以您见到我时感到像很熟悉的旧友的话可不要惊讶啊。不仅如此，我还喜欢有时邀请朋

友来住所分享我的中国烹饪美食，我想知道您可否同意我在我们公寓里做饭并加入我们的

分享。 

最后，我真心地希望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顺利，特别感谢您的帮助和建议。 

您真诚的， 

李明 

靓词 

roommate n. 舍友 

easygoing a. 好相处的 

talkative a. 健谈的 

acquaintance n．熟人；认识，了解 

cuisine n. 烹饪 

apartment n. 公寓 

佳句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introduce myself and ask for some suggestions for … 

我写信是介绍我自己并向您寻求关于……的建议。 

I really have a good expectation for… 

我对……有美好的期望。 

…would be highly appreciated. 

……将会使我非常感激。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ous time and due attention. 

我期待着您的回复，感谢您的宝贵时间和关注。 

Part B 

审题 

该表反映 20 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变化以及对比，总体趋势显现出乡村人口增不

但受到控制，还有下降趋势。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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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From the graph, we can clearly witness that the urban population was ascending while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declining during 1990 to 2010. The number of the urban citizens rose from 300 

million in 1990 to about 460 million in 2000, and to about 685 million in 2010, while the rural 

people descended from about 820 million in 1990 to 800 million in 2000 and to 690 million in 

2010. It's apparent tha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urban population witnessed a steady growth, 

but in the latter decade, the rural population had a remarkable shrinkage. 

Personally,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On one hand, the economic boom led 

to the regular improvement of people'sliving standard, and further resulted in a steady growing 

urban labor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from 2000 the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oriented by the 

government gave rise to a conspicuously declin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e increase of urban quantity of citizen will be going 

on, while the rural population will continue to drop in the future, which is the need and tren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译文 

图表中显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 1990 年到 2010 年间，城镇人口在减少，农村人口在增

加。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城镇人口从 300 万增长到 460 万，到 2010 年就增加到了 685 万。

然而城镇人口从 1990 年的 820 万下降到 2010 年的 690 万。很明显，在过去的 20 年间，城

镇人口增长非常稳定，但是后来的 10 年中，乡村人口大量缩减。 

个人看来，有两个造成图表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致使城市劳动力有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从 2000 年以来，政府引导的乡村城镇化

造成农村劳动力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分析，城镇人口的增加会继续进行，然而农村人口在未来还会继续下

降，这将是城镇化进程的需要及趋势。 

靓词 

graph n. 图表 

witness v./n 见证 

ascend v. 上升 

decline v. 下降 

urbanization n. 城市化 

analysis n. 分析 

citizen n. 公民，百姓 

conspicuous a. 明显的，显著的 

佳句 

From the graph, we can clearly witness that…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Personally,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从个人角度看，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造成上图现象。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分析…… 

 

 

 

 

 

 

 

201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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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篇文章是一篇议论文。阐述了当代社会电子支付方式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生活方式之一。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迎来一个无现金社会(社会中不存在现金交易，

电子支付方式完全将其取代)。作者认为这样的无现金社会还需很长时间才可实现。因为虽

然电子支付方式相较于现金支付方式有很多优势，但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可能泄

漏用户信息，不能保障用户的隐私安全等。 

试题解析 

Given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money, you might think that we would move quickly to the 

cashless society in which all payments are made electronically. __1__a true cashless society is 

probably not around the corner. Indeed, predictions have been __2__for two decades but have not 

yet come to fruition. For example, Business Weekpredicted in 1975 that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would soon“revolutionize the very __3__of money itself，” only to __4__itself several 

years later. Why has the movement to a cashless society been so __5__in coming? 

【译文】鉴于电子化付款方式的优势，你或许会认为，我们将很快进入一个无现金社会，

所有的交易都由电子支付方式完成。然而一个真正的无现金社会离我们还有一定距离。的

确，早在 20 年前，就有预言说无现金社会的到来，然而今天仍旧没有实现。例如，《商业

周刊》在 1975 年预测电子支付方式很快将“改变货币自身的概念”，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

本身。那么为什么无现金社会到来得如此之慢？ 

1. 

[A] However 然而，可是 

[C] Therefore 因此，所以 

[B] Moreover 而且，此外 

[D] Otherwise 否则，另外 

【答案】A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____ a true cashless society is probably not around the corner.

根据所给四个选项，可以判断出空格所需填入词是衔接上下文逻辑的连词。解答本题，要

联系上文信息“由于电子货币的优势，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将会很快步入一个没有现金的社会，

所有交易都是由电子货币完成”。空格所在句意为，“____真正的无现金社会可能还不会很

快到来”。 around the corner 意为“在拐角处，即将来临”，由此可判断出两个句子含义之间

是转折逻辑关系，故答案为 A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下文信息的理解，同时也考查考生对表述逻辑关系的连词

的理解和运用。 

【干扰排除】本题 B 项 therefore 有一定干扰度，若考生没有理解空格所在句中 around the 

corner 的意思，很容易将本句意思理解为和上一句为递进关系的含义而误选。 

2.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A] off 停止 

[B] back 返回 

[C] over 结束 

[D] around 到处 

【答案】D 

【考点】语义衔接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Indeed, predictions have been__2__for two decades but have 

not yet come to fruition.意为“事实上，这样的预测已经有二十年了，但迄今还没有实现”。

解答本题句中 but 一词是重点，but 一词的前后信息呈转折关系，所以可推断出 but 前的信

息为，“这样的推测是长达 20 年一直存在。”故选 D 项 around。 

【命题思路】本题仍旧考查考生对上下文语义的正确把握。 

【干扰排除】本题其他选项干扰强度不大，只要考生正确理解语义便很容易排除。 

3. 

[A] power 能量，能力 

[B] concept 观念，概念 

[C] history 历史 

[D] role 角色，任务 

【答案】B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是 Business Week predicted in 1975 that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would soon“revolutionize the very__3__of money itself, ”意为：1975 年《商业周刊》

预测电子支付手段不久将“彻底变革货币本身的______”。四个选项中，B 项 concept“概念”

更符合上下文语义。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句意的理解，同时考查考生对名词的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D 项 role 是强干扰项，因为 role 的含义也可以符合空格要求，但如果选 role，

应该用其复数形式 roles, 因为金钱在社会中作用不止一个。A 项“力量”和 C 项“历史”，语义

均不符合。 

4. 

[A] reward 报酬，报答 

[B] resist 抵抗，抗拒，忍耐 

[C] resume 重新开始，重新获得 

[D] reverse 颠倒，倒转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only to__4__itself several years later.解答本题，要紧跟其前

一句的信息，所填入词应和前面的 revolutionize“变革，改革”有相近含义，答案所给四个选

项中 D 项 reverse“改变，倒转，倒退”符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形似动词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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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本题所给四个答案，都是由 re 开头的动词，有一定干扰性。建议考生平时复

习单词也可从构词法角度加以总结。 

5. 

[A] silent 沉默的，寂静的 

[B] sudden 突然的，以外的 

[C] slow 缓慢的，迟钝的 

[D] steady 稳定的，不变的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Why has the movement to a cashless society been so __5__ 

coming？根据上文信息可知“《经济周刊》早在 1975 年就预测了无现金社会的到来，但事

实上预测迄今并未实现。这里作者提出疑问“为什么无现金社会到来如此之慢？”故答案选

择 C 项 slow“缓慢的，迟钝的”。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文信息的理解，同时也考查考生对一组形似形容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答案所给四个选项中，A 项 silent“沉默的”有一定干扰性，即表述这样的改革

为何还是沉默的，但表述含义明显没有 C 项(slow)更具体和完整，故排除。 

Althoug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 be more efficient than a payments system based on 

paper, several factors work __6__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aper system. First, it is very __7__to 

set up the computer, card read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necessary to make electronic 

money the __8__form of payment. Second, paper checks have the advantage that they 

__9__receipts, something thatmany consumers are unwilling to __10__．Third,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float” __11__it takes several days check is cashed and 

funds are__12__from the issuer's account, which means that t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est on the funds in the meantime.__13__electronic payments are immediate, they eliminate 

the float for the consumer. 

【译文】尽管电子支付手段可能比纸币支付方式更加高效，然而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了纸币

系统不会消失的原因。首先，使电子支付手段成为主导支付方式所需的电脑、读卡机、远

程通信网络都花销昂贵。其次，纸质支票支付能够提供收据，这是和电子支付相比的一大

优势，而收据也是许多消费者所需要的。同时，纸质支票的使用给消费者提供时间上的“浮

动”，即在支票兑换成现金之前，资金从发卡机构的账户里提取出来之前仍需几天时间，这

就意味着写支票的人在这几天时间仍旧可以获取一些利息。因为电子支付方式是即付的，

用户不能享有“浮动”带来有好处。 

6. 

[A] for (work for…为……工作) 

[B] against (work against…妨碍……) 

[C] with(work with…与……共事) 

[D] on (work on…从事……工作，对……起作用)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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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several factors work__6__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aper 

system.本句前是由 although“尽管…”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故从句和主句含义是转折关系，

意为 “尽管电子支付方式可能比纸币支付方式更有效率，然而以下因素阻止了纸币系统的

消失”，故答案为 B 项 against。work against…“妨碍，对……产生消极影响”。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让步状语从句的理解，同时考查同一动词搭配不同介词动词

短语意义的辨析。 

【干扰排除】本题四个选项是动词 work 搭配不同介词的动词短语，有一定干扰性。D 项干

扰性较强。如考生没有理解 al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的含义，便会误选 D。 

7. 

[A] imaginative 虚构的，富于想象力的 

[B] expensive 昂贵的，花钱的 

[C] sensitive 敏感的，易受伤害的 

[D] productive 生产的，多产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First, it is very__7__to set up the computer, card reader…。根

据上文信息，可以推断出此句是在说明电子支付方式的缺点，此句意为“首先，使电子支付

手段成为主导支付方式所需的电脑、读卡机和远程通信网络都花销昂贵”。联系空格后面信

息，可判断出正确答案为 B。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下文信息和逻辑关系的理解，同时考查形容词辨析。 

【干扰排除】答案所给的四个选项都是以 ive 结尾的形容词，有一定干扰性，但词义上并

无干扰性。 

8. 

[A] similar 相似的 

[B] original 原始的，新颖的 

[C] temporary暂时的，临时的 

[D] dominant 占主导地位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to make electronic money the__8__form of payment。本句意

为“……使电子货币成为________支付方式”，将四个选项带入，C、D 词义似乎都比较符合

文章意思，但结合文章主旨，可判断出正确答案应为 D 项 dominant “占主导地位、支配地

位的”。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句意的正确理解，同时考查形容词辨析。 

【干扰排除】所给四个选项中，C 项有一定干扰度，因为上文说电子支付方式暂时无法代

替现金支付方式。但放在空格处没有 D 项表达更准确，故排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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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llect 收集，聚集 

[B] provide 提供，准备 

[C] copy复制，复印 

[D] print 印刷，打印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Second, paper checks have the advantage that 

they__9__receipts……根据上文信息，可得知这里仍旧在阐述现金支付方式的优势，现金支

付优势之一就是可提供收据，故本题答案为 B 项 provide“提供”。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句意的准确理解，同时考查动词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所给四个选项中，D 项 print“印刷，打印”有一定干扰强度，放在空格处，和

后面的 receipts“收据”也可搭配，但是不符合上下文含义，故排除。 

10. 

[A] give up 放弃 

[B] take over 接管 

[C] bring back 拿回来，使…恢复 

[D] pass down 传下来，遗传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something that many consumers are unwilling to__10__．空

处需要选择的动词短语其宾语是句子中的 something, 指代本句中的 advantage，纸质支票支

付能够提供收据这一优势，肯定是消费者不愿愿放弃的。A 项 give up“放弃”，符合语境，

为正确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语句结构和信息的理解，同时考查对动词搭配介词所构成的

动词短语的辨析。 

【干扰排除】和此处优势相搭配的动词短语不能是 B 项 take over“接管”，也不能是 C

项 bring back“拿回来”，D 项 pass down“传递、遗传”也不符合语义。 

11. 

[A] before 在……之前 

[B] after 在……之后 

[C] since 自从……  

[D] when 当……的时候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Third,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float” __11__ it takes several days check is cashed。本句是来解释 “float(浮动的)”。联系日

常生活中支票兑换现金流程，空格处句意为“需要花几天时间纸支票才能兑现”。A 项

before “在……之前”。结合上下文意思，很明显只有 A 项符合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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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表达时间概念的连词的掌握和应用。 

【干扰排除】B 项 after “在……之后”，C 项 since “自从……”。D 项 when “当……的时候”。

本题所给四个答案都和时间有关系，但干扰程度不强。 

12. 

[A] kept保持 

[B] borrowed 借，借用 

[C] released 释放，发射，让与 

[D] withdrawn 撤退 取款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and funds are__12__from the issuer's account, which means 

that t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est on the funds in the meantime。从“and”一词可以看

出此题与以上 11 题紧密相连，句子意思是“在纸支票兑现及钱从账户取出之前……”，所给

四个选项中只有 D 项 withdraw 有“提款、取款”的意思，这里是指纸币从银行账户中“被取

出”，故正确答案为 D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的动词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若能正确理解上一题，此处就很容易排除干扰选项。 

13. 

[A] Unless 除非，如果不 

[B] Until 直到……的时候 

[C] Because 因为 

[D] Though 尽管，即使 

【答案】C 

【考点】上下文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__13__electronic payments arc immediate, they eliminate the 

float for the consumer.本句句意为“电子支付是即时的”，用户不能享有‘浮动'带来有好处”。

根据上下文可判断出这两个句子之间是因果关系，故本题答案为 C 项 because“因为”。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逻辑关系的理解，同时考查考生对连接词的掌握和应用能

力。 

【干扰排除】前半句含义是“电子支付是即时的”，后半句含义是用户不能享有“浮动”带来

有好处。可以看出整句话是一个因果关系。A 项 Unless “除非”。 B 项 Until “直到……

才”。 D 项 Though“然而”。根据上下文含义，都排除。 

Fourt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__14__security and privacy concerns. We often hear 

media reports that an unauthorized hacker has been able to access a computer database and to alter 

information__15__there.The fact that this is not an __16__ occurrence means that dishonest 

person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bank accounts in electronic payments systems and__17__from 

someone else's accounts.The__18__of this type of fraud is no easy task, and a new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is developing to __19__security issues. A further concern is that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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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leaves an electronic__20__that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marketer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these 

data, thereby violating our privacy. 

【译文】最后，电子支付方式可能引发安全及隐私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媒体报

道，未获授权的黑客入侵计算机数据库，并更改信息。这种状况时常发生，这就意味着没

有诚信的人便可进入电子支付系统的银行账户，并获取他人账务。防止此类诈骗不是容易

的事，一种新型电脑科技正在开发来解决电子支付所存在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担忧便是，

电子支付方式会遗留下许多个人信息。人们担心政府、雇主们和市场营销人员或许可以获

取这些信息，从而侵犯了我们的隐私。 

14. 

[A] hide 隐藏，隐瞒 

[B] express 表达，快递 

[C] raise 提高，筹集，养育，引发 

[D] ease 减轻，缓和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Fourt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__14__security and 

privacy concerns.本句仍是在分析电子支付方式的缺点，再联系下文信息“我们经常听到媒体

报道黑客入侵电脑数据库盗取信息”，即可判断出本题答案为 C 项 raise，句意为“电子支付

方式可能引发安全及隐私问题”。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下文语义的理解，同时考查动词辨析。 

【干扰排除】本题正确选项 raise 一词本意为“提高，提升”，引申含义为“引发”，需考生理

解词汇的多重含义。 

15. 

[A] analyzed 分析，分解 

[B] shared 分享，分担 

[C] stored 储备，贮藏 

[D] displayed 显示，表现，陈列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We often hear media reports that an unauthorized hacker has 

been able to access a computer database and to alter information__15__there。空格所需填入词

是动词的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用来修饰前面的 information“信息”。根据句意“我们经常听到

媒体报道黑客入侵电脑数据库盗取信息，并更改信息”，可判断出答案为 C 项 stored“被储

存”。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文信息的理解，同时考查对动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所给选项中，A 项干扰性强，但表述含义明显没有 C 项清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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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safe 不安全的，危险的 

[B] unnatural不自然的，反常的 

[C] uncommon 不寻常的，罕有的 

[D] unclear 不清楚的，不宜了解的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The fact that this is not an__16__occurrence means that 

dishonest person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bank accounts in electronic payments systems。空格所

在的 that this is not an__16__occurrence 是其前面的 the fact 的同位语从句，用来补充说明

the fact。The fact 是指上文提到黑客能够入侵电脑数据库和更改储存的信息。再联系空格后

面信息，可判断出正确答案为 C 项 uncommon“不寻常的，罕有的”。此处为双重否定表达

肯定意义。意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语义的理解，同时考查对否定含义形容词的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答案所给四个选项中，A 项 unsafe“不安全的，危险的”，有一定干扰强度，

因为上文提到电子支付方式有不安全因素，但是空格所在句是一个否定句，双重否定表达

肯定含义，若选择 A，则表达含义为这种支付方式是安全的。不符合文章含义，故可排除。 

17. 

[A] steal 剽窃，偷窃 

[B] choose 选择，挑选 

[C] benefit 收益，得益 

[D] return 返回，报答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and__17__from someone else's accounts.此处继续阐述电

子支付方式存在的危险，可推断所填动词应为贬义，句意是“那些不道德的人可能通过转移

账户从而偷取别人的存款”。本题选 A 项 steal“剽窃，偷窃”。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文信息的理解，同时考查动词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所给四个选项中，C 项有一定干扰性， benefit from…可构成固定搭配，本句

话是讲电子支票存在风险，动词应为贬义，可以排除 B、C、D 项。 

18. 

[A] consideration 考虑，原因，关心 

[B] prevention 预防，阻止，妨碍 

[C] manipulation 操纵，操作，处理 

[D] justification 理由，辩护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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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是 The__18__of this type of fraud is no easy task.根据上文信息，

电子支付方式存在风险，本句提出该问题需要解决，但防止此类诈骗不是容易的事，故正

确答案为 B 项 prevention“预防，阻止，妨碍”。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信息的理解能力，同时考查对相同词尾名词的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答案所给四个选项中，D 项 justification“理由，辩护”，有一定干扰强度，但

填入此处不符合原文语义。 

19. 

[A] cope with 处理，应付 

[B] fight against 对抗，反对 

[C] adapt to 使适应于……  

[D] call for 要求，需要，提倡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and a new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is developing to 

__19__security issues.根据上下文应该选一个有“应对”安全问题含义的动词词组， A 项 cope 

with“处理，应对”，是最佳答案。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动词短语的掌握和应用。 

【干扰排除】本题根据上下文可排除 C 项和 D 项，B 项“对抗，反抗”也不符合原文意思。 

20. 

[A] chunk 大块，矮胖的人或物 

[B] chip 碎片 

[C] path 道路，小路 

[D] trail 痕迹，尾部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题空格所在句为 A further concern is… leaves an electronic__20__that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本句提出电子支票的另一个风险，电子支付方式会遗留下许

多个人信息。D 项 trail “痕迹，踪迹”，符合上下文语义。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下文信息的正确把握，同时考查对相近含义名词的辨析能

力。 

【干扰排除】根据文意可以排除 A 项和 B 项。C 项 path 有一定干扰强度，path “小路，道

路”，强调路径。 

核心词汇 

access vt. 使用，接近 n. 进入，使用权，通路 

eliminate vt. 消除，排除 

fruition n. 完成，成就，结果实 

revolutionize vt.发动革命，彻底改变 

violate vt. 违反，侵犯，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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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 v. 撤退，收回，提取，离开 

occurrence n. 发生，出现，事件 

prevention n. 预防，阻止 

manipulation n. 操纵，操作，处理 

unauthorized a. 非法的，未被授权的 

长难句分析 

1. Given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money，you might think that we would move quickly to the 

cashless society in which all payments are made electronically. 

【分析】该句前半部分是由 given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主句为后半部分。主句中有一个

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宾语从句中还套有一个由介词 in＋which(in which＝where)引导的

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其前面的 society。which 在定语从句中指代前面的 the cashless society。

in which 即为 in the cashless society, 在定语从句中作地点状语。 

2. Third,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float”—— it takes several days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est on the funds in the meantime. 

【分析】该句的主干为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float”。主句

是一个 S＋V＋O＋O(主语＋谓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结构。破折号“—”后的部分为补充

部分，句中有一个 before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又是由 and 连接的并列句，

之后 which 引导了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前面的句子，which 在从句中作主语。

在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中还套有一个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本文节选自 2012 年 1 月 25 日发表在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原题为

“Average is over”。 

文章讲述了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发展，一般水平的员工很容易被淘汰，想摆脱这一窘境，

唯有通过教育使自己更有价值。第一段以一则笑话，引出话题，即科技进步给人们带来的

影响；第二、三、四段则明确指出科技的进步促进工厂自动化水平提高，因此也对员工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五、六段作者给出这一现状的解决措施。 

试题解析 

21. 第一段的笑话是用来说明________。 

[A] 技术进步的影响 

[B] 工作压力的释放 

[C] 纺织工厂的缩减 

[D] 中产阶级的收入减少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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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首段给出的笑话是论据，用于说明作者在上文或者下文提出的论点，解题的

关键在找出论点。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the joke”定位到首段。答案所在句为 the author Adam 

Davidson relates a joke from cotton country about just how much a modern textile mill has been 

automated，A 项中的 technological advances 正好对应了原文中出现的“automated”，故为正

确答案。 

【干扰排除】B 项文中并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选项 C 属于就例子说例子，不正确；选

项 D 文章第二段确实提到了，但是与题干中的笑话无关，因此不正确。 

22. 根据文章第三段，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职员，必须________。 

[A] 用廉价的软件进行工作 

[B] 要求薪水不高 

[C] 采取普通的生活方式 

[D] 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Paragraph 3”和“a successful employee”回文定位，将

题干与原文信息进行匹配。 

【直击答案】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指出“Therefore, everyone needs to find their extra—their 

unique value contribution that makes them stand out in whatever is their field of employment.”(因

此，人人都需要有另外的价值，异于常人的独特价值能够让他们在各自的雇佣市场上脱颖

而出。)题干的“to be a successful employee”与原文中的“that makes them stand out in whatever 

is their field of employment”是同义替换，“everyone needs to find their extra—their unique 

value contribution”与 D 项中的“contribute something unique”是同义替换，所以 D 项正确。 

【干扰排除】A、B 两个选项的干扰来自于文章第三段倒数第二句话，文章明确指出雇主

现在可以获得廉价的工作软件和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拥有一般水平是不行的，这两者并

非是成为成功职员的条件，故不正确。C 项与第三段的第一、二句话意思相违悖。 

23. 第四段引用的话解释________。 

[A] 技术的成就已经被抹去了 

[B] 工作机会正在快速消失 

[C] 工作现在赚钱比以前少了 

[D] 提供了新的工作和服务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虽然从形式上来说，本题考查的是对一个句子意思的理解，但实际上这是作

者引用 Davidson 的话来说明他在上文提出的论点，因此这道题的解题关键在于把握引用句

子前面的部分。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四段，首句指出作者提出的观点：新技术不断吞噬工作，

而且现在的速度在加快。后面引用的话语是对这个论点的具体说明，选项 B 中的“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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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与原文的“job”相对应，“are disappearing at a high speed”与原文“has been eating 

jobs”以及“there's been acceleration”相对应，故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和 C 都是对引号中的局部信息设置的干扰项，均属于张冠李戴。D 项是

无中生有信息。 

24. 根据作者的观点，若要减少失业，最重要的是________。 

[A] 加快信息技术革命 

[B] 确保人们接受更多教育 

[C] 推动经济全球化 

[D] 在 21 世纪通过更多法案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根据题干关键词“reduce unemployment”回文定位到文章最后一段，根据具体

信息同义替换，则得出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文章中最后一段出现了与题干“reduce unemployment”近义的表达“support 

employment”，而题干“the most important”与文章“n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相对

应，指出促进就业最重要的是颁布类似于“G.I. Bill”(G.I. Bill：二战后签署的“军人安置法

案”，给退伍美军提供免费大学或技校教育等福利措施。)的法案来保障人们接受高等教育

的权利，B 项与之吻合，故正确。 

【干扰排除】A 项“加速信息技术产业变革”，C 项“推动经济全球化”，均未提及，属于无

中生有，故排除。D 项虽提及要颁布更多法案，但文中讲的法案是指与“教育”相关的，而

非泛指一般的法案，D 项表述不准确，故排除。 

25. 下面哪一个最适合做本文的标题？ 

[A] 新法案生效 

[B] 技术越来越廉价 

[C] 平庸者已经无法生存 

[D] 经济衰退不好 

【答案】C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主旨题需要结合文章的结构以及核心话题进行选择。 

【直击答案】从整个文章的脉络来看，第一段揭示了科技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第二、

三段指出科技的进步引起工厂自动化水平提高，普通员工如果没有竞争力和突出优势，就

很容易失去工作，因此也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四段指出员工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

的教育水平，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段点明主题，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所以正确答案

为 C。 

【干扰排除】A 项所提到的新法案实施仅仅是局部细节，非全篇的主要话题；B 项则是文

章第三段中提出的目前就业市场的一个现状，属于论据；D 项文中并未提到，属于无中生

有。 

长难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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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son'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 that have recently appeared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suc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declining middleclass incomes 

today is also because of the advances in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are more rapidly than ever replacing labor with machines or foreign worker.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干是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Davidson's article，系动词是 is，

表语是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pieces 后面跟了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在这个定语从句中，

主语是引导词 that，指代 pieces，谓语是 have recently appeared，后面跟了分词结构 making 

the point 作 appeared 的伴随状语。the point 后面 that 引导的同位语说明 the point 的具体内容。

同位语从句中，主语是 the reason，系动词是 is，表语是 because of…worker。the reason 后

面是省略引导词的定语从句做修饰语。这个定语从句的主语是 we，谓语是 have，宾语是

and 连接的两个名词短语“such stubbornly …incomes”。在介词短语 because of 跟的宾语“the 

advances in …revolution”后面跟了一个 which 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名词“advances”。 

【译文】目前，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其实也是由于全球化和信息

技术革命发展。它们正以空前的速度用机器或者外国工人来取代劳动力。最近有大量文章

都在讨论这些，戴维森的文章只是其中一篇而已。 

2. In a world where 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need to do to support 

employment, but n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assing some kind of G．I.Bill for the 

21st century that ensures that every American has access to posthigh school education. 

【解析】这是一个由 but 引导的并列复合句。第一个句子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干是 there 

be 句型。句首是一个介词短语作地点状语，后面紧跟了一个 where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名

词 world。There be 句型的主语是 many things，后面紧跟了一个省略引导词的定语从句。在

这个定语从句中，主语是 we，谓语是 need to do，宾语是 many things，动词不定式 to 

support employment 作目的状语。第二个句子是一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nothing，谓语是

would be，表语是形容词比较级短语“more important than …for the 21st century”，后面跟了

一个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G.I. Bill。在这个定语从句中，主语是引导词 that 替代的先行

词 G．I.Bill，谓语是 ensures，宾语是一个以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 

【译文】在一个平庸者已经无法生存的时代，但没有哪个比通过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之类的法案来得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21 世纪的每个美国人都能接受高中之后的教育。 

核心词汇 

entitle vt.使有权做(某事)，给予……的资格 

automate vi.自动化，自动操作 

stubborn a．固执的；坚定的 

decline vi./n.衰弱，衰退 vt.婉言谢绝 

access n．途径，机会，权利 

genius n．天才，天赋 

accelerate v．(使)增速，(使)加快 

shed n．棚屋 vt.脱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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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e vt.擦掉，抹去 

roughly ad.粗糙地；概略地 

全文翻译 

亚当·戴维森《在美国制造》一文中讲述了一个棉地区现代纺织厂自动化的程度的笑话：如

今的普通工厂只有两个雇员，“一个人外加一条狗。人是负责喂狗的，狗则是为了让人不要

靠近机器的。” 

目前，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其实也是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

发展。它们正以空前的速度用机器或者外国工人来取代劳动力。最近有大量文章都在讨论

这些，戴维森的文章只是其中一篇而已。 

过去，讲述了一个棉地区现代纺织厂自动化的程度的笑话：不出众就没法像过去一样活着。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雇主有大把的机会接触到不错的外国廉价劳动力、便宜的机器人、廉

价的软件、低廉的自动化设备和要价低的人才。因此，人人都需要有另外的价值：异于常

人的独特价值能够让他们在各自行业的雇佣市场上脱颖而出。 

是的，新技术一直就在吞噬我们的工作，将来还会继续吞噬，而且速度在加快。如戴维森

所言，“2009 年之前的十年内，美国工厂裁撤工人速度之快，其数量基本等于过去 70 年新

增的工人；大概每三个工作岗位就有一个岗位消失了，总共约有 600 万之多。” 

变化总是会存在的，新工作、新产品和新服务都会出现。但我们确信无疑的是，全球化和

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最好的工作都会要求工人接收过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这样他们才

会超于常人。 

在一个平庸者已经无法生存的时代，为促进就业，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没有哪个比

通过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之类的法案来得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21 世纪的每个美

国人都能接受高中之后的教育。 

Text 2 

文章分析 

文章节选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的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We see all 

immigrants as legal or illegal. Big mistake.”的文章。 

本文围绕移民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如何解决当今移民问题。首段描述了历史上移民的情况，

指出来美国的移民，有很多最终离开。第二段指出现在人们对移民的看法过于刻板，并提

出我们应该有所改变。第三段讲述了现在移民的状况，他们流动性强。第四段介绍了我们

希望移民如何看待美国。最后一段则提出面对这个移动的世界，双方都应该改变态度，更

多样化地处理这个问题。 

试题解析 

26. “Birds of passage” 指______的人。 

[A] 从大西洋移民而来 

[B] 永远离开他们的祖国 

[C] 暂时待在异国 

[D] 在海外找到固定工作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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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含义题 

【命题思路】词义句意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超纲词的意思判断；二、熟词生义、短语

或句子在语境中的理解。第一类可通过词根词缀法和上下文语境解题；第二类则主要通过

上下文语境来判断。上下文语境包括：一、冒号、破折号后的内容、同位语、同位语从句

或定语从句的内容；二、语境表达的主要含义。切忌脱离文章语境来解题。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Birds of passage，定位到第一段末句 They even had an 

affectionate nickname, “uccelli di passaggio，”birds of passage.这句话中 birds of passage 就是

对“uccelli di passaggio”的解释说明，而“uccelli di passaggio，”是 nickname 的同位语，因此

birds of passage 是对 they的解释说明。通过上下文可知，they指代 the immigrants(移民)。

因此，birds of passage 就是移民的别称。故 C 项为正确答案。 

【排除干扰】A 项为第一段第一句话的断章取义理解，而通过后文判断，they不仅仅包括

来自大西洋的移民，还包括其他国家的移民，因此 A 项错误。第二句指出他们中的相当大

一部分并没有永远待在异国，而是会回国，因此 B 项不对。D 项是对第二句断章取义的理

解。 

27. 第二段暗示美国目前的移民体系________。 

[A] 需要新的移民种类 

[B] 已经放松了对移民的控制 

[C] 应该迎接新挑战 

[D] 可通过政治手段来稳固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推理题考查的不仅是对文章信息的理解，更考查了对全文主题的了解。因此

需要准确定位，并根据段落中心甚至全文中心来最终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二段。由最后一句话 We might then begin to solve our 

immigration challenges(然后也许我们就能开始面对移民挑战了)可以判断出，本段第四句至

第六句的 we need to…和 we can….是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挑战的前提，即我们应该如何去迎

接这些挑战。故 C 项为正确答案。 

【排除干扰】A、B、D 三个选项都错在混淆原文信息，虽然句式或者信息与原文中很相似

或者重合，但是选项中却改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A 项“need categories”与第二段第四句

We don't need more categories 表达意思相反。B 项 “loosen control ”与本段第五句 We need to 

look beyond strict definitions of legal and illegal的 strict(严格的)相反。D 项“political 

means”(政治手段)，与原文中第五句话 We need to look beyond strict definitions of legal and 

illegal 不一致。 

28. 作者认为今天的移民想要________。 

[A] 经济鼓励 

[B] 全球认同 

[C] 找到固定工作的机会 

[D] 来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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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细节题的解答要求考生准确回文定位，并且逐一对应判断出答案。需要注意

的是细节题的正确选项很少是原文信息的复现，而是概括性总结或者前后几句话的概括。

错误选项则往往是原文信息的过度推理和断章取义的理解或者是无中生有。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至第三段。题干的 want 与原文的 prefer to 是同义词，因而解题

关键在于对最后两句话的理解。They prefer to come and go as opportunity calls them.They can 

manage to have a job in one place and a family in another.强调的是工作机会。故 D 项为正确答

案。 

【排除干扰】A 项是对原文的片面理解，通过第三段第二句 They are energetic participants 

in a global economy driven by the flow of work, money and ideas 判断出吸引移民者的不仅仅

是来自金钱的激励(money)，还有工作机会和工作理念(work and ideas)，A 项 financial 

incentives (经济鼓励)仅仅是 money，因而错误。B项选和 C 项在文中未提及也不选。 

29. 作者暗示，当今的移民应该被________而对待。 

[A] 作为忠诚的同伴 

[B] 给予经济利益 

[C] 给予法律宽容 

[D] 作为强有力的对手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本题为推理题，侧重考查对原文细节信息的理解和概括。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可定位至第五段。首句指出我们应有新态度，第二句进行具体阐

述，末句说包含那些在现今体系中难以合法理解的，即说明要给予法律宽容。首句的“logic 

of right or wrong”和末句的“legally”为同义表达。故 C 项正确，该选项是第五段的概括表达。 

【排除干扰】A、B 和 D 项在文中未提及，是命题人根据文章主题给出的无中生有的干扰

项。 

30. 本文最合适的标题是________。 

[A] 来来去去：弥天大错 

[B] 生存与发展：风险巨大 

[C] 有无许可：风险巨大 

[D] 合法与否：弥天大错 

【答案】D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文章结构，乃至文章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考生在处理

类似题型时，应切记主旨题的正确选项应与文章论述的主题和关键词符合。 

【直击答案】通读全文后发现 legal 和 illegal 为高频词汇。第二段第二句 We divide 

newcomers into two categories: legal or illegal, good or bad，同时作者认为 We need to look 

beyond strict definitions of legal and illegal 这说明了从合法和不合法角度对于移民的分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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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再次重申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not easy to accomplish legally in 

the existing system。综上可知 D 项为正确答案。 

【排除干扰】A 项 Come and go: big mistake 是说短暂移民者的移动是个错误，偏离了文章

主旨。B 和 C 项说的是 risk(风险)，文中并未提及风险，因而错误。 

长难句解析 

1. Along with the many folks looking to make a permanent home inthe United States came those 

who had no intention to stay, and 7 million people arrived while about 2 million departed. 

【解析】本句为 and 引导的并列复合句。第一个句子为倒装句，正常语序应为 Those 

who…stay came along with…States。第二个句子主干为 7 million people arrived, while 引导状

语从句和主句构成对比。现在分词短语 looking to make a permanent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后置定语修饰 folks。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 who had no intention to stay修饰 those。 

【译文】有许多人来美国是希望能在此永久安家，也有些人并无意定居，来此的 700 万人

中，大约有 200 万人最终离开。 

2. We need them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productive for a while 

without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staying forever. 

【解析】句子主干为 we need them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lace…，where 引导的定

语从句修饰 place。定语从句的主干为：they can be productive for a while. 

【译文】我们需要他们把美国视作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稍作停留，有所作为，

而无需承诺永居于此。 

核心词汇 

immigrant n. 移民，侨民 

sojourner n. 旅居者，寄居者 

depart v. 离开，出发； 违背；去世 

affectionate a. 深情的，亲切的 

category n. 种类，类别 

paralysis n. 中风；无力气 

thrive vi.兴盛，兴隆 

entrepreneur n. 企业家 

aide n. 助手；副官 

straddle vt.骑，跨坐；横跨，跨越 

jurisdiction n．司法权，审判权，管辖权 

accommodate vt. 容纳；为……提供住宿；适应 

全文翻译 

一个世纪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包括定居者和旅居者。有许多人来美国是希望能在此

永久安家，也有些人并无意定居，来此的 700 万人中，大约有 200 万人最终离开。例如，

大概有四分之一祖籍意大利的移民最终都永返故土。甚至他们有一个亲切的绰号：候鸟。

如今，我们对移民的理解更加刻板了。我们把新来者划分为两类：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

好移民或坏移民。我们把他们称为正在形成中的美国人，热烈欢迎，或者给他们打上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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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标签要将其驱逐出境。这一模式让我们的移民体系支离破碎，也使长期来试图对其修

正时无能为力。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类别，但是我们应该改变对类别的看法。我们不应该局

限于合法或者非法的严格定义。首先，我们要承认那些新的候鸟(移民)的存在，他们在灰

色地带生活发展，然后我们才能开始着手应对在移民方面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移民包括收庄稼人，小提琴手、建筑工人、企业家、工程师、家庭护理助手和物理

学家等。他们积极参与由劳工，资金和观念潮流所驱动的全球经济。他们跟着机会，来去

自由，可以在一个地方安家，在另一个地方谋职。 

无论有无许可，他们轻松地跨越法律，辖区和身份。我们需要他们把美国视作这样一个地

方，在这里他们可以稍作停留，有所作为，而无需承诺永居于此。我们需要让他们感觉到

四处皆可为家，他们可以有尊严地同属两个国家。 

适应这个人们不停移动的新世界，需要移民之战双方都有新的态度。超越文化中非对即错

的战争逻辑，意味着开启中间地带，意识到当今管理移民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取得多种结

果，包括那些在现有体系中难以通过合法手段达成的成果。 

Text 3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2012 年 7 月 6 日的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原文题为“Reactions by 

Nurture, Not Nature”。本文主要围绕着快速反应这一话题展开。 

作者在第一段提出：如果我们在做出反应之前花点时间思考，那么将会减少甚至消除快速

反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分别谈了快速反应与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接着，作者就人

们对快餐商标的反应一例提出，让人做出仓促决定的刺激因素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在文章

的后半部分，作者就如何逆转快速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做了阐述。作者最后强调人类有能

力扭转快速反应的趋向。 

试题解析 

31. 做决定时所需要的时间可能________。 

[A] 根据形势的紧急性而发生变化 

[B] 证明我们大脑反应的复杂性 

[C] 取决于评估的重要性 

[D] 预先决定我们判断的正确性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于段落具体信息的把握和理解，考生应能精准掌握与题

相关内容，选出对原文相关内容同义置换的正确选项，并能排除无中生有，偷换概念和张

冠李戴等干扰选项。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time 定位到第一段 if we take a moment …hardwired responses

处。该处说明我们做决定所花的时间决定了我们判断的准确性。第二段第二句话以 But 这

一转折连词引导，为重点关注信息，“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评估其他要素。”而本

段的第三、四句，也很明显地揭示出本题正确答案，尤其是第三句中的“accurately” 一词和

D 项中的“accuracy”为同词异形，故此项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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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干扰】A 项无中生有，本文并没有出现类似信息，也不能从文章中总结得出。B 项

无中生有，本文主要在讲快速决定，而非大脑的复杂性。C 项与原文不符，排除。 

32. 对快餐食物商标的反应，显示快速决定________。 

[A] 具有联系性 

[B] 是有意识的 

[C] 会变得危险 

[D] 不具冲动性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于段落具体信息的把握和理解，了解快速决定和快餐食

物商标有何关系，并且能够识别出选项信息和原文信息的关键词发生的同义替换，排除偷

换概念、无中生有等干扰选项。 

【直击答案】由题干的关键信息“fastfood logo”定位到第三段。第三段开头就提到，让人做

出仓促决定的刺激因素不仅限于人际关系范围内。紧接着一句说人们对快餐商标的反应速

度比一般阅读速度快作为例证。下一句阐述了原因：因为人们无意识地(unconsciously)将

“快餐”与“速度”和“急躁”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冲动付诸行动。A 项说决定是有联系性的，

正确，因为人们将“快餐”与“速度”、“急躁”联系起来。 

【排除干扰】B 项说决定是“有意识的”，与原文表达“unconsciously”不符，故排除。C 项说

决定“是危险的”，错在张冠李戴，原文提及的“whether someone is dangerous，”对象是人而

非快速决定，故排除。D 项说决定是“不冲动的”，与原文意思相悖，故排除。 

33. 我们应该________，来扭转快速决定的不良影响。 

[A] 相信我们的第一印象 

[B] 按照人们通常所做的去做 

[C] 三思而后行 

[D] 寻求专业建议 

【答案】C 

【考点】 细节题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于段落具体信息的把握和理解，了解要扭转快速决定带

来的影响，我们应采取的措施，并且能够识别出选项信息和原文信息的关键词发生的同义

替换，排除偷换概念以及无中生有等的干扰选项。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revers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定位到第四段。第四段主要通

过两个例子：“consumer products or housing options”和 “female job screeners ”，说明我们应

该怎样克服负面影响。即可说明我们应该在行动之前先思考来消除负面影响，因此选择答

案 C 项。 

【排除干扰】A 项“相信我们的第一印象”；B 项“按照人们通常所做的去做”；D 项“寻求专

业建议”均属于无中生有，故排除。 

34. John Gottman 认为可靠的快速决定基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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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批判性评估 

[B] “薄片”研究 

[C] 合理的解释 

[D] 足够的信息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于段落具体信息的把握和理解，并且能够识别出选项信

息和原文信息的关键词发生的同义替换，排除偷换概念以及无中生有等干扰选项。 

【直击答案】由题干关键信息“John Gottman” 定位到全文倒数第二段。第一句 John 

Gottman, the marriage expert，explains that we quickly ‘thin slice’ information reliably only after 

we ground such snap reactions in “thick sliced”longterm study.正是答案所在处。其中“ground”

是题干中“base on”的同义置换，“longterm study”(长期的研究)与 D 项“adequate information”

相互呼应。由此可判断出 D 项 adequate information(足够的信息)是正确答案。 

【排除干扰】A 项“批判性评估”，属于无中生有；B 项“薄片研究”错在逻辑混乱，原文意

思是在“薄片研究”基础上形成“厚片研究”，所以依靠的应是“厚片研究”，故排除此项。C 项

表达“合理的解释”，也属于无中生有，原文并没有提及，也不能从文章中总结出相关信息，

故排除。 

35. 作者对逆转高速趋势的态度是________。 

[A] 容忍的 

[B] 不确定的 

[C] 乐观的 

[D] 怀疑的 

【答案】C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该题主要考查作者的观点态度，需要紧抓文中能体现作者观点态度的词句，

从而得出正确答案。解答本题的关键在把握体现作者观点的关键句，并能排除细节，或无

中生有等干扰选项。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reversing the highspeed trend”定位到最后一段，尤其是最后

两句处“Although technology….We still have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to rise above temptation 

and reverse the highspeed trend.”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是非常确定的，因此 C

项 optimistic(乐观的)是正确答案。 

【排除干扰】A 项“容忍的”，D 项“怀疑的”与原文相悖，故排除。B 项“不确定的”，与原文

表达不符，作者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态度，因而排除此项。 

长难句解析 

1.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although we are prone to snap overreactions, if we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about how we are likely to react, we can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ur quick, hardwired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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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复合句。句子主干为：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主干后的 that从句作 found 的

宾语，该宾语从句嵌套了一个 al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和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we

为这个从句的主语，从句谓语为 take 和 think about，其后的 how we are likely to react 为宾

语从句，作 take and think about 的宾语。 

【译文】 科学家发现，虽然我们容易过度反应，但如果我们花点时间设想下我们可能的反

应，就可以减少甚至消除我们固有的快速反应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2. Psycholog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found that viewing a fastfood logo for just a few 

milliseconds primes us to read 20 percent faster, even though reading has little to do with eating. 

【解析】复合句。句子主干为：Psychologists found tha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为一

介词短语，作 psychologists 的后置定语。that 引导了一个宾语从句，作 found 的宾语。其中，

动名词短语 viewing … milliseconds 为主语，primes 为谓语。even though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

reading 为此状语从句的主语。 

【译文】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注视快餐标志仅几毫秒，可以让我们的阅读速

度提高 20%，虽然阅读和饮食毫无关联。 

核心词汇 

snap v. 突然弄断；突然而严厉地说 vt. 拍……的快照 

negative a. 消极的 n.(照相的)底片 

defense/defence v. 防御；辩护 

eliminate vt. 消除，排除 

sociable a. 爱交际的；随和的 

prime n. 全盛时期 a. 首先的 

reverse vt. 倒转 a. 颠倒的 

representative a. 典型的，代表性的 n. 代表 

mute a. 缄默的，无声的 

intermittent a. 间歇的，断断续续的 

全文翻译 

科学家发现，虽然我们容易过度反应，但如果我们花点时间设想下我们可能的反应，就可

以减少甚至消除我们固有的快速反应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快速决定可能成为重要的防护机制。如果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危险，毫秒间我们大脑和

身体就会程式化地快速反应。但来评估其他要素的话，我们则需要更多时间。研究显示，

要准确辨别一个人是否随和友善，我们至少要用一分钟，最好五分钟时间。我们需要花上

好一段时间才能判断一个人性格的复杂面，比如他是否神经质或者心胸开阔等。 

但是，对快速刺激的快速决策并不仅仅限于人际交流范畴。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

现，注视快餐标志仅几毫秒，可以让我们的阅读速度提高 20%，虽然阅读和饮食毫无关联。

我们下意识地将快餐和速度以及急切联系起来，并且将这些冲动转换到我们所做的所有事

情上。看着快餐商标闪烁，实验对象会认为一首乐曲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影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看到一张笑脸时，会对于消费品或者购房选

择做出过度反应的话(这就是为何优秀的销售代表和房地产中介总是保持微笑)，那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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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购房前先缓一缓。如果我们知道女性招聘官更可能拒绝迷人的女求职者，我们可以

帮助招聘官认识到她们的偏见，或者聘请外部招聘人员。 

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解释说：只有我们把快速反应建立在对大量信息的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可靠地依靠少量信息做出快速反应。约翰·戈特曼在真正评估一对夫妻是否会长久

在一起时，他会邀请他们去岛上的休养地进行更长时间的评估，花上两天，而非两秒钟。 

我们可以通过暂停来弱化本能反应，这种能力使人类有别于动物。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我

们大约花费了 12%的时间来思索更长远的事情。虽然，技术可能改变反应方式，但不可能

改变人的本性。我们仍然拥有想象力，让我们摆脱诱惑，扭转快速反应的趋势。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2012 年 7 月 2 日 Atlantic(《大西洋》一篇题为“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的

文章。本文是一篇议论文，主要围绕欧洲职场男女性别不平等展开论述。文章第一段开门

见山提出文章主题：欧洲不是一个性别平等的天堂。第二段提出欧盟现在正在考虑立法以

此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该规定受挫。第三段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有定额保证

女性能够在公司获得高职位？第四段提到 Reding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喜欢定额，但它

可帮助达成所愿。第五段明确表明了作者支持 Reding 的观点。第六段提出多年的证据表明

大多国家的公司避免女性进入高层管理，并且，当女性进入高层管理时，她们受到了媒体

的广泛关注，最后末段顺承上段，提出她们受到媒体关注是因为缺乏合理的公共政策。 

试题解析 

36. 在欧洲的公司职场，一般情况下________。 

[A] 女性占主导地位 

[B] 男性做最后决定 

[C] 企业管理被颠覆 

[D] 高级管理似家庭般友好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词对原文具体信息进行锁定，从而

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European corporate workplace 定位到第一段。该段首句直接

表明本段中心“欧洲不是一个性别平等的天堂”，接下来两句通过递进连接词“in particular”

和“indeed”分别阐述中心句，即：“欧洲企业中，男女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大部分职位都是

由男性担任，女性只占 14%的比例”。由此可知 B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 A 项与原文提及的“欧洲高层企业管理职位大部分仍然是男性”、“女性在欧洲

公司董事会只占有 14%的席位”意思相反。“Europe's top corporategovernance positions remain 

overwhelmingly male”中 overwhelmingly表示“压倒性地，不可抵抗地”，修饰限定“欧洲高层

企业管理职位仍然是男性”，而 C 项中把这个概念替换为动词，表示“压倒，淹没，颠覆”，

即 “企业管理被颠覆”，与原文意思不符。原文提及“除非女性成为高级管理做决定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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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群，否则公司将永远不可能完全像家庭般友好”，D 项把主从句的主语和谓语部分交叉

混用进行干扰，与原文不符。 

37. 欧盟计划的立法是________。 

[A] 对性别平衡的反映 

[B] 不情愿的选择 

[C] 对 Reding 号召的回应 

[D] 自愿的行为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二段具体信息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The European Union’s 定位到第二段首句。题干的 ended 

legislation 则是对原文 now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的同义改写，因此正确答案锁定在该内容

处。另外，根据本段所述，Reding 的呼吁以及应者寥寥的介绍是为了说明 This proposed 

mandate was born of frustration 一句中的 frustration。B 项恰是因为 Reding 的呼吁所得到的

响应太少，公司不愿意这样做，才考虑以立法方式促进性别平等。换句话说 reluctant 

choice 是 born of frustration 的同义改写。因此 B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选项表面上看与首句相符，但因为该选项中有 gender balance，且 A 项的重

心是 reflection，即“性别平衡的反映”，反映出来的是欧盟考虑立法。因此 A 选项的内容与

文章内容因果倒置，故排除。C 项“对 Reding 号召的回应”，该段提到这项挫折是 Reding 发

布的号召的失败，这只是促使欧盟立法的外在诱因，并不是主导因素，其根本的原因还是

为了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故该选项为错误选项。D 项定位到 Europe Commission Vice 

President Viviane Reding issued a call to voluntary action，该句说的是一项自愿行动的号召，

并非立法是自愿的行动，偷换概念，故排除。 

38. 根据 Reding，定额可能帮助女性________。 

[A] 得到企业高层职位 

[B] 看穿工作晋升时的无形障碍 

[C] 平衡工作和家庭 

[D] 预期法律结果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词对文章相应的具体信息进行锁定，

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至第四段。解题的关键是理解 Reding 的观点，即引号中的

内容，而重点是 but 后的内容：他喜欢定额所带来的好处：定额可以打开平等之门，并且

可以打破这种工作晋升时的无形障碍，后半部分是前面内容的同位语，进一步补充说明：

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法律条款规定把女性放在企业高层职位中，从而解决男女性别不平等

的问题。换句话说，定额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帮助女性获得企业高层职位。A 项是对原文

信息“placing women in top business positions”的同义替换，故为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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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B 项与原文意思不符，选项将“they … 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中的

break through(打破)偷换为 see though(看穿，识破)，并且定额可以帮助女性最终获得高层职

位才是其最终的目的。C 项可定位到第三段，该段说明定额最大的作用是能够保证女性获

得高职位，而平衡工作和家庭是对其获得职位的限定，并不是主要目的，该选项属于主次

不分。D 项与原文意思不符，第四段末尾“a result seen … top business positions”谈到的是“在

法律条款中，将女性置于企业高层职位，这个结果可以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见到”，但这并不

是选项所说的“定额可以预期法律结果”。 

39. 作者对 Reding 看法的态度是________。 

[A] 怀疑 

[B] 客观 

[C] 漠不关心 

[D] 赞同 

【答案】D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作者观点态度题，需要结合文章相关信息判断作者对于 Reding 看法

的态度，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本题考查的是作者对 Reding 看法的态度，第四段提到了他的看法，根据行文

发展和出题顺序，大致定位到第五段。第一句用 understand 表明作者与 Reding 立场相同，

第二句通过 either 进一步表明此态度。虽然有转折词 but，但作者并未反对 Reding 的观点。

因此 D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根据责任原则，一些不承担责任的词一般都是陪考词，如：impassive，

indifferent，因此可以直接排除 C 项。文章第五段首句明确表明作者观点态度，是对 Reding

观点的赞同 

，A、B 项内容与原文信息相反，故为错误选项。 

40. 进入高层管理的女性变成头条新闻是因为缺乏________。 

[A] 更多社会正义 

[B] 大量媒体关注 

[C] 合理的公共政策 

[D] 更大的“软压力”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于文章中具体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把

握。 

【直击答案】题干是对第六段第二句话的同义改写，该段后半部分是举例，因此将本题答

案定位在第七段。if 引导的是虚拟条件句，表达作者对未来的期盼，也是作者观点：如果

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帮助女性与 C 项表达相符，因此是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尾段虽然提到公正的社会，并没有提及这些女性缺乏社

会正义。B 项定位到“When womendo break … exception to the rule”，选项内容是女性进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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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属于因果倒置。D 项定位到“After all,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 is put upon them”，句子并没有说明女性缺乏“软压力”，并且，该信息并未提及

进入高层的女性成为了头条新闻，故该选项属于无中生有。 

长难句解析 

1. When women do break through to the summit of corporate power—as, for example, Sheryl 

Sandberg recently did at Facebook—they attract massive atten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y remain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解析】句子主干是“they attract massive attention precisely”，when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两

个破折号之间是插入语，该部分是 as 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该从句省略了谓语部分 Sheryl 

Sandberg recently did (break through to the summit of corporate power) at Facebook，其后是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译文】当女性确实突破障碍进入公司权力顶层，如同 Facebook 公司的桑伯格最近做到的

那样，她们会备受关注。因为她们是规则的例外。 

2. If appropriate public policies were in place to help all women—whether CEOs or their 

children's caregivers—and all families, Sandbe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 than any other 

highly capable person living in a more just society. 

【解析】句子主干是“Sandbe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该主句嵌套了一个比较结构，

no more…than…表示全部否定，分词结构 living in a more just society作后置定语修饰名词

person，主干句子前面是 if 引导的虚拟条件句，两个逗号之间属于插入语成分，对 women

进行解释。 

【译文】如果有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帮助所有的女性——不管是首席执行官还是他们孩子的

保姆——和所有的家庭，那么像其他生活在更加公平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那样，桑伯格就没

有新闻报道价值了。 

核心词汇 

corporate a. 法人的；共同的 

governance n. 管理，统治，支配 

overwhelmingly ad.势不可挡地；巨大地 

legislation n. 法律，法规 

mandate n. 授权，命令 

frustration n. 挫败，挫折 

appeal vi.呼吁，强烈请求；诉诸；上诉 

provisions n. 规定，条款；供应品 

reluctance n. 勉强，不愿意 

temporarily ad.暂时地 

全文翻译 

欧洲不是男女平等的天堂。尤其是在公司，除非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参与决策，否则公司

将永远不可能完全有利于家庭生活的。欧洲高层企业管理职位大部分仍然是由男性所占据。

实际上，女性在欧洲公司董事会只占有 14%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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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现在正在考虑立法，从而迫使公司董事会维持一定的女性比例，达到 60%。这项规定

的出台是由于一次挫折。去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雷丁发布了一项自愿行动的号召。雷丁

邀请各公司签名参加支持性别均衡的活动，旨在让女性在董事会占有 40%的比例。但是她

的呼吁被认为是失败之举，只有二十四家公司接受。 

我们是否需要通过定额方式确保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能继续攀登上公司高层职位？ 

雷丁最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定额的方式，但是我喜欢定额所达到的效果。”定

额让人民采取行动：他们打开平等之门，打破女性晋升时的悟性障碍。这在法国和其他国

家都已有成效，这些国家有法律条款规定女性应处于企业高层职位中。 

我理解雷丁的不情愿和她的沮丧。我也不喜欢定额，这与我对有才能的人进行精英管理的

信念背道而驰，即：能者居之。但是，考虑到实现精英式管理时遇到的障碍时，似乎还得

暂时通过命令才能让世界更公平。 

毕竟，四十年的证据已经表明，不管给的“软压力”有多大，欧洲和美国公司正在规避精英

式的选才，拒绝女性进入高层。当女性确实突破障碍进入公司权力顶层，如同 Facebook 公

司的桑伯格最近做到的那样，她们会备受关注。因为她们是规则的例外。 

如果有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帮助所有的女性——不管是首席执行官还是他们孩子的保姆——

和所有的家庭，那么像其他生活在更加公平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那样，桑伯格就没有新闻报

道价值了。 

Part B 

文章分析 

文章选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发表于《卫报》(The Guardian)题为《预算吃紧时如何享用美食》

(How to eat well on a tight budget)的文章。 

本文介绍了人气博客 “the Skint Foodie”的博主托尼对于如何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保证

享用美食。文章题材贴近现实，结构清晰，无过多难句难词，因而较易理解。 

全文共六段，第一段介绍了托尼及其总体观点。第二段至第六段则是给出了五条具体的建

议，每段前空出小标题要求考生填写。 

词句分析 

1. After bills, Tony has ￡60 a week to spend, ￡40 of which goes on food, but 10 years ago he 

was earning ￡130，000 a year working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eating at London's best 

restaurants at least twice a week. 

【词汇】bill：账单；corporate communications：企业公关部 

【分析】句子主干为 Tony has ￡60 a week to spend, but 10 years ago he was earning ￡130，

000 a year and eating…定语从句￡40 of which goes on food 作插入语，修饰限定￡60。现在

分词短语 working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作伴随状语，表示 10 年前的情况。 

【译文】现在，在结清各种账单后，托尼(Tony)只有 60 英镑可用，他把 40 英镑用于食物，

但是 10 年前他在企业公关部工作，年收入达 13 万英镑，每周至少两次光临伦敦最好的餐

厅就餐。 

2. And if you plan properly, you'll know that you only need, say, 350g of shin of beef and six 

rashers of bacon, not whatever weight is prepacked in the supermarket chiller.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词汇】say: 比方说； shin: 小腿，胫部； rasher：咸肉片，火腿片；bacon：咸猪肉，熏猪

肉，培根；prepacked：事先包装好的； chiller：制冷机 

【分析】句子主干为 you'll know that…，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的主干为 you only need 350g 

of…， not whatever…， say为插入语，whatever 引导的从句作 need 的宾语，和 350g of shin 

of beef and 形成对比，if 引导的条件句作整个句子的条件状语从句。 

【译文】如果你计划合适，就会发现，比方说，你需要的仅仅是 350 克牛小腿肉和 6 片培

根，而不是超市冷柜里摆放的那些包装好的不知其重量的货物。 

3. Soon you'll feel comfortable asking if they've any knuckles of ham for soups and stews, or beef 

bones, chicken carcasses and fish heads for stock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ll let you have 

for free. 

【词汇】knuckle：膝关节，肘； ham：火腿，大腿后部；stew：炖菜； carcass：尸体，骨

架； stock：高汤； more often than not ：多半，往往； free：免费的 

【分析】句子主干为 you'll feel comfortable，现在分词 asking…引导宾语从句表示 ask 的内

容。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前边的并列名词 knuckle, beef bone, chicken carcass。 

【译文】很快你会发现自己很轻松地问他们是否可以给你一些猪腿骨头做汤或者炖菜，或

者是否有些牛骨、鸡架或者鱼头等让你回家熬汤，他们往往会免费送给你的。 

解题策略 

文章首段发现最后一句话为：Here's his advice for economical foodies(这里有一些经济型吃

客的建议)从而判断出文章剩下段落为具体的建议，第一段其余信息则为对 Tony的介绍，

而且第一段没有设问，因此可略读。之后精读各段，抓住关键信息，然后与所给的 7 个选

项逐一对应，最终得出答案。 

题目分析 

41. 

【答案】F 

【考点】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首句 Impulsive spending isn't an option, so plan your week's menu in 

advance…(冲动消费不是好主意，因此提前计划好一周的菜单)so 代表结论，为关键句，段

落后也没有其他转折词，本段其余内容为对于 plan 的具体操作和影响。因此这句话表达了

本段的中心意思。so 后所给的建议是 plan your week's menu，动词 plan 为谓语中心词。对

应 7 个备选项中，F项“Planning is everything”(计划是一切)符合本段中心意思，答案为 F。 

42.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解析】第三段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主要解释超市购物的好处，即不需要为自己购买很少

量的物品而倍感尴尬，第三句话则说 “if you plan properly, you'll know that you only 

need，…not”(如果你计划合适，就会发现，比方说，你需要的仅仅是……，而不是……)，

本句把所需要的量和超市冷冻柜已包装好的物品的量进行对比，强调如果计划好，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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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合适的量。因此对比备选项后发现，C 项 Stick to what you need(坚持自己所需)表达此

意，而且 what you need 和文章中的 you only need 为相同含义。因此 C 项为正确选项。 

43. 

【答案】G 

【考点】细节题 

【解析】第四段第二句的 that's not good enough 意为“这还不够”，属于语义上的隐性转折，

因此本段重点在最后一句。Planning ahead should eliminate wastage, but if you …(提前计划好

可以避免浪费，但是如果家里有多余的蔬菜，可以做成蔬菜汤，那些可能会坏掉的水果可

以当成食材做饭或者榨成果汁。)but 前表示避免浪费的一个方法即：提前做好计划，but 后

是更具体的方法即充分利用多余的食材，但 but 前后说的内容都是关于如何避免浪费的。

因此比对备选项后，发现 G 项的 waste 和本段的 wastage 是同一单词的不同形式，而且是

对 but 后内容的抽象总结描述。因此判断 G 项 waste not，want not(不浪费就不匮乏)是正确

的。 

44.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解析】第五段第一句 Everyone says this, but it really is a top tip for frugal eaters.this 和 it 指

代为 44 题缺失的小标题内容，因此本句其实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重点信息在后。第二句为

祈使句，祈使句多是表达作者观点的重要句子。Shop at butchers, delis and….(经常在肉店，

熟食店和鱼店买东西，即使小东西也在这些地方买，并且表现得很友好。)他给出两条建议：

1.常在某些店买东西；2.表现出友好。之后第三句则表示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因此本段的核

心句为第二句。在比对几个备选项后发现 A 项 Shopkeepers are friends(店家是良友)和第二

句中的 “be friendly”形成同义替换。因此 A 项为正确答案。 

45.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解析】最后一段首句出现 but，表示后半句为重点。前半句表示的是：不会经常下馆子，

后半句表示的是偶尔在外吃饭犒劳自己，并给出了如何存下零钱来做到此事。对比几个备

选项后发现 B 项 Remember to treat yourself(勿忘款待自己)中的 treat 和第一句的 once every 

few months treat yourself to a set lunch at a good restaurant(每几个月让自己可以去一家美味的

餐厅吃一次套餐)中的 treat为原词复现。因此判断出 B 项为正确答案。 

全文翻译 

托尼在自己人气很旺的博客“贫穷老餮”中记录了他是如何平衡对美食的狂热与自己尚需靠

救济金生活的窘境。现在，在结清各种账单后，托尼只有 60 英镑可用，他把 40 英镑用于

食物，但是 10 年前他在企业公关部工作，年收入达 13 万英镑，每周至少两次光临伦敦最

好的餐厅就餐。之后，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职业垮掉，而且酗酒愈发严重。“社区的精神

护理人员救了我。当人们如此热情地回复我的博客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我再次感到自己

被他们拯救了。它让我感到自己被认可并重获自信。”现在他住在委员会提供的房子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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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忙于回复来自各个文学机构给出的工作邀请。尽管现在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他还

是坚持写博客。不是写如何尽可能吃得便宜，而是写如何精打细算并吃得好。他说“有那多

么人处境更遭，他们的钱几乎不够吃饭。” 

[F]计划是一切 

冲动消费不是好主意，因此提前计划好一周的菜单，列出食物原材料购物单，并且列出所

需的精确数量。我有一个表格模板，可以填写预定的每周的一日三餐。别笑，这个不仅仅

能为您省钱，更能帮助您平衡饮食。另外还建议大家每天购物而不是每周购物，因为人的

天性使然，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偶尔会想改变主意的。 

[C]坚持自己所需 

这就是超市的好处了，它能让你隐藏起来(不管你买什么，买多少都无人注意)。有了超市

及它能让你不被注意的特性，你就可以避免在菜摊一次只买一个小红萝卜的尴尬。如果你

计划合适，就会发现，比方说，你需要的仅仅是 350 克牛小腿肉和 6 片培根，而不是超市

冷柜里摆放的那些包装好的不知其重量的货物。 

[G]不浪费就不匮乏 

你也许会很骄傲地说自己的冰箱里只有一些冻青豆，但这还不够。我的冰箱里装满了吃剩

的食物，面包、高汤、肉和鱼。提前计划好可以避免浪费，但是如果家里有多余的蔬菜，

可以做成蔬菜汤，那些可能会坏掉的水果可以当成食材做饭或者榨成果汁。 

[A]店家是良友 

每个人都这样说，但是这个对节俭的食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建议。经常在肉店、熟食店

和鱼店买东西，即使小东西也在这些地方买，并且表现地很友好。很快你会发现自己很轻

松地问他们是否可以给你一些猪腿骨头做汤或者炖菜，或者是否有些牛骨、鸡架或者鱼头

等让你回家熬汤，他们往往免费给你的。 

[B]勿忘款待自己 

你不会经常在外下馆子的，要是把零钱省下来，每隔几个月让自己可以去一家美味的餐厅

吃一次套餐。比如说连着三个月每周存 1.75 英镑，那一共就能存 21 英镑，这些钱足够你

在米其林星级杨梅餐厅吃一顿有三道菜的午餐套餐，有 16.95 英镑，你可以花 12.99 英镑到

达美乐餐厅买一个大比萨：我知道自己更想吃哪一个。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重点详解 

I can pick a date from the past 53 years and know instantly where I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news and even the day of the week. 

【考点】宾语从句；并列结构 

【解析】① 句子主干为 I can pick a date…and know… 

② …know instantly where I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news andeven the day of the week. 

这是一组并列结构作宾语。宾语部分为黑体的 where 从句和斜体部分 w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

以及 and 后的名词词组部分。 

【词汇】instantly ad.立刻；马上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译文】从过去的 53 年间任选一天，我能立刻回想起当时我身在何方、当天新闻中发生何

事、甚至那天是周几。 

I can recall the day my grandfather died and the sadness I felt when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day before. 

【考点】省略引导词的定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 

【解析】① 句子主干为 I can recall the day…and the sadness… 

② 句中黑体部分中有两句省略了引导词的定语从句。一是 the day (when) my grandfather 

died，另一个是 the sadness (that/which) I felt。定语从句关系词在从句中作宾语时可以省略。 

③ I felt when we…中，斜体部分为 when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对 the sadness I felt 进行修饰。 

【词汇】recall v．回忆起，回想起 sadness n．悲伤 

【译文】祖父去世那天的情景和之前那天我去医院看望他时的伤心欲绝都历历在目。 

I also remember that the musical play Hair opened on the Broadway on the same day—they both 

just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考点】宾语从句；破折号的使用 

【解析】① 句子主干为 I also remember that…。该句中斜体部分 that 引导宾语从句，从句

中 the musical play Hair 为主语，opened 为谓语动词，on the Broadway和 on the same day分

别是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 

② 破折号后面的 they指代前两句话的内容，表示同一天发生的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件，突出

前面提到的好记性并未使我的情感体验更鲜活生动。 

【词汇】Broadway n．百老汇 musical a．音乐的，乐曲的 pop v．突然出现 

【译文】我也还记得当天音乐剧《毛发》在百老汇开场演出。 

这两件事都以同样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 

全文翻译 

从过去的 53 年间任选一天，我能立刻回想起当时我身在何方，当天新闻中发生何事，甚至

那天是周几。自从 4 岁起，我就具备这种能力。 

我从不会因大脑吸取信息量过大而感到难以承受。我的大脑似乎可以处理它们，并将其有

序地存储于大脑中。每当忆及忧伤往事，和其他人一样，我会尽量将其搁置一旁。我不认

为因为我的记忆更为清晰，自己就比其他人更难做到此事。好记性并没有让我的情感体验

更鲜活生动。祖父去世那天的情景和之前那天我去医院看望他时的伤心欲绝都历历在目。

我也还记得当天音乐剧《毛发》在百老汇开场演出。这两件事都以同样的方式跃入我的脑

海。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要求写作体裁是一个通知或告示。分析题目指令时我们不能忽视的信息有以下几

点： 1.号召组织班级内部的慈善活动；2.该活动的具体细节内容；3.鼓励性质；4.电子邮件

的格式。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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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My dear classmates,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O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4th, 2013, namely, this Friday 

night, we will hold a charity sale at the school auditorium in the purpose of helping the children 

who need help. 

Those kids who come from remote areas lack proper and fine education. Our assistance can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even may change their destinies. Some stars, local industrial bosses and all 

the staff of our school will attend the activity. 

I trust that everyone has a kind heart and believe that our help can really make a big 

differ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nes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seeing you on time.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注：电子邮件的格式可以采用“齐头式”，即由于换行方便而每行开头都以顶头的格式对

齐。) 

译文 

亲爱的同学们： 

请注意！2013 年 1 月 4 号，即本周五晚，在学校礼堂将举办一场慈善义卖活动，旨在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缺少良好的教育。我们的绵薄之力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甚

至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些明星、当地企业总裁和全校职工届时将莅临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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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副热心肠，并且相信我们的帮助定能有一番改变。非常感谢大家

的热心帮助并希望您能准时参加。 

真诚的 

李明 

靓词 

namely ad.也就是，即 

charity n. 慈善；施舍物 

auditorium n. 礼堂，会堂 

remote a. (时间上)遥远的；远程的 

proper a. 适当的，相当的，正当的 

assistance n. 帮助，援助 

destiny n. 命运 

in the purpose of 以……为目的 

make a big difference 使事情有所不同 

佳句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析】引起大家注意。这是布告首要的任务。 

O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4th, 2013, namely, this Friday night, we will hold a charity sale at the 

school auditorium in the purpose of helping the children who need help. 

【析】所有信息，即时间、地点、目的，都包含在一个整句中，值得模仿。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nes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seeing you on time. 

【析】先表达感谢之情，再提出对与会人员的期望，句型简单对称，语义一举两得。 

Part B 

审题 

该图反映的是大学生群体在不同年级阶段的兼职人数变化情况。随年级递增兼职人数也同

时递增的情况是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的。大学生兼职情况较为普遍(大学一年级时就有过半学

生选择兼职)，随年级增高且呈现人数增多的现象。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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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The bar chart shows the general tren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otake parttime jobs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ir college life. Seeing from the chart,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bout 

66.77% take a parttime job at their first year. And the proportion increases slightly year by year, 

till the last year, the proportion reaches the maximal number, surging to 88.24%. 

There are basically three reasons behind this trend. To begin with, most students are eager to take 

a parttime job in the purpose of earning some money, which can ease their parents' burden. 

Besides, they can acquire more experience before officially entering the society. And with more 

experience, they can easily get a job compared to those who do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Finally, 

they can not only turn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to the application, but also learn more which they 

cannot obtain from their books. 

In my view, getting a parttime job is a good practice. However, the major task of students is still 

the study. They should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academic life and their working life. 

译文 

该柱状图反映了兼职大学生数量在不同阶段的总体情况。该表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大

约 66.77%，在第一学年做兼职工作。且这一比例逐年递增，直到最后一学年，数值达到最

大值，为 88.24%。 

这一趋势的形成基本上有三个原因。其一，大多数学生渴望获得兼职，是为了挣点小钱，

为父母减轻负担。其二，他们可以在正式步入社会前获得更多的经验。与那些没有经验的

人相比，有更多的经验可使他们更容易得到一份工作。最后，他们不仅可以将所学转化为

应用，还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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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兼职是一个不错的实践。然而，学生的首要任务依旧是学习。他们应该在学术

生活和工作生活中取得平衡。 

靓词 

proportion n. 比例；部分 

slightly ad. 些微地，轻微地 

maximal a. 最高的，最大的 

surge v. 激增 

ease v. 减轻，缓和 

acquire v. 获得；取得 

officially ad. 正式地 

application n. 应用；申请 

obtain v. 获得 

academic a. 学术的；理论的；学院的 

佳句 

The bar chart shows the general tren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take parttime jobs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ir college life. 

【析】第一个画线句子是词类图表作文比较典型的开场白，可以清楚地表明图表的意图。

第二个画线句子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university students. 

Finally, they can not only turn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to the application, but also learn more 

which they cannot obtain from their books. 

【析】该句是由 not only…but also…引导的一个并列句。这个句子也可以改成：Finally, 

they can not only turn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to the application, but simply learn more which they 

cannot obtain from their books as well.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文是一篇以人物介绍为中心的说明文。讲述了身为草根的 G.I. Joe，成长为美国对外战争

中一名战斗勇士。第一、二段介绍了一个普通人 G.I. Joe 的生活背景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从而获得美国政府的奖励。第三段指出 G.I. Joe 为代表的普通士兵们对

和平和安定的平民生活的渴望。 

试题解析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foreigners see G.I. Joe as a mindless war toy，the symbol of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ism, but that's not how it used to be.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__1__in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 they liberated, the G. I. was the__2__man grown into hero，the poor farm 

kid torn away from his home，the guy who__3__all the burdens of battle，who slept in cold 

foxholes, who went without the__4__of food and shelter，who stuck it out and drove back the 

Nazi reign of murder. This was not a volunteer soldier, not someone well paid，__5__an average 

guy，up__6__the best trained，best equipped，fiercest，most brutal enemies seen in centuries. 

【译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外国人将 G.I. Joe 视为毫无头脑的战争玩偶，看作美国军

事冒险主义的象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参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人们，和那

些在战争中获取自由的人们而言，G.I.只是一名普通人，一名在战争中成长的英雄。起初

他只是一名被迫离开家园的贫穷农场男孩，后来他承担起了所有的战争重负。他曾睡在冰

冷的散兵坑中，他曾顽强地坚持在没有食物和住所的艰苦生存条件中，他在残酷的战争中

坚持到底并击退了纳粹统治的杀戮。他不是志愿兵，也没有高薪待遇，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抵抗着几个世纪以来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最凶猛和最残忍的敌人。 

1. 

[A] performed 执行，完成 

[B] served 为……服务，招待 

[C] rebelled 反叛，反抗 

[D] betrayed 背叛，出卖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__1__in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 they liberated。空格中需要填入一个动词，该动词所在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其先行词

the men and women, 由定语从句中 the people they liberated…意为“被他们解放的人”，再结

合前面 World War II，可判断出答案应为 B 项 served。serve in the war 意为“服兵役，当兵”。 

【命题思路】本题根据上下文语义信息做出判断，同时也考查对相近含义词汇的辨析。 

【干扰排除】纵观四个选项都是动词，所以就要分析词义，如果不认识这几个词，此题的

难度就会变大。A 项 perform 作及物动词时多为“履行，完成”，后面需要带宾语，其次带入

句中意为“二战中执行的男男女女”，执行什么不得知，可以排除。C 项 rebel带入句中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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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反抗的男男女女”，意思和下文无法衔接。D 项 betray带入句中意为“二战中背叛的

男男女女”，也排除。 

2. 

[A] actual 真实的，实际的 

[B] common 普通的，一般的 

[C] special 特别的，专门的 

[D] normal 正常的，正规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G.I. was the__2__man grown into hero。grown into hero 意

为“成长为英雄”，是分词短语作定语修饰限定前面的 man。判断该题答案，应以该句后面

一句为线索 the poor farm kid torn away from his home 意为“被迫离开家园的贫困农场男孩”，

由此可判断出答案应为 B 项 the common man“普通人”。G.I.是一个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英

雄。 

【命题思路】主要考查对意思相近词汇的辨析能力。这类题出现越来越频繁，值得考生注

意。 

【干扰排除】A 项 actual 意为“真实的，实际的”，强调事实，如 actual fact；放在此处为真

实的人，与句意不符。C 项 special“特别的”，文中 G.I.出身贫寒，非权非贵，故排除。D 项

normal 意为“正常的”，主要强调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与文中意思不符，也排除。 

3. 

[A] bore 承受，承担 

[B] cased 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C] removed 移动，移除 

[D] loaded 装载，加载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who __3__ all the burdens of battle，是修饰限定 the guy的定

语从句。该空需要一个动词，作定语从句的谓语。由该空后面的 burdens 可判断，该空选

A 项 bear 的过去式 bore。bear burden，意为“承受负担”。 

【命题思路】这类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单词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意思相近词汇的辨析能力。还

需要考生对文章的逻辑关系做出判断，选择符合搭配习惯的选项。 

【干扰排除】该句意为这个男子承担战争的重负。B 项 eased 意为“缓解”。C 项 remove 意

为“移除”，该句后面所有信息都表明经受战争磨难，所以 ease, remove 都不合适。D 项 load

为“装载，加载”，后面一般跟货物，故排除。 

4. 

[A] necessities 必需品 

[B] facilities 设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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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mmodities 商品，日用品 

[D] properties 性能，财产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who went without the__4__of food and shelter。of food and 

shelter 是该空所需填入词的后置定语。food and shelter 意为“食物和住所”，可判断出该空答

案为 A 项 necessities“必需品”。 

【命题思路】其他选项经常会以近义词的形式干扰考生。近义词或形近词常常会构成强干

扰项，这就需要考生平时多留心区别应用这些词汇。 

【干扰排除】B 项 facilities 指器材，一般为大型器材，如健身器材。 C 项 commodities 特指

商品和日用品，为集合名词，是各种商品、产品的总称。D 项 properties 指财产或某物的性

质。这三个选项放在此处明显偏离题意，故排除。 

5. 

[A] and 和，与 

[B] nor 也不是，也没有 

[C] but 但是，而且 

[D] hence 因此 

【答案】C 

【考点】逻辑关系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is was not a volunteer soldier，not someone well paid，

__5__an average guy。not…but….意为“不是…而是…”。该句意为“这不是一名志愿兵，也

没有优厚待遇，而是一个普通人”。答案选 C 项。 

【命题思路】此处考查连词的使用，判断句与句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常见的逻辑关系有

并列、转折、递进等。这种题型经常出现，需要考生对连词有一定的掌握。 

【干扰排除】A 项 and 起并列连词作用，故排除。B 项 nor 继续否定，后面所说的应和上文

同义，但是下文与上文明显意思不一致，故排除。D 项 hence 是表示结果的连词，这里并

没有体现因果关系，故排除。 

6. 

[A] for 为了，因为 

[B] into 到……里，深入……之中 

[C] from来自于…  

[D] against反对的，反抗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up__6__the best trained，best equipped，fiercest，most brutal 

enemies seen in centuries。由所需填入词后面的信息：训练最有素、装备最精良、最凶猛和

最残忍的敌人，尤其是关键词 enemies 敌人，可判断出该题答案为 D 项 against。意为“反抗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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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考查介词的使用。需要考生掌握介词的用法以及介词和动词的搭配。 

【干扰排除】此处考查固定搭配，up against sb./sth.“起身反抗某人/某物”。其他介词一般与

up 搭配会有一个动词。A项 for“为了”后面跟对象或者原因，如 go up for“追求……”。 

His name is not much.G.I.is just a military abbreviation__7__Government Issue，and it was on 

all of the articles__8__to soldiers. And Joe? A common name for a guy who never__9__it to the 

top. Joe Blow, Joe Palooka, Joe Magrac …a working class name. The United States has__10__had 

a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of state Joe. 

【译文】他的名字并没有过多特殊含义。G.I.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缩写词，全称是

Government Issue(军用品)，这个标识在分发给士兵的所有物品上都可以看到。那么 Joe 呢？

这只是一个的普通人的名字，一个不带有任何功名利禄色彩的名字。Joe Blow、Joe Magrac

等等，也都只是工薪阶层的名字。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国务卿从来没有名字是 Joe 的。 

7. 

[A] meaning 意味着 

[B] implying 意味着，暗示着 

[C] symbolizing 象征，代表 

[D] claiming 声称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G.I.is just a military abbreviation __7__ Government Issue。

military abbreviation 意为“军事用语缩写”，可推断出 Government Issue 是 G.I.的全称。由选

项可知，该空语法结构是动词 ing 形式作定语，修饰空格前面部分。根据题意应选 A 项。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近义词辨析。此类题占的比例比较大，需要考生平时多积累。 

【干扰排除】Government Issue 是对 G.I.的解释说明，既无象征意思也无隐含意思。所以 B

项和 C 项排除。D 项意为“声称”，放在这里意思不符，也排除。C 项是强干扰项，但

symbolize 强调象征意义。例：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symboliz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 

8. 

[A] handed out 分发，分给 

[B] turned over 把……反过来，移交给 

[C] brought back 带回来 

[D] passed down 遗传，传下来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nd it was on all of the articles__8__to soldiers。根据所给选项，

可判断出所需填入词是动词 ed 形式作后置定语，用来修饰限定前面的 articles。四个选项中，

只有 A 项符合题意，意为“它(这个标识)出现在所有分发给士兵的物品上面”。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词组搭配。需要考生平时积累固定词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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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D 项 passed down 是强干扰项，意为“遗传，传下来”，指遗产、某种风俗习惯

或者传奇故事的流传，排除该项。B、C 两项用在此处意思不符，故排除。 

9. 

[A] pushed 推动，推进 

[B] got 获取，得到 

[C] made 使得 

[D] managed 设法，努力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nd Joe? A common name for a guy who never__9__it to the top. 

who never__9__it to the top 是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a guy。to the top 在本文中可理解为“获得

最高军事头衔”。make it 意为“成功，设法到达”。例：he has made it as a poet.他最终成为一

名成功的诗人。答案选 C 项。 

【命题思路】一些习惯用语需要考生在平时多积累。这些惯用语在不同语境也会体现不同

意思，如 get it？可以表示“拿到了吗？”也可以表示“明白了吗？”。 

【干扰排除】A 项 push it 为“推向前”，语义不符。B 项 got it“得到”，意思不符。D 项

managed it，manage(to)含有强调千方百计努力都未能成功的消极语义，与文中意思不符。 

10. 

[A] ever 曾经，永远 

[B] never 从没有，绝不 

[C] either 两者之中任一的 

[D] neither 两者都不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United States has__10__had a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of state Joe.根据上文中提到的“Joe 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工人阶层普通人的名

字”。空格所在句意为“一位名为 Joe 的总统，副总统或国务卿”。上、下文语义矛盾，所以

可判断出，该句空格处需填入一个表示否定含义的词。neither 也表否定，但指两者都不，

不符合题意，答案选 B 项 never“从没有，从来不是”。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的是语义逻辑及语法搭配。 

【干扰排除】either…or…和 neither…nor…，都仅限于两者间搭配使用，而此句提到总统、

副总统和国务卿三者。此外，neither 后面接 nor，而非 or。因此 either、neither 项都可排除。

根据句意，该句 “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国务卿从来没有名字是 Joe 的”，此句表达否定的

意思，所以也排除 A 项。 

G.I. Joe had a__11__career fighting German，Japanese, and Korean troops. He appears as a 

character, or a __12__of American personalities, in the 1945 movie The Story of G.I. Joe, based 

on the last days of war correspondent Ernie Pyle. Some of the soldiers Pyle__13__portrayed 

themselves in th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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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G.I. Joe 有着非同寻常的战争经历，他曾与德国、日本和朝鲜军队作战，在 1945

年的名为《美国大兵乔的故事》的电影中，他作为一个角色出现，作为一个集中了美国人

性格的人物出现。该电影是根据战地记者 Ernie Pyle 在战争后期的报道拍摄而成的。 

11. 

[A] disguised 假装的，伪装的 

[B] disturbed 扰乱的 

[C] disputed 有争议的 

[D] distinguished 著名的，卓越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 G.I. Joe had a__11__career fighting German，Japanese, and 

Korean troops.所需填入词用来修饰后面的 career“事业”，现在分词短语 fighting German，

Japanese, and Korean troops 作后置定语，同样修饰 career。由此可推断出，G.I. Joe 作为一

个美国大兵，参加过许多战争，非同一般。答案选 D 项。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的是形近词辨析。形近词的重要性已反复强调。 

【干扰排除】形近词的辨析常常构成强干扰。A 项 disguised“假装的，伪装的”，B 项

disturbed“被扰乱的”，C 项 disputed“有争议的”，皆为干扰项。意思均不符合上下文语义，

故都排除。 

12. 

[A] company 公司，同伴，陪同 

[B] collection 收集，聚集 

[C] community 社区，团体 

[D] colony 殖民地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He appears as a character, or a__12__of American personalities 

in the 1945 movie The Story of G. I. Joe.该句意为“他是 1945 年名为《美国大兵乔的故事》电

影中的角色”。American personalities 意为“美国人的性格”。该句表达的是，此角色体现了

美国人性格特点的集合。只有 B 项符合题意，a collection of 意为“集……为一体的”。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语义辨析和词组搭配。 

【干扰排除】A 项 company“公司；陪伴”，C 项 community“社区团体”，D 项 colony“殖民

地”，与原文意思不符，均排除。 

13. 

[A] employed 雇用 

[B] appointed 任命 

[C] interviewed 采访 

[D] questioned 询问，怀疑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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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Some of the soldiers Pyle__13__ portrayed themselves in the 

film.由上文 a war correspondent, 可知 Pyle 是一名战地记者。本句中主语是 some of the 

soldiers，谓语是 portrayed “描述”。Pyle__13__作主语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some of the 

soldiers。根据上文给出 Pyle 战地记者的身份信息，可判断此题答案为 C 项 interviewed“采

访”。意为“Pyle 采访过的那些士兵”。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语义逻辑和词义辨析。A、B 两个选项词义相近，C、D 两个选项词

义相近。 

【干扰排除】此处干扰项主要是 D 项 questioned。D 项除了“提问题”之外还有“质疑”的意思，

用在这里不合适。A 项 employed 意为“雇用”，B 项 appointed 意为“任命”，均不符题意，故

排除。 

Pyle was famous for covering the__14__side of the war, writing about the dirtsnowandmud 

soldiers, not how many miles were__15__or what towns were captured or liberated, his 

reports__16__the “willie” cartoons of famed Stars and Stripes artist Bill Maulden. Both 

men__17__the dirt and exhaustion of war, the__18__of civilization that the soldiers shar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ivilians: coffee, tobacco, whiskey, shelter, sleep.__19__Egypt, France, and a 

dozen more countries, G.I. Joe was any American soldier，__20__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ir lives. 

【译文】Pyle 采访过的一些士兵在电影中描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Pyle 以报道战争中

人性的一面而闻名，他报道了满身是泥和雪的士兵，而不是他们的行军速度和攻占或解放

了什么城镇。他的报道与著名的《星条旗报》的艺术家 Bill Maulden 的漫画“Willie”相似。

这两个人都强调了战争的阴暗面及劳民伤财，认为这只不过文明的幻想，即士兵之间以及

士兵与平民之间互相分享咖啡、土豆、威士忌、住所和睡眠。对埃及、法国和其他十几个

国家而言，G.I. Joe 是任何一位美国士兵，在那个时期中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14. 

[A] ethical 伦理的，道德的 

[B] military 军事的，军队的 

[C] political 政治的 

[D] human 人类的，人性化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Pyle was famous for covering the__14__side of the war, writing 

about the dirtsnowandmud soldiers.根据下文信息，Pyle 描写的是满身粘着雪和泥土的士兵，

而不是他们攻占或解放了多少城镇，可推断出这里表述的是，Pyle 因报道战争的人性面而

闻名。所以该题答案为 D 项 human“人类的，人性化的”。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考生对文章上下文的理解，这也是完形填空题型的特点之一。每一

选项不仅仅和该题所在句有关系，也要联系上下文给出的信息来判断、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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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B 项 military“军事的”和 C 项 political“有关政治的”和原文意思相去甚远，排

除。A 项 ethical是“伦理的，道德的”，文中没有体现这方面的内容。Pyle 所报道的是满身

粘着泥和雪的士兵，更加关注人的方面。 

15. 

[A] ruined 毁灭，使破产 

[B] commuted 乘车上下班，减轻(刑罚等) 

[C] patrolled 巡逻，巡查 

[D] gained 获得，增加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not how many miles were__15__or what towns were captured or 

liberated, 接上文含义，可判断出这里表达意思是 Pyle 所要描写的不是行军了多少公里，攻

占或解放了多少城镇。 空格处词汇应与后面的 captured 和 liberated 同义，又要与 miles 形

成动宾搭配。D 项 gained 为及物动词，不仅可用于被动语态，且与 miles 形成搭配。 

【命题思路】此题主要考查词义辨析和搭配，需要考生根据逻辑关系和语义搭配来判断答

案。 

【干扰排除】A 项 ruined“破坏”，破坏的东西应该是实物，而不是长度。B 项 commuted“通

勤/乘车往返两地”，常用作不及物动词。C 项 patrolled“巡逻，巡查”，常连接具体空间地点

而非长度单位 miles。 

16. 

[A] paralleled 与……相似，比得上 

[B] counteracted 抵抗，抵消 

[C] duplicated 复制，使加倍 

[D] contradicted 反驳，否定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His reports__16__the “willie”cartoons of famed Stars and Stripes 

artist Bill Maulden.该句后面一句开头 Both 为关键词，表明“两者都……”的含义，可推断出

本句中所提到 his reports 和 the “willie” cartoons 有相似点、共同点。四个选项中只有含 A 项

有“和……相似”的含义。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上下文的理解。 

【干扰排除】下一句开头 both 一词可提示两者是有共同点的。C 项 duplicated 意为“复制”，

有一定的干扰性，但显然报道与漫画两者之间无法复制。 B 项 counteracted“抵抗，抵

消” 和 D 项 contradicted“反驳，否定”都含有“与……相反”之意，不符合上下文信息，故排

除。 

17. 

[A] neglected 忽视 

[B] avoided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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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mphasized 强调 

[D] admired 钦佩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oth men__17__the dirt and exhaustion of war。 根据上文提到

的，Pyle 的报道重点在于报道战争中人的一面，再理解本句意为表述两个人的共同点，可

判断两个人都更多关注士兵，或者说两个人的作品都以士兵在战争中的艰辛为重点。由此

可判断出，答案选 C 项，两个人都强调战争的阴暗面，战争的后果——耗尽财力、劳力。 

【命题思路】本题仍旧考查对文章上下文信息的理解。同时也考查对词汇的辨析。 

【干扰排除】根据上下文，两个人都反对战争，所以本题所在句不可能是表达 A 项

neglected“忽视”战争的非人道，或者 B 项 avoided“避免”战争的非人道，更不可能是 D 项

admired“钦佩”战争的非人道，故都排除。 

18. 

[A] stages 阶段 

[B] illusions 幻觉，幻想 

[C] fragments 部分，片段 

[D] advances 发展，前进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the__18__of civilization that the soldiers shar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ivilians: coffee, tobacco, whiskey, shelter, sleep.由上文中提到士兵在战争中遭遇

的艰辛和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可推断中本句所描述的咖啡、土豆、威士忌等都是各地文

化的部分。四个选项中只有 C 项 fragments 有“碎片，片段”的含义，故正确答案为 C 项。 

【命题思路】句内结构分析及语义逻辑。 

【干扰排除】A 项 stages 意为“阶段”，B 项 illusions 意为“幻觉，幻想”，D 项 advances 意为

“前进”，均语义不通。 

19. 

[A] With 和……一起，随着 

[B] To 对于，为了 

[C] Among 在……之中 

[D] Beyond 超过……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__19__Egypt, France, and a dozen more countries。联系本文背

景，这些美国大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击退纳粹，可判断出，此空应填 to, 意为“对

于这些埃及人、法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来说。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考生对介词的掌握。英语中介词较多，不同介词表达不同的含义，

一些介词可表原因，如 for; 一些表对象，如 to; 一些表伴随，如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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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A 项 with“和……一起，随着”通常用来引导伴随状语。C 项 among“在……之

中”，后面要跟包含三个以上的名词。D 项 beyond“超过……”也不符合上述句法结构，也排

除。 

20. 

[A] on the contrary 与……相反 

[B] by this means 用这种方法 

[C] from the outset 从一开始 

[D] at that point 就那点(方面)来说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G.I. Joe was any American soldier，__20__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ir lives.同 19 题一样，要联系文章所给出的背景信息解答本题，美国大兵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世界许多国家人民获得自由，这些国家的人对美国大兵都心怀感

激。 本题答案为 D 项，意为“从那方面来说，Joe 这个名字代表着所有的美国大兵，他们是

这些国家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命题思路】此题考查的是介词短语。同时选择正确答案还需结合上下文逻辑关系。 

【干扰排除】空格所需填入词同其后面的部分是前面 any American soldier 的同位语，用来

补充说明 any American soldier，所以在逻辑上应该是承前的。A 项 on the contrary表相反的

含义，一般用来表转折的逻辑关系，故排除。B 项 by this means“用这种方法”和 C 项 from 

the outset“从一开始”都不符合上、下文语义，也排除。 

核心词汇 

brutal a. 野蛮的，残忍的，严酷的 

capture vt. 俘虏，捕获，夺得 

civilization n. 文明，开化，教化 

civilian n. 平民，百姓 a. 百姓的，民用的 

correspondent n. 通信者，相当物，相似物 

exhaust vt. 使筋疲力尽，用光，耗尽，详尽论述 

liberate vt. 解放，使获自由 

military a. 军事的，军用的 n. 军队，武装力量 

portray vt. 描绘，描述，扮演 

长难句分析 

1.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d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 they liberated, the 

G．I． was the common man grown into hero， the poor farm kid torn away from his 

home， the guy who bore all the burdens of battle，who slept in cold foxholes, who went without 

the necessities of food and shelter, who stuck it out and drove back the Nazi reign of murder. 

【分析】该句难点在于句子过长且从句很多，但细辨即可知句子主句很简单，其他部分皆

是扩展。状语从句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d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 they 

liberated 中 who 引导了一个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the men and women，who 在从句中作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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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语是 served，后面的 they liberated 修饰先行词 people。该句省略了关系连词 whom，补全

为 the people whom they liberated, whom 作宾语指代 people。主句很长，但基本的结构是简

单的主系表结构，即 the G. I. was the common man.后面的 grown into hero 中 grown 是过去

分词，修饰 man。the poor farm kidtorn away from his home 中 the poor farm kind 是 common 

man 的同位语，torn away from his home 中 torn 是过去分词修饰 the poor farm kid。The guy

后面跟了四个由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who 在其中皆作主语，指代 the guy。 

2. He appears as a character, or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personalities，in the 1945 movie The 

Story of G.I. Joe , based on the last days of war correspondent Ernie Pyle. 

【分析】该句的主要结构是主谓宾结构，主要成分是 He appears as a character, or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personalities. appear as 意为“作为……出现”。后面，in the 1945 movie 

The Story of…作 appear 的地点状语，意为出现在名为《美国大兵乔的故事》的电影中。

based on the last days of war correspondent Ernie Pyle 是过去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用来修饰前

面的电影 The Story of G.I. Joe，因为后置定语过长所以用逗号隔开，意为“这部电影基于战

地记者 Ernie Pyle 最后的日子拍摄而成的”。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2011 年 7 月 10 日一篇题为 L.A. Unified's 

Faulty Approach to Homework (《洛杉矶对家庭作业的错误处理方法》) 的文章。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主要围绕 Los Angeles Unified(洛杉矶联合学区)所制定的一项关于家庭

作业的新政策展开话题。文章第一段介绍了这一新政策颁布的背景和内容。第二段指出该

政策目的不明确且自相矛盾，表达了对该政策的不满。第三、四段进一步指出该政策存在

的问题及弊端。第五段提到如果校董事会能暂缓实施这项关于家庭作业的政策，洛杉矶联

合学区修正其作业规定还为时不晚。 

试题解析 

21. 根据文章首段，目前家庭作业________。 

[A] 正受到更多的批评 

[B] 不再是一项教育举措 

[C] 不是高级课程所需要的 

[D] 正受到更多的青睐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锁定第一段，从而在理解文章具体细节信息的

基础上能够判断出人们对于目前家庭作业所持有的立场。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Paragraph 1”和“nowadays homework”定位到首句。题干的

nowadays 对应该句后半句中的 in recent years，因此可推出所选答案则应该是对家庭作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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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否定的信息，A 项是否定信息，并且是对原文信息“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scorned”的同义

替换，故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B 项根据“educational courses”定位到该段第二句，原文提到的是“revise”，意

为“改变”，而没有表达取消家庭作业的想法，为过度推断。C 项根据“advanced courses”定

位到该段第三句，暗示了高级课程中家庭作业的比例仍然没变，C 项内容和文章表述相反。

D 项的“more preference”表明人们对家庭作业的态度是正面的，文中则指出“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scorned”，是明显的负面态度，D 项属于正反混淆。 

22. 洛杉矶联合学区制定这项关于家庭作业的规定主要是因为贫困学生________。 

[A] 往往对教育的期望值不高 

[B] 已经要求采用不同的教育标准 

[C] 在完成家庭作业时可能有困难 

[D] 已经表达了他们对家庭作业的抱怨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二段具体信息进行锁定，本题主要考查

考生对于上下文逻辑关系的理解。 

【直击答案】基于题干内容，结合出题顺序和行文顺序一致的原则，可初步定位至第二段

首句。题干信息“made the rule about homework mainly because”和该句“This rule is meant 

to(规定的目的)”相对应，“poor students”则和该句的“students from impoverished or chaotic 

homes”相对应，所以正确选项应该表达“这些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可能有困难”，故 C 项

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与本文主题 homework 无关，属于无中生有。B 项干扰信息来自本段最后

一句，表达“可能暗示……”，但并没有“已经要求……”，属于无中生有。D 项属于无中生

有，该段第二句提及了“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抱怨情绪”，但原文并没有说“学生已经表达了他

们的抱怨情绪”。 

23. 根据第三段的内容，该政策的一个问题是它可能________。 

[A] 不鼓励学生做家庭作业 

[B] 导致学生对成绩单的漠不关心 

[C] 削弱国家考试的权威性 

[D] 限制教师的教育权力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三段的具体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把握现

在实行的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直接定位到第三段，该段第二句出现了显性转折 but，该句认为：由

于家庭作业在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 10%，学生很可能少做一半的作业，并且在成绩单

上也不会有什么差别。A 项“不鼓励学生做家庭作业”是对“作业在成绩中所占比例不超过

10%”的同义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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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B 项利用 indifference“漠不关心”对原文概念 difference“差别，差异”进行形近

干扰，属于偷换概念。C 项的干扰来自本段第三句，该句阐述此项政策的实施无法让人知

晓家庭作业对学生的国家考试有无重要影响，但是并未谈及该政策会削弱国家测试的权威

性，属于无中生有的信息。D 项偷换概念，本段末句的前半句提到“没有赋予教师权利找到

适合学生的方法”，并非指 D 项的“限制了教师的教育权力”。 

24. 根据第四段的内容，关于家庭作业的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是________。 

[A] 家庭作业是否应该被取消 

[B] 家庭作业在学校教育中是否重要 

[C] 家庭作业是否给老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D] 家庭作业对成绩是否重要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第四段阐述的具体信息进行锁定，从

而推断出该项政策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a key question unanswered ”定位至第四段的首句，该句提到，

这项政策并未解决任何与家庭作业相关的真正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具体内容则是从

“if”开始说明。从这两句的内容中可以得出家庭作业重要与否尚无定论，B 项就是对该句两

方面的高度概括，故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属于过度推理，无视条件性。文章中虽提到：“If the district…”，但是如

果 A 项成立，必须满足“If”这个条件，即家庭作业对学生不重要。C 项属于过度推理，本

段末句提及这项政策没有确保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没有超过他们愿意批改的数量，强调“意

愿问题”，而 C 项强调“负担问题”。D 项属于过度推理，本段第三句提到了学习成绩方面的

问题，但是并没有说“如果家庭作业不重要的话，就不要在成绩中占重要比例”。所以 D 项

无法与原文实现“是”与“否”的匹配。 

25. 本文适合的标题可能是________。 

[A] 对教育政策的错误解读 

[B] 一项受贫困学生欢迎的政策 

[C] 关于家庭作业的棘手问题 

[D] 对家庭作业的错误处理方法 

【答案】D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需要对全文进行锁定，理解全文的主旨大意，并且能够选

出可以概括全文信息的选项。 

【直击答案】文章围绕家庭作业的话题展开，第一段介绍了关于家庭作业的新政策颁布的

背景信息和该政策的内容；第二段提出该政策制定的目的，但该政策目的不明确且自相矛

盾；第三、四段进一步指出该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弊端；第五段提到应该修正关于家庭作业

的规定。综合以上内容，选项 D 项高度概括了该项关于家庭作业政策的错误，故为正确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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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整篇文章表达的是这项新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即政策本身的错误，

而对政策并不存在解读上的错误，所以 A 项属于偷换概念。B 项文中未提及；C 项在文章

中虽然提到“棘手问题”，但只是文章中的某个细节信息，并不能概括全文的主题。 

长难句解析 

1. But if the district is essentially giving a pass to students who do not do their homework because 

of complicated family lives, it is going riskily close to the implication that standards need to be 

lowered for poor children. 

【解析】句子主干是 it is going riskily close to the implication，紧接着是 that 引导的同位语

从句修饰先行词 implication；句首是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其间又嵌套了一个 who 引导

的定语从句来修饰先行词 students。 

【译文】但是如果学生由于复杂的家庭生活不能完成家庭作业而却能顺利过关的话，这项

规定就可能暗示着降低对贫困学生的教学标准。 

2. Meanwhile, this policy does nothing to ensure that the homework students receive is 

meaningful or appropriate to their age and the subject, or that teachers are not assigning more than 

they are willing to review and correct. 

【解析】句子主干是 this policy does nothing to ensure，其后是两个 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

并列作 ensure 的宾语，其中，第一个宾语从句中 students receive 是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homework，第二个宾语从句中嵌套了一个由 than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more(其后省

略了 homework)。 

【译文】同时，这项政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确保学生接受的家庭作业与他们的年龄和所

学科目相符并具有意义，也没有确保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没有超过他们愿意批改的数量。 

核心词汇 

scorn vt. 蔑视；不屑(做) 

mandate v. 授权；强制规定 

impoverished a. 赤贫的，不名一文的 

chaotic a. 混乱的，无秩序的 

empower v. 授权，允许，使能够 

acrosstheboard a. 整体的，全面的 

address n. 演讲；住址，地址 

thorny a. 多刺的；棘手的，令人苦恼的 

hearing n. 听力，听觉；审讯；听证会 

impose vt. 征税，增加负担于；把……强加于 

全文翻译 

家庭作业从来就不受学生甚至家长的特别欢迎，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家庭作业更遭到了人

们的贬损。全国各地的学区，特别是洛杉矶联合学区，正在改变他们对教育举措的想法。

不幸的是，洛杉矶联合学区制定了一条硬性政策，该政策规定除了一些高级课程之外，家

庭作业在学生学业成绩中所占比例不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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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旨在解决来自贫困家庭或家庭情况糟糕的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但是该政策的目的不明确且自相矛盾。当然，对于学生不能独立完成的家庭作业，或者没

有昂贵的设备就不能完成的家庭作业，是不应该布置的。但是如果学生由于复杂的家庭生

活不能完成家庭作业而却能顺利过关的话，这项规定就可能暗示着降低对贫困学生的教学

标准。 

学区管理者认为，家庭作业仍将是学业的一部分；并且允许教师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家庭

作业的多少。但是由于家庭作业在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 10%，学生很可能少做一半的

作业，并且在成绩单上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一些未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可能在统考中表现

良好，但是那些完成了家庭作业并且同样在统考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又该怎么办呢？因为

他们的好成绩极有可能是由于认真完成了家庭作业。然而，该项政策并没有赋予教师权利

找到适合学生的方法，反而强行推行了一条死板且统一的规则。 

同时，该项政策并没有解决任何关于家庭作业真正棘手的问题。如果学区认为家庭作业对

学生学业不重要，那么学区就应该减少或取消家庭作业，而不是让家庭作业处于无足轻重

的地位；相反，如果家庭作业重要的话，那么作业就应该在成绩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同时，

这项政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确保学生接受的家庭作业与他们的年龄和所学科目相符并具

有意义，也没有确保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没有超过他们愿意批改的数量。 

学校董事会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其调查此事和举行公众听证会的时候，应该暂缓实施

关于家庭作业的规定。这对于洛杉矶联合学区修正其作业规定还为时不晚。 

Text 2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Observer(《观察家报》)2011 年 6 月 19 日一篇题为“The Ghettoisation of Pink: 

how it has concerned the littlegirl market”的文章。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文章主要探讨了粉色成为女孩主导颜色的原因。第一段引出话题，简

要描述了粉色充斥着年轻女孩的生活；第二段提出女孩对粉色的关注是由于受市场营销策

略的支配；第三段作者明确指出粉色成为女孩的主导颜色是深受市场营销趋势的影响；末

段再次提到商人为了追求利润增长而采取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 

试题解析 

26. 通过说“它只是彩虹中如此微小的一部分”，作者认为粉色________。 

[A] 不应该成为少女时代的唯一代表色 

[B] 不应该与女孩的天真相联系 

[C] 不能解释女孩缺乏想象力 

[D] 不能影响女孩的生活和兴趣 

【答案】A 

【考点】含义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句意理解题，需要对该句所在处进行锁定，从而根据上下文线索理

解字里行间的含义。 

【直击答案】画线句子之前的内容提到“成年女性记不得曾经如此痴迷于颜色”，接着 yet

进行转折再次强调“粉色充斥着女孩的生活”，画线句子暗示粉色只是女孩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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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代表生活的所有方面；另外，句后并列的成分表达了粉色在某个方面可能衬托女孩

的特质，暗示着衬托女孩特质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表明粉色并不是女孩颜色的唯一，

故 A 项为正确选项。且“representation of girlhood”是原文句中“celebrated girlhood”的同义替

换，“sole”是原文句中“in one way”的同义替换，进一步验证 A 项。 

【干扰排除】B 项干扰来自原句“Then it presents … evidence of innocence”，谈及粉色被视

为天真以及天真的证据，并非选项谈及的不应该有联系，故排除。对于 C、D 两项，原文

谈及的是“Looking around, I … lives and interests.”，人们过分强调粉色从而缺乏对女孩生活

兴趣的想象力，这两项均属于偷换概念。 

27. 根据第二段，以下关于颜色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 

[A] 颜色蕴藏在女孩的基因里。 

[B] 蓝色曾被认为是代表女孩的颜色。 

[C] 在代表性别的颜色中，粉色曾是一种中性颜色。 

[D] 婴儿更喜欢白色。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第二段内容进行锁定，然后根据选项的关键

词进行一一的判断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B 项谈到“蓝色”，根据该关键词可以定位到本段信息“Blue, …symbolized 

femininity.”由此可知，蓝色曾经被认为是女孩的代表色，故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根据“DNA”定位到第二段的首句，该句后面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表明女

孩对粉色喜爱并非蕴藏在基因中并不成立，故排除。C 项可定位到本段第三、四句，第三

句提及的中性化服装是指上句提到的白色并非粉色衣服，第四句谈到“粉色实际上是被认为

更加男性化的颜色”，综合而知，白色曾是中性化的颜色，而粉色曾经代表了男性特质，故

该项与原文意思相反。D 项可以定位到第二段第二句，该句表示在洗衣机问世以前，为了

实用的目的，婴儿都穿白色，并未提到婴儿对颜色有什么偏好。 

28. 作者认为我们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的认识，多受________的影响。 

[A] 儿童产品的营销 

[B] 儿童天性的观察 

[C] 儿童行为的研究 

[D] 儿童消费的研究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对文章相关内容进行锁定，

从而在准确定位之后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perception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定位到文章

第三段第一句：我没有意识到，市场营销趋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儿童天性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他们心理发展的核心认识。言外之意是，对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认识多受市场营

销的支配，由此确定 A 项是对该句的同义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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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 B 项，该段首句谈及的是市场营销影响了对儿童天性的认识，包括对儿童心

理发展的认识，而非心理发展受儿童天性的影响，偷换概念。C 项可以定位到本段“I 

assumed that … behavior: wrong.”，该项内容与原文信息相反。D 项的干扰来自于本段末句，

该段提到一位研究儿童消费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儿童学步的阶段也是深受营销技巧的影响，

但并没有提到该项研究对儿童心理发展认识的影响。 

29. 从第四段我们可以推断出，百货商店被建议________。 

[A] 关注婴儿服装和稍大一些孩子的服装 

[B] 同样重视不同的性别 

[C] 把消费者分为更小的群体 

[D] 创造一些通用的购物者术语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第四段内容进行锁定。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paragraph 4”以及 “department stores”定位到第四段首句：贸易

刊物给百货商店提出建议，和题干是同义替换，that 后面是宾语从句来解释说明这条建议

的具体内容，该从句内容提及：应该在婴儿服装和稍大一些孩子的服装之间开创“第三个跳

板”才可以增加销售量，由此推出 C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属于偷换概念，该段首句虽提到婴儿服装和稍大一些孩子的服装，但是

原文是说在这两种服装之间开创第三种增加销售的服装，而不是关注这两类服装。B 项属

于无中生有，该段末句虽然提到了性别差异，但是说通过放大性别差异达到增加销量的目

的，并未提及对不同的性别要同样重视。D 项的干扰来自本段第二句，原文中的购物者术

语指的是“第三个跳板”，是给百货商家的建议，并非是要创造新的用词，故排除。 

30. 从文章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粉色对女孩的吸引似乎________。 

[A] 可以由她们天生的偏好得到清楚的解释 

[B]可以得到服装制造商的完全理解 

[C] 主要由受利润驱使的商家所强加的 

[D] 可以被心理学家很好地诠释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需要对全文内容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推断，从而得出

答案。 

【直击答案】全文主要描述了粉色成为女孩的代表颜色的原因，第一段引出话题，粉色充

斥着现代生活，并成为女孩的主导颜色。第二、三段探讨了原因，作者明确指出粉色成为

女孩的主导颜色是深受市场营销趋势的影响；末段再次提到商人为了追求利润增长而采取

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C 项是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第二段首句明确提出女孩对粉色的关注蕴藏在基因里的说法是错误的，因此

A 项中认为“天生”是错误的。B 项可定位至第三段末句：这个阶段得以普及的原因是受到

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服装制造商营销技巧的影响，并没有提到服装制造商研究和了解女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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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喜好。D 项，在原文中第三段有谈及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认识是受市场营销的支配，

但这并不是心理学家所证实的。 

长难句解析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1980s，when amplifying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became a dominant 

children's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pink fully came into its own, when it began to seem inherently 

attractive togirls, part of what defined them as female, at least for the first few critical years. 

【解析】本句话的主干是“It was not until the mid1980s…that pink fully came into its 

own…， when…”，该句型是强调句型，其中，第一个 when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the mid1980s，第二个 when 引导定语从句与第一个 when 从句并列。短语 part of what 

defined them as female 作 pink 的同位语，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译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此时年龄和性别差异的扩大成为儿童市场的主导策略，

粉色才盛行起来，并且至少在最初几年的关键时期，粉色开始对女孩产生一种看似固有的

吸引力，成为定义女孩特性的一部分。 

核心词汇 

pervasive a. 普遍的，到处渗透的 

dictate vt. 授予，使听写；支配 

intrinsically ad.本质地，内在地，固有地 

toddler n.学步的儿童 

pastel a. 淡色的，柔和的 

intimation n. 暗示，告知 

masculine a. 男性的，男子的；男子气的 

femininity n. 温柔，女子本性 

segment vt. 分割成部分，(使)分裂 

inherently ad.内在地，天性地 

全文翻译 

穿粉色好看：成年女性已不记得曾经对这一颜色如此的痴迷，但是它却充斥在年轻女孩的

生活当中。并不是粉色本身不好，但是它确实是五颜六色彩虹中如此微小的一部分；虽然

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衬托女孩的特性，但它也一再反复强调女孩身份与外貌之间的联系。

粉色可以呈现出少女之间，甚至是两岁女孩之间的共性：纯真，而粉红色自身即是纯真的

证明。环顾四周，对于女孩的生活和兴趣如此缺乏想象力，我感到绝望。 

女孩关注粉色可能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似乎蕴藏在她们的基因里，但是，根据《美国研

究》的一位副教授乔·帕雷提所说，事情并不是如此。直到 20 世纪早期，孩子的衣服才被

打上颜色的标记：在家用洗衣机问世之前，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婴儿都穿白色，因

为唯一把衣服洗净的方法就是用水煮。此外，男孩和女孩都穿着人们认为是中性颜色的衣

服。当引入儿童的颜色时，粉色实际上是被认为更加男性化的颜色，一种淡雅的红色，让

人联想到力量。蓝色，代表着圣母玛利亚的坚定和忠诚，象征着女性特性。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此时年龄和性别差异的扩大成为儿童市场的主导策略，粉色才盛行起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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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至少在最初几年的关键时期，粉色开始对女孩产生一种看似固有的吸引力，成为定义女

孩特性的一部分。 

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市场营销趋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儿童天性的观念，包括

我们对他们心理发展的核心观念。以学步儿童为例。我曾经认为这个阶段是专家在经过对

孩子行为多年的研究之后形成的，但是我错了。根据研究儿童消费主义的历史学家丹尼

尔·库克的观点，事实证明这个阶段得以普及的原因是受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服装制造商营

销技巧的影响。 

贸易刊物建议百货商店，为了增加销售，应该在婴儿服装和稍大一些孩子的服装之间开创

“第三个跳板”。它在“学步儿童”之后成为了另一个常见的购物者术语，至此，它才演变成

一个广泛接受的发展阶段。将孩子或成年人分成更小的类别已被证明是增加利润的绝佳方

法。分割市场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放大性别差异，或者是在之前不存在差异的地方创造差

异。 

Text 3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2011 年 8 月 4 号一篇题为“Myriad's Genepatent Battle”

的文章。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讲述了基因专利申请的现状以及所遭遇的问题。文章第一段提出生物

技术公司对于基因申请专利的斗争；第二段谈及生物技术公司对于基因专利的斗争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第三段提出了反对基因申请专利的三个理由；第四段进一步阐述了基因专利

申请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第五段谈到其他的诉讼案件可能会对基因专利申请产生更大

的影响；最后作者进一步提到生物公司在为最高法院的诉讼做准备。 

试题解析 

31. 根据第一段的内容，生物技术公司想要________。 

[A] 他们的高管变得积极 

[B] 法官取消基因专利 

[C] 基因可以申请专利 

[D] 生物技术行业组织发布警告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第一段内容进行锁定，从而把握清楚生

物技术公司对于专利申请的立场。 

【直击答案】第一段首句提到 2010 年，联邦的一项决定震惊了美国的生物科技产业；第二

句提到近几十年来，许多公司都可以对基因申请专利，接下来第三、四句发生转折，提出

在 2012 年 3 月，一名法官裁定基因不可以被授予专利，由此引起公司高管的狂躁不安，末

句更是提到生物技术行业组织向其成员保证这只是长期斗争中的“初级阶段”，由此可以判

断，高管们是期望能够申请专利的，因此确定 C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B 项与原文信息相反，原文谈及的是高管们对于不能申请专利表示不安，要

进行长期斗争，可知他们是想要申请基因专利。A 项属于偷换概念，文章虽提到了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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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指出他们是“violently agitated”而非“active”。第一段末句提到该组织向其成员保证专利申

请还需要做长期斗争来争取，但并没有提及该组织发布警告，C 项属于无中生有。 

32. 那些反对基因专利的人认为________。 

[A] 基因测试是不可靠的 

[B] 只有人造产品可以申请专利 

[C] 基因专利大多取决于创新 

[D] 法院应该限制使用基因测试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信息对文章相应内容进行准确定位

从而识别反对基因专利的人所持立场。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against gene patents”定位到第三段第三句，题干中反对基因专

利的人即为原文信息“Critics”批评者，他们反对基因专利有三条理由。根据第一条理由，

自然的产物即基因不能被授予专利，相反，人造的产物就可以被授予专利，故 B 项为正确

选项。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根据第三条理由限制基因测试的原因是专利垄断，而并

非是选项说的基因测试不可靠。C 项属于偷换概念，根据第二条理由，基因专利抑制了创

新，而非取决于创新。D 项也属于偷换概念，根据第三条理由，是专利垄断而非法院限制

使用基因测试。 

33. 根据汉斯·萨奥，公司渴望获得专利的目的是________。 

[A] 建立疾病的相互关系 

[B] 发现基因的相互作用 

[C] 描绘基因图 

[D] 识别人类 DNA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词对文章相应内容进行准确定位从

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Hans Sauer”定位到第五段末句，提到公司渴望获得专利

的目的是“connecting the dots”。汉斯所说的这句话是对前一句话的总结归纳，即：公司现

在正在研究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由此寻找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可能用于判断

疾病的原因或预测药物的疗效，这就与汉斯提到的“connecting the dots”意思相呼应，故 B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干扰性最强，文中提到的 correlations 并不是指“疾病”之间的关系。C 项

属于无中生有，原文提及公司获得专利是为了建立疾病的联系从而治疗疾病，但是并没有

信息表明公司绘画基因图。D 项信息“DNA”在原文有所提及，但是原文谈到的是公司不可

能申请更多的人类 DNA 分子的专利，并非选项中所说的识别人类 DNA。 

34. 通过说“每次会议都挤满了人”，作者意思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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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级法院很有权威 

[B] 生物技术行业组织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C] 基因专利引起人们极大关注 

[D] 律师们热衷于参加会议 

【答案】C 

【考点】含义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句意理解题，需要根据句子的上下文找到解题的线索，从而得出答

案。 

【直击答案】文章最后一段提到：BIO 最近要召开的一个会议，该会议包括指导律师们处

理目前的专利问题。紧接着谈到“Each meeting was packed”，这句话中的“packed”的原义为

“打包，包装”，而在此句中的意思是“挤满，塞满”，即会议挤满了人。从而反映了大家对

基因专利的关注。再从全文的角度来看，本文都是围绕基因专利的问题展开，故正确答案

为 C 项。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末段第一句提到了高级法院将会在下一轮听证这个案件，

并未提及高级法院很有权威。B 项属于主观臆断，原文提及该组织将会举行会议指导律师

处理专利问题，并没有对该组织进行任何评论。D 项以偏概全，训练律师只是这次大会的

一部分内容，并没有谈及律师是否热衷于参加会议。 

35. 总的来说，作者对基因专利的态度是________。 

[A] 批判的 

[B] 支持的 

[C] 嘲讽的 

[D] 客观的 

【答案】D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作者观点态度题，需要结合全文信息在掌握文章主旨要义的基础上

判断作者的态度，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文章主要讲述了基因专利申请的现状以及所遭遇的问题。文章第一、二段描

述了基因专利申请的现状；第三段提出了反对基因申请专利的三个理由；第四段进一步阐

述了基因专利申请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第五段谈到其他的诉讼案件可能会对基因专利

申请产生更大的影响；最后作者进一步提到相关的诉讼将会召开以解决基因专利申请的问

题。由此看出，作者不仅提到了希望获得基因专利权的生物科技产业为此所做出的努力，

同时也提到了反对者反对的理由，还提到了基因获得专利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故而，

作者对基因专利的描述中，态度是客观的，符合我们提到的理性原则，即正确答案往往比

较客观理性，故 D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批判的”，第三段提到了反对基因专利的人之所以反对的理由，但是作

者并没有对此表示支持或反对。B 项“支持的”，文章中有谈及生物技术公司为申请专利所

做的努力，但作者没有掺入表示对其支持的观点。C 项“嘲讽的”，在原文中作者只是客观

谈及关于专利申请的事实，并没有体现嘲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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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难句解析 

1. In Octob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iled a brief in the Myriadcase, arguing that an isolated 

DNA molecule “is no less a product of nature…than are cotton fibres that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cotton seeds.” 

【解析】句子主干是“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iled a brief in the Myriad case”，后面是现在

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修饰名词 brief，紧接着嵌套了 that 引导的从句作 arguing 的宾语 ，第

二个 that引导的是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cotton fibres。…no less…than…表示两者之间相同

情况的比较，可理解为“和……一样”。 

【译文】10 月份，司法部门在米利亚德案件中提出了诉讼书，该诉讼书认为，分离的

DNA 分子“如同从棉花籽中分离出的棉花纤维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 

2. Their success may be determined by a suit related to this issue, brought by the Mayo Clinic, 

which the Supreme Court will hear in its next term. 

【解析】句子主干是“Their success may be determined by a suit related to this issue”。related 

to…是过去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修饰 suit，后面部分插入了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brought by 

the Mayo Clinic 作后置定语修饰名词 suit，which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asuit。 

【译文】他们的成功可能会取决于由梅奥诊所带来的与该案件相关的诉讼，并且最高法院

会在下一轮听证此案件。 

核心词汇 

rule vt. 统治；裁决，裁定 

agitate vt. 搅动，摇动 

preliminary a. 初步的，预备的 

overturn vi.倾覆，翻转，翻倒 

suppress vt.镇压；掩盖；克制 

monopoly n. 垄断，专卖；垄断物 

molecule n. 分子 

genome n. 基因组；染色体组 

convention n. 会议；社会习俗；惯例 

session n. 会议；大学学期；一段时间 

全文翻译 

2010 年，一名联邦法官极大地震惊了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此前很多公司多年以来都获得

了分离 DNA 分子的专利，截止 2005 年，大约 20%的人类基因被授予专利。但是在 2012

年 3 月，一名法官裁定基因不可以被授予专利。由此引发了高管们的焦躁不安。作为一个

贸易组织生物，技术产业组织向其成员保证这个裁定只是长期斗争中的“初级阶段”。 

7 月 29 号，高管们至少暂时松了口气。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决定，该规定裁定米利

亚德基因公司实际上可以持有两项基因专利，这两项基因专利可以帮助预测女性患乳腺癌

的危险。位于犹他州的公司米利亚德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这份判决对于公司和病人来说都

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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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公司继续尝试研制个性化药品时，法院将继续忙于处理该案件。米利亚德案件本身

就还没有结束。反对基因专利的批评者有三条理由：第一，基因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不能

被授予专利；第二，基因专利抑制了创新，而不是鼓励创新；第三，专利垄断限制使用基

因测试。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同意这个观点。去年，联邦特别小组催促与基因测试相关的专

利改革。10 月份，司法部门对米利亚德案件中发表简要说明，认为分离的 DNA 分子“如同

从棉花籽中分离出的棉花纤维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 

尽管上诉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但是一些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尚不清楚

整个基因组的序列是否违反了其中单个基因的专利。这个案件可能会上诉至最高法院。 

然而，随着该产业的发展，其他的诉讼案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生物公司不大可能申

请到更多的人类 DNA 分子的专利——大多数专利已经申请或属于公共领域。公司正在研

究基因如何相互作用，由此寻找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可能用于判断疾病的原因

或预测药物的疗效。生物技术产业组织的律师汉斯·萨奥解释说：公司渴望获得把“相关的

基因相关链接”的专利。 

他们的成功可能会取决于由梅奥诊所带来的与该案件相关的诉讼，并且最高法院会在下一

轮听证此案件。生物技术产业组织最近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针对不断变换的专业案情

对律师进行培训。每场会议都挤满了人。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2010 年 3 月一篇题为 How a New Jobless Era Will 

Transform America(《这个失业的新时代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本文是一篇说明文，

讲述了经济衰退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一段开门见山总地提出经济大衰退可能

会改变年轻人的人生历程和性格，并且还会重塑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点。接下来的

段落对经济萧条的影响进行了分别论述，第二段提出从有限的角度看，经济衰退给社会带

来一定的好处；第三段笔锋一转，提出这些好处并不稳定，经济萧条给社会带来了不好的

影响；第四段再次提出经济萧条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第五段进行总结，再次强调经济大

萧条将会改变社会结构。 

试题解析 

36. 通过说“寻找一线希望”，作者暗示失业人员试图________。 

[A] 向政府寻求补助金 

[B] 为失业探寻原因 

[C] 从萧条的经济中获利 

[D] 看到经济衰退的积极面 

【答案】D 

【考点】含义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词义理解题，需要对该短语出现的上下文内容进行锁定，从而判断

出失业人员对于经济萧条的反应。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to find silver linings”定位到第二段首句，句中 silver linings

意为：一线希望，一线慰藉。接下来该段对这句话进一步阐释，表明经济萧条的积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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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强调“失业在某些方面改善了他们”，第三句谈到衰退会使社会变得更好，末句具体

谈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整个段落都是有关经济衰退积极的一面，由此确定 D 项为正确答案。

且“bright side”是原文“had improved them in some ways”的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原文谈及的是失业者看到了经济衰退时期好的方面，并

没有提到“政府”、“补助金”等内容。B 项属于无中生有，在该段只提到了经济衰退对社会

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并没有谈到他们在探索失业的原因。C 项属于偷换概念，文章第二句

谈到失业者变得不那么贪图物质享受和在经济上更加节约，但这并不是选项谈及的获得了

利润。 

37. 根据第二段，经济衰退使人们________。 

[A] 实现美国梦 

[B] 相互斗争 

[C] 挑战他们的谨慎性 

[D] 重新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需要根据文章第二段的内容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得

出能够高度概括出本段中提到的衰退带来的好处。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二段，详细阐释了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第二

句指出给失业者带来的好处，第三句提到衰退使社会变得更好，第四句谈到把我们从美国

梦中唤醒。综合所述，经济衰退使失业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好的方面，因

此 D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偷换概念，把“awoken”换为“realize”。B 项属于偷换概念，原文虽然提到

了斗争，但是说是失业者更加关注他人的奋斗而不是他们彼此斗争。C 项属于偷换概念，

文中第二段第二句讲到“人们花钱更加谨慎”，而非泛泛的“挑战谨慎性”。 

38. 本杰明·萨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衰退可能________。 

[A] 给移民带来更重的负担 

[B] 带来更多的人性邪恶 

[C] 促进权利和自由的发展 

[D] 缓解种族和阶级间的冲突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需要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对文章相应内容进行锁定，

从而把握经济衰退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Benjamin Friedman”定位到第三段第二句，句子主干是“the 

economic historian Benjamin Friedman argues”和题干信息“Benjamin Friedman believes”相呼应，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具体阐述此人观点，economic stagnation or decline 和题干 economic 

recessions 是同义替换，所以该句内容即为正确选项应该表达的内容。由此可以推断，经济

衰退带来的是人性方面消极的影响，所以 B 项为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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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根据 A 项定位到本段末句，该句谈到反移民的情绪尤为高涨，未提及 A 项信

息。根据 C 项定位到原文信息“andhave usually stopped or reversed the advance of rights and 

freedoms”，原文信息是 stopped or reversed“妨碍或逆转”，而非选项的 promote“促进”。根

据 D 项定位到该段末句，该句前半句谈到反移民情绪尤为高涨，后半句表示“种族和阶级

间的冲突也在滋长”，这与选项信息 ease“缓解”意思相反。 

39. 蒂尔·冯·韦希特尔的研究表明，经济衰退时期毕业于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倾向于________。 

[A] 由于机会减少而落后于其他人 

[B] 很快赶上经验丰富的员工 

[C] 把生活机会看得和他人一样黯淡 

[D] 比他人恢复得更快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词对文章相应内容进行锁定，从

而推断出经济衰退时期对于阶级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Till Von Wachter”定位到第四段第三句，句子主干是“The 

research of Till Von Wachter suggests”，和题干主干部分是一致的，从句内容即为选项内容，

该句表达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很快达到他们在经济较好时期毕业时本该拥有的地位，末句

表达正是不如他们的人会落后，结合这两句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些毕业生在经济

衰退时期同样能够很快恢复到和经济较好时期一样的状态，并且超越于其他人，由此而知，

D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提到的“lag behind”在句子“it is the masses beneath them that are left behind”

中，和选项意思相反。B 项可以定位到原文信息“catch up fairly … in better times”，原文并

没有提及 B 项内容。C 项可以定位到“not all people …life chances dimmed”，和选项内容表

示肯定的意思相反。 

40. 作者认为，艰难时期对社会的影响是________。 

[A] 肯定的 

[B] 积极的 

[C] 微不足道的 

[D] 破坏性的 

【答案】A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作者态度题，需要对文章具体内容理解的基础上能够根据原文具体

细节信息辨识作者对讨论的事物所持有的态度。 

【直击答案】文章主要讲述了经济衰退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一段开门见山总

的地提出经济大衰退会重塑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点，第二段谈及经济衰退产生的积

极影响，第三、四段分别论述了经济萧条对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所以该文章既有谈及

积极的影响，也有谈及消极的影响，末段进行总结，再次强调经济大萧条肯定会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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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持续的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可以看出这些影响是肯定的(certainly)，故 A 项为正确

选项。 

【干扰排除】B 项“积极的”在原文中第二段有谈及到，经济衰退对社会带来了一定积极的

影响，但这只是局部信息，后面第三、四段谈及的是负面影响，所以 B 项和 D 项，都不能

概括全文信息。C 项“微不足道的”，文章谈及的正面、负面影响都比较深远，故为错误选

项。 

长难句解析 

1. I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historian Benjamin Friedman 

argues tha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 lengthy period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or decline 

have almost always left society more meanspirited and less inclusive, and have usually stopped or 

reversed the advance of rights and freedoms. 

【解析】句子主干是“the economic historian Benjamin Friedman argues that…”，前面是介词

短语作状语，后面是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宾语从句中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作

地点状语，主语是 economic stagnation or decline，谓语部分由 and 连接的动宾短语构成。 

【译文】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本杰明·萨弗里德曼认为，不论

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长期的经济停滞或衰退总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心胸狭隘，包容性更小，

使人权和自由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2. The research of Till Von Wachter, the economic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uggests that not all 

people graduating into a recession see their life chances dimmed: those with degrees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catch up fairly quickly to where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f they had graduated 

in better times; it is the masses beneath them thatare left behind. 

【解析】句子主干是“The research of Till Von Wachter suggests that…”， 主谓之间是插入语

对主语的补充说明，谓语动词后面是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冒号后面的两个句子(分号分开

的)是对宾语从句内容的解释说明。第一个句子(分号前面)中，catch up to 表示达到，“where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是宾语从句，if 引导的虚拟条件状语从句；第二个句子(分号

后面)中，包含了一个强调句式 it is…that…结构。 

【译文】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尔·冯·韦希特尔的研究表明，不是所有在经济衰退时

期毕业的人都把人生机会看得很黯淡：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很快达到他们在经济较好

时期毕业时相当的地位；落后的正是那些不如他们的大众阶层。 

核心词汇 

recession n. 衰退，不景气 

ultimately ad. 最后，基本上 

materialistic a. 唯物主义的，唯物论的 

prudent a. 慎重的，审慎的 

reckless a. 轻率的，鲁莽的 

lengthy a. 冗长的，啰嗦的 

stagnation n. 停滞，滞止 

meanspirited a. 气量小的，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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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a. 包括一切的 

discern v. 察觉出；认识，了解；分辨出 

全文翻译 

经济大衰退也许结束了，但是这个高失业的时代可能刚开始。在这个时代结束之前，它很

可能会改变年轻一代的人生历程以及性格。最终，还有可能重塑我们社会多年形成的政治、

文化和社会特点。 

在这次全国性的经济灾难中，没有人比失业者更加努力地寻找一线希望。很多人认为，失

业虽然非常痛苦，但是在某些方面改善了他们：他们变得不那么贪图物质享受，并且在经

济上更加节约；他们更加关注他人的奋斗。在有限的方面来看，也许衰退会使社会变得更

好。至少，衰退把我们从暴富豪宅的美国热梦中唤醒，并且及时结束了不计后果的个人消

费时代。 

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些好处看起来显得单薄、不确定，并且非常遥远。在《经济增长的道

德影响》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本杰明·萨弗里德曼认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长期

的经济停滞或衰退总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心胸狭隘，包容性更小，使人权和自由的发展停滞

甚至倒退。反移民情绪尤为高涨，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滋长。 

在经济大衰退时期，收入不平等通常会缩小，但是在这次的衰退时期却没有缩小。实际上，

这次经济疲软时期可能会加深阶级分化，并减少跨越阶级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尔·冯·韦希特尔的研究表明，不是所有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的

人都把人生机会看得很黯淡：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很快达到他们在经济较好时期毕业

时相当的地位；落后的人正是不如他们的大众阶层。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容易看到一直隐藏在美国社会里面的愤恨。此刻，更难准确地辨别这

些艰难时期是如何影响社会特征的。在很多方面，美国在进入这次经济衰退之后比起历史

上任何时期更具有社会包容性，并且自此之后关于社会冲突的各种全国民意调查呈现出复

杂的结果。我们将不得不等等再看这些艰难时期将如何重塑社会结构。但是可以确定这些

艰难时期肯定会重塑社会结构，并且持续的时间越长，影响越大。 

Part B 

文章分析 

文章选自 2010 年 11 月 21 日发表于《卫报》(The Guardian)题为《历史昔日研究伟人，今时

研究普通人》(History Used to be the Study of Great Men. Now It's of Everyman)的文章。 

文章共 7 段，围绕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历史这一主题展开论述。首段以著名哲学家

Victorian Thomas Carlyle 对于历史的著名论断引出文章主题，指出历史实际上是伟人的历

史。第二段指出目前英国人对待历史的变化。第三段和第四段回顾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这一

观念的历史和发展，第五段回归讲述 Thomas Carlyle 的观点。第六段第七段讲述马克思的

恩格斯对待历史的革命性变化：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一划时代的观点有深远影响。 

词句分析 

1. This could be no more than a passing literary craze, but it also points to a broader truth about 

how we now approach the past: less concerned with learning from our forefathers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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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ed in feeling their pain.【词汇】no more than：只不过，无非；passing：路过的，短暂

的；craze：短暂的时尚； broad：明显的，不掩饰的；forefather：祖先 

【分析】句子主干为 this could be no more than a…，but it also points to a…。冒号后内容解

释说明 truth，about 及之后的宾语从句 how we now approach the past 作后置定语修饰 truth。

本句理解难点在于单词理解。 

【译文】这可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狂热，但这也在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方面揭示了一个

真相：我们更少关注能从先辈们学习到什么，而对体会他们的痛苦更有兴趣。 

2. “The valuable examples which they furnish of the power of selfhelp, of patient purpose resolute 

working and steadfast integrity, issuing in the formation of truly noble and manly character, 

exhibit,” wrote Smile, “what it is in the power of each to accomplish for himself.” 

【词汇】furnish：布置，供应； resolute：坚定不移的；steadfast：坚定不变的； issue：发

表，流出，冒出； manly：有男子气概的 

【分析】句子主干 the valuable examples exhibit what it is in the power of each to accomplish 

for himself。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examples。分词短语 issuing in 作定语修饰之前列出

的各种品质。本句并列成分较多，难点在于找出主干。 

【译文】塞缪尔写道：“诸多宝贵的例子展现了这些杰出人物的自助、耐心、不屈不挠和坚

定正直等优秀品质在他们缔造的真正崇高且有男子气概的性格中流露出来，而这些是一个

人想要取得成功所需要的。” 

3. For: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foun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词汇】please：使高兴，使满意；transmit：传输，传递 

【分析】整个句子由 for 引导，表示原因，对前句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分号前后为两个完

整句子，意义上紧密联系。句子主干为 men make their history, but they…；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but under…。as 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 they please 修饰 make；过去分词短语

chosen by themselves 作后置定语修饰 circumstance；并列的三个过去分词短语 directly found，

given and transmitted 作后置定语修饰第二个 circumstance。 

【译文】因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

环境中去创造，而是在从过去直接发现的或过去遗留下来的环境中去创造。” 

解题策略 

对于本文首先看左边方框的内容，分别都是人名，因此判断出考查的是不同人的观点。逐

一看右边方框所给七条信息，可以发现几个共同的名词。A 和 F项有 Virtue，此外 B 项的

glory，G 项的 worthy lives 都是 virtue 的近义词。另外 A 项的 classical heroes，B 项的

leading artists，C 项的 epochal figures，D 项的 great men，和 F项的 successful leaders 也为

近义词，而且 G 项的 engineers, industrials, explorers 也可以看做是其近义词，而 E 项的 the 

masses 则是其反义词。E 项是对 history的解释。因此，可以判断出本文讲述的是和伟人、

美德、历史等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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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左边选项的五个人名去读文章。发现第一段提出的人名是 Thomas Carlyle，而在

题目中，对于这个人的考查却是第 4 题，因而可以判断出，Thomas Carlyle 在后文中还会

提到，那么来选择这个人的观点时候，就应该结合第一段和之后的内容一起来判断。 

题目分析 

41. 

【答案】A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根据题干关键词 Petrarch 定位至第三段第二句和第三句。 

第二句中彼得拉克的观点是 “highlighting the virtus (or virtue) of classical heroes”，第三句中

他的观点是 “celebrated their greatness in conquering fortune and rising to the top”。对照备选项

发现 A 项 “emphasized the virtue of classical heroes”是彼得拉克在第二句中观点的同义替换：

选项中 emphasize 和文中的 highlight 意思都为 “强调”，可以迅速判定答案为 A 项。 

42. 

【答案】F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根据题干关键词 Niccolò Machiavelli 定位至第三段第四句和第五句。 

第四句“This was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which NiccolòMachiavelli turned on its head.”是对

Machiavelli 观点的总体描述，从短语 turn on it head(完全改变)看出他颠覆了之前观点(强调

伟人的美德等)。第五句是对尼可洛·马基雅维利观点的具体描述 “he championed cunning, 

ruthlessness, and boldness, rather than virtue, mercy and justice, as the skills of successful 

leaders”，即道德并非是成功者所必需的品质。 

比对选项后发现 F项“dismissed virtue as unnecessary for successful leaders”表达的意思是原文

的同义替换：其中 virtue 指原文中的 virtue，mercy 和 justice；原文中通过 rather than，否定

了美好品质是成功所必要的，与选项中的 unnecessary是同义替换。因此可判断 F项为正确

选项。其他备选项中只有 A 项提及了 virtue，但是 A 项和 F项是截然相反的，并且已判别

出 A 项是彼得拉克的观点，即 41 题答案，因此可以再度确定 F项是 42 题答案。 

43. 

【答案】G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根据题干关键词 Samuel Smiles 定位至第四段第三句。第三句是对他的著作《自助》

的描述，第五句是他作品的影响，第四句才是他观点的描述。在比对选项后发现备选项 B

项和 G 项与这三句话有重合处。 

B 项 highlighted the public glory of the leading artists 对应本段第二句 “The Romantics 

commemorated …” 而通过第三句的“by contrast”可看出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观点与第四段第

二句浪漫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且 Samuel Smiles 描述的是“engineers, industrialists and 

explorers”而不是 “artists”。因此排除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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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项 “depicted the worthy lives of engineer, industrialists and explorers”和本段第三句中的

Samuel Smile wrote SelfHelp as a catalogue of the worthy lives of engineers, industrialists and 

explorers 是同义替换，可判定 G 项是正确答案。 

44. 

【答案】C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通过题干关键词 Thomas Carlyle 可定位至第五段。第一句是托马斯·卡莱尔对他观

点和他的书的简略描述，通过“This was all a bit bourgeois for Thomas Carlyle”判断出托马

斯·卡莱尔的观点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观点是不同的。另外，通过修饰 Thomas Carlyle 的定

语从句 “who focused his biographies on the truly heroic lives of …”看出 Thomas Carlyle 研究的

是真正英雄的生活。第二句对他的观点进一步描述“These epochal figures represented lives 

hard to imitate, but to be acknowledged as possessing higher authority than mere mortals”，指出

英雄人物是难以被仿效的。 

比对选项后发现 C 项 “focused on epochal figures whose lives were hard to imitate.”与原文一致，

综合了第一句中的“focused”和第二句中的“epochal figures”以及“lives hard to intimate”，因此

是正确答案。 

45. 

【答案】E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根据题干关键词 Marx and Engels 定位至第六段。第二句提出他们的观点，第三句

是对第二句的解释说明，第四句是他们观点的第二点，第五句和第六句是对其的补充。 

比对选项后发现，E 项 “held that history should be the story of the masses and their record of 

struggle”和第四句是同义替换。可以确定 E 项是正确答案。 

全文翻译 

维多利亚时期的哲人托马斯·卡莱尔在其书中写道：“世界历史是记录世界上人们获得的成

就的历史，究其实质是那些成绩斐然的伟大人物的历史。”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突然间，英国人似乎已经不再青睐他们最喜欢的历史形式。这可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

狂热，但这也在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方面揭示了一个真相：我们更少关注能从先辈们学习到

什么，而对体会他们的痛苦更有兴趣。而今，我们不需要激励，而需要情感共鸣。 

自从文艺复兴早期，记录历史意味着描绘伟人们的典范人生。从 1337 年，彼得拉克 开始

着手创作他的闲散体著作《名人传》，在书中他强调了英雄们的诸多美德。在本书中，他

歌颂英雄人物们征服财富、晋升高位的杰出表现。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完全改变了这一自传

体写作的传统。他在《君主论》中声称狡猾、残忍和勇敢是成功领导者们所需的能力，而

不是道德、仁慈和公正。 

久而久之，伟人的特征出现了转变。浪漫主义者们纪念他们那个年代的杰出画家和作家们

时，强调艺术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而不是他们的荣耀对公众的影响。相反，维多利亚时期

的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著作《自助》中记载了工程师、实业家和探索者们杰出的生活。

塞缪尔写道：“诸多宝贵的例子展现了这些杰出人物的自助、耐心、不屈不挠和坚定正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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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品质在他们缔造的真正崇高且有男子气概的性格中流露出来，而这些是一个人想要取

得成功所需要的。”他写的关于詹姆斯·沃特、理查德·阿科莱特和纳西亚·威治伍德的自传被

认为如同灯塔，指引工人阶级渡过困难生活。 

对于托马斯·卡莱尔而言，这可能有些庸俗粗鄙。他的自传作品关注那些真正英雄的生活，

如马丁·路德、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拿破仑·波拿巴。这些划时代伟人所代表的生活常人难以

仿效，但被认为比微不足道的凡人更具权威性。 

并不是每个人都信服这样的浮夸言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迄今为

止存在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他们而言，历史毫无作为，它既没有拥有大量财

富，也没有发动战争，“正是人类，活着的人做了这一切”。而且，历史应该是大众的历史，

记录他们的斗争。这样的话，需要去重视每个时代立足其中的经济情况，社会背景和权力

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

的环境中去创造，而是在从过去直接发现的或过去遗留下来的环境中去创造。” 

这一传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在托马斯·卡莱尔之后，英国孕育了克里斯托

弗·希尔， EP·汤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下层人物的历史和伟大人物的历史并行而立同

时存在。随着学者们解读已经逝去社会的多样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从性别到种族再

到文化研究——也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改变了公众的历史：下层人物变得像

上层人物一样令人着迷。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重点详解 

When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ry about migration, theyare usually concerned at the 

prospect of their best and brightest departure to Silicon Valley or to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考点】时间状语从句；并列结构 

【解析】① 句子的主干是 they are usually concerned…； 

② 斜体部分 when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表示“当……什么时候”，其中 people 被后置介词短

语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修饰，意为发展中国家的人。 

③ 画线的主句中的宾语 prospect 被介词 of 引导的内容修饰，并且在修饰内容中有并列连词

or, and，连接 Silicon Valley、hospitals 和 universities。 

【词汇】migration n．移居，迁移 prospect n．指望；展望；前景，视野 departure n．离开，

出发；背离 Silicon Valley n．硅谷 

【译文】当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考虑移民的时候，他们通常最向往离开家乡并前往硅谷或是

发达国家的医院和大学。 

These are the kind of workers that countries like Britain，Canadaand Australia try to attract by 

using immigration rules(that privilege college graduates.) 

【考点】定语从句；介词引导方式状语 

【解析】① 此句话的主干是 These are the kind of workers。斜体部分 that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先行词 workers，从句中主语是 countries，谓语是 try to attract。by using immigration rules 作

方式状语，括号部分的 that 从句是修饰 rules 的定语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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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画线部分中有两个定语从句，后一个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嵌套在第一个 that 定语从句当

中，可以称之为嵌套式定语从句。 

【词汇】immigration n．外来移民；移居 privilege n．特权，特惠待遇；vt. 给予……特权；

特免 

【译文】这些人才是诸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期望吸引到的类型。这些国家通

过制定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 

They fear (that it hurts their economies，depriving them of muchneeded skilled workers who 

could have taught at their universities，worked in their hospitals and come up with clever 

newproducts for their factories to make.) 

【考点】宾语从句；定语从句；现在分词作伴随状语 

【解析】① 该句的主语是 they，谓语是 fear, 括号内 that 引导的从句作 fear 的宾语从句。 

② 斜体部分 depriving…作伴随状语。 

③ 画线部分 who…to make 是名词 workers 的定语从句。定语从句中有三个并列的谓语，即

have thought，worked 和 come up with。 

【词汇】fear vt.害怕，畏惧，担心 n．恐惧 deprive v．剥夺，夺去，使丧失 come up with 想

出(好主意)；提出 

【译文】这些政策制定者们担心，移民造成的人才流失会使本国经济蒙受损失，夺走本国

急需的人才。而这些人本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大学教书，自己国家的医院工作，并且为本国

的工厂开发新的产品。 

全文译文 

当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考虑移民的时候，他们通常最向往离开家乡前往硅谷或是发达国家的

医院和大学。这些人才是诸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期望吸引到的类型，这些国

家通过制定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 

多项研究表明，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尤其可能选择移民国外。2004 年对印

度家庭的一次大型调查显示，接近 40%的移民国外者都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相比之下，

在整个印度超过 25 岁的印度人口中，只有大约 3.3%的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这样的

“人才流失”现象长期困扰着贫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这些政策制定者们担心，移民造成的

人才流失会使本国经济蒙受损失，夺走本国急需的人才，而这些人本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大

学教书，自己国家的医院工作，并且为本国的工厂开发新的产品。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的要求是写一封投诉信。题目指令中的重点信息有以下几点，请考生审题的时候重

点把握：1.电子字典的质量问题或使用中出现的一些关于该产品本身的问题。注意关于电

子产品的质量问题描述时的语言的正确表达；2.网店购物的提及；3.投诉；4.解决事宜。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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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Dear Sir or Madam, 

I am writing to make a complaint against your product quality. I bought an electronic 

dictionary from your online store last week butI found something wrong with its quality when I 

first used it. So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complain against the flaws in your product. 

To begin with, when I turn it on, all I got was a fuzzy screen, which wa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econdly, I did not find the original equipment battery promised free of charge in 

the advertisement posted on the homepage of your shop.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either change the electronic dictionary for a new one or receive a 

refund for it. I would be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ncerely, 

Zhang Wei 

译文 

亲爱的先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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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信是来投诉你们产品质量问题。我上周在您的网店里购买了一个电子字典，但是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发现它有些质量问题。所以我写信告知您产品的缺陷。 

首先，开机时字典屏幕非常模糊，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其次，电子字典里装配的电

池也与你们网站上宣传的免费原装电池不符。 

因此，我想您是否能给我换一个新的电子字典或是给我退款。我将会非常感谢您的帮

助。 

真诚的 

张伟 

靓词 

fuzzy a. 模糊的；失真的 

online store 网店 

grateful a. 感激的 

refund v. 退还，归还，偿还 

佳句 

I am writing to make a complaint against your product quality. 

【析】投诉信的开头方式，直接点题。 

I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析】提出合理的解决方式。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and proper solution of my problem. 

【析】提出期待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 

Please contact me by the address on the envelope or by phone at… 

【析】给出联系方式，方便投诉解决的后续事宜联系。 

Part B 

审题 

该表格反映某公司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情况。该表并不单纯反映不同年

龄段人对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应该通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分析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行文 

 

首先，开机时字典屏幕非常模糊，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其次，电子字典里装配的电

池也与你们网站上宣传的免费原装电池不符。 

因此，我想您是否能给我换一个新的电子字典或是给我退款。我将会非常感谢您的帮

助。 

真诚的 

张伟 

靓词 

fuzzy a. 模糊的；失真的 

online store 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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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eful a. 感激的 

refund v. 退还，归还，偿还 

佳句 

I am writing to make a complaint against your product quality. 

【析】投诉信的开头方式，直接点题。 

I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析】提出合理的解决方式。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and proper solution of my problem. 

【析】提出期待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 

Please contact me by the address on the envelope or by phone at… 

【析】给出联系方式，方便投诉解决的后续事宜联系。 

Part B 

审题 

该表格反映某公司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情况。该表并不单纯反映不同年

龄段人对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应该通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分析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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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This table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of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ees at different ages in 

some company. 

In general,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s different with the variation of ages. Of 

those who feel satisfactory about their jobs, those beyond 50 years old take up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40%, followed by those who are no more than 40 years old, which take up 

16.7%.Those between 41 to 50 years old have the lowest satisfactory rate, merely 0.0%.Of those 

who feel dissatisfactory about their jobs, those between 41 to 50 years old take up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64.0%, followed by those less than 40 years old, which take up 33.3%.Those who 

beyond 50 years old enjoy the lowest dissatisfactory rate, taking up only 10%.Besides, there are 

still 50.0% of less than 40 years old employees, 36.0% of those between 41 to 50 years old and 

50.0% of over 50 years old employees remaining uncertain about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he contributory factors to this result can mainly divide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those less than 40 

years old are ambitious, impractical and eager to find their places in work. With those 

characteristics, they often get upset when they fail to fulfill their goals. Secondly,those between 41 

to 50 years old employee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posed by their young colleagues, often face 

a great deal of working competition and pressure. Lastly, with their impending retirement, those 

beyond 50 years old face relatively small working pressure and feel satisfactory about their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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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is table, we can make a conclusion that if the companies want to raise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its employees, it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meliorate the welfare and establish the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译文 

该表格反映了某公司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的差别。 

总体上，满意度的趋势随年龄的变化而不同。对工作满意的员工中，大于 50 岁的员工对工

作的满意度最高，为 40%。其次是小于等于 40 岁的员工，其满意度为 16.7%。而 4150 岁

的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最低，仅为 0.0%。对工作不满意的员工中，4150 岁的人占绝大多数，

为 64.0%。其次是小于等于 40 岁的员工，占 33.3%。最后是大于 50 岁的员工，占 10.0%。

在这些人群中，仍有 50.0%的小于等于 40 岁的员工，36.0%的 4150 岁的员工和 50.0%的大

于 50 岁的员工对其工作的满意程度尚不清楚。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大致分为三类：首先，小于等于 40 岁：心高气盛，眼高手低，急于求

成，想在职场上大展身手，所以时常因不得志而抱怨；其次，4150 岁：面临新人的高效敏

捷，自己面临巨大的工作竞争和工作压力；最后，大于 50 岁：面临退休，工作压力变小，

对工作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从该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该公司想提高其员工满意度，需要投入更多努力

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员工福利和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靓词 

illustrate v. 阐明，举例说明 

overall a. 总体的；全部的 

trend n. 趋势 

with the variation of … 随……改变而改变 

account for… 对……做出解释 

take up 占据 

contributory a. 贡献的；有助于……的 

fulfill v. 履行；完成；实践 

confront v. 面对；遭遇 

impending a. 迫切的；悬挂的 

ameliorate v. 改善 

佳句 

This table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of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ees at different ages in 

some company. 

【析】本文第一句开门见山，清楚表述图表所示内容。 

Of those who feel satisfactory about their jobs, those beyond 50 years old take up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40%, followed by those who are no more than 40 years old, which take up 16.7%. 

【析】本句突出的是长句的使用。followed 是过去分词，用于此表被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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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beyond 50 years old enjoy the lowest dissatisfactory rate, taking up only 10%. 

【析】本句中值得模仿的是动词 enjoy的使用。enjoy更好地凸显了 50 岁以上的员工对其工

作的满意度。 

With those characteristics, they often get upset when they fail to fulfill their goals. 

【析】With 结构。避免主语 they的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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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篇文章是一篇说明文，阐述了现代网络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网络安全总管 Howard 

Schmidt 先生对网络安全问题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案。文章对美国网络安全总管 Howard 

Schmidt 先生所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案，即“自愿信任身份识别”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该

系统有其新颖之处，现已有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运行类似的网络安全系统，但与此同时，

仍有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试题解析 

The Internet affords anonymity to its users, a blessing to priv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But that 

very anonymity is also behind the explosion of cybercrime that has__1__across the Web. 

Can privacy be preserved__2__bringing safety and security to aworld that seems 

increasingly__3__？ 

【译文】互联网可被匿名使用，这对于保护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是一大幸事。但也正是这

种匿名使用的方式，使得席卷整个互联网的网络犯罪数量急速增加。 

在为这个似乎越来越没有法律控制的互联网世界提供一层安全保险外罩的同时，人们的隐

私是否予以保护呢？ 

1. 

[A] swept 打扫，席卷 

[B] skipped 跳过，掠过 

[C] walked 行走 

[D] ridden 骑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ut that very anonymity is also behind the explosion of cyber-

crime that has__1__across the Web.所需填入动词在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作谓语，该定语从句

修饰限定其先行词 the explosion of cybercrime，即网络犯罪的爆发，根据第一句信息，人们

可匿名使用网络，这为网络使用者提供了隐私保障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本句开头的 but，

说明本句和前一句所强调内容不同，推断出本句表达含义为“尽管网络有匿名使用的优点，

但隐藏在这优点背后的是席卷网络的网络犯罪爆发”。A 项有“席卷”的含义，swept 原型为

sweep, 例：sweep across the globe 席卷全球。 

【命题思路】考查动词和介词的搭配。 

【干扰排除】B 项 skipped“跳过”，C 项 walked“走过”，D 项 ridden“骑或搭乘”与句子主语

the explosion of cybercrime 搭配不当，故排除。 

2. 

[A] for 因为 

[B] within 在……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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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hile 当……时候，和……同时 

[D] though 尽管，虽然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Can privacy be preserved__2__bringing safety and security to a 

world…。根据上文信息，网络匿名的优点为网络使用者提供隐私保障，但与此同时网络犯

罪却也正席卷着互联网。所以可判断出，该问句在提问隐私是否真正能够能得到保障呢？

while 意为“与……同时”。 

【命题思路】考查对句内逻辑的分析。 

【干扰排除】该句表达一种对比，在有隐私保障的同时是否具备安全性？A 项 for“因为，

为了”，B 项 within“在……之内”，D 项 though“尽管”，在此处与 doing 无逻辑联系，故为

干扰项。 

3. 

[A] careless 粗心的，疏忽的 

[B] lawless 非法的 

[C] pointless 无意义的 

[D] helpless 无助的，没有帮助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Can privacy be preserved__2__bringing safety and security to a 

world that seems increasingly__3__？ …that seems increasingly__3__修饰限定前面的 world，

解答该题仍需要根据上文信息推断。网络犯罪席卷互联网，可推断出网络世界看起来越来

越没有法律性可言。所以正确答案选 B 项 lawless。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A 项 careless“粗心大意的”，C 项 pointless“毫无意义的”，D 项 helpless“无助

的”，不能与上文 safety and security形成对立关系。都是干扰项。 

Last month, Howard Schmidt, the nation's cyberczar, offe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__4__to 

make the Web a safer place—a “voluntary trusted identity” system that would be the high-

tech__5__of a physical key, a fingerprint and a photo ID card, all rolled__6__one.The system 

might use a smart identity card, or a digital credential__7__to a specific computer, and would 

authenticate users at a range of online services.The idea is to__8__a federation of private online 

identity systems. User could__9__which system to join, and only registered users whose identities 

have been authenticated could navigate those systems. The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one that would 

require an Internet driver's license__10__by the government. 

【译文】上月，美国网络安全总管 Howard Schmidt 先生向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个使网络更为

安全的建议—一个相当于集实物钥匙、指纹和照片身份证为一体的高科技“自愿信任身份识

别”系统。该系统可以使用智能身份证，或者与特定电脑相连的数字证书，然后在一系列网

络服务网站验证用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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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是要建立一个私营网络身份识别系统的联盟。用户可以选择加入哪个网络系统，

只有那些身份已经通过验证的注册用户才可以在这些系统中自由通行。这一方法与需要政

府颁发互联网驾照的方法有所不同。 

4. 

[A] reason 原因；理由 

[B] reminder 提醒物，暗示 

[C] compromise 妥协，折中 

[D] proposal 建议，求婚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Last month, Howard Schmidt, the nation's cyberczar, offe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__4__to make the Web a safer place。本句关键信息是 to make the Web a 

safer place，意为使互联网变得更安全，作本句目的状语。再根据后面的信息，Howard 

Schmidt 提供的是一套“自愿身份识别系统”，可推断出，此人为联邦政府提出的是一个建议，

故选 D 项 proposal。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需要结合句子来进行选择。 

【干扰排除】根据动词 offer 可知，不可能提供妥协或者提醒物，先排除 B、C 项。根据下

文，并没有说明原因，而是给予建议，故也排除 A 项。 

5. 

[A] information 信息 

[B] interference 冲突，干涉 

[C] entertainment 娱乐 

[D] equivalent 等价物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 “voluntary trusted identity”system that would be the high-

tech__5__of a physical key, a fingerprint and a photo ID card。根据本句已给出信息，可判断

出这个“自愿身份识别系统”就相当于一把钥匙、一个指纹、一个身份证，故本题答案为 D

项 equivalent“相等物”。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词义辨析和语义逻辑。 

【干扰排除】该整句是上文 a safer place 的同位语。如果考生不理解该句表达的真正意思，

很容易会选择 A 项“高科技信息”。但是该句中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system，

所以应选 D 项“……的等价物”，即“相当于……”。 

6. 

[A] by (roll by 流逝) 

[B] into (roll into 使…合为一体) 

[C] from (roll from 从…翻滚而来) 

[D] over (roll over 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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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考点】固定搭配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hightech equivalent of a physical key, a fingerprint and a 

photo ID card, all rolled__6__one.解答该题，上文中的 system 是关键词，由 system 一词可判

断出这是一个集实物钥匙、指纹、身份证为一体的完整的高科技系统。roll into 意为

“使……合为一体”。故该题答案为 B 项。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固定搭配。需考生平日多加积累。并且提示对介词的学习掌握

不能依靠死记硬背，应结合具体语境去掌握介词的用法。 

【干扰排除】A 项 roll by“匆匆过去”，C 项 roll from“从……翻滚而来”，D 项 roll over“翻

滚”。均不符合题意。 

7. 

[A] linked 连接 

[B] directed 指导 

[C] chained 用链条拴住的 

[D] compared 比较，相比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system might use a smart identity card, or a digital 

credential__7__to a specific computer。根据本题选项，可判断出空格所需填入词是一个动词

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其前面的 digital credential“数码证书”。再根据空格后信息 a 

special computer“一台特定电脑”，可推出本题答案为 A 项 linked, 意为“与特定电脑相连接”。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该题的强干扰项是 C 项。C 项 chained 也有“连接”的意思，但 C 项更加强调

“束缚”的含义，指用“铁链”锁住、束缚，语义与逻辑关系都不符合。如：Tom was chained 

to a pile of papers. 

8. 

[A] dismiss 解散，开除 

[B] discover 发现，揭示 

[C] create 建立，创建 

[D] improve 提高，改进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idea is to__8__a federation of private online identity systems.

首先所需填入词是在不定式 to 后面，意在表达一种目的，即这个想法的目的在于……； 再

根据所需填入词后面的信息 a federation of private online identity systems “个人网络身份系统

联盟”，由此可推出答案应为 C 项 create, 意为“这个想法目的在于创建一个个人网络身份系

统联盟”。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但需结合上下文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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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该题的强干扰项是 B 项 discover “发现，揭示”，强调发现某个已经存在的事

物。这个系统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应该是创建一个这样的系统。 

9. 

[A] recall 回想，召回 

[B] suggest 建议，暗示 

[C] select 挑选，选拔 

[D] realize 意识到，实现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User could__9__which system to join。根据上文信息，这个想

法目的在于创建一个个人网络身份系统联盟，再联系空后信息 which system to join“加入哪

一个系统”，可判断出答案为 C 项 select, 意为“用户可选择加入哪一个系统”。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应结合动词和宾语的搭配进行选择。 

【干扰排除】本题干扰项的干扰力度都不大。可以从句意来进行排除。 

10. 

[A] released 释放，发行，发布 

[B] issued 颁布，发行，发给 

[C] distributed 分配，分发，分布 

[D] delivered 递送，交付，发表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one that would require an Internet 

driver's license__10__by the government.所需填入词的句子含义为，“这一方式完全不同于要

求网络用户具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一方式”。再分析答案给出的四个选项，所需填入词是

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作前面 Internet driver's license 的后置定语。再联系空格后的 by the 

government“由政府……”， 即可判断出本题答案为 B 项 issued“颁发法令，发给许可证件

等”。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近义词辨析。 

 

【干扰排除】该题的干扰项是 A 项和 C 项。A 项一般用来表达公布信息、发行电影、发布

新闻报道等，而 C 项一般用来形容资金和物资等的分配。 

Google and Microsoft are among companies that already have these “single signon” systems that 

make it possible for users to__11__just once but use many different services. 

__12__, the approach would create a “walled garden” in cyberspace, with 

safe “neighborhoods” and bright “streetlights”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a__13__community. 

Mr. Schmidt described it as a “voluntary ecosystem” in which“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can 

complete online transactions with __14__, trusting the identities of each other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infrastructure__15__ which the transaction r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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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就是已经设立了这种“单次登录”系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用

户只需登录一次，便能享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实际上，这种方法意图在网络空间中创

建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在这里安全可靠的虚拟社区及明亮的街灯营造出一个值得信赖的

社区。 

Schmidt 先生将该系统形容为一种“自愿型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人和组织可以安

心地完成网上交易，他们信任彼此的身份，也信任交易赖以进行的网络基础设施的身份。” 

11. 

[A] carry on 继续，开展，进行 

[B] linger on 逗留，徘徊 

[C] set in 开始，到来 

[D] log in 登录，注册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Google and Microsoft are among companies that already have 

these “single signon” systems that make it possible for users to__11__just once but use many 

different services.本句中 single signon systems 意为“单击登录系统”。所需填入词所在句中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就是修饰限定 single signon systems。再联系定语从句的含义，即可判

断出本题答案为 D 项 log in“登录”。意为“这种单点登录系统使用户登录一次即可享受多种

服务变为可能”。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固定搭配和上下文语义衔接。 

【干扰排除】该题的干扰项是 C 项。C 项放入句中意为“开始一日即可使用多次”，但从意

思选择也是有局限的。set in 后面一般跟动名词，开始做某事。 

12. 

[A] In vain 徒劳，无效 

[B] In effect 实际上，事实上 

[C] In return 作为回报 

[D] In contrast 与此相反，比较起来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_12, the approach would create a“walled garden” in cyberspace.

本句中的 the approach 指代上文中提到的单击登录系统。这种方法可以在网络空间内创建

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可以推断出本句和上文之间是递进的逻辑关系，补充说明这种方法

的优点。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B 项 in effect，意为“实际上，事实上”，可连接这种逻

辑关系。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固定搭配和上下文连接词辨析。 

【干扰排除】该题的强干扰项为 C 项。但根据上下文，这里说的并不是创造了这个系统带

来了什么，而是解释实际上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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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usted 可信任的 

[B] modernized 现代化的 

[C] thriving 兴旺的，繁荣的 

[D] competing 竞争，比赛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with safe “neighborhoods” and bright “streetlights”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a__13__community.本题所需填入一个形容词，用来修饰其后面的 community“社区”。

根据空格前所给出的信息，safe “neighborhoods” and bright “streetlights”，再联系上文信息

walled garden，可判断出所创建的是一个安全的、可信任的环境，故答案为 A 项 trusted“可

信任的”。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该题的其他选项干扰不大，本文全篇都在讨论安全的网络环境，故选择 A 项。 

14. 

[A] caution 小心，谨慎 

[B] delight 快乐，高兴 

[C] confidence 信任，信心 

[D] patience 耐心，耐性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Mr. Schmidt described it as a “voluntary ecosystem” in which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can complete online transactions with __14__.” 根据本句信息，

Schmidt 先生将其描述为“自愿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人或组织都可在网上进行交

易。 再联系下文信息 trusting the identities of each other，意为“相信彼此的身份”，可推断出

这个系统使值得信任的，个人或组织对其都是充满信心的。故本题答案为 C 项

confidence“信心”。 

【命题思路】考查的是介词和名词搭配。 

【干扰排除】with 与其他名词搭配的意思在此处不合适。with caution“小心谨慎地”，with 

delight“开心地”，with patience“耐心地”。 

15. 

[A] on (run on…运行于) 

[B] after (run after…追赶……) 

[C] beyond (run beyond…运行超出……) 

[D] across (run across…偶然遇到)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trusting the identities of each other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infrastructure__15__which the transaction runs.本结构是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作伴随状语；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__15__which the transaction runs 是空格前 infrastructure 的定语从句(介词前置)，意为“交易

所赖以运行的网络基础设施”。所给四个选项中，只有 A 项 on 和 run 搭配，即 run on 有“运

行于……”的含义。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介词的使用及固定搭配。 

【干扰排除】该题要根据固定搭配的意思进行筛选，其余选项意思不符。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 has__16__privacy rights activists. Some applaud the approach; 

others are concerned. It seems clear that such a scheme is an initiative push toward what 

would__17__be a compulsory Internet “driver’s license” mentality. 

The plan has also been greeted with__18__by some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who worry that the 

“voluntary ecosystem” envisioned by Mr. Schmidt would still leave much of the Internet__19__. 

They argue that all Internet users should be__20__to register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in the same way that drivers must be licensed to drive on public roads. 

【译文】尽管如此，隐私权力保护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这项计划持不同意。一些人对此拍手

叫好，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示有所担忧。这似乎很清楚，即这样的计划是最终推向一种强制

性互联网“驾照”思维模式的主动推动力。 

该计划也遭到了一些计算机安全专家的质疑，他们担心 Schmidt 先生所设想的 “自愿生态系

统”仍然会使互联网的大部分受到攻击。他们主张，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必须注册并提供身份

识别，就像司机在公共道路上驾驶必须持有驾照一样。 

16. 

[A] divided 分开，使产生分歧 

[B] disappointed 使……失望 

[C] protected 保护 

[D] united 联合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 has__16__privacy rights activists.

解答本题，本句后一句是关键：Some applaud the approach; others are concerned.意为“一些

人为这一方案拍手叫好，一些人为其感到担忧”。由此可判断出人们对待这一方案的态度有

分歧， 故本题答案为 A 项 divided“使产生分歧”。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把其他选项带入句中意思与上下文不符，故可排除。 

17. 

[A] frequently 频繁地 

[B] incidentally 偶然地 

[C] occasionally 偶尔地 

[D] eventually 最终地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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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It seems clear that such a scheme isan initiative push toward what 

would__17__be a compulsory Internet “driver's license” mentality.本句含义为：似乎很清楚，

这样的一个计划有力推动了强制性网络“驾照”思维模式。解答本题 compulsory 一词是重点，

意为“被强制的”，联系文章信息即可推断出，为了维护网络安全保障隐私，网络“驾照”最

终会强制要求用户拥有。故本题答案为 D 项 eventually“最终地”。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副词的使用。 

【干扰排除】根据解析可知，此处表达一种最终如何的结果，其他选项不具备此意，故排

除。 

18. 

[A] skepticism 怀疑 

[B] tolerance 忍耐，容忍 

[C] indifference 漠不关心 

[D] enthusiasm 热心，积极性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plan has also been greeted with__18__by some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解答本题，定语从句中 worry一词是关键“一些网络安全专家仍有所担忧”。

故本题答案为 A 项 skepticism“怀疑”，表达含义为“一些网络安全专家仍旧对这一计划持怀

疑态度。”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需要结合下文来确定答案。 

【干扰排除】其他选项代入句中与上下文意思不符。with tolerance“忍耐地”，with 

indifference“漠不关心地”，with enthusiasm“热情地”。 

19. 

[A] manageable 易管理的 

[B] defendable 可防御的，可防守的 

[C] vulnerable 易受攻击的 

[D] invisible 无形的，看不见的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who worry that the “voluntary ecosystem” envisioned by Mr. 

Schmidt would still leave much of the Internet__19__．解答本题 worry一词仍是重点， 专家

对 Schmidt 先生所设想的“自愿生态系统”仍有所担忧，再联系本文主旨，即互联网安全，

可推断出这些专家担忧这个系统仍然会使互联网受到攻击。故答案为 D 项 vulnerable“易受

攻击的”。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leave sth.＋adj.使某物处于某种状态。 

【干扰排除】根据上、下文语义应选否定意义的词，所以排除 A、B 项。比较 C、D 项，C

项明显符合文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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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vited 邀请 

[B] appointed 任命，指定 

[C] allowed 允许 

[D] forced 强迫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y argue that all Internet users should be__20__to register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in the same way that drivers must be licensed to drive on public roads.本句含

义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应注册并证明自己身份，就像司机在公路上驾驶必须有

驾照一样。”解答本题，后一句中的 must 是重点，司机必须有驾照，同理，网络用户也必

须注册和证明自己身份。所以本题答案为 D 项 forced“强迫”。be forced to…等同于 must。 

【命题思路】该题考查的是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从语法角度讲，每个选项带进空格都正确，但是语义上就讲不通了。首先根

据意思排除 A、B 项。网络用户注册并确认身份本来就是文中赞成的观点，进而排除 C 项。 

核心词汇 

compromise v. 妥协，让步 n. 妥协，和解 

dismiss v. 解散，解雇 

equivalent a. 等价的，相等的 n. 等价物 

entertainment n. 娱乐，消遣，款待 

proposal n. 提议，建议，求婚 

release vt./n.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thriving a. 繁荣的，旺盛的 v. 兴旺 

incidentally ad.顺便，偶然地，附带地 

interference n. 干扰，冲突，干涉 

infrastructure n. 基础设施，公共建设 

长难句解析 

1. Last month，Howard Schmidt，the nation's cyberczar，offe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proposal to make the Web a safer place—a “voluntary trusted identity” system that would be the 

hightech equivalent of a physical key, a fingerprint and a photo ID card, all rolled into one. 

【分析】该句的主干为 Howard Schmidt offe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proposal.后面不定式

to 后是目的状语。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system，that 在定语从句中作主语。 

2. Mr. Schmidt described it as a “voluntary ecosystem” in which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can complete online transactions with confidence，trusting the identities of each other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infrastructure on which the transaction runs”. 

【分析】该句的主干为 Mr. Schmidt described it as a “voluntary ecosystem”。后面的 in 

which 引导地点状语从句 in which＝where。Trusting the identities…是现在分词，其逻辑主

语为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on which 引导定语从句，which 指代 infrastructure。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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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2010 年 5 月 10 日一篇题为 outside directors and 

children first 的文章。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以 Ruth Simmons 因未能履行其外部董事的职责被质疑而离开 Goldman

公司董事会为例，讲述了外部董事的职责及人们对其的评价。第一段以 Goldman 公司外部

董事 Ruth Simmons 辞职为例引出话题。第二段讲到外部董事在公司中的责任和作用。第三

段列举俄亥俄大学研究者们的研究来说明外部董事离职的原因及对公司带来的影响。第四

段作者就一个公司如何留住外部董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试题解析 

21. 根据第一段内容，Simmons 女士受到批评原因是________。 

[A] 获取了太多的利益 

[B] 未能履行其职责 

[C] 拒绝妥协 

[D] 在艰难处境中离开董事会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第一段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Paragraph 1 和 Ms. Simmons was criticized for 定位到首段第三

句。文中短语“be under fire”是对题干中“criticized”一词的同义替换，答案在“for”后的部分。

这句话用一个反问句说明她做的事情，作为薪酬委员会的成员让巨额款项流失，属失职行

为，因此答案选 B 项。 

【干扰排除】A 项的干扰来自“have let those enormous bonus payouts pass”， 发放巨额奖金

是对其他人而言，而获得太多利益是针对个人，主体不同，故 A 项不对。C 项“拒绝妥协”

属于无中生有，原文首段并未提到。D 项属于因果颠倒，“the next year Ms. Simmons had 

left the board”，并不是受到批评的原因，而是结果。 

22. 我们从第二段得知，独立董事应该是______。 

[A] 慷慨的投资者 

[B] 公正的主管 

[C] 股价的预测者 

[D] 独立的顾问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第二段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直接定位到第二段首句“Outside directors …on a firm's board.”从这句

话我们得知外部董事所扮演的角色是 advisers(顾问)，其特点是 helpful, less biased。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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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they …the chief executive's proposals.”表明外部董事实际是具有独立性的顾问，因

此，D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属于无中生有，“made their wealth…elsewhere”“在别处创造了财富”并不

等于“慷慨的投资者”。B 项干扰来自 yet less biased，文章中确实提到了“less biased advisers”，

但是选项中是 executive 并不是 advisers，另外 less biased 不等于选项中的 unbiased，偷换了

概念，故不对。C 项的干扰来自文章第二段最后一句“If the sky, and the share price…having 

weathered their own crises”。这句话仍然说明 outside director 作用是 advisers，并不是股价预

测者。 

23. 根据俄亥俄大学研究者的观点，外部董事蹊跷离职后，公司可能会________。 

[A] 变得更加稳定 

[B] 申报增加的收益 

[C] 股市表现不佳 

[D] 在诉讼案件中表现不佳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对文章相关内容进行锁定，

从而在准确定位之后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三段第四句和第五句，这两句列出了外部董事离开后可能

出现的三种情况。其中“the stock is likely to perform worse”即为 C 项的意思， 选项中的“do 

less well”等于原文中的“perform worse”，故 C 项正确。 

【干扰排除】从文中可知外部董事突然离开公司后，公司需要重申盈利的可能性增加了近

20%，说明外部董事的离开会让公司境况变得不好，A 项与原文信息完全相反，应排除。B

项干扰来自文中“the probability…earnings increases …”分析句子主干“the probability increases 

by nearly 20%”可知不是 earnings 增加 20%。D 项干扰来自文中“The likelihood …also 

increases”。表现不佳是在“stock”中(the stock is likely to perform worse)，选项把对“stock”的

描述强加到“lawsuit”上，张冠李戴，故不选。 

24. 从最后一段可以推断出外部董事________。 

[A] 可能因为公司的诱人条件而留下 

[B] 在公司里往往留下劣迹 

[C] 习惯于公司里没有压力的工作 

[D] 会拒绝公司的激励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最后一段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最后一段第二句“Firms who…create incentives.”这句话的意思

是“想要在困难时期留住外部董事的公司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激励政策。”由此可以推断出

外部董事可能会因为公司采取的政策而留下。A 项和原文意思吻合，故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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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B 项与原文意思不符。原文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只是说外部董事在公司犯错时

还在公司任职，但并未说外部董事自己居公司留下劣迹，故不选。最后一段并没有提到外

部董事的工作压力，C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不选。文末两句“Firms who …the example of Ms. 

Simmons…”只谈到了公司不得不采取一些激励措施，至于外部董事接受还是拒绝，没有提

及。D 项属于过度推理，不选。 

25. 作者对于外部董事角色的态度是________。 

[A] 宽容放任的 

[B] 肯定的 

[C] 轻蔑鄙视的 

[D] 批判的 

【答案】B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本题需要在理解文章主旨要义的前提下能够识别出作者对外部董事的态度。

态度有正向答案，也有负向答案，此题首先考查考生锁定哪个方向的答案；其次考查考生

在方向正确的基础上结合原文具体信息进行判断，从而得出作者对外部董事所持有的态度。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The author's attitude”和“the roleof outside directors”定位到第二

段“Outside directors …on a firm's board.”。其中原文中的“be supposed to”等于题干中的“The 

author's attitude”，“serve as”等于题干中的“the role”。根据这句可知“外部董事在公司中应扮

演有益而又相对公正的顾问角色。”由此可以判断出作者对外部董事这一角色持肯定态度。

另外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可知“想要在困难时期留住外部董事的公司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激励

政策。”这说明外部董事对公司还是有积极作用的，综合全文，B 项正确。 

【干扰排除】根据对文章第二段分析可知作者对外部董事的态度应是正向的，故 C 项和 D

项感情色彩错误，均不选。纵观整篇文章，作者只是对外部董事进行客观描述，并没有宽

容放纵的态度，故 A 项错误。 

长难句解析 

1. They found that after a surprise departur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company will subsequently 

have to restate earnings increases by nearly 20%. 

【解析】这是一个复合句。句子的主干是 They found that …，其中 that 引导的是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中 after a surprise departure 和 by nearly 20%分别是介词短语作时间状语和程度状语，

表示 increases 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主语是 the probability，谓语是 increases。宾语从句中又

嵌套 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句，用来补充说明 the probability的内容。同位语从句中的主语是

the company，谓语是 will have to restate，宾语是 earnings。 

【译文】他们发现外部董事突然离开公司后，公司需要重申盈利的可能性增加了近 20%。 

2. Although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leaving and subsequent bad performance at the firm is 

suggestive, it does not mean that such directors are always jumping off a sinking ship. 

【解析】这是一个复合句。句子的前半部分是由 Al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后半部分

是句子的主干。在由 al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中，主语是 a correlation，其中介词短语

between them leaving 以及形容词短语 subsequent bad performance 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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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谓语是 is，表语是 suggestive。主干中的主语是 it，谓语是 does not mean，宾语

是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其中宾语从句中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是 jumping off a sinking ship，

其字面意思是跳出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其实这是一个比喻义，真正的含义是放弃危难之中

的公司。 

【译文】虽然外部董事的离职与随后公司的不佳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让人浮想联翩，但这

并不意味着外部董事总在公司处于危难时弃之不顾。 

核心词汇 

compensation n．补偿物，补偿金；报酬 

enormous a．极大的，巨大的，庞大的 

biased a．有偏见的 

executive a．执行的 n．行政人员 

concentrate v．集中，聚集；浓缩 n．浓缩物 

correlation n．相互关系 

incentive n．刺激，鼓励 

全文翻译 

Ruth Simmons 于 2000 年 1 月加入 Goldman Sachs 公司董事会，成为一名外部董事。一年后，

她成为布朗大学的校长。在随后的几年，她很明显扮演两个角色，但并未受到多少批评。

但是到了 2009 年底，Simmons 女士却由于担任 Goldman 公司薪酬委员会委员而受到人们

强烈抨击；她怎能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轻易发放如此巨额的奖金呢？到了第二年 2 月，

Simmons 女士便离开了 Goldman 公司董事会。她说，该职位占用了她自己太多的时间。 

外部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应该扮演有益而又相对公正的顾问角色。由于他们在其他地方已

经获得了财富，并且赢得了声誉，因此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性来反对首席执行官的提议。如

果公司经营不佳，股价下跌，外部董事还应根据自己克服危机的经验给出建议。 

俄亥俄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资料库，该资料库涵盖 1989 年至 2004 年超过 10000 多

家企业和 64000 多位的外部董事。接着他们又核查那些连任的外部董事。研究人员发现离

职最大的原因是年龄，因此他们集中研究了 70 岁以下突然离职的董事。并且发现外部董事

意外离开公司后，公司需要重申盈利的可能性增加了近 20%。被牵扯到联邦法院所受理的

集体诉讼案件中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且公司在股市的表现也会变得更糟。公司越大，

这种影响也就越深。虽然外部董事的离职与随后公司的不佳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让人浮想

联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董事总在公司处于危难时弃之不顾。通常他们会“另谋高就”，

离开风险高的小型公司，而选择较为更加稳定的大型公司。 

但是研究人员相信，如果外部董事在坏消息传出前就离开公司，他们会更轻易地避免声誉

受损。即使回顾历史，我们也能发现公司出现不规范行为时，外部董事都在其位。想要在

困难时期留住外部董事的公司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激励政策。否则外部董事会效法

Simmons 女士，回到校园，又会成为受欢迎的人。 

Text 2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2010 年 6 月 10 日一篇题为“Not Dead Yet”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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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说明文。主要讲述了美国报业危机的逝去。首段讲述了美国报业曾经的危机以

及人们的担心。第二段讲述了报业的复苏。第三段重点讲述了报业采取种种措施以摆脱危

机。第四段讲述了报业逐步开始收支趋于平衡。最后一段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报业危机

对报业的破坏虽让报纸失去其完整性，但却增强了其特色。 

试题解析 

26. 作者说“Newspapers like … their own doom”是为了表明报纸________。 

[A] 无视危机的信号 

[B] 没有得到政府救助 

[C] 不是慈善公司 

[D] 处于危急的境地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根据题干锁定文章的具体信息，从而推理出答

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首段第四句：“Newspapers like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oom.”这句话用了比喻义，报业为自己的命运编年纪事也就说美国报业不景气，

通过这句话，我们可知美国报业处于危急之中，因此 D 项正确。 

【干扰排除】原文中并未提及报业忽视对危机的信号反应，故 A 项属于无中生有。B 项在

首段倒数第三句提及，但只是讨论“国家要不要资助报业”而非“美国报业未能得到资助”，

故不选。C 项“不是慈善公司”根据原文也无法直接得出，属于过度推理。 

27. 一些报纸拒绝向远郊用户投递，很可能是因为________。 

[A] 读者威胁少付钱 

[B] 报社想要降低成本 

[C] 记者关于这些地区的报道很少 

[D] 订阅者抱怨报纸变薄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对文章的具体信息进行锁

定，从而推理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三段。根据该段第四句“Readers are paying more for 

slimmer products.” 可知“读者要给内容缩水的报纸支付更多钱”，也就是说报业降低了成本。

根据该段第五句“Some papers …distant suburbs.”可知“一些报业甚至有勇气拒绝向远郊用户

投递。”再由该段第六句“these desperate measures …”，可知上文中的“报纸内容缩水”和“拒

绝向远郊投递”都是报业采取的措施，而报业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降低成本，故 B 项正确。 

【干扰排除】根据原文第三段第四句可知 A 项与原文信息相反，故错误。但是由这句话并

不能得知读者是否会抱怨缩水的报纸，D 项属于过度推理，故不选。原文并未提及记者报

道的具体内容，只是对美国报业现状进行客观分析，C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不选。 

28. 和美国同行相比，日本报业更为稳定，其原因是______。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A] 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B] 更均衡的新闻编辑部 

[C] 不太依赖广告 

[D] 不太受读者的影响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对文章的具体信息进行锁定，

从而分析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美国和日本报业的对比定位到第四段。根据第四段第二、三句

可知“美国报业长期依赖广告收入，这是不正常的。2008 年，美国报业的广告收入占总收

入的 87%…”。再根据第四段最后两句可知“这个比例在日本是 35%。因此日本报业更加稳

定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考生可以判断出日本的报业稳定是因为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例较小，即日本报业并不太依赖广告，因此 C 项正确。 

【干扰排除】原文第四段只提及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对整个报业稳定

性的影响，但是并未提及 A 项收入来源，B 项新闻编辑部以及 D 项对于读者的影响，故这

三项属于无中生有，均不选。 

29. 从最后一段可以推断出当前报业的情况是什么？ 

[A] 特色性是报纸的一个本质特征。 

[B] 完整性是报纸失败的原因。 

[C] 驻外机构在报业中起到关键作用。 

[D] 读者对汽车和影评已经失去了兴趣。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锁定和理解文章末段的具体信息，从而推理得

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最后一段首句 but 后内容可知“受创最严重的是报社中最不具特色的领

域”，即特色性很重要，因此 A 项正确。 

【干扰排除】由末段倒数第二句“Newspapers …result.”可知完整性是报业的结果而不是报业

失败的原因，B 项属于因果倒置，故错误。句子“Foreign bureaus have been savagely cut off.”

并未提及驻外机构在报业中起到什么作用， C 项属于无中生有，故不选。由句子“Car and 

film reviewers have gone”可知“汽车和电影的评论员已消失。”从中无法得知读者对其失去兴

趣，D 项属于过度推理，不选。 

30. 本文最恰当的标题是________。 

[A] 美国报业：努力求生存 

[B] 美国报业：随风而逝 

[C] 美国报业：繁荣产业 

[D] 美国报业：绝望的故事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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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需要对全文进行锁定，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由题干“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可知这个题目考查考生对文章主旨的把握能

力。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报业面对危机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得以生存和发展。故 A 项与文

章主旨相符，正确。 

【干扰排除】由文章首段末句“But the discussions now seem out of date.”可知关于拯救报业

的探讨都不合时宜了，这说明美国报业已经度过危机，开始复苏了，而 B 项“随风而逝”和

D 项“绝望的故事”均与此句意思相反，故不选。由文章第三段首句“It has not been much fun.”

可知虽然美国报业复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并没有复苏到繁荣的程度，C 项属于过度

推理。 

长难句解析 

1. Even American newspapers, which inhabit the most troubled come of the global industry, have 

not only survived but often returned to profit. 

【解析】本句话的主干是 American newspapers have not only survived but often returned to 

profit，其中主语是 American newspapers，谓语动词是由 not only…but…连接的并列动词

havenot only survived but returned。本句话的难点是 which 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限

定先行词 American newspapers，将整句话的主谓分隔开，导致很多考生分不清句子成分。 

【译文】就连处于全球工业危机最严重的美国，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恢复了盈利。 

2. The whirlwind that swept through newsrooms harmed everybody, but much of the damage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areas where newspapers are least distinctive. 

【解析】本句话是由 but 连接的并列句。前半句的主干是 The whirlwind harmed everybody，

其中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先行词 The whirlwind。后半句的主干是 much of the 

damage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areas，其中 much 是主语，of the damage 是介词短语作后置

定语修饰限定主语 much，谓语动词是 has been concentrated，介词短语 in areas 作状语。后

面 where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先行词 areas。 

【译文】这场席卷报业的旋风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伤害，但是受创最严重的是报社中最不具

有特色的领域。 

核心词汇 

chronicle v. 记录，记载 n. 编年史，记录 

federal a. 联邦的 

launch v. 使(新船)首次下水；发射；发起 

margin n. 边缘；盈利空间 

delivery n. 传送，递送；分娩 

全文翻译 

对于报业的衰亡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年前，报业衰落似乎就在眼前。这场衰落危机到广告

的生存，并预示着将失去那些还未将注意力转移到互联网的读者们。像《旧金山纪事》这

样的报纸都在为自己的命运编年纪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如何拯救报业展开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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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是否报业应该转变为慈善机构？是否政府应该资助他们？近期该委员会还将召开

会议。但是现在关于拯救报业的探讨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放眼全球报业，危机的迹象并不明显。德国和巴西的报业已从衰退中走了出来。就连处于

全球工业危机最严重的美国，报业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恢复了盈利。虽然利润还不到前

几年日常盈利的 20%，尽管如此还是在盈利。 

情况一直以来并非乐观。多家报社通过裁员渡过难关。据美国新闻编辑协会估计自 2007 年

以来新闻编辑职位缩减了 13500 个。报纸内容缩水了，但读者却要付费更多。一些报纸甚

至决定取消偏远地区的报纸配送业务。事实证明这些孤注一掷的措施是正确的，然而对于

许多记者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他们可能要面临进一步裁员。 

随着来自读者和广告商的收入比日趋合理，报业正在成为更加稳定的行业。长期以来美国

报业对广告过度依赖，这是不正常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在 2008 年，多达

87%的收入来自于广告。而在日本，这个比例只有 35%，因此日本报业更加稳定也就不足

为奇了。 

这场席卷报业的旋风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伤害，但是受创最严重的是报社中最不具有特色的

领域。汽车和电影评论员黯然离去，科学和普通商业新闻记者也未能幸免，驻外机构也被

无情地撤销。因此，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完整。但是完整也不再是报业的优势了。 

Text 3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10 年 7 月 1 日一篇题为“When Less Was 

More”的文章。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房屋设计理念的一些转变和趋势。

首段介绍了二战后美国繁荣这一时代背景。第二段提出话题，二战后美国住房风格是小而

实用。第三、四、五段重点讲解了德国建筑师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对该住房风格的影

响。第六段讲述了美国本土建筑师 Frank Lloyd Wright 对该住房风格的影响。最后一段作

者提出“Case Study Houses”是影响战后美国建筑风格的另一因素。 

试题解析 

31. 战后美国的住房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________。 

[A] 繁荣和成长 

[B] 高效和实用 

[C] 克制但自信 

[D] 自豪与忠诚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根据题干关键词锁定文章的具体信息，从而得出

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The postwar American housing style”定位到第二段最后一句

“…Americans had learned to live with less，…positively stylish.”根据这句话可知，战后美国

的住房风格反映了美国人的“restraint”和“confidence”，故 C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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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首段的“a time of prosperity and growth”指的是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是指

美国人的特征，A 项属于偷换概念，故不选。第二段末句“…made small, efficient housing 

positively stylish.”中“efficient”指的是美国住房风格，故 B 项错误。文中并没有提及美国人

的自豪及忠诚，故 D 项属于无中生有。 

32. 根据第三段， 关于 Bauhaus 可以推断出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它由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创建。 

[B] 它的设计理念受二战影响。 

[C] 大部分美国建筑师都曾与它有关联。 

[D] 它对美国的建筑有巨大的影响。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第三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判断

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Bauhaus”定位到第三段。该段最后一句“These designers came 

to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 but none more so than Mies.”

可知 These designers，即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以及 othe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 

Bauhaus，对美国建筑有很大影响，故 D 项正确。 

【干扰排除】第三段第二句中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只是说 Ludwing Mies van der Rohe 和

Bauhaus 有关联而非创建者，故排除 A 项。与 Bauhaus 有关联的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是在二战前移民美国的，但文中并未提及它的设计理念受二战影响，故 B 项不选。原文中

只提到 Bauhaus 与其他人有关联，但并未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是美国人，因此 C 项属于过度

推理。 

33. Mies 认为建筑设计的优雅______。 

[A] 与大面积的空间相关 

[B] 与空旷等同 

[C] 不依赖繁冗 

[D] 和高效无关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四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判断得

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四段第二句“Elegance, he believed, did not derive from 

abundance.”这句话中“he believed”是题干中“ Mies held ”的同义置换。“derive from”为固定搭

配，意为“源于”，C 项中“reliant on”意为“依靠”，因此 C 项中的 was not reliant on 和原文中

的 did not derive from是同义置换。原文中的 abundance 就是指 abundant decoration，故 C 项

正确。 

【干扰排除】原文第四段最后一句“Mies's sophisticated presentation …empty.”意为“Mies 的

精心布局掩盖了一个事实，她设计的房屋空间小而实用，并非大而空旷”。故 A、B、D 项

内容均与原文信息相反，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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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 Mies 在芝加哥湖岸大道设计建造的公寓，下面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它们忽略了细节和比例。 

[B] 它们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建筑材料。 

[C] 它们比周围的建筑空间更大。 

[D] 它们和抽象艺术有相同的特征。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第五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判断

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五段第二句“But they…at the time.”。大意是“但它们非

常流行，因为它们有轻薄的玻璃墙，美丽的景观以及高雅的建筑细节以及比例，而这些建

筑特点等同于当时受欢迎的抽象艺术。”通过“这些建筑特点等同于当时受欢迎的抽象艺术”

这句话可以判断出这些建筑和抽象艺术有相同的特征，D 项正确。 

【干扰排除】由第五段第二句“the elegance of the buildings' details and proportions”可知“建筑

的细节和比例的高雅”，A 项中“ignore”与原文信息相反，故错误。B 项将第五段第二句“the 

architectural equivalent …at the time.”中的“the architectural ”偷换成了“materials”，故错误。

由文章第五段首句“…were smallertwobedroom units…than those in their older neighbors …”，

可知 C 项中的“more spacious ”与原文“smaller”相反，故 C 项不选。 

35. 从“Case Study House”的设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 

[A] 机械设施得以广泛应用。 

[B] 自然景观得以考虑。 

[C] 为整体效果而牺牲了细节。 

[D] 环保材料得以使用。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对文章末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判断得

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the design of ”和“Case Study House”定位到末段第二句

“Aesthetic effect …detailing.”。意思是“美学效果来自自然景色、新材料的使用以及明了的

细节设计”，由此可推断出设计“Case Study House”时考虑到了自然景观，故 B 项正确。 

【干扰排除】第三句“In his …everyday life…”提到 Ralph Rapson 在当时错误预测了机械革

命如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但无法得知是否大量应用机械设施，故 A 项错误。由末

段第二句中的“forthright detailing”(明了的细节设计)可知 C 项“sacrificed(牺牲) for the overall 

effect”与原文信息相反，故不选。末段第二句中提到了“materials”，但是原文中是“new 

materials”而非 D 项中的“Ecofriendly materials”，故 D 项错误。 

长难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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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 tend to think of the decad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World War II as a time of prosperity 

and growth, with soldiers returning home by the millions, going off to college on the G.I. Bill and 

lining up at the marriage bureaus. 

【解析】这句话的主干是前半句，其中 we 是主语，tend 是谓语动词，不定式 to think 

of …as a time…是宾语。这里需要考生注意的是 to think of…as…(将……视作……)是常见

的固定搭配。following World War II 和 of prosperity and growth 分别是现在分词和介词短语

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 decades 和 time。后半部分 with soldiers returning…， going off…and 

lining up…为独立主格结构，作伴随状语，说明当时的情况。 

【译文】我们总是将二战后的数十年视作繁荣和发展的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回到家乡，

靠政府给的助学金读大学，并且在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2. In his Case Study House, Ralph Rapson may have mispredicted just how mechanical revolution 

would impact everyday life—few American families acquired helicopters, though most eventually 

got clothes dryers—but his belief that selfsufficiency was both desirable and inevitable was 

widely shared. 

【解析】这句话是由 but 连接的并列句。前半句中主语是 Ralph Rapson，谓语动词是 may 

have mispredicted，注意 may have done 表示对过去发生事情的委婉推测，宾语是 how 引导

的宾语从句，句首介词短语 in his…作范围状语。两个破折号之间的是插入语，对前面的信

息作解释说明。后半句中主语是 his belief，谓语是 was shared，主谓之间由 that 引导的是

同位语从句，对主语 belief 进行补充说明。 

【译文】在 Ralph Rapson 所设计的 Case Study House 里，他可能错误得预计了机械革命给

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尽管在美国拥有直升机的家庭屈指可数，但是大多数家庭

都用上了烘干机——但是他认为自给自足的理念既是人们想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

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核心词汇 

prosperity n. 昌盛，繁荣 

combination n. 结合(体)，联合(体)；团体，联盟 

stimulus n. 刺激物，促进因素 

trend n.& v. 倾向，趋势 

architect n. 建筑师；设计者 

decoration n. 装饰，装修 

sophisticated a. 复杂的，世故的 

全文翻译 

我们往往认为二战后的几十年是繁荣和发展的时期，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士兵返回家乡，靠

政府助学金读大学，或在婚姻登记处排队办理结婚手续。 

但是当提到他们的房子时，那个时代人们的共识和信仰就是：少即是多。在大萧条和战争

期间，美国人学会了节衣缩食，这种克制和战后对未来的信心，使得小而实用的房子变得

非常流行。经济状况只是推动实用居住趋势形成的一个诱因。“少即是多”这个短语实际是

由德国建筑师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推广的，像与 Bauhaus 设计学派有关联的其他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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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于二战前移民美国，并曾在美国多个建筑学院任职。这些设计师们对美国的建筑风

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没有人能与 Mies 相提并论。 

Mies 的理念是轻装修、重布局的效果比复杂装饰更好。他认为优雅未必来源于复杂装饰。

和其他现代建筑师一样，他采用了金属、玻璃以及胶合板材料，这些材料在今日看来理所

当然，但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象征着未来。Mies 的精致装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设

计的空间小而实用，而非大而空旷。 

例如，Mies 建在芝加哥湖岸大道上的那座高雅大楼，公寓的两个房间面积不到 1000 平方

英尺，比附近那些位于该城市黄金海岸沿线的公寓小。但它们非常流行，因为它们有轻薄

的玻璃墙，美丽的景观以及高雅的建筑细节以及比例，而这些建筑特点等同于当时受欢迎

的抽象艺术。 

这种“少”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外来的，20 世纪 30 年代，Frank Lloyd Wright 就开始建造更适

中更高效的房子，面积通常在 1200 平方英尺左右，而不再是那些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设计的那种广为流行的两层建筑。《加州艺术与建筑》杂志社在 1945 年间到

1962 年间委托一些才华横溢的现代建筑师们设计的“样板房”对“少即是多”的趋势再次产生

了本土影响。美学效应源于自然景色、新材料以及明快的细节设计。在 Ralph Rapson 所设

计的 Case Study House 里，他可能错误的预计了机械革命给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在美国拥有直升机的家庭屈指可数，但是大多数家庭都用上了烘干机——但是他认

为自给自足的理念既是人们想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2010 年 7 月 8 日一篇题为“Staring into the abyss”的

文章。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说明欧盟统一货币后的现状，各国对其看法以及评价。第一段讲解欧

盟今非昔比，问题严重。第二段指出其面临的问题——货币统一。第三段指出问题解决停

滞不前的原因。第四段和第五段说明德国和法国在欧洲货币统一方面的不同态度。最后一

段作者表明自己态度：现在就欧盟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试题解析 

36. 欧盟面临太多问题，以至于______。 

[A] 它多少已经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心 

[B] 甚至它的支持者们也开始感到担忧 

[C] 它的一些成员国计划放弃欧元 

[D] 它意欲否决贬值的可能性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首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判断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首段第二句“Now even…growth”，这句话中“cheerleader”

本意是“拉拉队队长”，在此引申为“支持者”。“a continent”在此句中指代“The EU”，题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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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是原文 crisis 的近义替换，这句话说明欧盟的支持者都开始谈论整个欧盟面临的问

题，这就说明其支持者也开始为欧盟担忧，由此可判断出 B 项正确。 

【干扰排除】由第二段第二句“Markets have lost faith …”，可知市场对欧元区经济体失去信

心，但并非 A 项中的欧盟对市场失去信心，故 A 项错误。文中并未提及成员国是否放弃使

用欧元，C 项属于无中生有，不选。由第二段末句“…which denies uncompetitive members 

the quick fix of devaluation.”可知原文讲的是成员国应对货币贬值的问题，而并非 D 项“欧盟

打算否决贬值的可能性”，故错误。 

37. 有关欧盟单一货币体制的讨论之所以陷入僵持，是因为主导国家________。 

[A] 他们争夺领导地位 

[B] 忙于处理他们自己的危机 

[C] 未能就协调内容达成共识 

[D] 对于瓦解的步骤意见不一致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三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判断得出答

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三段第二句“It is stuck…what to harmonies.”根据这句话

可知“the dominant powers”，即“德国和法国”虽然认为有必要在欧元区进行更多的协调，但

就协调内容却无法达成共识。由此可判断主导国家未能就协调内容达成共识，C 项正确。 

【干扰排除】原文并未提及德国和法国具体的国情及情况，只是说它们无法就协调内容达

成共识，故 A 项和 B 项原文均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不选。第三段首句“Yet the 

debate…is stuck.”谈的是欧盟货币统一问题，并非 D 项的“瓦解步骤”，故 D 项是对原文的

曲解，错误。 

38. 为解决欧元问题，德国建议______。 

[A] 欧盟增加给穷困地区的资金 

[B] 实行更严格的法规 

[C] 经济协调只牵涉核心成员国 

[D] 欧盟成员的选举权得到保障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局部细节题，需要对文章第四段的信息进行锁定，从而判断得出答

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文章第四段首句“Germany thinks …and 

competitiveness…”，这句话的意思是“德国认为必须通过实施更加严格的借贷、支出和竞争

条例来拯救欧元…….”。由此可知 B 项中“stricter regulations”是对原文“stricter rules”的同义

替换，故 B 项正确。 

【干扰排除】由第四段第二句“These might …poorer regions…”可知冻结欧盟给贫困地区的

资金，A 项与原文信息相反，故不选。C 项中的“only core members”是对第四段第三句“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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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sts that… all 27 members…”中的“all 27 members”偷换了概念，故错误。第四段第三句“It 

insists that…all 27 members…”，D 项中的“be guaranteed”(得到保障)是对第四段第二句

“…and even the supension …ministerial councils.”中“suspension”(停职)偷换了概念，故错误。 

39. 法国对危机处理的提议表明________。 

[A] 穷国更有可能得到资金 

[B] 严格的货币政策将被用于穷国 

[C] 贷款对于富国来说将可轻易获得 

[D] 富国将基本上控制欧元基金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需要锁定文章倒数第二段的信息，从而推理判断得

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文章倒数第二段首句“A‘southern' camp headed by French 

wants …”再根据“implies that ”定位到倒数第二段“Translated, …poorer members…”句首的

“Translated”是评注性状语，相当于“in other words”。介词短语“from richer to poorer members”

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redistribution”。由此句可知从富国到穷国再分配，即穷国更易得到资

金，故 A 项正确。同时可以判断 C 项与原文信息不符，故排除。 

【干扰排除】由原文的分析可知对货币政策进行人为干预，以及对富国到穷国的再分配体

制，这些政策都是对穷国有利的，而应该对富国更加严厉，故 B 项与原文信息相反，不选。

第五段第二句“…redistribution …fiscal transfers.”显然对富国不利， 

故 D 项错误。 

40. 关于欧盟的未来，作者的感受似乎是________。 

[A] 悲观的 

[B] 绝望的 

[C] 自负的 

[D] 有希望的 

【答案】D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态度题。态度有正向答案，也有负向答案，需要对文章最后一段的

信息进行锁定，从而推理判断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最后一段首句“It is too soon to write off the EU.”其中动词

短语“write off”的意思是“取消；认定……失败”。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认定欧盟失败还为

时过早”。由此判断得出作者对欧盟的态度很乐观，根据答案给出的备选选项，只有 D 项

“有希望的”与作者的态度一致，故 D 项正确。 

【干扰排除】最后一段，作者通过许多主观评论词暗含了自己的态度，如：the world's 

largest; at its best; far more open 等。根据这些主观评论词也可判断得出作者对于欧盟的未来

还是很乐观的，由此可得出 A、B、C 项与作者的态度不符，故不选。 

长难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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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 have lost faith that the euro zone's economies, weaker or stronger, will one day converge 

thanks to the discipline of sharing a single currency, which denies uncompetitive members the 

quick fix of devaluation. 

【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Markets have lost faith，that the euro zone's…是同位语从句，对 faith

进行补充说明，其中主语是 the euro zone's economies，谓语是 will converge，weaker or 

stronger 位于两个逗号之间，是插入语，对 economies 补充说明。one day和 thanks to 分别

是时间状语和原因状语。介词短语 of sharing…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 the discipline。后面

which 引导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先行词 the discipline。在该从句中，主语是关系词

which，谓语是 denies。uncompetitive members 和 the quick fix 是 deny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

语，介词短语 of devaluation 作后置定语修饰限定 fix。 

【译文】市场已经失去信心，因为无论强还是弱，欧元区的经济体总有一天会因为单一货

币体制而走向统一，这使得缺乏竞争力的成员国无法迅速解决货币贬值的问题。 

核心词汇 

currency n. 通货，货币 

dominant a. 最显著的，最重要的；支配的 

sanction n. 批准；惩罚 vt. 批准；支持 

freeze vt. 使结冰，使冻住 

monetary a. 钱的，货币的，金融的 

write off 注销，认定……失败 

全文翻译 

欧盟会成功吗？若在不久之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会感到奇怪。但是现在即使是欧

盟最有力的支持者们也都在谈论欧洲大陆面临的“百慕大三角”—债务、人口下降以及低速

增长。 

除了那些长期性问题，欧盟还面临经济核心区 16 个成员国的严重危机，这些成员国使用统

一的货币。市场已经失去信心，因为无论强还是弱，欧元区的经济体总有一天会因为单一

货币体制而走向统一，这使得缺乏竞争力的成员国无法迅速解决货币贬值的问题。 

然而，有关如何保护欧盟单一货币免遭崩溃的讨论陷入僵局。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作

为欧元区的主导国，法国和德国，虽然都认为有必要在欧元区进行更多的协调，但是就协

调的内容却存在分歧。 

德国认为必须通过对欧元实施更加严格的借贷、支出和竞争条例来拯救，并且要通过对那

些不遵守条例的政府实施自动制裁来保障条例的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欧盟提供给贫困

地区或欧盟大型项目资金，甚至暂停某个成员国在欧盟部长理事会的表决权。德国坚持认

为欧盟 27 个成员国都应参与到经济合作中来，在这些成员国中只有一小部分赞成市场的经

济自由主义和严厉经济政策；而就欧元内部核心区而言，德国担心大部分成员国会赞同法

国的介入。 

而以法国为首的“南方”阵营却有不同打算：建立欧元核心区成员国内部的“欧洲经济政府”，

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政治家对货币政策及穷国到富国的再分配体制进行的干预，是通过共

同的欧元债券或完全的财政转移的形式对成员国政府提供低息贷款来实现的。最终那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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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法国政府的人认为，欧盟成员国应就财政和社会协调达成共识，比如，遏制公司税率或

劳动力成本两方面的竞争。 

现在就欧盟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毕竟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就好的方面来说，欧

盟计划相当自由：因为欧盟市场是建立在贫富不等的 27 个国家组成的唯一市场上，因此它

同其他贸易区相比，其内部区域对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都更加开放。这是勇敢的尝试，

缓和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资本主义更有利。 

Part B 

文章分析 

文章选自 2010 年 7 月 10 日发表于《观察家报》(The Observer)题为《医学专家紧急呼吁取

缔垃圾食品》(Leading Doctors Call for Urgent Crackdown on Junk Food)的文章。 

本文围绕英国开展的健康饮食运动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多位著名医生和政府官员就政府在

控制垃圾食品，推进公众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问题进行讨论。首段提出著名医生的观点，

督促政府对垃圾食品收税并加大力度宣传其危害。第二段介绍医生们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

第三段至第十一段对政府官员和医生的观点详细阐明。最后一段表明了医生们的支持产生

的影响。 

词句分析 

1. Leading doctors today weigh in on the debate over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promoting public 

health by demanding that ministers impose “fat taxes” on unhealthy food and introduce cigarette-

style warnings to children about the dangers of a poor diet. 

【词汇】weigh in: 参加；promote：促进，推动；impose：强加于 

【分析】句子主干 Leading doctors weigh in on the debate。介词短语 over the government's 

role 作后置定语修饰 debate，介词短语 in promoting public health 作后置定语修饰 role，介词

短语 by demanding 作方式状语修饰 promoting，后边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作 demand 的宾语。 

【译文】现在一些著名医生也加入进关于政府在促进公众健康方面所起作用展开的争论。

他们要求政府部长们对不健康食品征收“脂肪税”，并借用类似警告烟草采取的那样来警告

孩子们不良饮食的各种危险。 

2. “Thirty years ago, it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to have imagined a ban on smoking in the 

workplace or in pubs, and yet that is what we have now.” 

【词汇】inconceivable：难以置信的，不可想象的 

【分析】该句是由 and yet 连接的并列句：句子主干 it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to…， and yet that is what we have now。would have been 构成虚拟语气，表示与过去事实相

反。that is what we have now，have 后省略了宾语 ban。句子的时间状语 thirty years 

ago 和 now构成对比，表明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变化。 

【译文】三十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会在工作场所和酒馆禁烟，但现在这已是现实。 

3. If children are taught about the impact that food has on their growth, and that some things can 

harm, at leas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up front. 

【词汇】impact：冲击，影响； available：可用的，有效的；up front: 提前，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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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句子主干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up front。if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从句的主干是

children are taught about the impact…，and that…。impact 和 and 后的 that 从句并列作 taught

的宾语。其中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 impact。 

【译文】如果人们告诉孩子们快餐食品对他们的成长发育的影响，并告诉孩子们这样的食

品是有害的，孩子们至少可以预先获知这些信息。 

解题策略 

首先读左边方框的五个题干，都是表示人名和组织的专有名词或表示人物观点和态度的动

词，因而可以判断出题目要求把右边方框的观点和左边方框的人物逐项对应。再详读右边

方框内容可以发现几个频率很高的单词。A 项和 B 项都有 fast food；此外 C 项中的 lunch，

D 项中的 diet，E 项中的 crisps 和 candies，F项中的 diet 都是关于食品的近义词；B 项有

school，C 项和 F项有 children；B 项和 G 项中都有 government，从以上信息可以判断出本

文讲的是有关儿童饮食，快餐和政府应采取何政策的内容。 

然后根据左边方框题干中的专有名词来通读原文，本文中出题顺序和文章顺序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按照顺序来配对，根据正确选项和错误选项的特征最终确定答案，并要进行再次

验证。 

题目分析 

41. 

【答案】E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由题干信号词 “Andrew Lansley”，可推测答案依据在原文第二段和第六段。 

第二段，定位至原文“Andrew Lansley, who insisted …”，与七个备选项比对后发现没有对应

选项符合。 

第六段中再次提及了 Andrew Lansley的观点 “He said that manufacturers of crisps and candies 

c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Chang for Life campaign”(他说薯片和糖果生产商在“为生命而

改变”运动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E 项的“crisps and candies” 和原文是同词复现，“producer”

和原文的“manufacturer”是同义替换，选项中的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与原文中的“play 

a central role” 也是同义替换，从而可以判断 E 项为原文信息改写，是本题正确答案。在七

个备选项中，C 项和 G 项的干扰性较大。经过比对可以判断 C 项是 Jamie Oliver 的观点，

而 G 项则是可以定位到第十一段，是“a department of Health spokesman”的观点。 

42. 

【答案】D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由题干信号词 “Terence Stephenson ”定位至第四段和第七段。 

第四段中提及 Terence Stephenson 的观点是：the consumption of unhealthy food should be 

seen to be just as damaging as smoking or excessive drinking(不健康食品的食用应该被视为与

吸烟或者酗酒有同样的危害性)。第七段中他的观点是：potential restrictions could include 

banning TV advertisements for…“If we were really bold, we might even begin to think of high-

calorie fast food in the same way as cigarettes——by setting strict limits on …”(如果我们真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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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无畏，我们甚至可以考虑用对待烟草的方式对待高热量快餐食品，即严格限制其广告宣

传，产品摆放和对体育赛事的赞助)另外，通过对 Terence Stephenson 的身份介绍和上下文

可以发现他是作为资深医务人员(“senior medical figures”第三段)和著名医生(“leading doctors”

第一段)的代表，那么他也认同以下观点：第一段中 “ministers impose ‘fat taxes’ on unhealthy 

food and introduce cigarettestyle warnings to children about the dangers of a poor diet” 和第三段

中 “stop fastfood outlets opening near schools, restrict advertising of products high in fat, salt or 

sugar, and limit sponsorship of sports events by fastfood producers such as McDonald's”这两处也

间接表述了他的观点，是和上述的直接引述他的观点内容是一致的，核心就是要仿效在禁

烟运动采取的种种手段来控制不健康食品。 

而审读几个备选项后发现，D 项和 Terence Stephenson 观点一致。 

43. 

【答案】C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由题干信号词 Jamie Oliver 可以定位到第六段 “He (Lansley) has also criticized the 

celebrity chef Jamie Oliver'shighprofile attempt to improve school lunches in England as an 

example of how “lecturing” people was not the best way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他还批评了

名厨 Jamie Oliver 为改善英国学校午餐进行的备受关注的尝试，指责这样的尝试是“讲座”而

非改变人们的行为的最好方式)，该处证明 Jamie Oliver 的观点是通过讲座是改变人们行为。 

核对备选项后发现 C 项与原文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44. 

【答案】B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Dinesh Bhugra 定位至第九段和第十段。第九段 “If children are 

taught about the impact…”(如果人们告诉孩子们快餐食品对他们的成长发育会产生何种影响，

并告诉孩子们某些食品是有害的，孩子们至少可以预先获知这些信息) 第十段 “He also 

argues councils to …” (他还坚决建议市政府在学校和医院附近强制划出“无快餐区”，在这些

区域中不能开设外卖餐馆)。可以总结出他的观点有两个：一是主观上告知孩子快餐有害健

康；二是客观上限制快餐店的设置。核对几个备选项后发现 B 项和 Dinesh Bhugra 的第二

个观点是一致的。 

45. 

【答案】G 

【考点】特征词比对 

【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A Department of Health spokesperson 定位至倒数第二段。 “We need 

to create a new vision for….This includes ….Later this year, we will publish a white 

paper …” (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新的公众健康观念，全社会齐心协力造就健康，延长寿命。这

包括同商界达成新的“责任协议”，这个协议应该以社会责任为基础，而不是国家规定。今

年晚些时候，我们将会发布一份白皮书，说明实现此目标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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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备选项后发现 G 项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business” (政府应该加强企业的责任观念)和文中信息处的 “responsibility deal”的内容是一致

的。 

全文翻译 

现在一些著名医生也加入进关于政府在促进公众健康方面所起作用展开的争论。他们要求

政府部长们对不健康食品征收“脂肪税”，并借用类似警告烟草采取的那样来警告孩子们不

良饮食的各种危险。 

上周卫生部长 Andrew Lansley发表评论后，人们提出了这些要求。Andrew Lansley坚持认

为政府不能强迫人们做出健康上的选择，并承诺不会让企业受到公共卫生规定的限制和约

束。 

然而，资深医务专家想阻止在学校附近开快餐店，限制广告宣传高脂肪、高盐分和含糖量

高的产品，并且他们还想限制诸如麦当劳此类快餐食品生产商对体育赛事的赞助。 

他们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抑制英国人对不健康食品的嗜好，并帮助结束肥胖症、糖

尿病和心脏病发病率剧增的情况。皇家儿科与儿童健康学院院长 Terence Stephenson 教授

说：不健康食品的食用应该被视为与吸烟或者酗酒有同样的危害性。 

英国儿科医生负责人说：“三十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会在工作场所和酒馆禁烟，但现在这已

是现实。在对待肥胖问题上我们愿意如此果敢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是。” 

Lansley说他希望由企业而不是政府率先行动，这让健康运动参 

加者甚为不安。他说薯片和糖果生产商在“为生命而改变”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此运动

是政府为推进健康饮食与健康所做出的努力的王牌。他还批评了名厨 Jamie Oliver 为改善

英国学校午餐进行的备受关注的尝试，指责这样的尝试是“讲座”而非改变人们的行为的最

好方式。 

Stephenson 表示可能的限制包括：晚九点前禁止播放高脂肪、高盐分和高含糖量食品的电

视广告并限制该类食品上广告牌或进电影院。他说：“如果我们真正勇敢无畏，我们甚至可

以考虑用对待烟草的方式对待高热量快餐食品，即严格限制其广告宣传，产品摆放和对体

育赛事的赞助。” 

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像麦当劳这样的公司，麦当劳赞助了足球协会所运作的年轻球员训

练项目。Stephenson 认为快餐连锁店也应停止向顾客提供玩具、可爱的小动物、手机话费

等“诱饵”来吸引年轻顾客。 

皇家精神病学院院长 Dinesh Bhugra 教授说：“如果告诉孩子们快餐食品对他们的成长发育

会产生何种影响，并告诉孩子们某些食品是有害的，孩子们至少可以预先获知这些信息。” 

他还坚决建议市政府在学校和医院附近强制划出“无快餐区”，在这些区域中不能开设外卖

餐馆。卫生部一位发言人说：“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新的公众健康观念，全社会齐心协力造就

健康，延长寿命。这包括同商界达成新的‘责任协议’，这个协议应该以社会责任为基础，

而不是国家规定。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会发布一份白皮书，说明实现此目标的具体措

施。”资深医生支持这样的激进运动，这让食品行业甚为担忧，尤其是医生们号召使用一些

过去十年禁烟时采取的强硬措施。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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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详解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globally, the IT industry produces about the same volume of 

greenhouse gases as the world's airlines do—roughly 2 percent of all CO2 emissions? 

【考点】宾语从句 

【解析】① 该句画线部分为句子主干，who 为主语，would have 

thought是谓语，that引导的从句为宾语从句。 

② IT industry作宾语从句的主语，produces 是谓语，globally是插入状语，从句中出现了

the same…as…结构，意为 “与…一样”，do 指代 produce。 

③ 破折号后面的斜体部分为同位语，是对 volume 的解释说明。 

【词汇】volume n．音量；体积，容量；卷，册 airline n．航空公司 rough a．粗糙的；粗

略的 emissio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 

【译文】从全球范围来看，有谁能想到 IT 行业释放的温室气体与全球航空公司所产生的一

样多呢？大概占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2%。 

Many everyday tasks take a surprising toll on the environment. 

【考点】简单句；短语 

【解析】该句是简单句，主语 tasks，谓语 take a toll。 

【词汇】toll n．通行费，使用费 vt.向……征收捐税；收取通行费 take a heavy～/take its～

造成损失、毁坏等 

【译文】许多日常工作对环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破坏。 

While producing large quantities of CO2, these computers emit a great deal of heat, so the centers 

need to be well airconditioned, (which uses even more energy.) 

【考点】时间状语从句；结果状语从句；定语从句 

【解析】① 该句主干是 these computers emit… heat。 

② 画线部分是时间状语从句；斜体部分 so 引导结果状语从句。 

③ 结果状语从句中又包含一个定语从句，即括号内 which 引导的部分，which 用来代指前

面整个句子，即 the centers need to be well airconditioned。 

【词汇】quantity n. 量，数量；emit vt.发出，发射，散发；condition n. 状态，状况 

【译文】这些计算机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能量。因此，这些数据中心

需要良好的空调降温，这同时又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全文译文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谁能想到 IT 行业释放的温室气体与全球航空公司所产生的一样多呢？

大概占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2%。 

许多日常工作对环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破坏。根据用户每次搜索并得到正确答案的尝试次

数不同，每一次在谷歌上的搜索都会产生 0.2 到 0.7 克的二氧化碳。为了快速将搜索结果提

供给用户，谷歌在全球建立大型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配备了很多大功率计算机。这些

计算机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能量。因此，这些数据中心需要良好的空

调降温，这同时又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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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谷歌和其他规模较大的技术供货商严密地监控他们的效率并不断地进行改进。监控

只是减排的第一步，并且任重而道远，仅靠大公司还是不够的。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的要求是写一封祝贺信和建议信的结合。在一篇字数要求约 100 单词的文章里把这

两者结合起来，就要做出重点取舍，灵活把握。题目指令中的重点信息有以下几点，请考

生审题的时候重点把握：1.李明是被大学顺利录取，不要在这里换掉其他的不正确入学信

息，有些同学审题不认真时会表达成“高中”的入学信息；2.就此件事情表示祝贺；3.给出大

学学习生活方面建议。 

行文 

 

 

范文 

Dear L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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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eard that you had been admitted to a university. First,congratulations. I can well imagine how 

proud of your parents are now, since they have been anxiously hope to witness your success. And 

then,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about your preparations for university life. 

To begin with, you should set up your own goals about what you want to learn at the 

university and what you want to be after four years of learning. Then, based on your goals, you'd 

better start reading some books about your major and be familiar with your major. It helps you 

enter into a better condition early. Last but not the least, you should get used to an independent 

living soon. You have to cultivate a habit of independent living style. The earlier you rely on 

yourself, the quicker you can get a selfmotivated university life. 

That's all my suggestions. Hope you have a worthy summer holiday and enjoy yourself. 

Sincerely yours, 

Zhang Wei 

译文 

亲爱的李明： 

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首先，恭喜你。我可以想象得到你的父母有多么为你骄傲，因

为他们一直都很期待看到你成功。其次，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关于如何准备开始大学生活

的建议。 

首先，你应该定下目标，想想你计划在大学学到什么和四年内你想学到什么。其次，

根据目标，你最好开始阅读一些关于你要攻读的相关专业方面的书籍，开始熟悉你的专业。

这能帮助你更好地提早进入状态。最后，你应该尽快适应独立生活，培养独立的生活方式。

越早独立就会越快进入自主的大学生活。 

以上是我所有的建议。希望你能过一个有价值的暑假，玩的愉快。 

真挚的 

张伟 

靓词 

anxiously ad.焦急地，担忧地 

witness v. 见证 

cultivate v. 教养，栽培 

selfmotivated a. 有上进心的 

佳句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about your preparations for university life. 

【析】提出建议的句型。 

To begin with…； The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析】可以用来替换单调的 firstly, secondly和 thirdly。 

Part B 

审题 

该表格反映国产、日系和美系品牌车在 2008 和 2009 两年国内轿车市场份额示意图。国产

品牌汽车在 2008 和 2009 两年间有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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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 

 

 

 

范文 

This bar chart shows the market shares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brand cars in domestic 

automobile market between 2008 and 2009. 

In 2008, Japanese brands cars took the lead in the automobile market, accounting for 35%, 

followed by Chinese brand cars, with 25% market shares. American brand cars fell behind, with 

mere 12% market shares. In 2009, Chinese brand cars saw a mild increase in their market shares, 

which came to 33%, while Japanese brand cars lost a lots of their market shares, taking up only 

25%.American brand cars stayed almost the same position, occupying 13% market share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choose to buy Chinese cars instead of buying the 

foreign brands cars. In the past, Japanese cars dominated the Chinese car market be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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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bly low price and low oil consumption. While, as our Chinese car industry has grown to 

be maturer and maturer. We could also produce cars with high performance, low price, and 

beautiful look. However, it cannot be neglected that the gap is not so obvious and if Chinese brand 

automakers want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they have to make more efforts. 

 

译文 

该柱状图反映的是 2008 和 2009 两年间三种不同车型在国内汽车市场所占市场份额情况。 

2008 年，日系品牌独占鳌头，占据市场份额 35%。其次是国产品牌，占据市场份额 25%。

美系品牌处于最低端，仅占据 12%的市场份额。2009 年，国产品牌市场份额有所上升，达

到 33%，而日系品牌所占市场份额有所回落，为 25%。美系品牌依旧排在最后，为 13%。 

从该表格可得出总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购买国产车。过去，日本车因其相对

较低的价格和低耗油量的优势在中国汽车市场处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日

益成熟，中国汽车品牌也能够制造出高性能、低价格、漂亮外观的车型。然而，不能忽视

的是国产汽车所占市场份额并没有和其他日产、美产汽车拉开差距。如果国产品牌汽车制

造商想更有所作为，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努力。 

靓词 

domestic a. 国内的；家庭的 

take the lead 领先 

account for 对……做出解释；说明……的原因 

fall behind 落后 

come to 共计 

take up 占据 

occupy vt. 占据，占领；居住 

outcompete vt. 在竞争中胜出 

counterpart n. 相对物；极相似的人或物 

佳句 

In 2008, Japanese brands cars took the lead in the automobile market, accounting for 35%, 

followed by Chinese brand cars, with 25% market shares. 

【析】注意动名词 accounting 和过去分词 followed 的使用。 

In 2009, Chinese brand cars saw a mild increase in their market shares, which came to 33%, while 

Japanese brand cars lost a lots of their market shares, taking up only 25%. 

【析】动词 see 的使用使句子显得生动。while 在此引导比较状语从句。 

From this chart, a saf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 

【析】被动句的使用，显得客观。 

However, it cannot be neglected that … 

【析】主语从句，it 作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是 that 后面的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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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二)答案详解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文章分析 

本文是一篇由六段文字构成的说明文，简要介绍了甲型 H1N1 流感在墨西哥地区的首次爆

发和随后在全球蔓延传播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对这场疾病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在文章最

后两个段落里重点讲述了美国在这场疾病中受感染及死亡病例的具体情况和美国联邦政府

对此疾病采取的应对措施等。 

试题解析 

The outbreak of swine flu that was first detected in Mexico was declared a global epidemic on 

June 11, 2009.It is the first worldwide epidemic __1__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41 

years. 

The heightened alert__2__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flu experts in Geneva that assembled after 

a sharp rise in cases in Australia, and rising__3__in Britain, Japan, Chile and elsewhere. 

【译文】猪流感疾病的爆发起初是在墨西哥发现的，在 2009 年 6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

宣称此次爆发的疾病是 41 年以来首次的全球性流行病。 

随着澳大利亚的感染病例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英国、日本智利以及其他地区的感染数量

也在增加，日内瓦的流感专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后，人民对此疾病提高了警惕。 

1. 

[A] criticized 批评，指责 

[B] appointed 任命，指定 

[C] commented 评论 

[D] designated 指出，指明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It is the first worldwide epidemic__1__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41 years。根据四个所给选项，可判断出所需填入词是动词的过去分词作前

面 the first worldwide epidemic 的后置定语。再联系空格后的信息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本句表达含义为“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这是 41 年里首个全球

性流行病”。故答案为 D 项 designated“指出，指明”。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的词汇量掌握和近义词辨析。 

【干扰排除】A 项 criticized “批评”具有强干扰，但是与空格所在句子的句意不符合。 

2. 

[A] proceeded 开始，继续进行 

[B] activated 刺激，使活动 

[C] followed 跟随，因…而起 

[D] prompted 提示，促进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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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heightened alert__2__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flu experts 

in Geneva that assembled after a sharp rise in cases in Australia.解答本题，空格后面的信息是

关键，“澳大利亚的病例急剧增多后，日内瓦的流感专家召开了紧急会议”，再联系空格前

面 the heightened alert“各地警戒级别进一步提高”，根据前后逻辑可判断出，由于紧急会议

的召开，人们对这一流行病提高了警惕。在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C 项 followed 用来衔

接上下文可表达该逻辑关系。故答案为 C 项。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逻辑的理解，同时也考查词汇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A 项 proceed “继续进行，开始着手”具有强干扰，如不明晰上下文逻辑关系，

很容易误选 A 项。 

3. 

[A] digits 数位 

[B] numbers 数量，数，数字 

[C] amounts 总数，总额 

[D] sums 金额，总数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nd rising__3__in Britain, Japan, Chile and elsewhere。 根据上

文信息，此空格所在句表达含义为：英国、日本、智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感染人数也在

增加。本题此处是指上文提到的 case“病例”这一可数名词，并强调“数”，故 B 项 number 符

合所需填入词要求。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近义词的辨析，尤其是词义相同但用于不同情况的近义词辨析。 

【干扰排除】四个选项都有“数”的意义，C 项干扰最强。B 项和 C 项都有“数量，数”的含

义，但是 amount和 number 的区别在于，amount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并更注重“量”的概

念。本题此处是指上文提到的 case“病例”这一可数名词，并强调“数”，故 amount 不符合。 

But the epidemic is “__4__” in severity, according to Margaret Chan, the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__5__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and a full 

recovery, often in the __6__ of any medical treatment. 

The outbreak came to global __7__ in late April 2009, when Mexican authorities noticed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__8__ healthy adults. As much of Mexico 

City shut down at the height of a panic, cases began to __9__ in New York City,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译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理事长 Margaret Chan 认为，这次流行疾病并不严重，很多患

者只有轻微症状，他们通常在没有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就痊愈了。 

2009 年 4 月末，墨西哥当局注意到在健康的成年人中因此疾病住院和死亡的人数异常之多，

该流行病的爆发便引起了全球性关注，当疾病引起的恐慌到达顶峰的时候，大部分墨西哥

城处于关闭状态，而与此同时，纽约、美国西南部和其他世界各地又出现了病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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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rate 缓和的，中等的 

[B] normal 正常的，正规的 

[C] unusual 不平常的，不寻常的 

[D] extreme 极端的，极度的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ut the epidemic is “__4__” in severity, according to Margaret 

Chan, the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句首 but 一词是重点，说明此段落含义和上文含义

具有转折关系，再联系本句后一句信息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很多患者只有轻微症状”可推断出 Margaret Chan, the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世界卫生组织的理事长 Margaret Chan)认为该流行病并不严重，故选 A 项

moderate “缓和的”。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逻辑的理解，同时考查形容词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D 项 extreme “极端的，极度的”有一定的干扰性，因为上文中一直在强调猪流

感病毒蔓延的严重程度，但这里一个 but 起到了转折的作用，故可排除 D 项。 

5. 

[A] with 伴随着…… 

[B] in 在……里面 

[C] from 从，来自…… 

[D] by 通过…… 

【答案】A 

【考点】独立主格结构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ut the epidemic is “moderate” in severity，according to 

Margaret Chan, the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__5__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and a full recovery.本题需填入一个介词，介词结构用来补

充说明前文信息。四个选项中，只有 A 项 with 可用来表示伴随含义，空格所在句是由 with

引导的独立主格结构。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介词使用的掌握，同时考查考生对句型结构的理解，即对

with 引导的伴随状语的使用。 

【干扰排除】in 一般表示在某一方面， from一般表示来源、时间等，by一般用来表示方

式、手段，三个介词都不符合句义。 

6. 

[A] progress 前进，进步，发展 

[B] absence 不在场，缺乏 

[C] presence 存在，出席，到场 

[D] favor 赞成，支持 

【答案】B 

【考点】固定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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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often in the __6__ of any medical treatment。根据上文信息“很

多患者症状轻微并可痊愈”，故本题选 B 项 absence“缺乏”。in the absence of…意为“缺乏，

不存在，没有……的时候”。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上下文逻辑的理解，同时考查名词短语辨析。 

【干扰排除】D 项 favor “赞成”有一定干扰度， in favor of “赞同”是常见搭配(注意没有定冠

词 the)。A 项 in progress 意思是“在进行中”，C 项 in the presence of 意思是“在场，存在”与

文意不符。 

7. 

[A] reality 现实，事实 

[B] phenomenon 现象 

[C] concept 概念，观念 

[D] notice 注意，通知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outbreak came to global __7__ in late April 2009，when 

Mexican authorities noticed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________healthy adults.根据空格所在句后一句信息“墨西哥当局注意到因该流行病住院、死

亡的人异常多”，可推断出此流行病的爆发已引起了全球关注，所以本题答案为 D 项

notice“注意”。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名词的辨析，同时也考查对上下文的理解。 

【干扰排除】A 项 reality “现实，事实”具有一定干扰性。但是此段中讲到墨西哥当局注意

到大批健康人住院就医甚至死亡的情况是在 2009 年 4 月底，当时甲流还未形成全球蔓延的

状况。 

8.[A] over 超过……，在……之上 

[B] for 为了……(一般表目的) 

[C] among 在……之中 

[D] to 到，向，朝着……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Mexican authorities noticed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__8__ healthy adults.本句含义为“墨西哥当局注意到因该流行病住

院，死亡的健康成年人异常之多”。故本题答案为 C 项 among。among healthy adults“在健康

的成年人中(住院和死亡的人数异常多)”。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介词使用的掌握。 

【干扰排除】A 项 over 作介词时，含义是“在……上面，超过……的，跨过(覆盖过)……”。

B 项 for 的含义是“为了，代表，以……为交换”。D 项 to 的含义是“向，到，趋向，变成”。

都不符合上下文语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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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y up 熬夜 

[B] crop up 突然出现 

[C] fill up 填满，填补 

[D] cover up 掩饰，掩盖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s much of Mexico City shut down at the height of a panic, 

cases began to __9__ in New York City,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纽

约，美国西南部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该疾病，故本题选 B 项 crop up“突然出现”。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动词和介词构成的短语的词义辨析。 

【干扰排除】本题所给四个选项都是动词和同一介词 up 构成的短语，有一定干扰性。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cases seemed to fade __10__ warmer weather arrived. But in late 

September 2009, officials reported there was __11__ flu activity in almost every state and that 

virtually allthe__12__ tested are the new swine flu, also known as (A) H1N1, not seasonal flu. In 

the U．S., it has __13__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and caused more than 600 deaths and 

more than 6，000 hospitalizations. 

【译文】随着天气变暖，美国新增病例似乎开始减少。但是据官方报道，在 2009 年 9 月末，

几乎在每个州，该流感病毒都异常活跃，实际上，所有送去检验的样本经检验得出都是新

型猪流感病毒，也被称为 H1N1，而不是季节性流感。美国有一百多万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六百多人因此而死亡还有超过六千多人入院治疗。 

10. 

[A] as 当……的时候，随着 

[B] if 如果 

[C] unless 除非 

[D] until 到……为止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cases seemed to fade __10__ warmer 

weather arrived.此题所需填入词是一个连词，连接其前后的句子，可判断，本题答案为 A

项 as“随着”。随着天气变暖，新病例似乎逐渐减少。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介词引导不同状语从句的使用。 

【干扰排除】B 项 if 和 C 项 unless 多用于引导条件状语从句。D 项 until 和 A 项 as 都可引

导时间状语从句，但 D 项放在此处，与句意不符，故排除。 

11. 

[A] excessive 过多的，过分的 

[B] enormous 巨大的，庞大的 

[C] significant 显著的，重要的 

[D] magnificent 宏伟的，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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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ut in late September 2009,officials reported there was __11__ 

flu activity in almost every state.本句开头的 but 是关键词起转折作用，说明本句与前一句意

思有转折，前一句含义为“在美国随着天气变暖，新病例似乎逐渐减少”，此句含义与其相

反，联系本句信息可推断出本题选 C 项 significant“相当的……”。意为“但据官方报道，在

2009 年 9 月末，几乎每个州该流感发作都很显著”。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相近含义的形容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A 项 excessive “过多的，过分的”具有强干扰性，但是与所在句子的句意搭配

不合理。 

12. 

[A] categories 种类，类别 

[B] examples 例子，榜样 

[C] patterns 模式，图案 

[D] samples 样本，样品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and that virtually all the__12__ tested are the new swine flu, 

also known as (A) H1N1, not seasonal flu.本句是上文 officials reported…另一宾语从句，空格

后面的 tested“经检测的”是所需填入词的后置定语，再联系本句信息“所检测出的都是新型

猪流感，名为 H1N1，并非季节性流感”可判断出本题答案为 D 项 samples“ 样本”。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相近含义名词的辨析，同时也要求考生对文章上下文逻辑正确理解。 

【干扰排除】A 项 examples “例子，榜样”具有强干扰性，其拼写和含义都和 D 项 samples 

“样本，样品”有相似之处，但是不符合与所在句子的句意搭配。 

13. 

[A] imparted 传授，告知 

[B] immersed 沉浸，浸入 

[C] injected 注射，注入 

[D] infected 传染，感染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 In the U．S., it has __13__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and 

caused more than 600 deaths and more than 6，000 hospitalizations.本句主语 It 代替上文提到

的 new swine flu, also known as (A) H1N1，再联系空格后的句子信息，该流感已导致多于

600 人死亡，超过 6000 人住院，可推断出空格处填入词应为 D 项 infected“传染，感染”。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动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C 项 injected “注射，注入”具有强干扰性，因其拼写与 D 项 infected“传染，感

染”相似，但是只要理解两个词的具体含义，便可轻松排除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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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__14__Tamiflu for children from the national stockpile and 

began__15__orders from the states for the new swine flu vaccine. The new vaccin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nual flu vaccine, is __16__ ahead of expectations.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early October 2009, though most of those __17__doses were 

of the FluMist nasal spray type, which is not__18__for pregnant women, people over 50 or those 

with breathing difficulties, heart disease or several other __19__. But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vaccinate people in other highrisk groups: health care workers, people__20__ infants and healthy 

young people. 

【译文】联邦卫生官员为儿童发放国家贮备的特敏福(预防及治疗流行性感冒药物)，并开

始接受来自于各州的新型猪流感疫苗的订单。与年度流感疫苗不同，这种新疫苗很快就可

以投入使用。到 2009 年 10 月初，三百多万剂新疫苗有望投入使用。虽然这种初始产品大

多是鼻喷雾流感疫苗，但不建议孕妇、50 岁以上的人、有呼吸困难的人、有心脏病的人或

其他问题的人使用。但是仍然有可能为在其他高危人群中工作的人注射疫苗，比如，医护

人员、照顾婴儿的人以及健康的年轻人。 

14. 

[A] released 发放，释放，发行 

[B] relayed 转播，转达，中继 

[C] relieved 缓解，减轻 

[D] remained 保持，剩余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__14__Tamiflu for children from the 

national stockpile。Tamiflu 意为“特敏福(预防及治疗流行性感冒药物)”，空格所在句意为“联

邦卫生官员为儿童发放国家贮备的特敏福”。四个选项中，只有选项 A 项 released“发放”，

符合句意要求。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相近含义的动词的辨析。 

【干扰排除】所给四个选项都是以 re 开头的动词，有一定干扰性， B 项 relayed“转播，转

达，接力”有一定干扰性，但放在此处逻辑不通。 

15. 

[A] placing 放置，任命 

[B] delivering 递送，陈述 

[C] taking 采取，接受，拿 

[D] giving 给予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and began__15__orders from the states for the new swine flu 

vaccine.本句的主语仍然是上文中的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再联系空格后面信息，“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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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来自于各州的有关新猪流感疫苗的订单”，可选出答案为 C 项 taking，搭配后面的

orders。take orders from“接受来自……的订单”。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相近含义的动词的辨析，同时也考查动词短语固定搭配。 

【干扰排除】A 项 placing 意为“下订单”，B 项 delivering 意为“发送所订购的货物”，D 项

giving 意为“下订单”。这三个选项均违背上下文逻辑，不符合题意。 

16. 

[A] feasible 切实可行的，合理的 

[B] available 可得到的，可用的 

[C] reliable 可靠的，可信赖的 

[D] applicable 可实施的，可应用的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The new vaccin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nual flu vaccine, 

is __16__ ahead of expectations.句中的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nual flu vaccine 是主语 the 

new vaccine 的定语从句，意为“不同于年度流感疫苗的新疫苗”，再联系空格后信息，可推

断出本题答案为 B 项 available“可得到的，可使用的”。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对相同后缀构成的形容词的辨析，同时也考查考生对上下文信息的

理解。 

【干扰排除】四个选项都为加 able 后缀构成的形容词，有干扰性。D 项 applicable “可实施

的，可应用的”干扰性强，因为考生会误理解为该疫苗是可适用的，但联系下文信息，可排

除此项。 

17. 

[A] prevalent 盛行的，流行的 

[B] principal 重要的，首要的 

[C] innovative 创新的，革新的 

[D] initial 最初的，开始的 

【答案】D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early 

October 2009, though most of those __17__doses were of the FluMist nasal spray type。句意为，

2009 年 10 月初，300 多万新型疫苗被予以使用，虽然这种____药剂大多数是喷鼻剂特敏福。

本题答案为 D 项 initial“最初的”，意为“这种疫苗初期产品的类型是喷鼻剂”。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形容词辨析和对上下文信息的把握。 

【干扰排除】C 项 innovative “创新的，革新的”有一定干扰强度，D 项 initial 的含义是“开

始的，最初的”，与上文前一句的 new构成语义连接，为近义词复现。 

18. 

[A] presented 赠送，呈现 

[B] restricted 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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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commended 推荐，介绍 

[D] introduced 介绍 

【答案】C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which is not__18__for pregnant women, people over 50 or those 

with breathing difficulties, heart disease…。解答本题时空后的句子信息是重点， 空后列举了

一系列特殊人群：孕妇、50 岁以上人群、有呼吸困难人群、患心脏病人群。由此可判断此

题选 C 项 recommended“推荐”。意为“不推荐以下列举的特殊人群使用该药剂”。 

【命题思路】本题主要考查动词的辨析能力，同时考查考生对上下文的理解。 

【干扰排除】D 项 introduced “介绍”有一定干扰性，但 introduce 后面搭配介词 to，故排除。 

19. 

[A] problems 问题 

[B] issues 问题 

[C] agonies 极大的痛苦 

[D] sufferings 痛苦，苦难 

【答案】A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people over 50 or those with breathing difficulties, heart disease 

or several other __19__．解答本题时要联系上文信息，上文说该药剂不推荐给一些特殊人群

使用，本题空格处前面的 or 表明所需填入词仍是指特殊人群。所以可推断出答案为 A 项

problems，即还有其他健康问题的人群。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相近含义的名词的辨析能力。 

【干扰排除】B 项 issues 的含义也是“问题”，但多指有争议的问题；A 项 problems 的含义

是“问题”，泛指其他的一些疾病。 

20. 

[A] involved 涉及，包含 

[B] caring for 照顾，关心 

[C] concerned with 关心，与……有关，关注 

[D] warding off 避开，挡住 

【答案】B 

【考点】词义辨析 

【直击答案】本空格所在句是 But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vaccinate people in other highrisk 

groups: health care workers, people__20__ infants and healthy young people.句子主干意为，但

是对其他高危人群接种该疫苗仍是可行的，后面具体列举了这些人群的身份。由给出的四

个选项可推出，所需填入词是动词的分词形式作后置定语。B 项 caring for“照顾，关心”与

此处前面的 care 构成同义复现，故为正确选项，即照顾婴儿的人们。 

【命题思路】本题考查考生对动词和动词短语的辨析，同时也考查考生对上下文信息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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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除】C 项 concerned with “关心，关注”是强干扰项，其含义和 B 项有一定相似之处，

但没有照顾之意，故排除。 

核心词汇 

absence n. 没有，不在场，缺席 

in the absence of… 缺少……时 

activate vt.刺激，使活动，使活泼 

available a．可得到的，可利用的，有效的 

criticize vt. 批评，指责，评论 

appoint vt. 任命，指定，约定 

designate vt.指出，指明，指派，标出 

prevalent a．盛行的，流行的，普遍的 

significant a．意义深远的，有效的，重大的 

feasible a．切实可行的，可能的 

moderate a．缓和的，中等的，适度的 

immerse vt. 沉浸，浸入 

immerse in 全神贯注于……，专心于…… 

长难句分析 

1. But the epidemic is “moderate” in severity, according to Margaret Chan，the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wit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and a full recovery，with oft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medical treatment. 

【分析】该句的主干为 the epidemic is moderate in severity，后面的部分全部是补充说明部

分 。值得分析的是 with 引导的伴随状语结构。其中，experiencing 及其后面成分是现在分

词作后置定语，修饰 patients，这里是主动关系，mild symptom 和 a full recovery 是宾语。 

2.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early October 2009，though most 

of those initial doses were of the FluMist nasal spray type，which is not recommended for 

pregnant women, people over 50 or those with breathing difficulties, heart disease or several other 

problems. 

【分析】该句的主干是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though most of those initial 

doses were…。主句是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后面是 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

从句，再后面是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定语从句中，which 指代 most of those initial doses，

which 在从句中作主语，但在逻辑上作 recommend 的宾语。后面的 with 加动词的动名词结

构充当其前面的伴随状语，补充说明 those，补充说明这一类人的特殊之处。 

Section Ⅱ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Text 1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2009 年 11 月 26 日题目为 Suspended Animation 的文

章，属于文化范畴，探讨了达明·赫斯特的作品大卖后，艺术品市场出现的持续衰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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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第一段介绍了持续一个世纪的艺术品市场牛市结束了，其标志是赫斯特的 56 部作品的

大卖。第二段回顾了自 2003 年以来艺术品市场的走势情况，即经历了持续的上升期后，艺

术品市场的势头大减。第三段对低迷的艺术品市场进行了详细的例示。第四段指出尽管当

前的艺术品市场状况糟糕，但人们对市场的复苏仍然充满信心。第五段指出这次衰退与以

往的情况不同，许多买家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进军艺术品市场。 

试题解析 

21. 在文章第一段，达明·赫斯特的作品大卖被称为“最后的胜利”是因为________。 

[A] 艺术品市场经历了一系列的成功交易 

[B] 拍卖师最终以最高价格拍卖出了两件艺术品 

[C] “我内心的美丽永存”胜过了其他任何作品 

[D] 这次拍卖是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完成的 

【答案】D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因果推理题。考生需要找出原因和结果。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first paragraph”和“last victory”定位到第一段的倒数第二句“it 

was a last victory”。it 指代文章前面所叙述的赫斯特作品大卖，创造了极佳的销售业绩。由

第一句话可知，这个持续时间最长的艺术品市场牛市以赫斯特的作品成功拍卖而终止。而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首段尾句进行了总结：“as the auctioneer called out bids, …， Lehman 

Brothers, filed for bankruptcy ”，D 项中的 world financial crisis 是原文中 filed for bankruptcy

的同义替换。因此，D 项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A 项是原文现象的表面信息，是对 victory进行的望文生义。B 项与原文事实

不相符，原文提到“all but pieces sold”，but 意思是“除了，除……之外”，B 项是对这句话的

曲解。C 项与原文事实不符，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 指的是这场拍卖会的名字，

而并非某件艺术作品的名字，属于偷换概念，故不选。 

22. 作者在第三段中提到“任何花销都变得不再时尚”，暗示着______。 

[A] 收藏者们不再积极参与到艺术品市场的拍卖会中 

[B] 人们停止了各种花销并远离了画廊 

[C] 艺术品收集的时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力 

[D] 总体来说，艺术品已经过时，因此不值得购买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句意推理题，属于封闭式推理题。句意推理题和词义推理题一样，

需要借助上下文的信息进行推理解答。首先将短语定位到原文中后再根据所在文本进行推

理。本题考查的是代词指代。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文章第三段第一句话“in the weeks and months that …deeply 

unfashionable”。紧接着第二句话“in the art world that meant…”中 that 充当代词，指代第一句

话的内容，因此 meant 后面的内容是对第一句话的解释，其意思是：在艺术收藏界里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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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收藏者们会远离画廊和拍卖会场。这一信息与 A 项“收藏者们不再积极参与到艺术

平市场的拍卖会中”一致，因此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B 项中的“停止各种花销”是对题干的过度推理。文章第三段第三句话中提到

“sales of contemporary art fell by twothirds”，其含义是说当代艺术品的销售量下降了三分之

二，这与选项中提到的“停止各种花销”不相符，其表述过于绝对。C 项在文中并未提及，

题干并未提及有关吸引力的方面。D 项是对题干字面意思的理解，而没有结合句子所在的

文本语境，属于望文生义。 

23. 下面哪项陈述是错误的？ 

[A] 从 2007 年到 2008 年当代艺术品的销售明显下降。 

[B] 在市场推动力方面，艺术品市场超过了其他很多产业。 

[C] 总体上艺术品市场在不同的方面都有所下滑。 

[D] 一些艺术品经营者在等待好机会的到来。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反向提问的开放性细节题。第一需要选错误的，第二需要全文寻找

答案。比较快捷的办法是，在阅读文章时做关键词的记号，以便解题时定位。 

【直击答案】根据 B 项的内容定位到第二段第一句话“The world art market had …since 2003.”

意为：世界艺术品市场自 2003 年经历了急速攀升后的一段时间以来逐步失去了发展动力，

即作者表明，艺术品市场越来越不景气。显然，B 项与原文表达意思相反，因此为正确答

案。 

【干扰排除】根据 A 项提供的具体年代定位到第三段第三句话“Sales of contemporary art 

fell …November 2008.”意为：当代艺术品的销售量下降了三分之二，最热门的艺术品销售

在 2008 年 11 月份降幅高达近百分之九十，与 A 项相一致。C 项与第三段表述的内容相一

致。该段先提及收藏者们远离了画廊和销售店，其次描述了销售数据的下降，最后又提及

两大拍卖行的举措，与 C 项中的“in various ways”相符，此内容表明“the current downturn”，

同义替换选项中的“the art market generally went down”。D 项与文章最后一句话“But anyone 

who …confidence to return.”所表述的内容相一致，some art dealer 等同于“anyone who does 

not have to sell”，“waiting for confidence to return” 等同于“were awaiting better chances to 

come”，这都属于同义替换。 

24. 文章在最后一段提到“3Ds”是________。 

[A] 拍卖行的最爱 

[B] 当代的趋势 

[C] 促进艺术作品流通的因素 

[D] 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答案】C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细节题。从全篇文章的结构来看，段落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

转折关系，即文章的主题没有发生改变。通常在这种模式下，文章最后一段是主旨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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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Three Ds”和“last paragraph”定位到最后一段第三句话“the 

three Ds —death, …to the market”，破折号中间的内容是对 three Ds 的解释说明，意为：3Ds

依然为市场输送艺术品。而前一句话又提到，在当前的市场中缺少的不是对艺术品的需求，

而是好卖的艺术品。因此 C 项为正确答案，“promoting art work circulation”等同于原文中的

“deliver work of art to the market”。此外，只有 C 项提到了文章的主题“艺术品”。 

【干扰排除】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通过描述两家拍卖行的销售额表明目前艺术品市场的衰

退现象，但并未提及拍卖行最爱的艺术品，故排除 A 项。文中的 contemporary指

contemporary arts(当代艺术品)，而非 contemporary trend，B 项属于张冠李戴，故排除。D

项中的 Impressionist 出自第四段的首句，但与本题无关。 

25. 这篇文章最恰当的标题是________。 

[A] 艺术品价格的波动 

[B] 现代艺术品拍卖 

[C] 艺术品市场的衰退 

[D] 对艺术品兴趣的转移 

【答案】C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给文章加标题是常见的文章主旨题考查的方式之一。从这篇文章的整体结构

来看，段落与段落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转折，因此主旨贯穿全篇文章。考生可以总结每

一段的段落大意，然后进行概括总结。 

【直击答案】本文第一段以赫斯特作品的大卖引出文章的讨论话题，即艺术品市场的低迷

与衰退；第二段介绍了艺术品市场在经历了牛市后的衰落；第三、四段分别讨论了当前的

艺术品市场形势，并在最后一段对未来趋势做出了预测。因此最合适的标题为 C 项“艺术

品市场的衰退”。 

【干扰排除】虽然第二段第二、三句提到“价格波动”，但属于细节内容，以偏概全，因此

排除 A 项。B 项中的 uptodate 和文中的 contemporary 是同义词，文章第一段提及拍卖会是

为了引出讨论话题，B 项不具有概括性。文章提到艺术品收藏者远离了画廊和拍卖会现场

是因为艺术品市场的不景气。D 项与原文内容不符，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The longest bull run in a century of artmarket history ended on a dramatic note with a sale of 56 

works by Damien Hirst, 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 at Sotheby's in London on September 

15th, 2008. 

【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The longest bull run ended on a dramatic note。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 属于插入语，解释说明拍卖会的名称。句子剩下的部分都由介词短语作状语

构成的，其中 on a dramatic note 作方式状语，with a sale of 56 works by Damien Hirst 作伴随

状语，at Sotheby's in London 作地点状语，on September 15th, 2008 作时间状语。 

【译文】2008 年 9 月 15 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我内心的美丽永存”的拍卖会上，随

着达明·赫斯特的 56 件作品成功出售，艺术品市场一个世纪以来最长的牛市戏剧性地落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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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ut the market generates interest far beyond its size because it brings together great wealth, 

enormous egos, greed, passion and controversy in a way matched by few other industries. 

【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the market generates interest。because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主干是 it 

brings together great wealth, enormous egos, greed, passion and controversy；it 指代 market，in 

a way作方式状语，过去分词短语 matched…作后置定语修饰 way。 

【译文】但是艺术品市场产生的利益远远超过它本身的规模，因为它汇集了巨大的财富、

膨胀的自我、贪婪、激情和争议，其汇集方式几乎没有哪个产业能与之相提并论。 

核心词汇 

bull run (股市)活跃期，牛市 

dramatic a. 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 

auction n. /vt.拍卖；竞卖 

file n. 文件夹，档案 

bankruptcy n. 破产，倒闭 

momentum n. 动力，势头 

bewilderingly adv.令人困惑地 

reckon vt.推断，估计；设想；认为 

greedy a. 贪心的；渴望的 

controversy n. 争论，争执 

contemporary a. 属同一时期的；当代的 

fluctuant a. 波动的，起伏的 

全文翻译 

2008 年 9 月 15 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我内心的美丽永存”的拍卖会上，随着达

明·赫斯特的 56 件作品成功出售，艺术品市场一个世纪以来最长的牛市戏剧性的落幕了。

所有作品中只有两件没有售出，销售额超过 7000 万英镑，创造了单个艺术家的拍卖纪录。

这是艺术品市场的最后胜利。因为，就在拍卖师大声喊出报价时，纽约华尔街上历史最悠

久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世界艺术品市场自 2003 年经历了急速攀升后的一段时间

以来逐步失去了发展动力。Clare McAndew 是一家名叫 Arts Economists 研究公司的创始人，

他估计，在 2007 年的高峰期世界艺术品市场的价值约为 650 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然

而从那时起艺术品市场的价值可能已经下跌至 500 亿。但是艺术品市场产生的利益远远超

过它本身的规模，因为它汇集了巨大的财富、膨胀的自我、贪婪、激情和争议，其汇集方

式几乎没有哪个产业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赫斯特作品大卖后的几个星期至几个月内，任何艺术品的花销都变得不合时宜。在艺术

收藏界里，这意味着收藏者们会远离画廊和拍卖会场。当代艺术品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

二，而在最畅销的热门领域，那一年的销售额截止到 2008 年 11 月份下跌了近 90%。几周

之内，世界上最大的两家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不得不支付两亿美元的保证金给已经

将作品交给他们出售的客户。 

当前艺术品市场的衰退是 1989 年底日本停止购买印象派作品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针对这次

衰退，专家估计平均价位相对峰值下降了 40%，尽管有些价格波动的幅度更大。但是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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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首席执行官 Edward Dolman 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低谷，对此我十分确信”。他认为，

这次艺术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与上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中依然存在买家。几乎每位接

受这个特别报道采访的人都说，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需求，而是没有好的作品销售。

三 D 因素——死亡、债务和离婚——依然会把艺术品推向市场。那些不急于出手的人依然

远离市场，等待市场信心的回归。 

Text 2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The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1990 年 6 月 24 日题目为 Sex, Lies and 

Conversation; Why Is It So Hard for Men and Women to Talk to Each Other? 的文章，属于社会

话题类范畴，探讨了家庭中夫妻沟通的问题，并指出缺乏沟通会危害到婚姻。 

第一段通过一个小型聚会中的谈话情况引出了文章要讨论的关于家庭沟通的话题。第二段

明确指出男性在公共场合很健谈，但是在家里与妻子沟通较少，这种情况会给婚姻带来致

命的危机。第三段具体通过社会学家凯瑟琳·科勒·里斯曼的采访证实了男性这一行为对婚

姻的影响。在第四段中作者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妻子都期望丈夫能够成为自己交流的伴侣，

而很少有丈夫会有这样的期待。最后一段用一幅漫画的内容重申了本文的主题，即两性沟

通上的危机。 

试题解析 

26. 大多数妻子对丈夫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A] 和她们交流。 

[B] 信任她们。 

[C] 支持她们的事业。 

[D] 共同承担家务。 

【答案】A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的细节题，考生可以直接根据题干中提取的信息回文定位到

文章中的相关句子，得出答案，它考查的是同义替换。 

【直击答案】第一段第三句话“women frequently …don't talk to them”正话反说暗示妻子很期

待丈夫和她们交流。此外，第四段的“want their husbands to be”对应题干中的“expectation of 

their husbands”；“first and foremost”对应题干中的“main”；“conversational partners”对应 A 项

“talking to them”，因此 A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B 项在文中并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由第四段首句可知妻子对丈夫的抱怨

不集中在一些明显不公平的事情上，而是丈夫不和她们交流。作者继而对这些明显不公平

的事情(tangible inequities)进行了举例，即 such as 后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了 D 项“sharing 

housework”的内容，故 D 项不属于抱怨的内容，并不是妻子所期待的内容。C 项

“supporting their careers”是指丈夫能够支持她们的事业，而原文信息是“having given up the 

chance for a career to company a husband”，是指妻子为了陪伴丈夫而放弃她们的事业，偷换

了概念。 

27. 根据文章判断，短语“wreaking havoc”(第二段)的含义可能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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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生动机 

[B] 施加影响 

[C] 造成危害 

[D] 形成压力 

【答案】C 

【考点】词义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词义推理题，属于封闭式推理题。首先要定位短语所在的句子，然

后根据其所在的文本进行逻辑推理。短语出现在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这和第三段的第一

句话构成顺接关系，因此对于考生来说，解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段的内容。 

【直击答案】该短语出现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话“and this pattern is wreaking havoc with 

marriage.”短语是对 this pattern 的描述，根据代词代前不代后和就近指代的原则，可判断指

的是上句话中的：although American men tend …talk less at home。紧接着第三段首句提到

“this pattern was observed …”，两句话中都提到了 this pattern，属于指代复现，这表明两个

段落之间是顺接的关系，即这两个段落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提炼出第三段的观点，

那么题干中短语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第三段主要描述了社会学家凯瑟琳·科勒·里斯曼在

她书中讲述了一个通过访谈方式进行的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most women she 

interviewed … reason for their divorces，即大多数女性都将缺少交流归结为离婚的理由。由

此可知这种模式危害婚姻，故 C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产生动机”在文中并未体现，属于无中生有。这种男性在家不与妻子交

流的模式确实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了影响，但是文章表述得很清楚，这种影响是导致离婚，

是负面影响，而 B 项“施加影响”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故排除。D 项“形成

压力”干扰性比较大，但其表述不够明确。 

28. 以下表述都是正确的，除了________。 

[A] 在公共场合男性倾向于比女性更健谈 

[B] 最近几乎 50%的离婚率都是由于失败的交流造成的 

[C] 女性更加注重夫妻之间的交流 

[D] 女性在家比她的伴侣更健谈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反向提问的开放性细节题。第一需要选错误内容，第二需要全文寻

找答案。比较快捷的办法是，在阅读文章时做关键词的记号，以便解题时定位。 

【直击答案】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given the current divorce rate …a virtual epidemic of failed 

conversation”中由“given”可知这是比喻，并非事实。原文只是说如果美国的离婚率接近

50%，但并未说明 50%的离婚案件都是因为交流失败造成的，故选 B 项。 

【干扰排除】第二段中提出 although American men tend to …talk less at home。although 引

导的从句部分是 A 项的同义复现，故排除。they often talk less at home 中对比的双方是 men

和 women，与 D 项的内容吻合，a female 对应 women，her spouse 对应 men，程度为 more，

即 a female often talks more at home than her spouse，因此 D 项的内容表述符合原文，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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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第二句话：instead, they focused on communication 中的 they 指代上句提到的 women，

而 focus on 对应 attach importance to，因此 C 项与原文表达一致，故排除。 

29. 下面哪一项最能总结文章的观点？ 

[A] 道德的衰退值得社会学家更多的研究。 

[B] 婚姻破裂根源于性别的不平等。 

[C] 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有不同的期待。 

[D]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交流模式有所不同。 

【答案】D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首先从整体上来看，这篇文章的段落与段落之间没有明显

的转折，也就是说文章的主题从头到尾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文章结构的观点出现

在第一段或者是第二段，考生可以通过概括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内容提炼文章主旨。 

【直击答案】第一段通过一个小故事引出了要讨论的话题：conversation；第二段的第一句

话实则就是文章的主旨句；因为第三段和第四段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调查来证明文章的观

点，属于论据，最后一段用一幅漫画重申了主题。所以文章的主题句是：although 

American men tend to …talk less at home。D 项是对这句话的高度概括，符合主旨题的答案

特点。 

【干扰排除】文章的关键词是 conversation 或者是 communication，作者并未提升到

moral(道德)的层面来探讨这个话题，A 项属于过度推理。文章第三段提到 most women she 

interviewed … as reason for their divorces，即大多数女性都将缺少交流归结为离婚的理由，

与 B 项所表达的内容不相符。第四段的最后一句话：that most wives want …share this 

expectation of their wives，虽体现了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主要还是体

现在 conversation 方面。C 项并未体现文章的主题词，而是将原文主旨含义扩大化了。 

30. 文章接下来的一段内容，作者很可能会关注________。 

[A] 对新书 Divorce Talk 的生动描述 

[B] 对刻板印象性的卡通画的详细描述 

[C] 美国高离婚率的其他可能的原因 

[D] 对政治科学家安德鲁·海克的简单介绍 

【答案】B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的推理题，解题需要从篇章结构的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

一个段落中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题目要求猜测接下来一段的内容，

这就需要对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进行分析并推理，它会给下一段的内容做出提示。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最后一段：In short, the image that …， wanting to talk。该段

具体描述了 the stereotypical cartoon scene，接下来的内容最可能围绕这一点展开，所以 B

项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A 项中的 Divorce Talk 出现在文章中的第三段，是作为一个论据来支持文章

的观点，与最后一段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故排除。C 项的干扰性很大，但是文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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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在讨论美国高离婚率的原因，它不符合文章主旨一致性原则，故排除。D 项中的安

德鲁·海克在第三段和第四段中都出现过，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作者的观点，属于第四

段的论据，是该段的一个细节，不能用于推理文章的主线路，故排除。 

长难句解析 

1.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reports in her new book Divorce Talk that most of the women she 

interviewed—but only a few of the men—gave lack of communication as the reason for their 

divorces. 

【解析】这是一个宾语从句，句子的主干是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reports that，that 从

句作宾语，in her new book Divorce Talk 作状语指明 report 的出处。在 that引导的从句中，

主语是 most of the women，谓语动词结构是 gave sth.as sth.。she interviewed 是省略了关系

代词的定语从句，解释说明 most of the women。两个破折号之间是插入语，起补充说明的

作用。 

【译文】凯瑟琳·科勒·里斯曼在她的新书《离婚对话》中讲述到，她采访的大多数女性都

将缺少交流视为她们离婚的理由，而只有少数男性认同这一点。 

2. In my own research, complains from women about their husbands most often focused not on 

tangible inequities such as having given up the chance for a career to accompany a husband to his, 

or doing far more than their share of daily lifesupport work like cleaning, cooking and social 

arrangements. 

【解析】这是一个并列复合句，句子的主干是 complains focused not on tangible inequities。

From women about their husband 两个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补充说明 complains，such as 后面

的内容是对 inequities 的具体举例。其中 or 并列连接两个现在分词短语 having…， or 

doing…。在第一个分词短语中，to company a husband 作目的状语。第二个分词短语采用了

比较结构 more than，介词短语 like cleaning, cooking and social arrangements 是对前面的 life-

support work 的举例说明。 

【译文】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女性对丈夫的抱怨通常都与切实的一些不公平无关，比如说，

放弃她自己的事业而陪伴丈夫，或者做了许多额外的例如打扫卫生、做饭和社交安排之类

的家务。 

3. In short, the image that best represents the current crisis is the stereotypical cartoon scene of a 

man sitting at the breakfast table with a newspaper held up in front of his face, while a woman 

glares at the back of it, wanting to talk. 

【解析】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句的主干是 the image is the stereotypical cartoon scene。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解释说明 image。of 引导的介词短语作 scene 的后置定语，现在分词

sitting 作后置定语修饰 man，介词短语 at the breakfast table 是地点状语，with a newspaper

是伴随状语。过去分词短语 held up in front of his face 作后置定语修饰 newspaper。while 引

导让步状语从句，表对比，wanting to talk 是现在分词短语作伴随状语。 

【译文】简而言之，最能描绘目前危机的是这样一幅典型的卡通画，一个男人坐在早餐桌

旁，手捧报纸在读，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而妻子则生气地盯着报纸的背面，很想和他说

话。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核心词汇 

address n. 演讲；地址 vt.向……演说/讲话 

conversation n. 谈话，会话 

episode n. 插曲；一集，一节 

crystallize vt.使成形，使具体化 

wreak vt.施行报复，惩罚 

virtual a. 实质上的，事实上的 

epidemic n. 流行病 

tangible a. 真实的；实际的 n. 有形资产 

stereotypical a. 老一套的；陈规的 

全文翻译 

在弗吉尼亚的一个会客厅里，我对来这里参加小型聚会的人们发表了一篇演讲，虽然这是

一个女性组织的团体，但也邀请了一些男性加入进来。整个晚上，有一个男性表现地特别

健谈，他时不时地提供一些点子和奇闻轶事，然而他的妻子却安静地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

就在那晚的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评论到，女性经常抱怨自己的丈夫不和她们交流。而

这位男性很快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观点。他向妻子做了个手势说：“在家里，她就是个话匣

子。”顿时，房间里爆发出笑声，而他却看起来很迷惑还有点受伤。他解释到：“这是真的，

当我下班回到家里，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如果不是她一直和我说话，我们会在沉默中

度过一个夜晚。” 

这个小插曲形象地表现了这样一个讽刺的现象：尽管美国男性在公共场合表现得比女性更

健谈，但在家里他们却很少交流。这一谈话模式给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政治社会家安德鲁·海克就观察到了这一模式。凯瑟琳·科勒·里斯

曼在她的新书《离婚对话》中讲述到，她采访的大多数女性都将缺少交流视为她们离婚的

理由，而只有少数男性认同这一点。考虑到目前近 50%的离婚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每年会

有上百万的离婚案例——这实质上是交流失败而导致的流行病。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女性对丈夫的抱怨通常都与切实的一些不公平无关，比如说，放弃她

自己的事业而陪伴丈夫，或者做了许多额外的例如打扫卫生、做饭和社交安排之类的家务。

相反，这些抱怨都与交流有关：“他不愿意倾听”，“他不愿意和我交流”。正如海克在很多

年前所观察到的一样，我发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大多数妻子都希望丈夫成为她们交流

的伴侣，但是很少有丈夫对妻子寄予同样的期望。 

简而言之，最能描绘目前危机的是这样一幅刻板印象的卡通画，一个男人坐在早餐桌旁，

手捧报纸在读，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而妻子则生气地盯着报纸的背面，很想和他说话。 

Text 3 

文章分析 

本文选自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8 年 7 月 14 日一篇名为“Warning: Habits May 

Be Good For You”的文章，属于社会生活类范畴的文章，探讨了商业宣传行为在推动人们

培养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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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段开门见山指出许多公司都完善了在消费者之间创造习惯这一行为艺术。第二段引

用 Curtis 的一句话，指出我们应该向企业学习如何培养新的习惯。从第三段作者开始陈述

企业是如何将人们生活中一些细微的线索转化成日常习惯的。第四段和第五段通过具体的

事例阐述了商家的广告宣传有助于人们一些生活习惯的培养。第六段引用消费心理学家的

话说明培养好的习惯可以促进产品的销售。最后一段指出，商家在使用这一策略的同时也

带来了商品质量的隐患。 

试题解析 

31. 根据 Curtis 博士的观点，用肥皂洗手等这样的习惯________。 

[A] 应该进一步培养 

[B] 应该逐渐的改变 

[C] 历史上根深蒂固 

[D] 基本上是个人关注的事情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考查考生对文章中某句话的深刻理解，考生可以通

过同义替换锁定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关键词 habits like hand washing with soap 定位到第二段。Dr.Curtis 提

到“There are fundamental public problems, …we wanted to learn from private industry how to 

create new behaviors that happen automatically.”由此可推出，他认为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主

要方法是创造自发的新习惯，因而 A 项为正确答案。A 项中的 cultivate(培养，养成)与原文

中的 create(创造，形成)属于同义替换。 

【干扰排除】文中“how to change people's habits”中的 habits 指“like dirty hands instead of a 

soap habit”，因为句内未出现转折，所以同一句话中在不同地方指到的同一概念应该是一致

的。即，原文中提到的是改变不洗手的习惯，但题干中指的是“habits like hand washing with 

soap”(用香皂洗手的习惯)，B 项概念混淆。C 项“历史上根深蒂固”，文章并没有从历史的

角度阐释人们生活习惯的问题，属于无中生有。D 项中的“private concerns”(个人关注的问

题)，与原文的 “ public health problems ”，将 public 换成了 private，属于偷换概念。 

32. 文章第五段中提到瓶装水，口香糖和润肤品是为了________。 

[A] 揭示它们对人们习惯的影响 

[B] 显示人们对日常用品的急需 

[C] 表明它们对人们购买力的影响 

[D] 体现好习惯的重要角色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推理题。题干中提供的具体信息实则是文章中的例子，考生需要对

上文和下文进行搜索在答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找出论据所证明的观点。 

【直击答案】本题是典型的例证题，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五段。阅读第五段内容可知，该段

说明 bottled water，chewing gun and skin moisturizers 如何被人们广为应用。例子是用来说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官网:kaoyany.top



明观点的，因此可阅读上下段，即第四段和第六段，从中找到表达观点的句子，即可得出

正确答案。第四段首句“…many of the products we use every day…are results of manufactured 

habits”及第六段首句“Our products succeed when they become part of daily or weekly patterns”，

都说明了产品对习惯的影响，即 A 项的内容。 

【干扰排除】从第五段可知 bottled water，chewing gun and skin moisturizers 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必备品(daily necessities)，但并未体现出 urgent need，因此排除 B 项。C 项也属于无

中生有干扰项，作者并没有提能否买得起这样的问题，只是说过去没有这样的产品也就没

有相关的生活习惯。D 项中的“good”是错误的标志，作者只是客观阐述了产品对人们生活

习惯的影响，并没有评论这些习惯的好坏。 

33. 下面哪一个不属于有助于人们形成习惯的产品？ 

[A] 汰渍。 

[B] 佳洁士。 

[C] 高露洁。 

[D] 联合利华。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考生可以通过观察选项，找到与其他选项不一样的选项即

为正确答案。考生还在回文定位后，通过原词复现排除干扰项，从而选出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从 A、B、C、D 四个选项的特征来看，只有 D 项中的“Unilever”是一个公司

的名称而并非产品的名称，因此正确答案为 D。从文章内容来看，虽然在文章的第三段指

出 Curtis 博士建议向这三家公司学习，“The companies that Dr.Curtis turned to — Procter & 

Gamble, ColgatePalmolive and Unilever…”即宝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联合利华三家

公司，但是在文章后面并未提到任何联合利华的产品。 

【干扰排除】文章在第三段提到这三家公司之后，紧接着在第四段例证段落的末句中提到

“Today, because of shrewd advertising and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often with Colgate, Crest 

or one of the other brands.”该句中提到了佳洁士和高露洁两种牙膏帮助人们培养了刷牙的习

惯。因此 B 项和 C 项同时排除。第六段首句是该段中心句，指出“our products succeed when 

they become part ofdaily or weekly patterns”，紧接着指出宝洁公司“sold $76 billion of Tide, 

Crest and other products last year”。由此可知 Tide 也可帮助人们培养习惯，因此排除 A 项。 

34. 从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些消费者生活习惯的培养归因于________。 

[A] 产品的完美艺术 

[B] 自发性行为的形成 

[C] 商业促销 

[D] 科学实验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开放式推理题，需综合考虑整篇文章。考生在解题的时候应将本题

与文章的主旨相关联，提炼出文章的中心就可以得到本题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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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答案】文章第六段提到“Creating positive habits is a huge part of improving our 

consumers' lives, and it's essential to making new products commercially viable.”紧接着作者又

提到“there is certain power in tying certain behaviors to habits cues through ruthless advertising.” 

trying certain behaviors to habits 对应题干的 some of consumers' habits are developed，

commercially viable 及 ruthless advertising 对应 commercial promotions，因此 C 项为正确答案。

此外，考生也可以从第三段和第四段的具体事例中的得出同样的结论。 

【干扰排除】首句中的“automatic behaviors”指“habits”，A 项中的 perfected art of products 将

原文中的“automatic behaviors/habits”换成了 products，故排除。B 项中的 automatic behavior 

creation 即 habits creation(习惯的形成)。而题干问的是习惯培养的原因是什么，B 项答非所

问。末段首句提到了“experiments”，通过实验观察，社会科学家发现了广告可以使得特定

的形成转化为习惯。实验并不是形成习惯的原因，故排除 D 项。 

35. 对于广告对人们习惯的影响，作者的态度是________。 

[A] 漠不关心的 

[B] 消极的 

[C] 积极的 

[D] 有偏见的 

【答案】B 

【考点】态度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观点态度题，可以通过判断作者最阐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用到的形

容词的感情色彩进行判断。 

【直击答案】文章最后一段第一句指出“there is power in trying certain behaviors to habitual 

cues through ruthless advertising”，作者用含贬义色彩的“ruthless”(残酷无情的)修饰

“advertising”，表明广告对人们习惯的影响，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另外，第二句中也出现

具有贬义色彩的形容词“questionable”和“unhealthy”，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广告持否定态

度，因此正确选项为 B 项。 

【干扰排除】根据态度题的做题原则中的责任原则：不承担责任的词一般都是陪考词，如

impassive, indifferent 等，可以排除 A 项。根据肯定原则：凡是自我否定的词一般都不入选，

如 biased, confused, puzzled 等，可以排除 D 项。C 项“positive”出现在第六段“creating 

positive habits is…”，用来修饰“habits”，而并非题干中的 advertisement，属于偷换概念。 

长难句解析 

1. There are fundamental public health problems, like dirty hands instead of a soap habit, that 

remain killers only because w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change people's habits. 

【解析】主从复合句。句子的主干是 there are fundamental public health problems。双逗号中

间的内容是插入语，是对前面出现的 health problems 的举例说明。that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problems，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中 how to change people's habits，采用了“特殊疑问

词＋to do 不定式”的结构作 figure out的宾语。 

【译文】像弄脏了手而不用香皂洗手这样的习惯，依然属于基本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这

些问题对人们有致命的危害，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怎样改变人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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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mpanies that Dr. Curtis turned to — Procter & Gamble, ColgatePalmolive and Unilever 

— had inves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inding the subtle cues in consumers' lives that 

corporations could use to introduce new routines. 

【解析】主从复合句。句子的主干是 the companies had inves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The companies 后的 that 引导定语从句，指代 companies，在从句中作 to 的宾语。

两个破折号中间是插入语，解释说明 the companies。dollars 后的分词短语 finding the subtle 

cues 作 invested 的伴随状语。lives 后面的 that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cues，in consumers' lives

作地点状语。在定语从句中，that指代 cues 作 use 的宾语，主语是 cooperations，谓语动词

是 could use，to do 不定式作目的状语。 

【译文】Curtis 博士所引用的公司——宝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联合利华——都已

经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需找消费者生活中的一些微妙的线索，公司可以利用这些

线索向消费者引进新的惯例或习惯。 

核心词汇 

fundamental a. 基本的 n. 基本原理 

subtle a. 微妙的；精巧的 

manufacture vt. (大量)制造，加工 

multiple a. 多重的 n. 倍数 

shrewd a. 精明的；机灵的 

feature n. 特征，特色 

commercial a. 商业的 n. 商业广告；宣传 

controversy n. 争论；争议；[法律] 民事纠纷 

emerge v. 出现；显露 

erupt vi. (火山)爆发，突然发生 

全文翻译 

在过去十年，许多公司完善了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自发性行为(习惯)的艺术。通常，在一

系列精心设计的日常生活线索的影响下，当消费者不假思索地吃快餐和消费的时候，这些

习惯为许多公司都赢得了数亿美元的收益。 

“像弄脏了手而不用香皂洗手这样的习惯，依然属于基本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依

然对人们有致命的危害，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怎样改变人们的习惯，”伦敦卫生与

热带医学院卫生中心的 Curtis 博士指出，“我们想要从私人企业那里学习到怎样创造一些自

发的新习惯。” 

Curtis 博士所引用的公司——宝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联合利华——都已经投入了

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寻找消费者生活中的一些微妙的线索，公司可以利用这些线索向消

费者引进新的惯例或习惯。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将会发现我们每天使用的很多日用品——如口香糖、润肤品、消毒液、

空气清新剂、净水器、健康快餐、止汗剂、古龙香水、牙齿洁白剂、纤维软化液、维生素

等——都是生产商制造习惯的结果。一个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人会很有规律地每天刷好几

次牙。而如今，因为精明的广告和公共健康卫生运动的提倡，很多美国人会习惯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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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两次他们珍珠一样白的牙，以防龋齿，通常他们所使用的牙膏是高露洁、佳洁士或者其

他品牌的产品。 

几十年前，很多人不会在就餐之外再喝水。然而饮料公司开始生产取自山泉水的矿泉水，

现在人们在办公室整天都会不假思索地饮用瓶装水。口香糖，最主要消费者曾经是年轻小

伙子，现在在商业广告中被认为是饭后用来清新口气和清洁牙齿的必备品。在广告中，润

肤品被认为是每天早上化妆的必备品，成为梳头和上妆之间的一个日常环节。 

“当我们的产品成为人们每天或者每周的生活模式时，这些产品就成功了，”最近刚刚从保

洁公司退休的消费心理学家 Carol Berning 说道：“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改善消费者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样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它对新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去年

宝洁公司的汰渍、佳洁士和其他产品的销售额高达 760 亿美元。 

Berning 博士等社会科学家通过实验和观察发现：无情的广告的确可以将一些特定的行为转

化为习惯。但随着这种新的习惯科学的兴起，这一商业策略被商家用来销售一些有问题的

化妆品或者不健康的食品，争议也就之出现。 

Text 4 

文章分析 

本文主要讲述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以及它的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程。第一段首先描述了美

国陪审团制度的五大重要原则。第二段的主要指出了陪审团制度在履行过程中的一些漏洞。

第三段指出陪审团制度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第四段指出 1968 年后，陪审团制度

进一步完善，严格了各项原则的实施力度。 

试题解析 

36. 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原则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________。 

[A] 有文化和无文化的人都可以在陪审团中服务 

[B] 被告不接受他们同龄人的审判 

[C] 陪审团服务不应该强加年龄限制 

[D] 判决应该考虑公共的意见 

【答案】D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考生需要将选项与文章第一段描述的陪审团制度的五大原

则逐一对应，从而得出答案。 

【直击答案】第一段首句直接提出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中的原则，接着对五个原则进行了

具体的阐释。其中第五个原则“that verdicts should … letter of the law.”中的 verdicts 和 D 项

中的 judgment 是同义词，represent“代表”和 consider“考虑”在文中属于同一个意

群， opinion of the public 和原文中的 conscious of the community属于同义替换，因此 D 项

为正确答案，强调了法律的判决应该考虑公民自身的意见。 

【干扰排除】原则一提到了“minimal qualifications of age and literacy”，而并非 A 项中提到

的有无文化的人都可以为陪审团服务，故排除。同样，这一原则也表明对年龄有最低的限

制，而 C 项将原文中“最低年龄要求”换成了“没有年龄限制”，属于偷换概念。第四个原则

提到被告的同龄人有权利审判他们的同龄人，其中“are entitled to”意为“被赋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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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肯定含义。而 B 项中的 “are immune from”意思是“对……免疫，不受……的影响”，表

达否定含义，与原文信息相反。 

37. 1968 年以前的选取所谓精英陪审员的行为表明了________。 

[A] 反歧视法律的不足 

[B] 一些种族歧视行为的盛行 

[C] 陪审团选举过程中相互冲突的理念 

[D] 高级法院的陪审员表现出来的傲慢 

【答案】A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封闭式推理题。考生在回文定位后可以通过某个句子推理出正确答

案，主要考查了正话反说。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提供的年代信息和“socalled elite jurors”定位在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句子的重点信息在后半句话：选举所谓的精英或者一流的陪审员这一做法为绕开这种或者

其他反歧视的法律提供了便捷的道路，从侧面反映出了反歧视法律的不全面，A 项属于正

话反说，为正确选项。 

【干扰排除】B 项属于过度推理，文章只是提到了在陪审团选举的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现

象，但不能从中推出种族歧视现象盛行。C 项属于答案信息残缺和跨越范围型干扰项。文

章第二段首句指出 jury selection procedures conflicted with these democratic ideals.而 C 项中

democratic 缺失，ideal 的范围被放大。此外，“选举过程中理念的冲突”在时间上属于“as 

recently as in 1968”管辖的范围。而题干中的时间是“prior to 1968”，两者时间不一致，属于

“跨越范围”干扰。D 项无中生有，文中并未提及最高法院任何陪审员的表现，故排除。 

38. 甚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一些州女性很少出现在陪审团中，原因是________。 

[A] 她们受到了州法律的禁止 

[B] 她们感觉达不到所要求的资历 

[C] 她们被认为应该履行家庭责任 

[D] 她们倾向于逃避公共活动 

【答案】C 

【考点】推理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原因推理题，考生在回文定位之后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推理出正确

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三段末句。句中“this practice”指代陪审团中没有女性成员

这一情况，即题干中的“women were seldom on the jury list”，而“was justified”即后面的

claim，表明理由。C 项为正确答案，“perform domestic duties”和原文中的“needed at home”

所表达的含义一致。 

【干扰排除】第三段“it was not until… for jury duty.”中“made women eligible”(使女性具有资

格)与 A 项中的“they were banned”(她们被禁止)含义完全相反。第一段在陈述陪审团制度原

则的时候提到了对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资格限制，但并没有提及具体的限制内容，B 项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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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第三段第三句体现出很多女性会积极的要求参加陪审团，而并非 D 项所说她们

会逃避公共活动。 

39. 在《陪审员遴选及服务条例》通过之后，________。 

[A] 在陪审员选择中的性别歧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必须被废除 

[B] 联邦政府在选举陪审员的时候对教育背景的要求有所放宽 

[C] 州级别的陪审员应该能够代表整个社会团体 

[D] 各州的陪审员制度改革应该符合联邦法律 

【答案】B 

【考点】细节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细节题，考生在回文定位后，通过同义替换可以锁定正确答案。 

【直击答案】根据题干定位到最后一段，第二句提到这一法律废除了对联邦陪审员的特殊

的教育背景要求。其中 this law 指代上句提到的“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B 项中的

less rigid(不那么严格)与原文中的“abolished special requirements”(废除特殊要求)构成同义替

换，为正确答案。 

【干扰排除】末段第三句提到 C 项的内容，但并不是题干中所说的《陪审员遴选及服务条

例》带来的结果，而是 Taylor v．Louisiana 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做出的决定，属于张冠李戴。

A 项的内容也是 Taylor v．Louisiana 的裁决结果，虽然内容正确但是不符合题干的要求。

第三段首句提到在国会通过《陪审员遴选及服务条例》后，进入了陪审团制度民主改革的

新时代。文章虽指出了陪审团制度的改革，但是并未提及改革是否要符合联邦法律，D 项

属于无中生有。另外，排除 A、C、D 项还可运用“跨越范围是干扰项”的方法。A、C、D

项都是“1975 decision Taylor v．Louisiana”管理的范围，而题干的关键词“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属于 in 1968 管理的范围。A、C、D 项跨越范围，错误。 

40. 在讨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时，文章把重点放在了________。 

[A] 它的本质和问题 

[B] 它的特点和传统 

[C] 它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D] 它的传统与发展 

【答案】D 

【考点】主旨题 

【命题思路】这是一道主旨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文章主旨的归纳和概括能力。 

【直击答案】文章第一段提出了陪审团制度的各项原则规定。第二段出现了转折，主要内

容是：在 1968 年以前，很多州都没有严格的履行陪审团制度中规定的原则，出现了教育和

阶级歧视。同样第三段指出陪审团制度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第四段指出 1968 年

后，陪审团制度进一步完善，严格了各项原则的实施力度。因此不难看出，文章首段先总

体介绍了陪审团制度，接下来则以时间为线索阐述了其发展的历程。因而 D 项为正确答案，

它最具有概括性。 

【干扰排除】A 项中陪审团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在文章中提及，虽然第二和第三段确实叙述

了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该选项并没有将第四段的内容概括在其中，具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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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排除。B 项只涉及了第一段的内容，不具有全文概括性，故排除。文章第二、三和四段

的叙述以时间为顺序，强调了其发展历程。因而 C 项也不具有全局概括性，没有将第一段

的内容包含在内。 

长难句解析 

Many Americans regard the jury system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crucial democratic values,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that all citizens who meet minimal qualifications of age and literacy are 

equally competent to serve on juries. 

【解析】句子主干是 many Americans regard the jury system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后

面是分词短语结构作伴随状语，在这个结构中嵌套了 that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解释说明

principles，在同位语从句中又嵌套了一个由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citizens。 

【译文】许多美国人都认为陪审团制度是基本的民主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包括这样的原

则：所有达到最低年龄限制和文化程度要求的公民都有资格服务于陪审团。 

核心词汇 

jury n. 陪审团 

democracy n. 民主，民主政治 

qualification n. 合格证明；资历，资格 

competent a. 能胜任的，合格的 

defendant n. 被告人 

prohibit vt. 禁止；阻止 

discrimination n. 歧视；辨别，区别 

eligible a. 有资格的；适合的 

justify vt.为……辩护；是……的正当理由 

constitution n. 体制，政体；法规，宪法 

全文翻译 

许多美国人都认为陪审团制度是基本的民主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包括以下这些原则：所

有达到最低年龄限制和文化程度要求的公民都有资格服务于陪审团；陪审员应该从能够代

表整个社会团体的人员中随机选出；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种族、民族、性别或民族血统等原

因被剥夺在陪审团服务的权利；被告有权接受他们同龄人的审判；判决能够代表社会团体

的良知，而不仅仅只是法律条文。陪审团制度也被认为是最好的能够直接实现民主而不是

代表民主的活生生的例子。在直接实现的民主中，公民轮流管理自己，而不是选取代表为

他们执政。 

但是直到 1968 年，陪审团选举的程序与这些民主的理念出现了冲突。比如说，在一些州，

只有被认为在智力、教育和道德品质优秀的人才能履行陪审团职责。尽管美国的高级法院

早在 1880 年的 Strauder v. West Virginia 的案件中就已经禁止了在陪审团成员选举过程中存

在的故意的种族歧视，但是选举所谓的精英或者一流的陪审员这一做法为绕开这种或者其

他反歧视的法律提供了便捷的道路。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陪审团制度才将女性纳入到陪审团成员中。在 1989 年的犹他州，

尽管女性第一次出现在州陪审团成员中，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多数的女性才有资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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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陪审员。即使在那个时候，除非女性个人要求将她们的名字列在陪审团成员的名单上面，

否则一些州会自动将女性排除在陪审团成员之外。这一做法的理由是女性需要待在家里，

这使得陪审团中没有女性代表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968 年，美国议会通过了《陪审员遴选及服务条例》，这意味着陪审团制度进入了民主改

革的新时代。这一法律废除了对联邦陪审员的特殊的教育背景要求，规定陪审员必须从整

个社会团体中随机挑选。1975 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Taylor v．Louisiana 的裁决中，高级

法院扩大了陪审团制度的要求，认为州级别的陪审员构成的陪审团应该能够代表整个社会

团体的各个部分。泰特决议还宣布在陪审员选举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属于不合法的行为，并

命令各州在选举男女陪审员是要使用同样的程序。 

Part B 

文章分析 

文章选自发表于《经济学人》(印刷版)(The Economist, the print edition)2009 年 12 月第三期，

题为《高效航空—V 型胜利(效仿鸟类也许能节省燃油)》(Efficient Aviation V for victory 

Copying birds may save aircraft fuel)的文章。 

全文共六段，第一段提出本文主题，第二段讲述鸟类的编队飞行原理，第三段介绍了把该

原理运用于飞机的可行性及相关实验，而第四、五段分别指出该做法的两个问题：安全问

题和天气问题的影响，第六段则说明了现在美军已经有打算进行此项研究，但是并未开始，

并质疑美军已经进行过编队飞行的传言。 

词句分析 

1. Peter Lissamanm, an aeronautics expert who was formerly at Caltech and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as suggested that a formation of 25 birds might enjoy a range increase of 

71%. 

【词汇】aeronautics：航空学； formerly：原来，原先；Caltech：(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 range：范围，射程 

【分析】句子主干为 Peter Lissamanm has suggested that…。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作 suggest

的宾语，表示 Peter 的观点。两个逗号之间为插入语作 Peter Lissamanm 的同位语，对其进

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其中还包括了一个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expert，因为这个

expert 指的就是 Peter Lissamanm，因此该定语从句和 an aeronautic expert 都是来说明 Peter 

Lissamanm的。 

【译文】皮特·李萨曼(Peter Lissamanm)之前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航空学专家，

他认为一个由 25 只鸟组成的队列，其飞行距离或许可提升 71%。 

2. Dr.Kroo and his team modeled what would happen if three passenger jets departing from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Las Vegas were to assemble over Utah, assume an inverted V-

formation, occasionally change places so all could have a turn in the most favorable positions, and 

proceed to London. 

【词汇】model：模仿； passenger jets：喷气式客机；assemble：集合，装配，组

合； assume：假设，认为，呈现，表现出； formation：形成，编队，队形； invert：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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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 occasionally：偶尔，间或； favorable：赞同的，有利的，适合的； proceed：前进，

行进 

【分析】句子主干为 Dr Kroo and his team modeled what would happen。从句 what would 

happen 作 model 的宾语。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较复杂，其主干为 three passenger jets were 

to assemble…， assume…and proceed…，现在分词短语 departing from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Las Vegas 作后置定语修饰 jets，so 引导目的状语从句 

【译文】克鲁博士(Dr.Kroo)及其团队做模拟实验，让三架客机分别从洛杉矶、旧金山和拉

斯维加斯起飞，它们在犹他州上空集合，采用倒 V 字形状，偶尔变换位置，以便它们可以

轮流利用最佳位置，然后飞往伦敦。 

3. Whether the separation distances involved would satisfy airtrafficcontrol regulations is another 

matter, although a working group at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has in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rmation flying in a blueprint for new operational guidelines. 

【词汇】involve：包含，涉及； blueprint：蓝图；operational：操作的，经营的； guideline：

指导方针，指导原则 

【分析】句子主干为 whether…is another matter。 whether 引导的主语从句做主语，其中

involved 作后置定语修饰 distances。although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其主干为 a working group 

has in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译文】有关飞机间距是否符合航空管制条例是另一个问题，但国际民航组织的一个工作

组已经考虑把编队飞行引入新的操作指导方针中的可能性。 

解题策略 

41 题中出现三个专有名词：Stanford University、Boeing 及 Airbus，先勾画出这三个单词，

因为专有名词是可帮助回文定位的关键词之一。题目的 findings 是主语，而且是表示结论

和观点的词，也可以勾画出来，promote sales 是句子谓语和宾语，也可以勾画出来。 

42 题中 upwash experience 是主语要勾画出来，以便回文章中找到谈论这个主题的地方即可

定位本题。propelling energy 和 reducing resistance 是比较核心的词汇，也可以勾画出来。 

同理可以勾画出 43 题中的 formation flight，comfortable，because 和 44 题中的 weather, not 

yet, defined, 和 45 题中的 World War II 等。在勾画核心词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标准，可以

根据考生自己的习惯，主要目的是给自己提示，便于回文定位。 

勾画出核心词后，通读文章，并对核心词出现的地方做出标记。最后逐题回文定位并匹配，

从而得出答案。 

题目分析 

41. Finding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researchers will promote the sales of new Boeing and Airbus 

aircraft. 

42. 【题目翻译】斯坦福大学研究者的发现将会促进波音飞机公司和空中客车飞机公司新飞

机的销售。 

【答案】F 

【考点】细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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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Stanford University researchers 可推测答案依据在首段末句。But a 

group of researchers …， has suggested that a…， and it would not…题干中的 findings 指的就

是“airlines could take a more naturalistic approach to cutting jetfuel use”， 而 and 后的内容指出

该研究说明 “it would not require them to buy new aircraft”，意思为“这不需要购买新型号飞

机”，因而可以得知题干信息和原文信息是相反的。答案为 F。 

42. The upwash experience may save propelling energy as well as reducing resistance. 

【题目翻译】在上升气流中飞行不仅可以节省驱动所消耗的能量，还可以减少阻力。 

【答案】T 

【考点】细节题 

【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upwash experience 和 propelling 可推测答案依据在原文第二段第四

句。Other birds …experience reduced drag, and spend less energy propelling themselves.句子中

reduced drag 和题干的 reducing resistance 是对应的，drag 和 resistance 是同义替换，reduced

和 reducing 是同一个单词变换形式而来。spend less energy propelling themselves 与 save 

propelling energy对应，spend less 和 save 是同义替换，propelling energy 则是 energy 

propelling themselves 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因而可以判断出题干和原文表达的含义一致。答

案为 T。 

43. Formation flight is more comfortable because passengers cannot see the other planes. 

【题目翻译】编队飞行更舒适，因为乘客看不到其他的飞机。 

【答案】F 

【考点】细节题 

【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Formation flight is more comfortable 可推测答案依据在原文第四段第

三句。通过关键词 passengers cannotsee the other planes 则还可以回文定位其后本段第五句。

第三句的 passengers feel comfortable 和本题的题干是同义替换，但是原文句子是一个疑问

句，文中并未给出结论，因此并不能据此判断题干后半部分的原因是否正确。第五句话中

的“might not”表示的是可能性，而题干的“cannot”表示的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文章的第五句

话是为了说明第四句话 Dr. Kroo points that the aircraft could be separated by several nautical 

miles, and would not be in the intimate groupings favored by display teams like the Red Arrows.

本句主要强调飞机间距会比较大，第五句是来形象说明这个距离大到“乘客都看不到其他飞

机”，而这个与是否舒服并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再看本段第一句和第二句话，可知这里所

谓的不舒服，其实就是指的不安全感。因为编队飞行时客机距离会很远，飞机乘客甚至看

不到其他飞机的存在，就会觉得不安全。从常识可以判断出不安全感和舒适感是相反的，

因此编队飞行更舒适这个命题是错误的。答案为 F。 

44. The role that weather plays in formation flight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题目翻译】天气在编队飞行中所起的作用尚未能被清楚认知。 

【答案】T 

【考点】细节题 

【解析】由题干关键词 weather 可推测答案依据在原文第五段第一句。题干 the role the 

weather plays 是原文信息句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weather conditions affected the ai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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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表达，而题干中的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和原文的 it remains to be seen 意思

是相同的。因而可以判断本句正确。答案为 T。 

45. It has been documented that during World War II, America's armed forces once tried 

formation flight to save fuel. 

【题目翻译】据记载，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军队曾经尝试编队飞行来节约燃料 

【答案】F 

【考点】细节题 

【解析】通过题干关键词 World War II 和 armed forces 可推测答案依据在原文第六段第三句

There are reports that…， but Dr. Lissaman says they are unsubstantiated. “My father was…，” 

he adds.题干中的 it has documented that 与原文的 there are reports that 是同义替换，题干的

World War II 与原文的 Second World War是同义替换，题干的 to save fuel 则是原文 when 

they were low on fuel 的另一个说法，因此单独从前半句话而言好似题干是对的，但是在看

完之后有个转折 but Dr. Lissaman says they are unsubstantiated.证明对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因而本题与原文不符。答案为 F。 

全文翻译 

波音飞机公司(后简称“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后简称“空客”)都在大肆吹嘘他们最新型飞机

787 和 A350 的卓越性能。巧妙的设计和轻质的复合材料当然使它们与众不同。然而在斯坦

福大学，由伊兰·克鲁率领的一组研究人员认为飞机应采取更具仿生效应的方式来消减燃油

用量，而且这不需要购买新型号飞机。 

克鲁教授称答案就在鸟类身上。自 1914 年，科学家们已知鸟儿们在飞行时会编队成 V 字

形以节省体力。气流划过鸟类双翼会在其翼尖后旋绕而上，这一现象被称作“上洗”。在上

升气流中飞行的其他鸟会遇到较小的空气阻力，因而在前进时耗费较少能量。彼得·李萨曼

之前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航空学专家，他认为一个由 25 只鸟组成的队列，其飞

行距离或许可提升 71%。 

鸟类的这一原理应用于飞机上时，效果上也相差不大。克鲁博士及其团队做模拟实验，让

三架客机分别从洛杉矶、旧金山和拉斯维加斯起飞，它们在犹他州上空集合，采用倒 V 字

形状，偶尔变换位置，以便它们可以轮流利用最佳位置，然后飞往伦敦。他们发现飞机少

消耗了多达 15%的燃油(而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在飞行的巡航阶段飞机的氮氧

化物的排放量减少了大概四分之一。当然，有些难题亟待解决。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安

全问题，或者至少是感觉到安全。乘客们对“结伴飞行”是否会感到安全？ 克鲁博士指出飞

机之间会间隔好几海里，不会像红箭(英国皇家空军特技表演队)那样飞机间距很小。乘客

往舷窗外望去甚至看不到其他飞机。有关飞机间距是否符合航空管制条例是另一个问题，

但国际民航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已经在考虑把编队飞行引入新的操作指导方针中的可能性。 

还需要考虑天气状况对气流的影响，因为这使编队飞行更加高效。在有大量乱流的区域，

飞机尾部气流会很快消失，从而上洗效应就会消失。克鲁博士说，这是他们团队将进一步

研究的领域之一。而且，协调每架客机的起飞时间和航行目的地，使它们可以编队飞行从

而获益。这并非易事。相反，像日常空军飞行那样，货运飞机也许更容易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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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军已经着手这件事。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宣布会出资让

波音公司研究编队飞行，尽管该计划尚未实施。有报告称二战期间一些军用飞机在燃料不

足时候会编队飞行，但是李萨曼博士说这些报告是未经证实的。他补充说：“我父亲曾是皇

家空军飞行员，我堂兄则是那架在柏林坠毁的兰喀斯特式飞机的机长。”因此他应该清楚此

事。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重点详解 

Having endured a painful period (of unsustainability) in his own life made it clear to him that 

sustainabilityoriented values must be expressed through everyday action and choice. 

【考点】动词 ing 形式引导的短语作主语；it 形式宾语 

【解析】① 画线部分为主句的主语。made 是谓语，it 是形式宾语。真正的宾语是 that 引导

的斜体部分，clear 作宾语补足语。 

② 画线部分中括号里的内容 of unsustainability作 period 的后置定语。 

③ 斜体部分 that 从句中主语是 values，谓语是 must be expressed，through…作方式状语。 

【词汇】endure vt. (长时间地)忍受，忍耐 unsustainable a．不可持续的 orient vt.使适应；

以…为目标/方向，朝向 

【译文】在忍受了一段痛苦的生活后，他清楚得认识到，以承受力为导向的价值观需要通

过日常行动和抉择加以体现。 

He'd been through the dotcom boom and bust and , desperate for a job, signed on with a Boulder 

agency. 

【考点】并列结构； 形容词短语作原因状语 

【解析】① 主句主语是 he，谓语动词是 and 连接的 had been 和 signed on。 

② 斜体部分形容词短语 desperate for a job，以插入语形式作 signed on with…的原因状语。 

【词汇】boom vt. 发出隆隆声；兴旺 bust n. 萧条 desperate a.极需要的，孤注一掷的 agency 

n. 代理，经销处 

【译文】在经历了网络的兴衰之后，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份工作，因此他与鲍尔德公司签约。 

“It was a really bad move because that's not my passion, ” says Ning, whose dilemma (about the 

job) translated, predictably, into a lack of sales. 

【考点】定语从句 

【解析】① 画线部分是句子主干。Ning 是主语，says 是谓语。引号内内容是宾语从句，里

面包含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②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whose…修饰 Ning。其中 whose dilemma 为主语，括号内作 dilemma

的后置定语，translated into 是谓语，副词 predictably 对它进行修饰，宾语是 a lack of sales。 

【词汇】dilemma n．困境；进退两难 translate vt.翻译；使转变 predictable a．可预言的，可

预测的 

【译文】宁说：“那的确是很糟糕的一步，我对那份工作没有热情。”不出所料，工作上的

进退两难造成他销售业绩不佳。 

全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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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承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但对于泰德·宁来说，对于这个词他有自己切身

的体会。在忍受了一段痛苦的生活之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承受力为导向的价值观需要

通过日常行动和选择加以体现。 

宁回忆了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困惑的一年，那年他从事保险推销工作。在经历了网络

的兴衰之后，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份工作，因此他与鲍尔德公司签约。 

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宁说：“那的确是很糟糕的一步，我对那份工作没有热情。”不出所

料，工作上的进退两难造成他销售业绩不佳。他说“很悲惨，我很焦虑，愁肠百结，经常半

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发呆。我身无分文，我需要这份工作。大家都说‘等等看，一定会有转

机的，只是时间问题。'” 

Section Ⅳ Writing 

Part A 

审题 

本提纲的要求是写一封感谢信和邀请信的结合。题目指令中的重点信息有以下几点，请考

生审题的时候重点把握：1.写信人是从美国刚回来而并非其他国家，不要换掉信息；2.给美

国的同事写信而不是其他人；3.表达对美国同事的感谢；4.向同事发出邀请，欢迎他或她到

中国来。 

行文 

 

范文 

Dear Joe,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you for your warm hospitality when I 

participated in an exchange program in USA. 

Your generosity helped to make my stay in USA a memorable memory and gave me a good 

chance to know American cultures better. Besides, I think it is really an honor for me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and I will cherish the friendship forever. I do hope that you will come to China 

one day, so that I c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pay your kindness and refresh our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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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allow me to give my sincere appreciations to you again. And wish to see you in China 

soon. 

Sincerely yours, 

Zhang Wei 

译文 

亲爱的乔： 

    当我参加美国交换项目的时候，您热情的招待让我感动，对此，我想向您表达我诚挚的

感谢。 

您的慷慨使我的美国之行变得值得回忆，让我更好地了解美国。此外，和您成为朋友

是我的荣幸，我将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我真心希望有一天您能到中国来，好让我也有机

会回报您的友善，并且使我们的友谊历久弥新。 

请允许我在此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 

真诚的， 

张伟 

靓词 

extend v. 伸展；延长；发出(邀请、欢迎等) 

hospitality n. 殷勤；款待 

participate v. 参加 

generosity n. 慷慨，大方 

memorable a. 值得纪念的 

refresh v. 使振作；使焕然一新 

appreciation n. 欣赏，鉴赏；感谢 

佳句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you for your warm hospitality when I participated in 

an exchange program in USA. 

【析】“extend”来表达情感显得真挚而正式，为表达一些情感常用的书面表达词汇。画线

部分为表达谢意的固定句型，后面的 for 引出感谢的原因。 

Please allow me to give my sincere appreciations to you again. 

【析】致谢的常用句型。 

Part B 

审题 

该柱状图反映了 2000 至 2008 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手机订购量的情况。这个订购信

量其实也就是指代了手机的使用用户量。从 2000 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手机订购量增长缓慢，

直至 2008 年，虽有上升趋势，但是增长缓慢；说明手机的用户量可能趋于饱和。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手机订购量即手机用户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呈现出的急剧增长的态

势，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手机使用的潜力上仍然巨大。 

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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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This bar chart shows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measured in billions, for the years 2000 to 2008. 

The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s in bo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enjoyed 

increase in different speed over time. In this chart, the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intained a continual and steady increase from 2000 to 2007 and remained constant in 

2008.Meanwhile, the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a slow 

increase from 2000 to 2004 and then saw a great surge from 2005 to 2007.This trend increased to 

a peak about 4 billion in 2008. 

Based on different national situations,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is trend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points. Firs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limited number of population, which decides that 

the demand for mobilephone service is also limited and will soon be saturated. Second, a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has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lso a large demand for mobilepho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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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 the mobilephone becomes more available and more affordable,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buying their mobilephones. 

In my view, this trend that the number of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 continues to gr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 constant for a while in the future. And this trend would also benefit 

most of the mobile users bot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译文 

该柱状图以十亿为单位反映了 2000 至 2008 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手机订购量的情况。 

手机订购量在过去年间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增加。该表中，

发达国家的手机订购量在 2000 年至 2007 年间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 2008 年保持稳定。与

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手机订购量从 2000 年至 2004 年增加缓慢。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间

突然增加，直到 2008 年到达顶峰，数值达 40 亿。 

基于不同国情，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可分为两点。首先，发达国家人口有限，所以对手机

的需求也很有限，且很快达到饱和状态。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基数大决定了

对手机的需求量也很大。而且随着手机越来越便宜且容易购买，购买手机的人数越来越多。 

以我之见，发展中国家手机订购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在未来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这种

趋势会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用户都受益良多。 

靓词 

measure v. 衡量；测量 

maintain v. 保持；维持 

continual a. 持续的 

steady a. 稳定的 v．保持；逗留 

constant a. 不变的；恒定的 

undergo v. 经历 

surge v. & n. 激增 

佳句 

Based on different national situations,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is trend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points. 

【析】过去分词短语 based on…作原因状语放在前面，引出造成某种趋势的原因，非常新

颖。 

In this chart, the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intained a continual and 

steady increase from 2000 to 2007 and remained constant in 2008. 

【析】英语写作中切记重复，注意同义词或近义词替换的使用。 

In my view, this trend that the number of mobilephone subscription continues to gr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 constant for a while in the future. 

【析】This trend that…中 that 引导同位语从句对 trend 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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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MBA 联考英语试（考研英语二）卷参考答案 

Section I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1-5 BACDD      6-10CBAAC           11-15 BBABD          16-20 DBACB  

Section II Cloze 

21-25 CDDBC    26-30BDDBA     31-35 BACDA       36-40DBCAC  

Section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41-45 BBAAC      46-50 CCBCC      51-55 DCABD      56-60CAAAC  

Section IV Translation (参考译文) 

由于国家金融体制处于危机边缘动荡,一些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

金计划就受到密切关注.  

银行家们过度冒险是金融危机的至关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由低息引起并造成持续的错觉,其实是一种债务泡沫经济.  

抵押贷款人很乐意把大量资金借给无力偿还的人,就把贷款瓜分了,并沿这样的链条出

售给下一个金融机构,这些做法都在利用高科技证券业,结果,却增加了抵押资产的风险.  

金融条例必须能应付这种能使银行下滑的,最不负责任的做法,以期扭转下一个危机,而

这下一个危机很可能包括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和资产.但值得审视补偿金计划的根本问题,因为

那是眼前利益,但却让银行家们不负责任的甘冒风险.  

Section V Writing 

 

Part A 

Directions： 

Suppose you are a freshman. Write a letter to the library in your university, mak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its service.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on ANSWER SHEET 2. 

   Do not sign yo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Zhang Wei” instead. 

   Do not write the address. (10 points) 

 

审题谋篇 

建议信的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即写信人就某事提出看法、建议或忠告，诸如

旅游计划、条件改善、环境治理、管理提高等。建议信语言一定要委婉、礼貌，顾及他人

感情。在提出缺点之前，最好先肯定其优点。通常，建议信遵循以下三步：自我介绍、说

明目的→委婉地提出建议、改进措施或忠告→礼貌地总结或期盼回复。考生要严格注意，

建议信和投诉信的区别，切勿一味的指责和抱怨，重点是根据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

施。本题考查的是就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提出改进措施。本题的题干要求相对前几年的比较

简练，考生的可发挥空间很大，同时，这是考生熟悉的话题，写起来更是有话可写。 

    首先，根据题干要求明确写作对象，语域和结尾礼词。本文的写作对象是学校图书馆，

但是题干没明确该人的称呼，甚至性别，所以只能使用 To Whom It May Concern，或是
Dear Sir/Madam. 

本文是一篇写给校方的一封建议信，属于公务信函，写作过程中应使用正式语体，应

避免出现省略语和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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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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题目要求 mak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its service 考生需要注意题干要求的是多条建议（suggestions）。 

 

参考范文 

Dear Sir or Madam, 

     As a freshman in our university, I do appreciate the valuable service provided in the library 

where I spend most of my spare tim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tudying conditions there, I would 

like to put forward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irst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powerful computers which would greatly facilitate our 

information search and learning. Secondly, the library should purchase more books published 

recently, for the outdated materials are of little value to students' study and research. Lastly, as we 

wish to borrow books on Saturdays as well, I wonder if it is possible to adjust the opening time. 

    I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e improvements in these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Li Ming 

范文分析： 

本次考察建议信的书写，给学校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一些建议。本文首先格式正确。正文方

面，作者开篇欲抑先扬，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肯定了图书馆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价值，能

够很好的实现交际目的（communicative purpose）。接着第二段使用三个连接副词：firstly, 

secondly, Lastly，使建议内容清晰连贯，错落有致。建议具体内容的设想也都非常合乎情

理。最后，表达建议被采纳的期望，再次突出写作目的，紧扣主题。  

 

译文： 

亲爱的先生或女士： 

     作为本校的一名大一学生，我很感谢图书馆为我们提供的很多有价值的服务，因为我的

业务时间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为了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学习环境，我很愿意就此提出

一些实用的建议。  

     首先，那里急需引进一批运行速度快一点的电脑，这将会促进信息搜索和学习。其次，

图书馆应该为我们买一些出版年代新一点的图书，因为对于学生的学习和研究，一些年代

久远的材料已经没有太大价值。 最后，我们希望周六也能够借书，我很想知道图书馆是否

能够调整一下开放时间。 

     如果图书馆对这方面有所改进，我将会非常感激。  

真诚的学生, 

张 蔚 

Par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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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s: it is known that text message( 手机短信）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a blessing, while others regard it as a hell.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asked to 

write an essa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ke comments and express your own opinion. 

You should write at least 150 words on Answer Sheet 2. 

 

审题谋篇： 

 MBA 联考英语试卷是考研英语二试卷的前身，就写作部分来讲，MBA 联考主要有图

表和话题作文两个形式。话题作文，06-07 年考查图表作文。MBA 联考英语试卷 08-09 年

三年考察话题作文，这和英语二 2010 到 2012 年的趋势不大相符，但是也提醒考生，话题

作文在英语二中也是有可能考察到的。 

本次考察一个社会生活的流行现象——手机短信的流行。根据短文写作的特点，对于

新事物发表观点一般情况下都从正反两方面阐述。辩证的观点是永远的老套，但却是最保

险的写法。因此，文章可以第一段引入话题，第二段对手机短信流行的好处和坏处对比论

述。第三段总结自己的观点。 

   

参考范文： 

 Nowadays, it can not be denied that short messag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 We are all aware that, like everything else, short message have both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aspec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dvantages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For one thing, in festivals, we 

can send short messages to wish good luck to other people we know. It brings us a lot of 

convenience. For another, short message connects its user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subscribe weather forecast or news in form of SMS with them. With these, people’s 

life will be greatly enriched. However,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The disadvantages of short 

message can’t be ignored. We spend so much time on sending messages via cell phone that we 

can’t focus on our study or work. Also, you will always be annoyed by one after another spam 

messages.  

As is known to all, short message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by itself.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we should fully bring its benefits out, but always be on alert that the spam messages will be took 

advantage by the criminals and fake advertisements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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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MBA 联考英语试（考研英语二）卷参考答案 

  1-5   ABCBD  6-10 ACABA   11-15 DDCDA   16-20 CBDCB 

 

  21-25 DCABC  26-30 DABCA  31-35 BDBCD   36-40 ADCAB 

 

  41-45 BDBAC  46-50 DABCA 51-55 ACBDA   56-60 DABDB 

 

  ECRION I 

 

  1-10 BACDD CBAAC 11-20 BBABD DBACB 

 

  SECTION 2 

 

  21-30 CDDBC BDDBA 31-40 BACDA DBCAC 

 

  SECTION 3 

 

  41-50 BBAAC CCBCC 51-60 DCABD CAAAC 

 

  SECTION 4 

 

  由于国家金融体制处于危机边缘动荡,一些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高级管理人员的

补偿金计划就受到密切关注. 

 

  银行家们过度冒险是金融危机的至关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一般是由低息引起并造成持续的错觉,其实是一种债务泡沫经济. 

 

  抵押贷款人很乐意把大量资金借给无力偿还的人,就把贷款瓜分了,并沿这样的链条

出售给下一个金融机构,这些做法都在利用高科技证券业,结果,却增加了抵押资产的风险. 

 

  金融条例必须能应付这种能使银行下滑的,最不负责任的做法,以期扭转下一个危机,

而这下一个危机很可能包括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和资产.但值得审视补偿金计划的根本问题,因

为那是眼前利益,但却让银行家们不负责任的甘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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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MBA 联考英语试（考研英语二）卷参考答案 

Section I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1-5 BABDB           6-10 BCACC     11-15 ADCBC             16-20 BABBD  

Section II Cloze 

21-25 AADCA        26-30 ADDAB     31-35 ABDDC              36-40 BBBCD  

Section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41-45 CBDBC     46-50 BCBDC        51-55 ABCDA            56-60 CDBBB  

Section IV Translation (参考译文) 

人类创造力的提升,作为经济生活所定义的特征,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为新的技术,新的工业,新的财富都伴随着创造力产生,创造力逐渐受

到重视。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和社会中,开始回响着创造性的思想。正是我们在各个方面对创

造力的认同,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精神。创造力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是致关重

要的,从许多意义上来说曾经也是。在不设计大市场中大的竞争优势的情况下,生活水平的大

幅度提高总是来自更好的食谱,而不是更多的烹饪。也许会有人提出这并不完全正确。有人

也许会举例指出,从早期的工业革命到现代化时代这么长的时期内,在工业领域中,许多生产

效率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仅仅来源煜创造性的发明,如蒸气机,还来源于讲求量的商

业方法的广泛应用,比如大规模的劳动力划分,资本集中,纵向联合和经济规模。但是这些方

法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发展。 

Section V Writing (20 points) 

Part A 

Directions 

Suppose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Hope, you plan to offer financial aid to a child 

in a remote area. Write a letter to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asking them to help find a candidate. 

You should specify what kind of child you want to help and how you will carry out your aid plan. 

Write your letter with no less than 100 words. Write it on ANSWER SHEET 2. 

Do not sign your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Zhang Wei” instead. You do not need to 

write the address. (10 points) 

 

审题谋篇 

申请信严格来说和推荐信很相似，属于自荐。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申请工作，申请

工作，申请奖学金，申请留学等。本题属于申请获得希望工程的捐助资格，获得一个捐助

对象。很多考生因为对话题不是很熟悉，导致无话可说，完不成写作任务。但是题干已经

为考生明确了写作内容，只要严格按照题目要求展开即可。 

    首先，根据题干要求明确写作对象，语域和结尾礼词。 

    本文的写作对象是核准此次申请的负责人，但是题干没明确该人的称呼，甚至性别，所

以只能使用 To Whom It May Concern，或是 Dear Sir/Madam.本文是一篇写给希望工程的一

个申请信，属于公务信函，写作过程中应使用正式语体，应避免出现省略语和缩略语。同

时考生还应注意切勿以施舍者的角度，语言过于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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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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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ing them to help find a candidate ；

2）specify what kind of child you want to help and 3） you will carry out your plan.考生需要根

据这三点展开写作，缺一不可。 

 

参考范文 

Dear Sir or Madam, 

As a student who can support myself financially, I am writing to inquire if you can help me 

find a potential beneficiary of Project Hope.  

I wonder whether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if two things regarding the child ar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one thing, it will be preferable if the chi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for I am 

intended to help a child from my hometown. For another, it will be better if he or she is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who was forced to drop school because of abject poverty. 

I would like to help the recipient of my assistance annually till his graduation from a 

university. Above all, the money I will pay will cover his tuition fee and other expenses at school. 

Besides, I will correspond with him once a month so that he can get advice whenever he need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your prompt attention to my inquiry would be highly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Zhang Wei 

范文分析:  

本文是一封请求信，格式正确、表意明确、内容要点覆盖全面。第一段亮明身份和写

信诉求——请求帮忙寻找一位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beneficiary of Project Hope）。第二段

给出对资助对象的要求和条件，一方面是地域要求（来自四川），另一方面是身份要求

（必须是辍学儿童）。第三段写明自己的资助实施计划（一直资助对方到大学毕业），最

后表达感谢，希望能得到尽快答复。全文语言得体，词汇丰富、准确，句式多变，能够在

任务完成过程中体现出作者语言交际的能力。 

 

译文： 

尊敬的先生/女士： 

作为一个能够在经济上独立的学生，我写信来询问，是否您可以帮我找到一个希望工

程的赞助对象。 

我希望在寻找这个接收赞助的人时最好能够考虑以下两个条件：一，我倾向于找一个

来自四川省的儿童，因为我想帮助我家乡的人。另一方面，我希望是一个因为家庭贫穷而

被迫辍学的小学生。  

我计划自助这样的一个孩子直到对方大学毕业。首先，我会支付其学费以及在学校的

所有相关开销。另外，我每个月会和对方通一次信，以便在其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一

些建议。感谢您抽时间阅读我的请求信，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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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 

  张 蔚 

Part B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asked to write an essa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able. Describe 

the table and state your opinion. You should write at least 15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 2. 

(20 points)  

Accidents in a Chinese City(2005) 

 

Main accident causes 

 

number of accidents  

in 2005 

Percentage rise(+)or fall(-)  

over 2004 

1. drivers turning left without due care 608 +10％ 

2. drivers traveling too close to other 

vehicles 
411 +9％ 

3. pedestrians crossing roads carelessly 401 +12％ 

4. driver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281 +15％ 

5. Drivers failing to give a signal 264 —5％ 

 

审题谋篇： 

1．认真分析表格信息、揣测图表制作意图 

今年的图表是一个关于中国某城市 2005 年汽车交通事故引发的原因和趋势的分析表。

图中分析造成事故原因主要有司机转弯时粗心、司机行车过程中未和别的车保持安全车距、

行人不按规矩穿行马路、司机酒后驾车、以及司机未能及时发出信号等 5 个原因。其中，

引发事故最多的是司机转弯时粗心和未能保持安全车距、以及行人穿行马路三项原因。而

在这些原因中，引发事故案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酒后驾车、驾驶粗心和行人乱穿马路。由

此我们可以窥测到出题人意在指出，交通出行的各个参与者都对交通事故的多发负有一定

责任，并且这些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 

从话题上来看，2007 年是一个重大交通事故频发的年代，而且酒后驾车越来越多的成

为交通事故的幕后黑手。整个社会开始对这个事情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因此英语二的考

察话题上来讲，仍然以社会关注热点为主。 

2．结合题目指令，策划文章框架 

    (1)简明描述图表：虽然图表数据较多，描述时却不能面面俱到，适当引用即可。 

    (2)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者粗心或者酒后。总之交通参与者没有给予重视。 

    (3)做出自己的评论：阐述自己的相关看法，可以是建议或者号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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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文：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above table, the traffic accidents in this Chinese city were still 

ignored by both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In 2005, causing respectively 608, 411, and 401 accidents, 

drivers careless turning left, drivers keeping too close to other vehicles, and pedestrians crossing 

roads carelessly are on the top of the list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accidents. Another noticeable 

change is the jump of accidents due to drunk driving, with an increase of 15%.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come up with some possible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henomenon depicted in the table. For one thing, both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apparently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careless driving or walking is actually serious. Lack of full 

attention to this could lead to great loss in themselves and others. For ano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ffic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had not be strictly obeyed. And when they violate the 

traffic rules, they did not got due punishment.  

    Therefore,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obliged to work to change such 

situation. Drivers should drive his car carefully, especially when the weather is bad; and 

pedestrians should not cross a road when the traffic lights do not permit them to;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formulate rela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predict the drivers and travelers 

to go against the rules, and to make them refrain themselves from perform cas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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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MBA 联考英语试（考研英语二）卷参考答案 

 

  Section I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20x0.5= 10 points ) 

 

  1--5 D A D C D     6--10 B A D A C    11--15 B B D A B  16--20 A B C B C 

 

  Section II Cloze ( 15 x 1=15 points) 

 

  21--25 C D B C B   26--30 A C D B A   31--35 D D A B C   36--40 D A C A D 

 

  Section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 20x2=40 points ) 

 

  41--45 C B C A D   46--50 A A D B C   51--55 A C C A C   56--60 A C A D A 

 

  Section IV Translation ( 20x1=20 points ) (参考译文) 

 

  61．航天部门被迫再次推迟飞行，直到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也没有人愿意

揣测那要多久。 

 

  62．航空部官员理所当然感到庆幸，虽然他们每天担忧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

但结果却一切进展顺利。此次飞行完成了首要任务。 

 

  63．他们换掉了破损的设备，修好了另一个设备，清理掉太空站上的垃圾，表明

航天飞机可以满载太空站上的物品，返回地球。 

 

  64．事实证明，用新的感应和照片拍摄设备来查找对敏感的外层表皮带来可能的

损伤，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65．大量的图像，以及公开谈论难以确定的潜在危险，有时让人觉得航天飞机马上会

解体。最终，所造成的损伤明显是可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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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MBA 联考英语试（考研英语二）卷参考答案 

 

  1--20    CDBCC    CABAB   DABCD    CBACA 

 

  21--35   DBCDA    CABBA   DABBD 

 

  36--55   CBADB    CBCAA   ACBDC    AAADC 

 

  56、 富有远见的艺术馆馆长应该顺应潮流，充分利用计算机制图的优势，使各项展出

更加吸引年轻的参观者。 

 

  57、 比如说，能干的公司主管可能会从当地房价上涨这一现象中敏锐地观察到一丝的

迹象，从而判断出涨价将不利于该地区吸引熟练工前来就职。 

 

  58、 在政府部门就职的人也需要有远见，以保证个部门运转顺利，灵活地制定预算，

并且可以防止战争爆发。 

 

  59、 许多广为人知的使人们富有远见的方法都是由政府的策划者首创的。特别是在军

队中，这种人大有人在。他们会失去琢磨一些一般人根本无法想到的事情。 

 

60、 那些笃信未来的人意识到未来世界是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我们通过系统地观

察现有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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