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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００年考研英语真题

ＰａｒｔⅠ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１～４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ＰａｒｔⅡ ＣｌｏｚｅＴｅｓ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ｂｌａｎｋ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ｏｕｒｃｈｏｉｃｅｓｍａｒｋｅｄＡ，Ｂ，ＣａｎｄＤ．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
ｂｅ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ｙｏｕｒａｎｓｗｅｒ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１ｂｙｂｌａｃ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ｗｉｔｈａｐｅｎｃｉｌ．（１０ｐｏｉｎｔｓ）

Ｉｆａｆａｒｍｅｒｗｉｓｈｅｓｔｏｓｕｃｃｅｅｄ，ｈｅｍｕｓｔｔｒｙｔｏｋｅｅｐａｗｉｄ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ｅｍｕｓｔｓｔｏ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　４１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ｌｌｈｉｓｇｒａｉ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Ｈｅｃ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ｈｉｓｆａｍｉｌｙ　４２　 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ａｓｕｒｐｌｕｓ．Ｈｅｍｕｓｔｕｓｅｔｈｉｓｓｕｒｐｌｕ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ａｓｓｅｅｄｆｏｒｓｏ
ｗｉｎｇ，ａｓａ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４３　 ｔｈｅ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ａｓ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ｅｍｕｓｔｓｅｌｌ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４４　 ｏｌ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ｔｏ　４５　 ｔｈｅｓｏｉｌ．Ｈｅｍａｙ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ｍｏｎｅｙ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４６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ｉｓｆａｒｍ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ａｙｓ．Ｉｆｎｏｓｕｒｐｌｕｓｉ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ｆａｒｍ
ｅｒｃａｎｎｏｔｂｅ　４７　．Ｈｅｍｕｓｔｅｉｔｈｅｒｓｅｌｌ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　４８　 ｅｘｔｒａｆｕ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ｌｏａｎ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ｌｙｈｅｗｉｌｌｔｒｙ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ｍｏｎｅｙａｔａｌｏｗ　４９　 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ｕｔｌｏａ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ａｒｅｎｏｔ　５０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４１．Ａ．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Ｂ．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Ｃ．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　　　　　　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４２．Ａ．ｏｎｌｙｉｆ Ｂ．ｍｕｃｈａｓ Ｃ．ｌｏｎｇ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
４３．Ａ．ｆｏｒ Ｂ．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ｆ Ｄ．ｔｏｗａｒｄｓ
４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Ｂ．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Ｃ．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Ｄ．ｄｉｓｐｏｓｅ
４５．Ａ．ｅｎｈａｎｃｅ Ｂ．ｍｉｘ Ｃ．ｆｅｅｄ Ｄ．ｒａｉｓｅ
４６．Ａ．ｖｅｓｓｅｌｓ Ｂ．ｒｏｕｔｅｓ Ｃ．ｐａｔｈｓ 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４７．Ａ．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Ｂ．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ｓｅｌｆ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Ｄ．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４８．Ａ．ｓｅａｒｃｈ Ｂ．ｓａｖｅ Ｃ．ｏｆｆｅｒ Ｄ．ｓｅｅｋ
４９．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ｒａｔｅ Ｄ．ｒａｔｉｏ
５０．Ａ．ｇｅｎｕｉｎｅｌｙ Ｂ．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ＰａｒｔⅢ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ｂｅｌｏｗ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ｏｕｒａｎｓｗｅｒｓｍａｒｋｅｄＡ，Ｂ，
ＣａｎｄＤ．Ｒｅａｄ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ｎｍａｒｋｙｏｕｒａｎ
ｓｗｅｒ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１ｂｙｂｌａｃ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ｅｎｃｉｌ．（４０ｐｏｉｎｔｓ）

Ｐａｓｓａｇｅ１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ａ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ｂｕｔ，ｉｆ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ｈａｎｄｌｅｄ，ｉｔｍａｙｂｅ
ｃｏｍｅａ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ｊｕｓｔｓｕｃｈａｇ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ｇｉｖ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ｓｃａｌｅ．Ｉｔ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ｂｅｓｔ，ｉｔ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ｋｉｌｌ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ｒ

１

【红宝书】（请登陆红宝书网站：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下载其它考研英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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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ａｎｄＡｓｉａｎｓｗｈｏ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ｗａｒｈａ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Ｉｔｗａ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ｐｒｉｍａｃｙ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ｎａｒｒｏｗｅｄａｓ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ｒｅｗｒｉｃｈｅｒ．Ｊｕｓｔａ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ｔｈ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ｆｒｏｍ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ｖｅｄｐａｉｎｆｕｌ．Ｂｙｔｈｅｍｉｄ１９８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ｈａ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ｔａｌｏｓ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ｆａｄ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ｏｍｅｈｕ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ｈａｄ
ｓｈｒｕｎｋｏｒｖａｎ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ｙ１９８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
ｌｅｆｔ，Ｚｅｎｉｔｈ．（Ｎｏｗ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ｎｅ：Ｚｅｎｉｔｈｗａｓｂｏｕｇｈｔｂｙ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ｓＬ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Ｊｕｌ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ａｄｅ
ｃａｒ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ｗｅｒｅｓｗｅｅｐ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ｐｅｓ．Ｆｏｒ
ａｗｈｉｌｅ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ｄ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ｓａｔａｔ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ｇｅ，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Ａｌｌｏｆｔｈｉｓｃａｕｓｅｄａ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ｔ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ｈｅｙｂｅｇａｎｔｏｂｅ
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ｗａｙｏｆ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ｓｆａｉ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ｉｎｃｏｍｅｓｗｏｕｌ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ｒｔｌｙｂｅｇｉｎｔｏｆａｌｌａｓ
ｗｅｌｌ．Ｔｈｅｍｉｄ１９８０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ｆ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ｉ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ｏｗｔｈｉｎｇｓ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１９９５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ｏｎ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ｌｅＪａ
ｐａ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ｉｓｓｏｌｅｌｙｔｏｓｕｃｈ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ｓｄｅｖａｌｕ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ｏｒ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Ｓｅｌｆｄｏｕｂｔｈａｓ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ｏｂｌｉｎｄｐｒｉ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ｔｓ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ｈａｓｇｏｎｅｏｎａｄｉｅｔ，ｈａｓｌｅａｒｎｔｔｏｂｅｍｏｒｅｑｕｉｃｋｗｉｔ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ａｖａｎａｇ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ｅａｎ
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Ｋｅｎｎｅｄ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ｍａｋｅｓｍｅｐｒｏｕｄｔｏｂｅ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ｕｓｔｔｏｓｅｅｈｏｗ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ｅｓ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ａｙ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ｈｌ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ｏ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ａ
ｇｏｌｄｅｎａ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５１．ＴｈｅＵ．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ｔ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 ｂｅｃａｕｓｅ　　　　．
［Ａ］ｉｔｈａｄｍａｄｅｐａｉｎｓｔａｋ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ｉｓｇｏ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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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ｏｐｅｎｌｙａｄｍｉｔ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
［Ａ］ｔｈｅｙｔｈｉｎｋｏｆｉｔａｓｉｍｍｏｒａｌ
［Ｂ］ｔｈｅｉｒｐｕｒｓｕｉ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ｆａｍｅｏｒｗｅａｌｔｈ
［Ｃ］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Ｄ］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ａｐｐｅａｒｇｒｅｅｄ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ｉｂｌｅ

７０．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ｄｒａｗｎｔｈａ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
［Ａ］ｓｅｃｒｅｔｌｙａｎｄ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Ｂ］ｏｐｅｎｌｙａｎｄ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ｅａｓｉｌｙ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ａｒｉｌｙ
［Ｄ］ｖｅｒｂａｌｌｙ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

ＰａｒｔⅣ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１５ｐｏｉｎ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ｅｏｐ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ｏｎ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７１）Ｕ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ｔｓ．（７２）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ｏｕｎｄｕｐ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ｔ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ｕｒｎｒｅｓｔ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ｉｓｔｓ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Ｉｔａｌｓｏ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ｔ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ｅｐｕ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ｙｍａｙ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ａｙ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ｈｅｙｍａｙａｌｔ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ｗａｓ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ｔａ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ｕ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ｏｒｔｈｅｙｍａ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ｎｙｃａｓｅ，ａｌｌｓｕｃｈ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ｈｅａｖｉ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ｃ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７３）Ｏｗ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ｎｅｗ

ｗ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ｎｅ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ｗｈｉ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ｉｌｌｆｕｒ

ｔｈ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ｇｉｖｅｎａｂｏｖ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ａｔａｖａｓｔｌ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７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ｅ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ｗａｓｓｐｒｅａｄｏｖｅｒｎｅａｒｌｙ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ｕｎｄｅｒｇｏｔｈｅｓａｍ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ｓｏ．Ａｌｌｔｈｉｓｈ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ｐｕｎｕｓｕ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７５）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ｅｓ

ｓｅ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ｏｃｃｕ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ｍ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ａｓｙ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ｂｙ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ｕ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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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Ⅴ Ｗｒｉｔｉｎｇ（１５ｐｏｉ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ｆ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５０ｗｏｒｄｓ．

Ｂ．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ｍｕｓｔｂ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

Ｃ．Ｙｏｕｒｅｓｓ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ｌｏｗ：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２）Ｄ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３）Ｓｕｇｇｅｓ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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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４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４１．Ｃ 　　４２．Ａ 　　４３．Ｂ 　　４４．Ａ 　　４５．Ｃ 　　４６．Ｄ　　４７．Ｂ　　４８．Ｄ　　４９．Ｃ　　５０．Ｄ
５１．Ｃ ５２．Ｄ ５３．Ｂ ５４．Ａ ５５．Ｃ ５６．Ｂ ５７．Ａ ５８．Ｄ ５９．Ｂ ６０．Ａ
６１．Ｃ ６２．Ｄ ６３．Ｂ ６４．Ｄ ６５．Ｃ ６６．Ａ ６７．Ａ ６８．Ｃ ６９．Ｄ ７０．Ｂ

２０００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ＰａｒｔⅠ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１～４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ＰａｒｔⅡ ＣｌｏｚｅＴｅｓｔ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短小的论证性文章，其主题是强调了农民储存余粮的必要性。文章采用正反论证的写作

手法，先从正面论证储存余粮的必要性，再从反面论证没有余粮的危害，使得文章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答案／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Ｉｆａｆａｒｍｅｒｗｉｓｈｅｓｔｏｓｕｃｃｅｅｄ，ｈｅｍｕｓｔｔｒｙｔｏｋｅｅｐａｗｉｄｅ

ｇａｐ① 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②ａｎｄｈ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ｍｕｓｔ

ｓｔｏｒｅ③ ａ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４１（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ｌｌｈｉｓ

ｇｒａｉ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Ｈｅｃ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４２（ｏｎｌｙｉｆ）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ａｓｕｒｐｌｕｓ④．Ｈｅｍｕｓｔｕｓｅｔｈｉｓｓｕｒ

ｐｌｕ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ａｓｓｅｅｄｆｏｒｓｏｗｉｎｇ，ａｓａ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４３（ａ

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ａｓａ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ｙ⑥ ｗｈｉｃｈｈｅｍｕｓｔｓｅｌ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４４（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ｌｄ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⑦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⑧ ｔｏ４５（ｆｅｅｄ）

ｔｈｅｓｏｉｌ．Ｈｅｍａｙ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ｍｏｎｅｙ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４６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ｉｓｆａｒｍ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ａｙｓ．Ｉｆｎｏｓｕｒｐｌｕｓ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⑩，ａｆａｒｍｅｒ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４７（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ｅｍｕｓｔｅｉ

ｔｈｅｒｓｅｌｌ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瑏瑡 ｏｒ４８（ｓｅｅｋ）ｅｘｔｒａｆｕｎｄｓ瑏瑢 ｉ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ｏｆ瑏瑣 ｌｏａｎｓ瑏瑤．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ｈｅｗｉｌｌｔｒｙ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ｍｏｎｅｙａｔａｌｏｗ

４９（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瑏瑥，ｂｕｔｌｏａ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ａｒｅｎｏｔ５０（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瑏瑦．

　　农民要想成功，必须努力在其消费与

生产之间保持一个较大的差额。他必须

储存大量的粮食，（４１）而不是将其立即

消费掉。（４２）只有生产有剩余，他才能

继续养活自己及其家人。农民必须以如

下三种方式来使用这些余粮：留作播种

用；留作（４３）防范由恶劣天气造成的不

可预知的后果的一种保障；留作商品卖掉

来（４４）更新农具和买化肥，以便使土壤

（４５）更加肥沃。要修建灌溉（４６）水渠或

以其他方式改善农田，也可能需要钱。没

有余粮，农民就不能（４７）自给自足。要

么卖掉一些财产，要么通过贷款（４８）寻

求额外资金。自然他会努力获取低（４９）

利率贷款，但是不可能（５０）经常得到这

种低息贷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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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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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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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ｇａｐ［ｐ］ｎ．间隙；缺口；差距
②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ｋｎｓｍｐｎ］ｎ．消费；消耗
③ ｓｔｏｒｅ［ｓｔ］ｖ．／ｎ．储存，贮藏
④ ｓｕｒｐｌｕｓ［ｓｐｌｓ］ｎ．过剩，剩余 ／ａｄｊ．过剩
的，剩余的

⑥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ｋｍｄｉｔｉ］ｎ．商品
⑦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ｉｍｎｔ］ｎ．工具，器具，用
具 ／ｖｔ．［ｉｍｐｌｉｍｅｎｔ］实施，执行

⑧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ｆｔｉｌａｉｚ］ｎ．肥料，化肥

⑩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ｖｅｉｌｂｌ］ａｄｊ．可利用的，有效的
瑏瑡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ｐｔｉ］ｎ．财产，资产
瑏瑢 ｆｕｎｄ［ｆｎｄ］ｎ．资金；基金
瑏瑣 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以……的形式
瑏瑤 ｌｏａｎ［ｌｕｎ］ｎ．贷款；借出物 ／ｖ．贷款；借
出，贷与

瑏瑥 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利率
瑏瑦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ｂｔｅｉｎｂｌ］ａｄｊ．可获得的，可得













 到的

超纲词汇注释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ｎｐｒｉｄｉｋｔｂｌ］ａｄｊ．不可预知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ｒｉｅｉｎ］ｎ．灌溉，冲洗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６２６）
４１．【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７２％
【考核知识点】逻辑衔接

【解析】［Ａ］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除了……，除……之外）
［Ｂ］ａｓｗｅｌｌａｓ［（除……之外）又，不但……，而且……］
［Ｃ］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代替，而不）
［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多过……，不止……，……以上）

此段首句的意思是：农民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在其消费和生产之间保持一个较大的差额。接

着，文章提到了农民两种相反的做法，一种是ｓｔｏ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存储大量的粮食），另一种
是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ｌｌｈｉｓｇｒａｉ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立即把他所有的粮食都消耗完），作者赞成前面一种做法。空格
处需要一个有否定意义的词语而且其后能跟ｉｎｇ分词。Ｃ项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表示否定一种做法，采取另一
种做法，其后可接名词，动名词，介词词组。如：Ｌｅｔｓｐｌａｙｃ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咱们玩纸牌
吧，别看电视了。Ａ项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表示“除了”含义时，实际上是对后面部分的肯定。如：Ｔｈｅｒｅｓｎｏｂｏｄｙ
ｈｅｒ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ｍｅ．除了我这里没别人。Ｂ项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表示并列关系，如：Ｈｅｃａｎｗｒｉｔｅｐｏｅｍｓ，ｐｌａｙｓ，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ｎｏｖｅｌｓ．他可以写诗，剧本，还有小说。Ｄ项ｍｏｒｅｔｈａｎ含“超过”之意，与上下文逻辑关系不符。

４２．【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６２％
【考核知识点】逻辑关系

【解析】［Ａ］ｏｎｌｙｉｆ（只有）　　　　　　　　　　　［Ｂ］ｍｕｃｈａｓ（尽管……）
［Ｃ］ｌｏｎｇｂｅｆｏｒｅ（在……很久以前） ［Ｄ］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自从……）

此空格前半句的意思是“他能继续养活自己及其家人”，后半句的意思是“他生产有剩余”，根据意思推

断，后半句是前半句的前提条件，所以空格处应填入一个引导条件状语从句的连词，只有ｏｎｌｙｉｆ符合题意，
故选Ａ。Ｂ项ｍｕｃｈａｓ表让步关系，相当于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ｕｃｈ。例如：Ｍｕｃｈａｓ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ｓｔａｙｈｅｒｅ，Ｉｒｅａｌｌｙｍｕｓｔ
ｇｏｈｏｍｅ．尽管我很愿意呆在这儿，可确实得回家了。Ｃ项ｌｏｎｇｂｅｆｏｒｅ和Ｄ项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都表示时间关系。如：
Ｔｈｉｓｈａ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ｌｏ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ｙｏｕｃａｍｅｈｅｒｅ．在你来到这儿很久以前就发生了。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４９．．．自
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另：ｏｎｌｙｉｆ是ｉｆ的强调形式，用于句首时，主句一般要倒装。如：Ｏｎｌｙｉｆ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ｅｓｏｎ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ｅ．只要红灯一亮，就表示机器出毛病了。

４３．【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６２％
【考核知识点】介词搭配

【解析】［Ａ］ｆｏｒ（为了）　［Ｂ］ａｇａｉｎｓｔ（反对，防范）　［Ｃ］ｏｆ（……的；关于）　［Ｄ］ｔｏｗａｒｄｓ（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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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处填入的词与其后面的名词短语一起做的应是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的后置定语，意为“……的一种保
障”。本题的关键词是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的常见意义是“保险、保障”。在这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意为“保险
措施”，一般与ａｇａｉｎｓｔ搭配，用于表达“投保险”是为了防范某种不利因素，故选 Ｂ。Ｃ、Ｄ两项可首先
排除，因为ｏｆ和ｔｏｗａｒｄｓ通常不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连用。Ａ项ｆｏｒ一词虽可与之连用，但ｆｏｒ后面所接的词一
般为投保的受益对象。如：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为孩子所投的健康险）。

４４．【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７０％
【考核知识点】词义辨析

【解析】［Ａ］ｒｅｐｌａｃｅ（取代……，代替……） ［Ｂ］ｐｕｒｃｈａｓｅ（购买）
［Ｃ］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补充，增补） ［Ｄ］ｄｉｓｐｏｓｅ（配置……，配备……）

空格前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提示了所填动词及其引导的宾语用于说明上文提到的农民出售作为商品的余
粮的目的。做题时，注意空格后面的ｏｌ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旧农具），暗示了它们应是被去掉的而不
是获得的东西。Ｂ项ｐｕｒｃｈａｓｅ与文意相去甚远。Ｃ项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在一般情况下，补充的应该是新农具，而
不是旧农具。Ｄ项ｄｉｓｐｏｓｅ用余粮换得的钱来配置旧农具更是说不通。Ａ项ｒｅｐｌａｃｅ用余粮换得的钱来买
新农具以取代旧农具。符合题意。

４５．【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４０％
【考核知识点】动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ｅｎｈａｎｃｅ［增加，提高（价值、吸引力等）］
［Ｂ］ｍｉｘ［混合，（混合而）制成，（与人）交往，来往］
［Ｃ］ｆｅｅｄ［饲养（动物），抚养（家族等），喂（婴儿、病人、动物）］
［Ｄ］ｒａｉｓｅ［种植，栽培（农作物等），饲养（家畜等），抚育（子女）］

空格前讲到“更新旧农具和买化肥……”，空格后出现的“ｔｈｅｓｏｉｌ（土壤）”，再由“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一词提
示了ｔｈｅｓｏｉｌ之前需填入的词应包含与“使土壤肥沃”的相关意思。ｆｅｅｄｔｈｅｓｏｉｌ意为“给土壤增加养
料”，Ｃ项符合题意。Ｂ项ｍｉｘ指“混合”。如：Ｏｉｌｄｏｅｓｎｏｔｍｉｘ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油不能和水融合在一起。Ｄ
项ｒａｉｓｅ可指“养育、供养”。如：ｒａｉｓｅａｆａｍｉｌｙ供养一家人。Ａ项ｅｎｈａｎｃｅ通常用于效力、影响、价值等，
多用于抽象事物。如：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ｓｂ．提高某人的身份。

４６．【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５７％
【考核知识点】语意搭配

【解析】［Ａ］ｖｅｓｓｅｌｓ（器皿，大船，管，导管，脉管） ［Ｂ］ｒｏｕｔｅｓ（路线，路程，航线）
［Ｃ］ｐａｔｈｓ（小路，路径，道路） ［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ｓ（水渠，航道，管道，频道）

空格前出现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灌溉）一词，而选项中的各词均与“通道”有关，掌握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的搭配是
做好本题的关键。只有Ｄ项ｃｈａｎｎｅｌｓ（水渠）一词能与其搭配构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灌溉水渠）之意。
而其他三个选项均不能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构成正确搭配。Ａ项 ｖｅｓｓｅｌ，如：Ａｐｏｔｉｓａｖｅｓｓｅｌｆｏ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ｆｏｏｄ．锅
是盛食物的器皿。Ｂ项 ｒｏｕｔｅ一般指“海、空以及地图上的路线”。如：Ｔｈａｔｐｏｓｔｍａｎｉｓｉｎ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ｉｓ
ｒｏｕｔｅ．那个邮递员负责这条投递路线。Ｃ项ｐａｔｈ，如：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ｓ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努力工作是成功之
路。ｐａｔｈ也可以指“乡间小路”。

４７．【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６７％
【考核知识点】上下文综合理解

【解析】［Ａ］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ｓｅｌｆａｓｓｕｒｅｄ）（有自信心的）
［Ｂ］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自给自足的）
［Ｃ］ｓｅｌｆ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自我满足的，自负的，沾沾自喜的，自鸣得意的）
［Ｄ］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自我克制的）

文章开头两句点明主题，接下去便进行正反论证：正面论证便是第三句“Ｈｅｃａｎ．．．ｏｎｌｙｉｆ．．．”；反面论
证便是本题所在句“Ｉｆｎｏ．．．，ａｆａｒｍｅｒｃａｎｎｏｔ．．．”。这两个条件句在内容上表达相同的意思，故本题空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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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与４２题句意中“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ｈｉｓｆａｍｉｌｙ”对应，可见Ｂ为正确答案。Ａ、Ｃ、Ｄ三个选项均
是一种心理特点，不合题意。

４８．【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８％
【考核知识点】词汇辨析

【解析】［Ａ］ｓｅａｒｃｈ（搜查，搜索，搜身） ［Ｂ］ｓａｖｅ［保护，保全（名声、面子等）；节省］
［Ｃ］ｏｆｆｅｒ（提供，建议，出售，给予） ［Ｄ］ｓｅｅｋ（寻求，探求，追求）

上文提到“如果没有余粮，农民就不能自给自足”，接着本句以ｅｉｔｈｅｒ．．．ｏｒ．．．的句式讲到“要么卖
掉一些财产，要么通过贷款　　额外资金”，显然，所填词应是获得额外资金的一种方式，根据选项释
义，应填ｓｅｅｋ（寻求）。Ａ项作“寻求”讲时，应搭配介词ｆｏｒ才可，而Ｂ、Ｃ两项均与题意不符。

４９．【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６１％
【考核知识点】固定搭配

【解析】［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比例，比率） ［Ｂ］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百分比，百分率）
［Ｃ］ｒａｔｅ（率，比率） ［Ｄ］ｒａｔｉｏ（比例，比率）

由上句中的贷款以及本句的ｂｏｒｒｏｗｍｏｎｅｙ，我们可以推测出　　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表示利率。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或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意为“利率”，是固定搭配，故选 Ｃ。Ａ项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如：ｉｎ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非常匀称。
Ｂ项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意为“百分比”。如：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那数字是以百分比表示的。Ｄ
项ｒａｔｉｏ，如：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７ｔｏ４ｉ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７：４ｏｒ７／４．七比四写作７∶４或７／４。

５０．【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７％
【考核知识点】语意搭配

【解析】［Ａ］ｇｅｎｕｉｎｅｌｙ（真心地，纯粹地） ［Ｂ］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明显地，明白地，清楚地）
［Ｃ］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大抵，大概，或许，推测起来）［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屡次地，频繁地）

本题前半句讲到“自然他会努力获取低利率贷款”，接着出现ｂｕｔ一词，提示了前后两个半句之间存在
转折关系，因此，表示得到低利率贷款的机会很少。ｔｈｉｓｋｉｎｄ指的是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从句意来看，只有Ｄ
符合题意。Ａ、Ｂ两项均不能与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构成搭配。Ｃ选项一般单独使用，不和形容词连用。

ＰａｒｔⅢ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ｓｓａｇｅ１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主要讲述了美国工商业在二战后由兴旺到衰退

再到复兴的过程。二战结束初，美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但这个优势在８０
年代中期日趋下降，直到１９９５年美国的经济复苏，又使美国人盲目自大起来。解读文章时要根据时间发
展顺序这一论述主线来把握全文。

答案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ａ
ｄｒｅａｄｆｕｌ①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②，ｂｕｔ，ｉｆ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ｈａｎｄｌｅｄ，ｉｔｍａｙｂｅ
ｃｏｍｅａ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难句）

Ｗｈ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ｎ
ｔｅｒｅｄｊｕｓｔｓｕｃｈａｇ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


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Ｗａｒ，


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ｙ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ｏｒ，ｇｉｖ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


ｓｃａｌｅ．Ｉｔ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ｂｅｓｔ，ｉｔ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ｈｅｍｏｓｔ
ｓｋｉｌｌ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④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

　　拥有一段不需努力就可获得持久成功
的历史可能是一道可怕的障碍，但是，如果

处理得当，它也许会成为一种动力。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恰好进入了这样

一段辉煌时期，


它拥有的市场是任何竞争对

手的八倍，


这使得美国的各个工业达到了一

个无与伦比的经济规模


。美国的科学家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工人的技术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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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ａｎｄＡｓｉａｎｓｗｈｏ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ｗａｒ
ｈａ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Ｉｔｗａ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ｐｒｉｍａｃｙ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ａｓ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ｒｅｗｒｉｃｈｅｒ．Ｊｕｓｔａ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ｔｈｅｒｅｔｒｅａｔ⑤

ｆｒｏｍ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ｖｅｄｐａｉｎｆｕｌ．Ｂｙｔｈｅｍｉｄ１９８０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ｈａ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ｔａｌｏｓｓ⑥ 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ｆａｄｉｎｇ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ｏｍｅｈｕ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ｈａｄｓｈｒｕｎｋｏｒｖａｎ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ｙ１９８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ｅ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ｌｅｆｔ，Ｚｅｎｉｔｈ．（Ｎｏｗ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ｎｅ：Ｚｅｎｉｔｈｗａｓ
ｂｏｕｇｈｔｂｙ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ｓＬ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Ｊｕｌ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ｄｅｃａｒ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ｗｅｒｅｓｗｅｅｐ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
ｋ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ｐｅｓ⑦．
（难句） Ｆｏｒａｗｈｉｌｅ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

ｓｅｍｉ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⑧，


ｗｈｉ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ｄ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ｓａｔａｔ
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ｇｅ，


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ｔｈｅｎｅｘｔ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⑨


．
Ａｌｌｏｆｔｈｉｓｃａｕｓｅｄａ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ｔ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⑩．Ｔｈｅｙｂｅｇａｎ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ｗａｙｏｆ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ｓｆａｉ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ｉｎ
ｃｏｍｅｓｗｏｕｌ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ｒｔｌｙｂｅｇｉｎｔｏｆａｌｌａｓｗｅｌｌ．Ｔｈｅｍｉｄ
１９８０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ｆ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ｉｒ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瑏瑡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ｏｗｔｈｉｎｇｓ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１９９５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
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ｏｎ瑏瑢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ｌｅＪａｐａｎｈａｓｂｅｅ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ｉｓｓｏｌｅｌｙ瑏瑣 ｔｏｓｕｃｈｏｂｖｉ
ｏｕ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ｓｄｅｖａｌｕ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ｏｒ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
ｃｌｅ．Ｓｅｌｆｄｏｕｂｔｈａｓ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ｏ瑏瑤 ｂｌｉｎｄｐｒｉ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ｇｏｎｅｏｎａｄｉｅｔ，ｈａｓｌｅａｒｎｔｔｏ
ｂｅｍｏｒｅｑｕｉｃｋｗｉｔｔｅｄ瑏瑥，”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ａｖａｎａｇｈ，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ｅａｎ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Ｋｅｎｎｅｄ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ｔｍａｋｅｓｍｅｐｒｏｕｄｔｏｂｅ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ｕｓｔｔｏｓｅｅｈｏｗｏｕ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ａｙｓ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ｏ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瑏瑦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ｈｌ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ｂｅ
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ｏ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ａ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最娴熟的。（５１）美国的国富民强完全超出
了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梦想，因为这些国家的

经济被战争摧毁了。

由于其他国家日益富强起来，美国的霸

主地位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失去优势也难

免使人痛苦。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
人对其日趋衰退的产业竞争力无计可施。面

对国外的竞争，一些大型产业已经萎缩或倒

闭，比如电子消费业。到１９８７年时，美国的
电视制造业只剩下Ｚｅｎｉｔｈ在苦撑残局。（现
在连一家也没有了：韩国的ＬＧ电子集团于７
月份收购了Ｚｅｎｉｔｈ）。（５２）外国制造的汽车
和纺织品也在涌入美国国内市场。美国的机

床产业也处于困境之中。
曾经有一段时

间，

连美国发明的处于新的计算机时代核心


地位的半导体制造业看上去也将成为下一个

牺牲品


。

所有这一切引发了美国人的信心危机。

美国人不再把繁荣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的经营方式落伍了，开始

相信自己的收入不久也会因此而下降。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国产业下滑的
原因进行了不断的调查。偶尔找到的一些

耸人听闻的发现也都是在告诫人们：来自海

外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世事真是变化无常！１９９５年，美国人
已可以对连续五年稳步增长的经济作一回

顾，而日本却一直在苦苦挣扎。（５４）没几
个美国人把这一巨变完全归因于美元的贬

值或者经济周期转变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

人们不再自我怀疑，开始盲目自大。用哈佛

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理查德·卡文纳

什的话说：“美国工业已经改变了产业结构，

精简了机构，学会了明智。”华盛顿特区智囊

机构卡托研究所的史蒂芬·摩尔也表示：

“看到我们的企业在提高生产率，我为我是

美国人而感到骄傲。”哈佛商学院的威廉·

萨尔曼也认为，回顾历史时，人们会把这段

时期看成是“美国企业管理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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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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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

毃毃

毃

① 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ｄｒｅｄｆｌ］ａｄｊ．极大的；可怕的
②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ｈｎｄｉｋｐ］ｎ．障碍；缺陷
④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ｐｒｓｐｒｓ］ａｄｊ．繁荣的，兴旺的
⑤ ｒｅｔｒｅａｔ［ｒｉｔｒｉｔ］ｎ．退缩，后退
⑥ ａｔａｌｏｓｓ不知所措
⑦ ｏｎｔｈｅｒｏｐｅｓ处于困境中
⑧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ｅｍｉｋｎｄｋｔ］ｎ．半导体
⑨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ｋｕｌｔｉ］ｎ．伤亡者，牺牲品

⑩ ｔａｋｅ．．．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认为……是理所应当
瑏瑡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ｅｉｎｌ］ａｄｊ．耸人听闻的；
轰动性的

瑏瑢 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ｏｎ回顾，加快
瑏瑣 ｓｏｌｅｌｙ［ｓｕｌｌｉ］ａｄｖ．独自地，仅仅
瑏瑤 ｙｉｅｌｄｔｏ屈服于
瑏瑥 ｑｕｉｃｋｗｉｔｔｅｄａｄｊ．机敏的，富于机智的
瑏瑦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ｎ．智囊团，












 思想库

超纲词汇注释

 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ｎｐｒｌｅｌｄ］ａｄｊ．无比的，无双的，空前的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９）
５１．ＴｈｅＵ．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ｔ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 ｂｅｃａｕｓ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得
了霸主地位，因为　　　。）
［Ａ］ｉｔｈａｄｍａｄｅｐａｉｎｓｔａｋ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ｉｓｇｏａｌ（美国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艰苦努力）
［Ｂ］ｉｔ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ｗａｓ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美国的国内市场比战前市场大了八倍）
［Ｃ］ｔｈｅｗａｒｈａ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ｍｏｓ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多数潜

在竞争对手的经济）

［Ｄ］ｔｈｅ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ｓｉｚｅｏｆｉｔｓ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ｈａｄｇｉｖｅｎａｎｉｍｐｅｔｕｓｔｏ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ｙ（美国的巨大的劳动大军促
进了经济的发展）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６７％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章第一段的结尾是解答本题的关键。第一段末句提到，美国的繁荣和美国人的富有，是欧洲人和

亚洲人“做梦也无法达到的”，因为战争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和Ａｓｉａｎｓ都是美国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由此可知Ｃ选项是正确答案。文章第一句指出美国在二战后能够占主导地位是“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ｓｕｃ
ｃｅｓｓ”，所以Ａ选项不对。Ｂ选项与该段只提到美国市场和其他国家比大八倍的内容不一致。Ｄ选项出现了
文中未提对象“劳动力的空前规模”，而原文只谈到产业规模空前巨大。因此，Ｄ选项也是不确切的。

５２．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Ｕ．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ｉ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美国的　　　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状况。）
［Ａ］ＴＶ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ｔｏｉｔ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电视产业已经退回到国内市场）
［Ｂ］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ａｋｅｎｏｖｅｒｂ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半导体产业已被外国公司所取代）
［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机床产业在自杀性行为后倒闭）
［Ｄ］ａｕ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ｄｌｏ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ｉｔ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汽车制造业失去了部分国内市场）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４６％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从美国的各行各业举例说明美国工业的衰退。该段倒数第三句指出“外国制造的汽车

和纺织品也在涌入美国国内市场”，Ｄ项是最符合原意的表述。Ａ选项即该工业失去国际市场与该段
提到的美国没有一家电视生产商的事实不符。Ｂ选项与“半导体制造业也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不
符。文中提到美国的机床工业也处于困境之中，并没有说倒闭，Ｃ选项属臆断，应排除。

５３．Ｗ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从本文我们可推知什么？）
［Ａ］Ｉｔｉｓ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ｔｏｓｈｉｆ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ｄｏｕｂｔａｎｄｂｌｉｎｄｐｒｉｄｅ．（在自我怀疑和盲目骄傲之间来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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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是人的本性。）

［Ｂ］Ｉｎｔｅｎｓ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激烈的竞争可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Ｃ］Ｔｈｅ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经济的复苏依赖于国际间的合作。）
［Ｄ］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ｍａｙｐａｖｅ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长期经济成功的历史可能为进

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４９％
【考核题型】推理判断题

【解析】本题间接考查对文章中心思想的把握。从全文看，文章叙述美国经济从繁荣到衰败再到繁荣

的过程。第一段讲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第二段讲美国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第

三段讲美国人面对外国产品冲击的压力开始自我反思；第四段讲９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复苏。由此我们
总结出：在竞争的压力下，美国人在８０年代进行了反思，带来了９０年代的经济复苏。只有 Ｂ选项与
之相吻合。第四段中提到“自我怀疑被盲目骄傲取代”，但不能推断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因此 Ａ选
项不正确。Ｃ选项出现文中未有对象“国际合作”。文章首句虽然谈到“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但是后面谈到的进一步发展决不能说是这段历史造成的，因此Ｄ选项是不对的。

５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ｃａｎｂ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
（作者似乎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复兴可能归因于　　　。）
［Ａ］ｔｕｒ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经济周期的转变）
［Ｂ］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产业重组）
［Ｃ］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企业管理的改善）
［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方面的成功）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３４％
【考核题型】观点态度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作者认为的美国经济在９０年代复苏的原因。第四段提到“没几个美国人
把这一巨变完全归因于美元的贬值或者经济周期的转变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见这些原因是作者

的观点。此外，作者马上对盲目乐观进行批评，更表明他倾向于相信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是美元贬值

或经济周期的变化。因此Ａ选项是最佳答案。Ｂ选项是第四段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ａｖａｎａｇｈ提出的观点。Ｃ选
项是第四段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ｏｒｅ提出的观点。Ｄ选项文中未提及。
【解题点津】在阅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观点的归属问题，尤其是要辨别清楚作者的观点。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Ｗｈ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ｊｕｓｔｓｕｃｈａｇ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ｇｉｖ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ｓｃａｌｅ．

【结构分析】句子主干是．．．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ｒｋｅｔ．．．。主语之前是Ｗｈｅｎ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修饰主句；形容词
短语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作后置定语，修饰ａｍａｒｋｅｔ；现在分词ｇｉｖｉｎｇ相当于
ｗｈｉｃｈｇａｖｅ．．．，为结果状语。“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ｏｆｓｃａｌｅ”用来表达“……的规模空前巨大”。

【参考译文】二战结束后，美国恰好进入这样一段辉煌时期，当时，它拥有的市场是任何竞争对手的八

倍，这使得美国的工业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经济规模。

２．【文章难句】Ｆｏｒａｗｈｉｌｅ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ｄ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ｓａｔ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ｇｅ，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谓结构是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从句做ｌｏｏｋｅｄ的表语，其中在这个表语从句的主
语和谓语之间，又插入了两个并列的定语从句。表语从句中主语为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
ｔｏｒｓ，谓语为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而逗号之间的两个ｗｈｉｃｈ从句是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的非限制性定语。
又作插入语。ｃａｓｕａｌｔｙ本意是“伤亡人数、受害人”，这里指“被外国产品击败的美国本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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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美国发明的处于新的计算机时代核心地位的半导体制造业看上去也将成

为下一个牺牲品。

Ｐａｓｓａｇｅ２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有关人类进化的议论文，文章首先指出影响人类身体进化的两个因素，进而说明由于技

术进步改善了人类生活，人类身体已经停止进化，进入了生物学上的“乌托邦”时代。

答案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Ｂｅｉｎｇａｍａｎ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ｂｏｕｔ
１０５ｍａｌｅｓｂｏｒｎ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１００ｆｅｍａｌｅｓ，ｂｕｔｔｈｉｓｒａｔｉｏ① ｄｒｏｐｓ
ｔｏｎｅａ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ｍｏｎｇ７０ｙｅａｒ
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ｉｃｅａｓｍａｎｙｗｏｍｅｎａｓｍｅｎ．Ｂｕ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ｏｆｍａｌ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ｓｂｅ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ｄ．Ｎｏｗ，ｂｏｙｂａｂ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ｅ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ｇｉｒｌｓｄｏ．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ｆｏｒ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ａｎｅｘｃｅｓｓｏｆｂｏｙｓｉｎｔｈｏｓｅｃｒｕｃｉａｌ
ｙｅａｒ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ａｍａｔｅ．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
ｏｔｈｅｒｃｈａｎ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ａｂａｂ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ａｂｏｙｂａｂｙ）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ｄｅｐｅｎｄｅｄｏｎｉｔ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ｔｏｏｌｉｇｈｔｏｒｔｏｏ
ｈｅａｖｙｍｅａｎｔａｌｍｏｓ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ｅａｔｈ．Ｔｏｄａｙｉｔｍａｋｅｓａｌｍｏｓｔ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④．Ｓｉｎｃｅｍｕｃｈｏｆ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⑤ ｉｓｄｕｅｔｏｇｅｎｅｓ，
ｏｎｅｍｏｒｅａｇｅｎｔ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ｇｏｎｅ．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ａｙｔｏｃｏｍｍｉｔ⑥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ｕｉｃｉｄｅ：
ｓｔａｙａｌｉｖｅ，ｂｕｔｈａｖｅｆｅｗ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ｅｗ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ａｓｆｅｒ
ｔｉｌｅ⑦ ａ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ｓｏｍ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ｙｆｅｗ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ｅ１５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ｉｒｔｈ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ｄｅａｔｈ，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ｓｔｏｆ
ｕｓｈａｖｅｒｏｕｇｈ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⑧．（难句）


Ａｇ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ｙ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⑨ ｉｔｈａｖｅ


ｄｉｍｉｎ
ｉｓｈｅｄ⑩


．Ｉｎｄｉａｓｈｏｗｓｗｈａｔｉｓ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ｆｅｒｓ
ｗｅａｌｔｈｆｏｒａｆｅｗ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ｍａｉ
ｎｉｎｇｔｒｉｂａｌ瑏瑡 ｐｅｏｐｌｅｓ．（难句） 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瑏瑢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ｌｏｓｔ８０％ ｏｆｉｔ


ｓ
ｐｏｗｅｒｉｎｕｐｐ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


ｏｔｈｅｔｒｉｂｅｓ．
（难句） Ｆｏｒｕ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ｔｏｐｉａ瑏瑣


ｈａｓａｒｒｉｖｅ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ｙ，ｉｔｈａ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ｏｔｈ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ｉｌｌｓｓｏｍａｎｙ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０，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ｏｕｒｌｉｖ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ｕｔｏｕｒｂｏｄｉｅｓｈａｖｅ

　　（５５）身为男性，总是有危险。男、女的出
生比例大约为１０５∶１００，但是到成年时，这个
比例就下降了，几乎持平；在 ７０岁的老年人
中，女性的人数比男性多一倍。但是，男性死

亡率普遍偏高的现象正在明显改变。如今，男

婴和女婴的存活率几乎相同，这意味着，到婚

配年龄时，男性的人数将首次比女性多。更重

要的是，自然选择的另一个机会已被消除。５０
年前，婴儿（尤其是男婴）能否存活取决于它

的体重。轻一公斤或重一公斤几乎都意味着

必死无疑。现在，体重的轻、重几乎无关紧要

了。因为体重的差异是由基因引起的，所以进

化的又一个因素不存在了。

进化自我消除的另一个方法是：保持存

活，但少生子女。如今，几乎没有人像过去那

样生育。除了一些宗教社区，女性很少生１５
个子女。现在，新生儿的数量同死亡的年龄一

样已经平均化。我们大多数人的子女几乎一

样多。（５６） 而且，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以及

利用这种差别进行自然选择的机缘都已减少


。

印度可以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个国家为

少数居住于大城市的人提供发财的机会，而带

给剩余部落的却是贫穷。 现在，
最大的共

性———


每个人的生存机会和子女数量都相

同———意味着与部落人群相比较，


自然选择在

印度的中、上阶层已失去了８０％的效力


。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进化已经结束
；

生物学上的乌托邦时代已经来临


。令人奇怪

的是，这几乎没有引起人的身体变化。没有任

何其他物种占据了大自然如此广阔的空间。

（５７）但在过去 １０万年———甚至过去的 １００
年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身体

却没改变。我们没有进化，因为机器和社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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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Ｗｅｄｉｄｎｏｔｅｖｏｌｖ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ｉｄｉｔ
ｆｏｒｕｓ．Ｄａｒｗｉｎｈａｄａｐｈｒａｓｅ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ｏｓｅ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ｏｆ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ｌｏｏｋａｔ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瑏瑤 ｂｅｉｎｇａｓａｓａｖａｇｅ瑏瑥 ｌｏｏｋｓ
ａｔａｓｈｉｐ，ａｓａ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ｈｏｌｌｙｂｅｙｏｎｄｈｉ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ｏｎ．”Ｎｏｄｏｕｂｔｗｅｗｉｌｌ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ａ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
ｂｅｙｏ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ｕｇｌｉｎｅｓｓ．Ｂｕ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ｍａｚｅｄ
ｏｕ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瑏瑦ｓｍａｙｂｅａｔｈｏｗｆａｒｆｒｏｍＵｔｏｐｉａｗｅ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ｌｏｏｋ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ｕｓ．

替我们进化了。达尔文曾用这样一句话描述

那些对进化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看有机生命

体就像一名野蛮人看待一艘船，就像看待他完

全无法理解的某件东西一样。”毫无疑问，我

们会记住２０世纪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理解
它的丑陋。不过，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惊诧于我

们距理想状态如此遥远，但无论他们感到多么

惊奇，他们的长相还是会同我们一样。

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ｒａｔｉｏ［ｒｅｉｉｕ］ｎ．比，比率
④ ｍａｋｅ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没有作用或影响
⑤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ｉｅｉｎ］ｎ．变化，变动；差异
⑥ ｃｏｍｍｉｔ［ｋｍｉｔ］ｖｔ．把……交托给，提交；
犯（错误），干（坏事）

⑦ ｆｅｒｔｉｌｅ［ｆｔａｉｌ］ａｄｊ．肥沃的，富饶的；能生育的
⑧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ｆｓｐｒｉ］ｎ．子孙；产物；结果

⑨ 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利用……的优势
⑩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ｄｉｍｉｎｉ］ｖ．削弱，减少；贬低
瑏瑡 ｔｒｉｂａｌ［ｔｒａｉｂｌ］ａｄｊ．部落的，种族的
瑏瑤 ｏｒｇａｎｉｃ［ｎｉｋ］ａｄｊ．有机的
瑏瑥 ｓａｖａｇｅ［ｓｖｉｄ］ｎ．野蛮人
瑏瑦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ｄｉｓｅｎｄｎｔ］ｎ．子孙，












后代

超纲词注释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ｍｔｊｕｒｔｉ］ｎ．成熟；完备　　　瑏瑢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ｍｉｄｉｋｒｔｉ］ｎ．平常，平庸的人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ｍｔｌｔｉ］ｎ．死亡率 瑏瑣 Ｕｔｏｐｉａ［ｊｕｔｕｐｉ］ｎ．乌托邦，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６５７５）
５５．Ｗｈａｔ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ｍａ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根据文章第一段，身为男性
过去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Ａ］Ａｌａｃｋｏｆｍａｔｅｓ．（缺少配偶。） ［Ｂ］Ａｆｉｅｒ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激烈的竞争。）
［Ｃ］Ａｌｏｗ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存活率较低。） ［Ｄ］Ａ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基因有缺陷。）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５２％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一段第一、二句指出，做一个男人很危险，因为在出生时男性比女性多，到成熟期男女数量

达到平衡，到７０岁时女性比男性多一倍。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过去男性死亡率普遍高于女性。此外文
中的第三句“男性死亡率普遍偏高的现象正在改变”也可以看出该句前面的内容就是关于男性的死

亡率高。Ｃ选项为正确答案。Ａ项说的是现在的情况，而非过去的情况。Ｂ项文中未提及，属无中生
有。Ｄ项似是而非，原文谈到基因时仅说“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差异）”，而非“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缺陷）”。

５６．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印度的例子说明了什么？）
［Ａ］Ｗ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ｅｎｄｔｏｈａｖｅｆｅｗ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ａｎｐｏｏｒｐｅｏｐｌｅ．（富人生的子女往往比穷人少。）
［Ｂ］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ｄｌｙｗｏｒｋ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ｏｒ．（自然选择在富人和穷人中几乎不起作用。）
［Ｃ］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８０％ 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ｉｂｅｓ．（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部落人口少百分

之八十。）

［Ｄ］Ｉｎｄｉａ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印度是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６０％
【考核题型】事实细节题

【解析】该例子出现在第二段中间：在印度这个国家少数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拥有财富，而留在部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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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很贫穷。现在，最大的共性———每一个人都同样地生存并且拥有同样多的子女———意味着，如果与

部落人比较，“自然选择”在印度的中上层家庭已失去了８０％的效力。即：无论贫富，自然选择都不起作
用，而对于富有家庭更是如此。因而Ｂ选项为正确答案。Ａ选项与文章内容不符。文中只将自然选择
对印度的中上层家庭和部落的影响进行比较，而Ｃ选项比较对象错误。Ｄ选项在文中未提及。

５７．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ｏｕｒｂｏ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ｓｔｏｐｐｅｄ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ｂｅｃａｕｓｅ　　　　．（作者认为：人的身体已经停
止进化，因为　　　　。）
［Ａ］ｌｉｆ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Ｂ］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ｂａｂ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女婴的数量一直在减少）
［Ｃ］ｏｕ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人类已进化到最高境界）
［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８２％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三段指出，在过去的１０万年乃至过去的１００年中，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变，但身体却没有
改变。我们没有进化，因为机器和社会代替我们进化了。换言之，机器的使用、社会的进步使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变化，Ａ项与之吻合，因而 Ａ选项是正确的。Ｂ选项与题干无关，而且也与第一段的事实
不符。第三段首句提到：进化已经结束，生物学上的乌托邦已经到来，但实际上是题干中“我们不再进

化”的换一种说法，而不是原因，因此，Ｃ选项不符合题目要求。文章只提到生育、生存率方面不再有
差别，但并没有一概而论，所以，Ｄ选项是不正确的。

５８．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ｗ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ｉｔ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下面哪项可以作为本文的最佳标题？）
［Ａ］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人类进化中性别比例的变化）
［Ｂ］Ｗａｙ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Ｍａ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延续人类进化的方法）
［Ｃ］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自然进化的前景）
［Ｄ］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ｏｉｎｇＮｏｗｈｅｒｅ（人类进化已到尽头）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９％
【考核题型】主旨题

【解析】纵观全文，第一段指出，自然选择的因素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这使自然选择的规律无法保证

人类的优胜劣汰；第二段通过印度的例子再次指出，自然进化机制已不能再左右人口的出生率；第三

段指出，进化已经结束，人类已经达到生物的理想境界。所以Ｄ选项是最佳的标题。四个选项都涉及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但Ａ选项只在文中第一段提到，不足以概括全文内容。Ｂ选项离题太远，既然已经“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ｉｓｏｖｅｒ”，又何来“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Ｃ选项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ｇ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ｉｔｈａｖｅ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结构分析】该句主干是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ｈａｖｅ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本句的难点在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后面的定语成分是不定式结构 ｆｏｒ．．．ｔｏ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ｔ，而关键又在于 ｉｔ指代的是什
么，代词ｉｔ指代的是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

【参考译文】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以及利用这种差别进行自然选择的机缘都已减少。

２．【文章难句】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ｏｆｔｏｄａｙ—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ｆｆ
ｓｐｒ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ｌｏｓｔ８０％ ｏｆｉｔｓｐｏｗｅｒｉｎｕｐｐ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ｉｂｅｓ．

【结构分析】该句的主语是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谓语是ｍｅａｎｓ，其后跟ｔｈａｔ引导的宾语从句，在宾语从句中，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ｉｂｅ是分词结构作状语，省略了ｉｆ／ｗｈｅｎｂｅｉｎｇ。其中第一个破折号后面的分词
短语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是插入语，是对主语的补充说明。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原义指“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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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和大部分人一样”。在句子中破折号后给出了该词在这里的特定含义“大家都活一样长，都

生一样多的孩子”。

【参考译文】现在，最大的共性———每个人的生存机会和子女数量都相同———意味着与部落人群相比

较，自然选择在印度的中、上阶层已失去了８０％的效力。
３．【文章难句】Ｆｏｒｕ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ｔｏｐｉａｈａｓａｒｒｉｖｅｄ．
【结构分析】该句由两个分句组成，句架是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ｔｏｐｉａｈａｓａｒｒｉｖｅｄ．其中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ｉｓｏｖｅｒ是宾语从句。Ｕｔｏｐｉａ指什么都很完美的地方或状态，如：Ｃｒｅａｔｅ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Ｕｔｏｐｉａ
创造政治的乌托邦。

【参考译文】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进化已经结束，生物学上的乌托邦时代已经来临。

Ｐａｓｓａｇｅ３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有关未来派诗歌的文学评论。未来主义者认为一个世纪以来，生活的加速发展需要一种

新的表达方式，文学也应该运用各种方式来加速。全文采用了“总———分”的结构，介绍了未来派诗歌的

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指出很难将其归入文学范畴。

答案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Ｗｈｅｎａｎｅｗ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ｒｔａｔｔａｉｎ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ａｓｈ
ｉｏｎ，ｉｔｉｓ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ｗｈａｔｉｔ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① ａｒｅａｉ
ｍｉｎｇａｔ，ｆｏ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ａｒｆｅｔｃｈｅｄ ａｎｄ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ａｙｓｅｅｍｔｏｄａｙ，ｉｔ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ａｔｉｎｙｅａｒｓｔｏ
ｃｏｍｅｔｈｅｙｍａｙ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ｎｏｒｍａｌ．（难句）

Ｗｉｔｈｒｅ
ｇａｒｄｔｏ③Ｆｕｔｕｒｉｓｔ ｐｏｅｔ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ｉｓｒａ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ｍａｙｂｅ———


ｅｖｅｎａｄ
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ｍａｙ


ｂｅ
ｒｉｇｈｔ———ｉｔｃａｎｈａｒｄｌｙｂ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ｓ⑤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ｉｎｂｒｉｅｆ，ｉｓｗ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ｓａｙｓ：ｆｏｒａ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ａ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ｆ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
ｔｉｌｌｎｏｗｗｅｌｉｖｅ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⑥，ｏｕ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⑦ 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⑧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ｉｓ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
ｏｆｌｉｆｅ，ｓａｙ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ｍｕｓｔｓｐｅｅｄｕｐｏｕ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ｏ，ｉｆｗｅｗａｎｔ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ｒｅｓｓ．（难句） Ｗｅｍｕｓｔｐｏｕｒｏｕｔ⑨


ａｌａｒｇｅ

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⑩ ｗｏｒｄｓ，ｕｎｈａｍｐｅｒｅｄ瑏瑡 ｂｙｓｔｏｐｓ，


ｏｒ
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ｖｅｒｂ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ｓｗｅｍｕｓｔｍａｋｅｕｐｗｏｒｄｓｔｈａｔｉｍｉｔａｔｅ瑏瑢 ｔｈｅｍ；ｗｅｍｕｓｔ
ｕｓｅｍａｎｙｓｉｚｅｓｏｆ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ｅｄｉｎｋｓｏ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ｐａｇ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ｏｒ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ｗｏｒｄｓａｔｗｉｌｌ瑏瑣．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ａｔｔｌ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难

句） Ｂｕｔｉｔｉ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ｕｐ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ａ
ｎ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ｉｎ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ａｆｉｇｈｔｂｅｔ


ｗｅｅｎａＴｕｒｋｉｓｈ

　　（６０）当一场新的艺术运动形式形成某种
潮流时，理应弄清其倡导者的目的何在，因为无

论他们的准则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牵强、多么不

切实际，但若干年后，人们很可能会认为这些准

则很正常。 然而，就未来派诗歌而言，
情况

却相当不同，因为不管未来派诗歌是什么


———

即使承认它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都是正确的


，

我们也很难将它纳入文学范畴


。

简而言之，（６１）未来派艺术家这样认为：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状况一直在发生飞

速变化；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喧嚣、暴

力和快节奏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的感觉、思

想和情感都经受了相应的变化。未来派艺术家

声称：这种加速的生活节奏需要一种新的表达

方式。如果我们想诠释现代生活的压力，我们

也应该加速文学的发展。
我们必须大量使

用基本词汇，并且不受标点符号、


限定性形容词

或限定性动词的约束


。我们不是要描述声音，

而是应该创造出新词来模仿声音；在同一页书

纸上，我们应该选用各种字号的字体，选择不同

颜色的墨水，并随意加长或是缩短词语。

未来派艺术家对于战斗的描述必定令人费

解。 在某首诗中，
他们用一行文字描述了一


名土耳其军官和一名保加利亚军官在桥上打斗

的场面，结果两人都从桥上掉进了河里；


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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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ｏｆｆｗｈｉｃｈｔｈ


ｅｙｂｏｔｈ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ｆａ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Ｐｌｕｆｆ


！

Ｐｌｕｆｆ！


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ｆｕｌｆｉｌｌｓ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ｃａｎｈａｒｄｌｙｂ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ｎｏ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ｎｃａｎｒｅｆｕｓｅ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ｉｒ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瑏瑤：ｔｈａｔａ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ｏｕ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
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ａ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ａｌ
ｌｙｔｈｉｓ：ｈａｖｅｗ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

们对这首诗的注解，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后来

才发现，


这行文字满是描写那两名军官掉进水

里的声音和他们的体重：“扑通！扑通！


一百八

十五公斤


！”

尽管这种写法符合未来派诗歌创作的规则

和要求，但很难将它纳入文学范畴。同样，尽管

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可能拒绝接受未来派艺术

家的基本主张：我们情感生活的巨大变化需要

我们的表达方式相应变化。但事实上，问题的

症结在于：我们是不是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ｖｋｅｉｔ］ｖ．拥挤；提倡
③ 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就……而言
⑤ ｂ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ｓ被归为，将……纳入
⑥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ｋｎｓｉｋｗｎｔｌｉ］ａｄｖ．因此，所以
⑦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ｄｕ］ｖ．遭受，经历，承受
⑧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ｋｒｉｓｐｎｄｉ］ａｄｊ．符合的；
相应的，对应的

⑨ ｐｏｕｒｏｕｔ尽情表达出来

⑩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ｅｎｌ］ａｄｊ．必要的，必不可少
的；本质的，基本的

瑏瑡 ｕｎｈａｍｐｅｒｅｄ［ｎｈｍｐｄ］ａｄｊ．不受限制的
瑏瑢 ｉｍｉｔａｔｅ［ｉｍｉｔｅｉｔ］ｖｔ．模仿，仿效；仿造，伪造
瑏瑣 ａｔｗｉｌｌ随意
瑏瑤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ｐｚｉｎ］ｎ．主张，建议；陈
述；














命题

超纲词汇注释

 ｆａｒｆｅｔｃｈｅｄ［ｆｆｅｔｔ］ａｄｊ．牵强的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ｆｊｕｔｒｉｓｔ］ｎ．未来派艺术家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６６５）
５９．Ｔｈｉ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ｉｓｍａｉｎｌｙ　　　　．（本文主要是关于　　　　。）
［Ａ］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ａｒｔ（对新艺术手法的评论）
［Ｂ］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对未来派诗歌的评论）
［Ｃ］ａｂｏｕｔｍｅｒ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有关未来主义运动的价值）
［Ｄ］ａｂｏｕ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有关文学创作的规则和要求）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５６％
【考核题型】主旨题

【解析】题干主要测试考生的概括能力。文章第一段给出全文主旨：未来派诗歌不能被纳入文学范

畴；第二段和第三段论述未来派诗歌的观点，并且举出一首描写战斗的诗歌为例，指出其描写杂乱无

章；第四段与第一段首尾呼应，重申主旨。由此可见，Ｂ选项才能涵盖文章的内容。Ａ选项表达的内
容太泛，无针对性。Ｃ选项与全文对未来派全盘否定的内容不符。文章只在第四段首句提及未来派
诗歌的“规则和要求”的字眼，但是它不属文学之列，因此，Ｄ选项不正确。

６０．Ｗｈｅｎａｎｏｖ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ｉｄｅａａｐｐｅａｒ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ｒｙｔｏ　　　　．（当出现新的艺术思潮时，人们应该
尽力　　　　。）
［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ｉｔ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ｓ（确定其目的） ［Ｂ］ｉｇｎｏｒｅｉｔｓｆｌａｗｓ（忽视其缺陷）
［Ｃ］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ｎｅｗｆａｓｈｉｏｎｓ（跟随新的潮流）［Ｄ］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接受其创作原则）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６４％
【考核题型】细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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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当出现新的艺术思潮时，人们应该怎么做。文章首句指出“当一场新的艺

术运动形成某种潮流时，理应弄清其倡导者的目的所在……”。因此，Ａ选项应为正确答案。Ｂ选项
在文中未提及。Ｃ选项属于过度引申，在文中找不到依据。文中首句只提到：这种新的艺术运动形式
的准则在现在看来有些牵强和不切实际，但若干年后，人们很可能认为这些准则很正常，因此，Ｄ项在
文中没有根据。

【解题点津】解此题也可以通过首句主句的动词短语“ｆｉｎｄｏｕｔ”去排除干扰项。“ｆｉｎｄｏｕｔ”意为“弄明
白，确定，测定”；而选项中的“ｉｇｎｏｒｅ”（忽视），“ｆｏｌｌｏｗ”（追随），“ａｃｃｅｐｔ”（接受）都与之有很大区别，因
此，可以排除。

６１．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ｓｃｌａｉｍｔｈａｔｗｅｍｕｓｔ　　　　．（未来派艺术家宣称：我们应该　　　　。）
［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增加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
［Ｂ］ｕｓｅｐｏｅｔｒｙ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ｒｅｓｓ（用诗歌来减轻现代社会的压力）
［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ｎｅｗｍｏｄｅｓ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开发新型的表达方式）
［Ｄ］ａｖｏｉｄｕｓｉｎｇ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ｖｅｒｂｓ（避免使用形容词和动词）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８７％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简述未来派诗歌的主张。该段第三句指出“这种加速的生活节奏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形

式”，因而Ｃ选项“开发新型的表达方式”正是他们要表达的观点。文中第二段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是指要使文学的表现方式更富有快速感，而不是指数量的增加，故Ａ选项与原文相混。Ｂ选项与文中
他们主张用诗歌去表达和诠释压力不符。Ｄ选项与该段第五句“……，并且不受标点符号、限定性形
容词或限定性动词的约束”不符。

６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ｉｓ　　　　．（作者认为：未来派诗歌　　　　。）
［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以合理的原则为基础）
［Ｂ］ｎｅｗ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ｔ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新生事物，能为普通人所接受）
［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ｏｆａ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表明了人性的根本转变）
［Ｄ］ｍｏｒｅｏｆａ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５９％
【考核题型】观点态度题

【解析】纵观全文，可知作者对未来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第一段末尾说，“不管未来派诗歌是什

么———即使承认它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是正确的，我们也很难将它纳入文学范畴”。从最后一段也可

以找出线索。Ｄ选项符合此意。Ｂ选项文中未提及。Ａ选项过于肯定，而作者只是假设其理论合理。
Ｃ选项不是未来派提出的，他们只谈到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的变化。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ｒｙ
ｍａｙｂｅ—ｅｖｅｎ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ｍａｙｂｅｒｉｇｈｔ—ｉｔｃａｎｈａｒｄｌｙｂｅ
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结构分析】该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并列句，主干是．．．ｔｈｅｃａｓｅ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ｐｏｅｔ
ｒｙ是一个介词短语，在句中作状语，修饰主句。ｆｏｒ引导原因状语从句，从句的句架为ｉｔｃａｎ
ｈａｒｄｌｙｂ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是插入语，是对前面讲到的事情表示转折；破折号之间
的内容也是插入语，其中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是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的定语从句。“ｗｈａｔｅｖｅｒ．．．”和“ｅｖｅｎ
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都表示让步。“ｉｎ／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ｓｂ．／ｓｔｈ．”意为“关于某人或某事，在这点／那点
上”，如：Ｉｈａｖｅ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ｓａｙ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ｙｏｕｒ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对于你的投诉，我无可奉告。／Ｈｅ
ｉｓｖｅｒ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他在这方面非常敏感。

【参考译文】然而，就未来派诗歌而言，情况却相当不同，因为不管未来派诗歌是什么———即使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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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是正确的，我们也很难将它纳入文学范畴。

２．【文章难句】Ｗｅｍｕｓｔｐｏｕｒｏｕｔａｌａｒｇｅ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ｏｒｄｓ，ｕｎｈａｍｐｅｒｅｄｂｙｓｔｏｐｓ，ｏｒ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ａｄ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ｖｅｒｂｓ．

【结构分析】句中的主句是Ｗｅｍｕｓｔｐｏｕｒｏｕｔａｌａｒｇｅ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ｏｒｄｓ，后面是过去分词引导的伴
随状语。注意：ｏｒ连接的 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和 ｆｉｎｉｔｅｖｅｒｂｓ与 ｓｔｏｐｓ并列，而不与 ａｌａｒｇｅ
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ｏｒｄｓ并列。

【参考译文】我们必须大量使用基本词汇并且不受标点符号、限定性形容词和限定动词的约束。

３．【文章难句】Ｂｕｔｉｔｉ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ｕｐ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ｉｎ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ａｆ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Ｔｕｒｋｉｓｈａｎｄａ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ｏｆ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ｂｏｔｈ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ｆａ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ｆ
ｆｉｃｅｒｓ：“Ｐｌｕｆｆ！Ｐｌｕｆｆ！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为 ｉｔｉ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ｕｐ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ｆｉｎｄ．．．。句首ｉｔ是形式主语，它指
代的是ｔｏｒｅａｄ和ｔｏｆｉｎｄ两个不定式结构，其中ｒｅａｄ和ｆｉｎｄ后分别接有ｔｈａｔ引导的宾语从
句，前一个宾语从句中ｗｈｉｃｈ引导定语从句修饰ｂｒｉｄｇｅ，后一个宾语从句中“ｐｌｕｆｆ！ｐｌｕｆｆ！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是ｔｈｅｌｉｎｅ的同位语，说明其具体内容。

【参考译文】在某首诗中，他们用一行文字描述了一名土耳其军官和一名保加利亚军官在桥上打斗的

场面，结果两人都从桥上掉进了河里；看了他们对这首诗的注解，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后

来才发现，这行文字满是描写那两名军官掉进水里的声音和他们的体重：“扑通！扑通！

一百八十五公斤！”

Ｐａｓｓａｇｅ４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有关日本传统道德价值观衰败现象的议论文，通篇采用了“总———分”的结构，先阐述观

点，再分析原因。文中作者采用了说理、数据、引证、对比等多种论证方法，阅读中尤其要注意作者篇章重

要性递增的写作思路。

答案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Ａｉｍ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ｈａｓｈａｒｄｌｙｂｅ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Ｊａｐａｎ
ｗｈｏ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① ａｒｅｔｈｅｅｎｖｙｏｆｔｈｅ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Ｂ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ｒｅｓｅｅ
ｉｎｇａ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ｍｏ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ｉｒｊｏｂｓａｓｔｈｅｉｒｐｒｉ
ｍａｒｙ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ｂｅ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ｗＪａｐａｎｈａ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ｉｔｓ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ｎｅｘｔ．

（难句） 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ｂａｂｙｂｏｏｍ
②

ａｎｄａｎｅｎｔｒｙ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ｌ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ｊ


ｏｂｍａｒｋｅｔ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ｗｈｏａ


ｒ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ｑｕｅｓｔｉｏ
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③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ｒｉｇｉｄ④


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ｄｄｅｒｔｏｇｏｏ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ｊｏｂｓ．Ｉｎａｒｅ
ｃ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ｏｎｌｙ２４．５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ｕｌｌｙ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ｆ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６７．

　　（６３）战后，日本的典型特征就是目标
明确，其生产率和社会的融洽程度令欧美

国家羡慕。但是，日本人的传统工作道德

价值观在逐渐淡化。１０年前，日本的年轻
人工作很勤奋，而且把工作当作生存的主

要原因，但现在，日本的经济需求已在很大

程度上得到满足，年轻人不知道下一步该

怎么办。


随着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

长大成人，


再加上女性进入原本由男性主

导的就业市场，限制了青少年的发展机遇


。


这些青少年对攀登从上好学校到找好工作


的这一严格的社会阶梯而付出的沉重的个


人代价产生了疑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

明，只有２４．５％的学生对学校的生活完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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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ｆａｒｍｏｒ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ｊｏｂｓｔｈａｎ
ｄｉ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１０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Ｗｈｉｌｅｏｆｔｅｎｐｒａｉｓｅｄｂ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ｆｏｒｉｔ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ｔｅｓｔ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ｌ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ｏ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ｄｏｎｏｔｓｈｏｗｕｐ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ｃｏｒ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ｂｉｌ
ｉｔｙ，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ｙ⑤—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ｉｇｎｏｒｅｄ，”ｓａｙｓ
ＴｏｓｈｉｋｉＫａｉｆｕ，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Ｌｉｂ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⑥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ｔｈｉｎｇｌｅａｄｓｋｉｄｓｔｏｄｒｏｐｏｕｔ⑦ ａｎｄｒｕｎｗｉｌｄ．”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Ｊａｐ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２，１２５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９２９
ａｓｓａｕｌｔｓ⑧ 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ｍｉｄｔｈｅｏｕｔｃｒｙ，ｍａｎ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ｒｅ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ｗａ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ＭｉｔｓｕｏＳｅｔｏｙａｍａ，ｗ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ｒａｉｓｅｄｅｙｅｂｒｏｗｓ⑩ ｗｈｅｎｈｅ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
ｆｏｒｍｓ瑏瑡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 ｈａｄ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ｕｔｔｈａｔｍａｙ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ｔｏｄｏｗｉｔｈ瑏瑢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Ｊａｐａｎ，”ｓａｙｓ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ＹｏｋｏＭｕｒｏ，“ｉｔｓｎｅｖｅｒ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ｙｏｕｅｎｊｏｙｙｏｕｒｊｏｂａｎｄ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ｂｕｔｏｎｌｙｈｏｗｍｕｃｈ
ｙｏｕｃａｎｅｎｄｕｒｅ瑏瑣．”Ｗｉ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ｓｃｏｍ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ｕｌｌｙ７６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１１９ｍｉｌｌ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ｌｉｖｅｉｎｃｉｔ
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ｉｌ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ｂａｎ
ｄｏｎｅｄ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瑏瑤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ｔｗ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Ｕｒｂａ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ａｖｅｌｏｎｇｅｎｄｕｒｅｄｌｅｎｇｔｈｙ瑏瑥 ｃｏｍｍｕｔｅｓ瑏瑦（ｔｒａｖｅｌｓｔｏ
ａｎｄｆｒｏｍ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ｒｏｗｄｅｄ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ａｓｔｈｅｏｌｄ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ａｋ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ｓ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
ｔ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ｄｉｖｏｒｃｅｒａｔｅ，ｗｈｉｌｅｓｔｉｌｌ
ｗｅｌ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５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ｅｓｈａ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ｎｅａｒｌｙｏｎ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满意，美国却有６７．２％的学生对学校的生
活完全满意。另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工人

对工作不满意的程度远远高于另外十个同

类国家的工人。

（６５）尽管外国人经常称赞日本人注重
基础训练，但日本的教育往往强调的是应

试和机械学习，而忽略创造性和自我表达

的培养。执政的自由党教育委员会主席

ＴｏｓｈｉｋｉＫａｉｆｕ指出：“比如个性、能力、勇气
或仁爱等，全都被人们忽视了。由此而受

到的挫折导致孩子们辍学、放荡不羁”。去

年，日本就发生了２１２５起校园暴力事件，
其中包括９２９起攻击老师的事件。许多人
为此大声呼吁，很多保守党领袖甚至在像

战前一样，重新强调道德观教育。（６４）当
时的教育部长ＭｉｔｓｕｏＳｅｔｏｙａｍａ对此目瞪口
呆，他认为，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实施的自

由主义改革削弱了“日本人尊敬父母的道

德观。”

（６４）但这可能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有
很大关系。教育家 ＹｏｋｏＭｕｒｏ指出：“在日
本，你是否喜欢你的工作或生活绝不是问

题，而是你能忍受到多大程度。”随着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居住的集中化，在日本的一

亿一千九百万国民中，６７％的人居住在城
市，社区和大家庭逐渐被独立的、两代人组

成的小家庭所取代。（６６）日本的城市居民
长期忍受着枯燥漫长的上下班交通和拥挤

的居住环境之苦，但是，随着旧的群体和家

庭价值观念的淡薄，这些不便之处也开始

表现出来。过去１０年间，日本的离婚率虽
然仍远低于美国，但也增长了５０％以上，自
杀率上升了将近２５％。

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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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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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ｍｎｉ］ｎ．协调，和谐；融洽
② ｂａｂｙｂｏｏｍ生育高峰期
③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ｋｒｉｆａｉｓ］ｎ．献祭，供奉；祭品，
供品；牺牲，放弃 ／ｖ．牺牲，献出

④ ｒｉｇｉｄ［ｒｉｄｉｄ］ａｄｊ．刻板的，严格的；坚硬的

⑤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ｈｊｕｍｎｔｉ］ｎ．人（总称），人
道，仁爱

⑥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ｎｓｔｒｅｉｎ］ｎ．懊恼；顿挫；挫折
⑦ ｄｒｏｐｏｕｔ辍学
⑧ ａｓｓａｕｌｔ［ｓｌｔ］ｎ．／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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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

⑩ ｅｙｅｂｒｏｗ［ａｉｂｒａｕ］ｎ．眉毛
瑏瑡 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ｓ自由主义改革
瑏瑢 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ｔｏｄｏｗｉｔｈ与……有很大关系
瑏瑣 ｅｎｄｕｒｅ［ｉｎｄｊｕ］ｖ．忍受，忍耐

瑏瑤 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赞成，主张；以……来代替
瑏瑦 ｃｏｍｍｕｔｅ［ｋｍｊｕｔ］ｎ．（上、下班）两地之
间坐车往返（的路程








）

超纲词汇注释

 ｏｕｔｃｒｙ［ａｕｔｋｒａｉ］ｎ．公开的强烈抗议　　　瑏瑥 ｌｅｎｇｔｈｙ［ｌｅｉ］ａｄｊ．（演说，文章等）冗长的，过分的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９７５）
６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ｅｙ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Ｊａｐａｎｗａｓ　　　　．（在西方人看来，战后的日本　　　　。）
［Ａ］ｕｎｄｅｒａｉｍ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处于漫无目标的发展之中）　［Ｂ］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ａｍｐｌｅ（是个正面例子）
［Ｃ］ａｒｉｖａｌ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是西方国家的竞争者） ［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在衰败）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４８％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章第一句指出，日本的生产率和社会稳定让西方国家感到羡慕，句中的“Ａｉｍｌｅｓｓｎｅｓｓ”和“ｈａｒｄ
ｌｙ”用的是双重否定的肯定语气，二者结合意为“有目标”。另外，句中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和ｅｎ
ｖｙ都表达了正面的含义。因此，战后的日本在西方国家眼里是一个榜样，故Ｂ选项为正确答案。Ａ选项
与原句中的Ａｉｍ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ｈａｓｈａｒｄｌｙ（目标明确）相矛盾，若不注意这个双重否定，会造成误选。Ｄ选项是当
今日本的情况，不是战后的特点。文中只提到日本的生产率和社会状态让人羡慕，没有提及Ｃ选项。

６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ｗｈａｔｍａｙｃｈｉｅｆｌｙｂ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根据作
者的观点，日本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Ａ］Ｗｏｍｅ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女性参加社会活动受到限制。）
［Ｂ］Ｍｏ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ｒｅ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ｊｏｂｓ．（更多的工人对其工作不满。）
［Ｃ］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ｌａｃ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过分地重视基础教育。）
［Ｄ］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ｖａｌｕｅｓ．（生活方式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４４％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中提到了几点原因：第三段末句作者引用前教育部长的话指出，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

日本的美国当局实施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日本人尊敬父母的道德观念被削弱了。第四段首句中的

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ｔｏｄｏ揭示了此处提到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即可能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因而，Ｄ
选项是最佳答案。Ａ选项与第二段第一句“．．．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ｌ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ｊｏｂｍａｒｋｅｔ．．．（女性进入
男性主导的市场）”不符。Ｂ项张冠李戴，第二段末句谈到了本项内容，但只是道德水平下降的一个表
现形式，而不是原因。Ｃ选项是第三段中提到的内容，但由文意来看，注重基础训练是外国人和作者
欣赏的做法，作者认为不对的是过分地强调了应试和机械学习，而忽略了创造性和自我表达的培养。

６５．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ｓｔｒｕ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根据作者的观点，下面哪项说法正确？）
［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ａｉｓｅｄｆｏｒｈｅｌｐｉｎｇ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ｃｌｉｍｂ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ｄｄｅｒ．（因为有助于年轻人攀登

社会阶梯，日本的教育受到称赞。）

［Ｂ］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日本的教育具有机
械学习和创造力双重特征。）

［Ｃ］Ｍ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ｌａｃ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应该更重视创造力的培养。）
［Ｄ］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ｕ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ｓｔｔａｋｉｎｇ．（辍学导致对应试教育的反感。）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５７％
【考核题型】观点态度题

４２

【红宝书】２０００年考研英语真题　 　系统精析



www.hongbaosh
u.co

m

【解析】作者在第三段评价日本教育时，批评其往往强调应试和机械性学习而忽视创造力和自我表达

的培养，文中引用了执政党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话，进一步说明那些在考试分数中不能表现的东西———

个性、能力、勇气或仁爱———被完全忽视了。对这种状况的反感使孩子们辍学，校园暴力也很突出。

由此可知，作者对日本教育制度持否定态度，他更希望那些被现行教育制度忽视的东西，如：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
ｔ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ｙ能够在学校里得到开发。Ｃ选项正是作者的观点。文章第三段第一句
指出，日本教育受到称赞的原因是因为它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因此 Ａ选项被排除。Ｂ选项与文中作
者批评其缺乏创造力不符。Ｄ选项因果颠倒了，文中指出对考试的反感使孩子们辍学。

６６．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　　　　．（　　　　事实显示：日本人的生
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Ａ］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ａｒｅｌ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ｏｆ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ｓｉｎｌｉｆｅ（年轻人更不能宽容生活中的不便之处）
［Ｂ］ｔｈｅｄｉｖｏｒ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ｘｃｅｅｄ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Ｕ．Ｓ．（离婚率超过了美国）
［Ｃ］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ｄｕ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日本人忍耐的东西比以前更多）
［Ｄ］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ｉｆｅ（日本人欣赏现有的生活）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５０％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的中心内容是：日本人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日本人不像从前那样愿意忍受生

活中的不适。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居住的集中化，传统社区和大家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孤立的、由

两代人构成的小家庭。城市居民长期忍受着枯燥漫长的上下班交通和拥挤的居住环境的折磨。但

是，随着旧的群体和家庭价值观的淡薄，这些不便之处逐渐显露出来。因而Ａ选项正是说明了日本生
活方式的改变。Ｂ选项与第四段最后谈到的日本人的离婚率仍然低于美国的事实不符。Ｃ选项文中
未提及。Ｄ选项显然不对，否则就不会出现离婚和自杀率大大上升。
文章难句精析

【文章难句】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ａｎｄａｎｅｎｔｒｙ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ｌ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ｈａｖ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ｗｈｏａｒ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Ｊａｐａｎｓｒｉｇｉｄ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ｄｄｅｒｔｏｇｏｏ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ｊｏｂｓ．

【结构分析】本句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语是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ｅｎｔｒｙ．．．，谓语是 ｈａｖｅｌｉｍｉｔｅｄ，宾语是
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充当主语的两个名词后都有ｏｆ短语作定语，宾语中的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后跟着ｗｈｏ引导的定语从句，过去分词结构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是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的后置定语。

【参考译文】随着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长大成人，再加上女性进入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就业市场，

限制了青少年的发展机遇。这些青少年对攀登从上好学校到找好工作的这一严格的社会阶

梯而付出的沉重的个人代价产生了疑问。

Ｐａｓｓａｇｅ５

文章大意

本文属典型的“匹配型”文章，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抱负、野心。作者先表达了对抱负的正确看

法，接着批评了一些错误态度，同时提出了抱负需要得到公开热情的提倡的观点。

答案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Ｉｆ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ｂｅｗｅｌｌ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ｒｄｓｏｆａｍｂｉ
ｔｉ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①，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ｏｎｅｓｄｅｓｔｉｎｙ②—
ｍｕｓｔｂｅｄｅｅｍｅ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ｔｈ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ｍａｄｅｏｎ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ａｌｆ．（难句）

Ｉ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ｈａｖｅ

　　（６７）如果人们客观地看待抱负，那么人
们肯定会认为它所带来的回报———财富、荣誉

和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值得为之做出牺牲。


如果抱负的传统是为了激发活力，


那么就应该

５２

【红宝书】（请登陆红宝书网站：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下载其它考研英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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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ｓｈａｒｅｄ；


ａｎｄ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ｍｕｓｔｂｅ
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ｄｍ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ｎｏｔｌｅａｓ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ａｎｏｄｄｗａ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ｗｈｏｈａｖ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ｕｐａｎａｍｂｉ
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Ｗｈａｔｉｓｏｄｄ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ｐｅｒｈａｐｓｍｏｓ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ｆｒｏｍ③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ｆｎｏｔ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ｔｈｅｎ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ｈｅａｖｙｎｏｔｅ
ｏｆ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ｙ ｉｎｔｈｉｓ，ａｃａｓｅｏｆ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ｒｎｄｏｏｒ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ｈｏｒｓｅｓｈａｖｅｅｓｃａｐ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ｒｉｄ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ｍ．

（难句）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ｓｎｏｗｔｈａｎｆｏｒｍｅｒｌｙ．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ｍ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ｒａｖｅｌ，ＢＭＷ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ａｎｄ
ｎａｍｅｂｒａｎｄｓｍａｙｃｈａｎｇｅ，


ｂｕｔｓｕｃｈｉｔｅｍｓ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


ｉｎｄｅｍａｎｄｔｏｄａｙｔｈａ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Ｗｈａｔｈａｓ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ｉｓ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ｎｏｔｃｏｎｆｅｓｓ⑤ ｆｕｌｌｙｔｏｔｈｅｉｒ
ｄｒｅａｍｓ，ａｓｅａｓｉｌｙａｎｄｏｐｅｎｌｙａｓｏｎｃｅ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ｌｅｓｔｔｈｅｙ
ｂ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ｕｓｈｉｎｇ，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ｖｕｌｇａｒ⑦．Ｉｎｓｔｅａｄ，ｗｅ
ａ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ｏｆｉｎｅ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ｓ⑧，ｗｈｉｃｈｎｏｗ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ｓｅｅｍｉｎａｍｐｌｅｓｕｐｐｌｙ⑨：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ａ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ｍｅ；ｔｈｅ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ｂｏｏｋｓｗｈｏｔａｋｅｓｈｉｓｍｅａｌ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ｒｒｅｓ
ｔａｕｒａｎｔ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瑏瑠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瑏瑡 ｉｎａｌｌ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ｈｏｓｅｏｗ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Ｆｏｒｓｕ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ｍａｎｙｍｏｒｅｐｅｒｈａｐｓｎｏｔ
ｓｏ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瑏瑢 ｉ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ａｔ
ａｌｌｃｏｓｔｓｂｕｔａｖｏｉｄ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ｓｏｎ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ｍａｎｙａｎｄ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ｖａｒｉ
ｏｕｓａｎｇｌｅｓ；ｉ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ａｒｅｆｅｗａｎｄｕ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ｕ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ａｓ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ｍｐｕｌｓｅ瑏瑣，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ｏｂｅ
ａｄｍｉｒｅｄａｎｄｆｉｘ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ｉｔｈａｓ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ｉｓｄｏｅｓ
ｎｏｔ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ｔａｎｅｎｄ瑏瑤，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ｎｏｌｏｎｇｅｒ
ｆｅｅｌｉｔｓ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ｓ，ｂｕｔｏｎｌｙｔｈａｔ，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ｏ
ｐｅｎｌｙｈｏｎｏｒｅｄ，ｉｔｉｓｌｅｓｓｏｐｅｎｌ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ｍ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ｈａ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ｉｓｄｒｉｖ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ｏｒｍａｄｅｓｌｙ瑏瑥．Ｓｕｃｈ，ｔｈｅｎ，ｉｓｔｈｅ
ｗａｙｔｈｉｎｇｓｓｔ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ｇ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ｔｕ
ｐｉ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ｓｕｓｕａｌ，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
ｅａｒｎｅ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ｏｎｉｎｌｉｆｅ瑏瑦．

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


尤其应该得到那些受人


尊敬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高度重视。

（６８）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宣布他们已不再把抱负当作理想。

奇怪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已经得益于

抱负———如果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抱负中获得

了利益，就是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身上获

得了利益。这些人的话中含有很浓厚的虚伪

色彩，一个显著的例子：马跑后再去关马厩

门———而受过良好教育者自己正骑在马上。

 当然，比起过去，
现在的人们对成功以

及成功标志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减少。


避暑别

墅、欧洲之旅以及宝马轿车———


这些别墅的位

置、旅游的景点以及轿车的品牌可能会改变


，


但是现在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似乎并未比十年


前或两年前减少。（６９）现在的情况是，人们
不能像以前那样能够轻松、公开地表露自己的

梦想，他们这样做是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

贪得无厌以及没有品味。于是，我们现在看到

的虚伪现象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普遍：批评

美国实利主义的批评家在南安普顿拥有避暑

别墅；出版激进书籍的出版商到三星级宾馆就

餐；主张分享民主制度的新闻记者把自己的孩

子送入私立学校上学等等。对于这样的人以

及其他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例外，恰当的

解释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但避免表现

出有抱负。”

对抱负的攻击很多，它们来自于不同的角

度；它的公开捍卫者却很少，给人的印象也不深

刻，但是他们这些人也不是特别缺乏吸引力。

（７０）结果，在美国，抱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看成
是一种健康的动力，一种应该受到羡慕、应该根

植于年轻人心目中的品质，因而它的支持者可能

比以前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失去了抱负，

感受不到它对人的鼓舞和启发了，仅仅是人们不

再公开以它为荣，更不愿公开表白它了。当然，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诸如抱负被迫转入地下，

或是被暗藏心中。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左边

站立的是愤怒的批评家，右边站立的是愚笨的支

持者，而中间，正如通常一样，站立的是大多数诚

挚的人们，努力追求着成功。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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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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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①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ｋｎ］ｎ．差别，区分；荣誉
② ｄｅｓｔｉｎｙ［ｄｅｓｔｉｎｉ］ｎ．命运，命中注定的事
③ 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从……中受益
⑤ ｃｏｎｆｅｓｓ［ｋｎｆｅｓ］ｖ．坦白，承认，忏悔
⑦ ｖｕｌｇａｒ［ｖｌ（ｒ）］ａｄｊ．粗俗的，庸俗的，普
通的

⑧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ｓｐｅｋｔｋｌ］ｎ．景象，奇观，壮观，
场面；眼镜，护目镜

⑨ ｉｎａｍｐｌｅｓｕｐｐｌｙ供应充足
瑏瑡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ｄｉｍｋｒｓｉ］ｎ．民主，民主制；
民主国家

瑏瑣 ｉｍｐｕｌｓｅ［ｉｍｐｌｓ］ｎ．推动，驱动；冲动，一
时的念头

瑏瑤 ａｔａｎｅｎｄ完结；耗尽
瑏瑥 ｓｌｙ［ｓｌａｉ］ａｄｊ．狡猾的，会心的
瑏瑦 ｇｅｔｏｎ（ｉｎｌｉｆｅ）












 出人头地

超纲词汇注释

 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ｙ［ｈｉｐｋｒｓｉ］ｎ．伪善，虚伪　　　　瑏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ｐｔｉｓｉｐｔｒｉ］ａｄｊ．参与的，分享的
 ｐｕｓｈｉｎｇ［ｐｕｉ］ａｄｊ．有进取心的，急切的 瑏瑢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ｍｊｕｌｅｉｎ］ｎ．公式化，模式化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１２５）
６７．Ｉｔ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ｗｅｌｌ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ｉｆ　　　　．（人们普遍认为：抱负会受到崇
敬，如果　　　　。）
［Ａ］ｉｔｓｒｅｔｕｒｎｓ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它带来的回报高于为它做出的牺牲）
［Ｂ］ｉｔｉｓｒｅｗａｒｄ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ｎｅｙ，ｆａｍ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它以金钱、名誉和权势作为回报）
［Ｃ］ｉｔｓｇｏａｌｓａｒ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它的目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
［Ｄ］ｉｔｉｓ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ｍｏｕｓ（它被富人和有名望者共同分享）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５５％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怎样正确看待抱负。文章第一段第一句指出，如果抱负被正确看待，那么它带

来的回报———如财富、名誉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主宰等———都被认为是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Ａ选项
是最佳答案。Ｂ选项把原文中的“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替换成了“权势”，再者这三者只是作者列举的
回报的例子，并非仅包括这三个方面。Ｃ选项与文意恰好相反，抱负的回报很多都是物质的，如：
ｗｅａｌｔｈ。Ｄ选项与该段第二句中“……那么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不符。

６８．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　　　　．（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最可能暗示：　　　　）
［Ａ］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ｔｏｄｉｓｃａｒ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ｒｄｓ（口头上摒弃抱负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习惯）
［Ｂ］ｔｏｏｌａｔｅｔｏｃｈｅｃｋ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ｏｎｃｅ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ｅｔｏｕｔ（一旦抱负被释放出来，就来不及控制）
［Ｃ］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ｔｏｄｅｎｙ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ｏａｌ（达到目的后否认抱负是不诚实的）
［Ｄ］ｉ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ｔｏｅｎｊｏ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受过良好教育者享受抱负带来的好处

是不现实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３９％
【考核题型】推论题

【解析】该句以“马跑后再关上马厩的门”比喻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得益于抱负之后否认抱负存

在，可见他们有“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再看末句中“ａｈｅａｖｙｎｏｔｅｏｆ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ｙ”指的正是他们的这种虚
伪的行为。其中“ｈｏｒｓｅｓ”代表“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ｒｉｄｉｎｇ”代表“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带来的好处。英语中相关的谚语
“ｌｏｃｋｔｈｅｂａｒｎｄｏｏ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ｈｏｒｓｅｉｓｓｔｏｌｅｎ”意为：贼去关门；马丢了再关马厩。Ｃ选项是对这句话的正确
理解。Ａ选项没有表现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中受益的内容，与文中谈到的虚伪性不符。Ｂ选项是
单从例子本身推出的，并没有结合上下文语境。Ｄ选项在文中未提及。

７２

【红宝书】（请登陆红宝书网站：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下载其它考研英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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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ｏｐｅｎｌｙａｄｍｉｔ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一些人没有公开承认他们有抱
负，因为　　　　。）
［Ａ］ｔｈｅｙｔｈｉｎｋｏｆｉｔａｓｉｍｍｏｒａｌ（他们认为抱负是不道德的）
［Ｂ］ｔｈｅｉｒｐｕｒｓｕｉ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ｆａｍｅｏｒｗｅａｌｔｈ（他们追求的不是名誉和财富）
［Ｃ］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抱负与物质利益没有紧密的联系）
［Ｄ］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ａｐｐｅａｒｇｒｅｅｄ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ｉｂｌｅ（他们不希望显得贪婪、可鄙）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７７％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第三句指出，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能够轻松、公开地表露自己的梦想，他们这

样做是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贪得无厌以及没有品味。Ｄ选项概括了该句中三个形容词“ｐｕｓｈｉｎｇ”（急功
近利的，好出风头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贪婪的，渴望的）和“ｖｕｌｇａｒ”（庸俗，粗俗）的含义。第二段前两句提到
“人们对成功及其成功标志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减少”，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不道德，关键还是怕被认为贪婪，

故Ａ项不正确。同理，Ｂ亦不正确。Ｃ项与文章首句谈到的财富是抱负的一种回报相矛盾，Ｃ项也不正确。
７０．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ｄｒａｗｎｔｈａ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从最后
一段我们可总结出：应　　　　拥有抱负。）
［Ａ］ｓｅｃｒｅｔｌｙａｎｄ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秘密而有力地）　　　［Ｂ］ｏｐｅｎｌｙａｎｄ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坦诚而热情地）
［Ｃ］ｅａｓｉｌｙ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ａｒｉｌｙ（轻松而暂时地） ［Ｄ］ｖｅｒｂａｌｌｙ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口头上和精神上地）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３４％
【考核题型】归纳题

【解析】本题可以从最后一段得出线索。该段的大意是说有人批评抱负，有人支持抱负，并指出抱负并没有

消失，只是被人们隐藏在心里了，人们不愿公开承认有抱负，但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由此表明作

者认为拥有抱负不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从而推导出人们不应该隐瞒抱负；作者提倡的是正确地对待抱

负，坦言自己的抱负。Ｂ选项恰有此意。Ａ选项是作者谴责的方式。Ｃ选项“轻松”是正确的，但“暂时地”
没有道理，最后一段说到抱负是一种健康的动力，应该根植于心中。Ｄ选项与作者表达的态度有差距。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Ｉ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ｈａｖ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ｓｈａｒｅｄ；ａｎｄ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ｍｕｓｔ
ｂ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ｄｍｉｒｅｄ，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ｎｏｔｌｅａｓ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

【结构分析】这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并列句。句子的主干是Ｉ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ｈａｖ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ｔｍｕｓｔ
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ｓｈａｒｅｄ；ａｎｄ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ｍｕｓｔｂ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该句分号前后是两个分句，前
一个分句是ｉｆ引导的条件句，其中ｉｔ指代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后一个分句是ｗｈｏ引导的
定语从句修饰ｐｅｏｐｌｅ，从句后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作补充说明。ｒｅｇａｒｄｓｂ．／ｓｔｈ．（ｗｉｔｈｓｔｈ．）意为
“将某人、某事物视为，认为某事物是”，这里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表示“高度重视”，如：Ｈｉｓｗｏｒｋｉｓｈｉｇｈ
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他的工作很受重视。

【参考译文】如果抱负的传统是为了激发活力，那么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尤其应该得到那些受

人尊敬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高度重视。

２．【文章难句】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ｓｎｏｗｔｈａｎｆｏｒｍｅ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ｍ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ｒａｖｅｌ，ＢＭＷ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ｎａｍｅｂｒａｎｄｓｍａｙ
ｃｈａｎｇｅ，ｂｕｔｓｕｃｈｉｔｅｍｓ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ｄｅｍａｎｄｔｏｄａｙｔｈａ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结构分析】本句是一个复合句，句子主干是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ｍａｙｃｈａｎｇｅ，ｂｕｔ．．．ｄｏｎｏｔ，其中ｎｏｔ与ｌｅｓｓ
构成双重否定。考生关键是要理解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ｓｎｏｗｔｈａｎ
ｆｏｒｍｅｒｌｙ和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ｄｅｍａｎｄｔｏｄａｙｔｈａ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ａｇｏ这两个双重否定
的比较级。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ｍ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ｓｎｏｗｔｈａｎｆｏｒｍｅｒｌｙ意思是“ｓｅｅｍａｔ
ｌｅａｓ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ｓｎｏｗａｓｆｏｒｍｅｒｌｙ，ｉｆｎｏｔ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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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当然，比起过去，现在的人们对成功以及成功标志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减少。避暑别墅、欧

洲之旅以及宝马轿车———这些别墅的位置、旅游的景点以及轿车的品牌可能会改变，但是

现在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似乎并未比十年前或两年前减少。

ＰａｒｔⅣ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文章大意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现代政府在实施职能方面越来越依靠各个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人才。一方面，

现代政府应当依靠科学家来对经济产生影响，并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另一方面，人们

的新需要和人口增长给改革增添了新的压力，这样政府比以往更加依赖科学家的决策。

题目出处／重难点词汇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ｅｏｐ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７１）Ｕ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ａｎｄ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ｔｓ．（７２）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ｏｕｎｄｕｐｗｉｔｈ①ｔｈｅ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ｔ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ｕｒｎｒｅｓｔｓ
ｕｐｏｎ② ｔｈ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Ｉｔａｌ
ｓｏ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③ ｔｏ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ｅｐｕｐ④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⑤．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ｙｍａ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ａｙ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ｏｆ
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ｈｅｙｍａｙａｌｔｅｒ⑥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ｗａｓ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ｒｔａ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ｉｔｈｅｒｔｏ⑦ ｕ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ｏｒｔｈｅｙｍａ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ｉ
ｒｅｃ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ｎｙｃａｓｅ⑧，ａｌｌｓｕｃｈ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ｈｅａｖｉ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ｃ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７３）Ｏｗ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⑨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ｓｓ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ｎｅｗｗ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ｒｅｂｅ
ｉ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ｎｅ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ｗｈｉ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ｏｆ
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ｉ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
ｇｉｖｅｎａｂｏｖ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ａｔａｖａｓｔｌ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ｓｐｅ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７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ｌｌｔｈｅ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ｗａｓｓｐｒｅａｄｏｖｅｒｎｅａｒｌｙ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ｕｎｄｅｒｇ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ｓｏ．Ａｌｌｔｈｉｓ
ｈ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ｐｕｎｕｓｕ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基于一种观点行
政，即人民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

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的财富。（７１）在现代
条件下，这就需要不同程度的中央控制措

施，从而也就需要诸如经济学和运筹学等

领域的专家的协助。（７２）此外，很显然，一
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工农业的生产效率

直接相关，而效率的提高又有赖于各类科

技人员的努力。这也意味着：政府不得不

逐渐加大对这些部门的干预力度，以便提

高生产率，确保生产率发挥最佳效益。比

如，政府可能鼓励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

研究，包括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政府还可

能改变教育结构，或是进行干预，以减少自

然资源的消耗量和开发至今尚未利用的资

源；政府还可能在日益增多与科学、经济和

工业有关的跨国项目中直接进行合作。无

论如何，所有这些干预都非常依赖于科学

的建议，也依赖于各类科技人才的力量。

（７３）由于大众通信的大规模发展，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不断感到新的需求，并

不断接触到新习俗和新观念，同时，由于

上述原因，政府也常常被迫推行更进一步

的革新措施。与此同时，与过去相比，世

界各地社会变化的常规进程正在以加快

的速度大幅度发展。比如，（７４）在早先
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中，其工业化进程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结构有深远影响

的变革，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现如今，

一个发展中国家大约只用十年左右的时

间去经历同样的过程。这一切所产生的

后果是加大了社会内部异乎寻常的压迫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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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７５）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ｍａｙａｌｓｏｏｃｃｕ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⑩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ｍａｄｅ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ｌｙｅａｓｙ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ｂｙ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ｕ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ｅｆｆｅｃｔ．

感和紧张气氛，从而给有关政府提出了一

些严肃问题。（７５）由于人口剧增或人口
大量迁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如今，现

代交通工具使得人口的大量流动变得相

对容易———也会给社会造成新的压力。

正因为所有的这些因素，政府就越来越依

靠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定合适的计划，

并将它们付诸实施。

重难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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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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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

① ｂｏｕｎｄｕｐｗｉｔｈ密切相关
② ｒｅｓｔｕｐｏｎ．．．依靠，依赖
③ ｃｏｍｐｅｌ［ｋｍｐｅｌ］ｖ．驱使，迫使
④ ｓｔｅｐｕｐ提高，逐步增加
⑤ 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效果最佳地，最出色地
⑥ ａｌｔｅｒ［ｌｔ］ｖ．改变，更改

⑦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ｈｉｔｕ］ａｄｊ．至今，迄今
⑧ ｉｎａｎｙｃａｓｅ无论如何
⑨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ｒｉｍｋｂｌ］ａｄｊ．值得注意的，
非凡的

⑩ ａｒｉｓｅｆｒｏ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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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Ｕ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ｔｓ．
【考核知识点】代词指代和术语的译法

【结构分析】这是一个简单句，句子主干是 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ｌｐ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ｄ连接两个并列宾语。

【翻译要点】本句的难点是 ｈｅｎｃｅ的译法，它在句中是承上启下起连接作用的逻辑词，ｈｅｎｃｅ意为“从
而”，翻译的时候要体现句子间的逻辑关系。需要注意的是：ｒｅｑｕｉｒｅ有两个宾语，第２个
宾语是ｔｈｅｈｅｌｐ，在翻译时需要加上“获得”二字。

【词汇点滴】ｖａｒｙｉｎｇ意为“不同的”；ｍｅａｓｕｒｅ在这里是“程度、幅度、限度”的意思；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可
译成“程度不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ｔｓ直译是“研究操作过程的科学家”，用术语翻
译就是“运筹学专家”。

【参考译文】在现代条件下，这就需要不同程度的中央控制措施，从而也就需要诸如经济学和运筹学

等领域的专家的协助。

７２．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ｏｕｎｄ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ｕｒｎｒｅｓｔ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考核知识点】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的译法及短语翻译
【结构分析】这是一个复合句。句子主干是“．．．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ｔ是形式主语，两个

ｔｈａｔ引导的是两个主语从句，由ａｎｄ连接起来。
【翻译要点】ｉｎｔｕｒｎ在这里表示的不是对比，而是递进。分句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ｕｒｎｒｅｓｔｓｕｐｏ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中，连续出现ｔｈａｔ和ｔｈｉｓ两个代词。ｔｈａｔ连接的是上文的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是表语从句的引导
词。ｔｈｉｓ指的是前面提到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翻译时要重复一下，即“效率的提高”。

【词汇点滴】ｂｏｕｎｄｕｐｗｉｔｈ意为“与……相关”；ｉｎｔｕｒｎ意为“又、依次、转而”；ｒｅｓｔｕｐｏｎ意为 ｔｏｄｅｐｅｎｄ
ｕｐｏｎ（依靠）。

【参考译文】此外，很显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工农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相关，而效率的提高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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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各类科技人员的努力。

７３．Ｏｗ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ｎｅｗｗａｎｔｓ
ａｎｄ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ｎｅ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ｗｈｉ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ｉｌｌｆｕｒ
ｔｈ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ｇｉｖｅｎａｂｏｖｅ．
【考核知识点】词义选择和时态的翻译

【结构分析】这是一个复合句，主句为ｐｅｏｐｌｅ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ｎｅｗｗ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ｎｅ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其中ａ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和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为两个并列谓语。句首ｏｗｉｎｇｔｏ．．．
是介词结构作原因状语，主句后面 ｗｈｉｌｅ引导伴随状语。

【翻译要点】ｂｅ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形式为被动，但具有主动含义，意为“感到”；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原义为“引进”，翻译时
应将其引申为“推行”，这样才能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革新）搭配。

【词汇点滴】句中名词短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意为“大众通讯”；“ｂｅ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意为“暴露在……
之下、面临”；“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应转译为“推行”，才符合句意，表达流畅。

【参考译文】由于大众通信的大规模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不断感到有新的需求，并不断接触到新习

俗和新观念，同时，由于上述原因，政府也常常被迫推行更进一步的革新措施。

７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ｅ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ｗａｓｓｐｒｅａｄｏｖｅｒｎｅａｒｌｙ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ｕｎｄｅｒｇ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ｓｏ．
【考核知识点】带破折号的句子译法

【结构分析】本句为简单的复合句。中间由“ｗｈｅｒｅａｓ”（然而）连接，以示对照。第一个分句中，“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主语，“ｗａｓｓｐｒｅａｄ”是谓语，中间介词ｗｉｔｈ引导的介词结构为
主语后补充成分，介词结构中还有一个“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定语从句修饰ｃｈａｎｇｅｓ；第二个分句
结构比较清晰。句中破折号相当于汉语中的括号，起补充作用。

【翻译要点】ｗｉｔｈ的意思是“跟……一起、伴随”，这里译成“以及”。例如：Ｈｉｓｍｏｎｅｙ，ｗｉｔｈｈｉｓｗｉｆｅｓ，
ｃｏｍｅｓｔｏａ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ｏｌｌａｒｓ．他的钱连他太太的合计达１００万美金。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是指前
面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工业化进程）。

【词汇点滴】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深远的，深刻的；ｓｐｒｅａｄｏｖｅｒ延续，持续；ｕｎｄｅｒｇｏ经历；ｗｈｅｒｅａｓ然而，却
【参考译文】在早先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中，其工业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结构有深远影响

的变革，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现如今，一个发展中国家只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去经历同

样的过程。

７５．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ｏｃｃｕ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ｍ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ａｓｙ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ｂｙ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考核知识点】破折号的作用、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的译法和状语从句的译法
【结构分析】本句是一个简单句。句子主干为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ｏｃｃｕ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引导

的为介词结构做原因状语，介词结构中“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为分词结构作定语，修
饰“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破折号后面“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是 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的同位语，后为
“ｍａｄｅ”引导的过去分词结构作后置定语修饰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翻译要点】翻译时应将原因放在句前。另外，应将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所指代的名词译出来，被动语态 ｍ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ａｓｙ应译成主动形式“变得相对容易”。

【词汇点滴】形容词“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应转译为“新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作名词，在此意为“压力”；“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
意为“由……引起”；“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意为“大量人口流动”，其中ｍａｓｓ为形容
词，意为“大规模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意为“移居，移动”。

【参考译文】由于人口剧增或人口大量迁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如今，现代交通工具使得人口的大

量流动变得相对容易，也会给社会造成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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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Ⅴ Ｗｒｉｔｉｎｇ
作文类型 （作文难度值为０．５１；满分为１５分；考生平均得分为７．６３分）
漫画加提纲式写作

写作思路

这是一篇看图作文。对于这类文章，我们一定要认真观察图画，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推测作者作画

的真正意图。本题中的两幅图画显示了世界商业捕鱼行业的发展简史，考生应该注意到这两幅图形成的

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从１９００年～１９９５年的渔船和鱼量之比的变化来谈如何保护渔业资源，说明自然资
源遭破坏的严重性，保护资源的迫切性。其次，看清要求。文章应描述图画，点明图画所示内涵，并应举

出保护资源的建议。文章为描述加议论。

文章布局

本文应采用叙议结合的方法，分三段完成：第一段描述图画；第二段解释图画内涵，并可举出一些相

关例子；第三段应联系实际，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措施。第二段的举例应和第三段

的建议相呼应，使结构更加严谨。

写作误区

跑题：许多考生忽略了“商业捕鱼”而重点放在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上，就偏题了。本题旨在表明生态环境的破
坏，如果把中心局限在捕鱼上，就过于狭窄了，不易升华。有的同学把本题看为“应标新立异，随波逐流要

受穷”就跑题了。也有的考生将中心立在保护环境上。环境与自然资源虽有相似之处，但毕竟不同，所以

跑题。从这个例子，考生应该看到审题细致是非常重要的。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Ｊｕｄ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ａ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ｓｈａｒｐｌｙ①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ｏｎ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ａｎｄ
ｏｎｌｙｏ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ｏａｔｉｎ１９００；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１９９５
ｍａｎ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ｏａ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ｆｉｓｈ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
ｏ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ｓｔｏｓｈｏｗｕｓｔｈａｔｄｕｅ②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ｏ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ｗｉｎｇｔｏ
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ｔｉｓ
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ａｃｅ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ｆｗｅｄｏｎｔｔａｋｅ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ｙ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ｏｕ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ｓｕｆｆｅｒ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③ ｆｏｒｕｓｔｏｔａｋｅｄｒａｓｔｉｃ④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Ｆｏｒ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ｐｐｅａｌｔｏ⑤ｏｕ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ｔｏｍａｋ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ａｗ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ｖｅｒｙ
ｖｉｔａｌｔｏｕｓ．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ｗ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ｕｒ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ｓｏ，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ｗ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ｃａｎ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ｗ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ｂｒｉｇｈｔｆｕｔｕｒｅ．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
着商业捕鱼的增长，鱼类的数量急剧减

少。一张图片描绘１９００年有各种各样的
鱼，而只有一条渔船；而另外一张描述在

１９９５年许多渔船正在捕捞鱼，但只能看到
一条鱼。

该图片的目的是向我们表明对于海

洋资源的减少应该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

和关心。由于过度捕捞，鱼类的数量明显

减少。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很

可能有些鱼种会面临灭绝。到那时，我们

的环境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因此，我们有必要马上采取强硬措

施。一方面，我们应该呼吁我们的政府制

定严格的法律来控制商业捕鱼。另一方

面，我们应该加强海洋资源对人类至关重

要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我们

的海洋资源。同时，我深信，我们人类能

够克服该困难，迎接似锦的未来！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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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ｓｈａｒｐｌｙ［ｐｌｉ］ａｄｖ．尖刻地；急剧地；鲜明地　　　　　④ ｄｒａｓｔｉｃ［ｄｒｓｔｉｋ］ａｄｊ．急剧的，猛烈的
　② ｄｕｅ［ｄｊｕ］ａｄｊ．应有的，应得到的 　⑤ ａｐｐｅａｌｔｏ上诉，请求，呼吁
　③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ｅｒｔｉｖ］ａｄｊ．重要的，紧急的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ｓｈａｒｐ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首
句采用ｗｉｔｈ介词结构这一句型，用一句话清楚点明了图片中的两大信息，一是商业捕鱼增长，二是鱼类
数量下降。此处ｗｉｔｈ结构作状语，表伴随。

（２）Ｉｔｉｓ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ａｃｅ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ｆｗｅｄｏｎｔ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ｓ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该句使用ｉｆ条件句，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鱼种会面临灭绝，暗示了应对措施的重要性。

（３）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ｗ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ｕｒ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作者用倒装句表示强调，给出保护海洋资源的建议。

２０００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２０００年试卷是近年来难度偏易的一份试卷，考试中心的统计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试卷抽样统计结果
为：平均分高达５５．９０分。
　１．完形填空不难，平均分为６．２４分。第４５题有一定难度，属于词义的灵活把握问题，跟语感有关。
　２．阅读理解部分总的来说不难，平均分为２２．５４分。

第一篇文章主体上是叙述性的，容易理解，５４题较难，关键是考生一定要认识到这是涉及作者观点的问
题，考生还必须能区别文中的作者观点与所引用的论据，Ｂ、Ｃ两项皆为文中引语论据部分，不能回答本题。

第二篇文章的思路到了第二段才变得清晰，说明阅读时应从全篇把握，不能孤立地理解句段。

第三篇文章和问题都较容易。

第四篇文章结构很有特点，考生应借此学会识别段落中的论点和论据，６４题有些迷惑人，注意，问题问
的是主要原因，这正好与末段开头句照应。

第五篇文章作者的主题观点很难把握，从而影响了７０题的解题，考生可借导读来理解该文章；６８题也
难，为推论题，考生应利用上下文寻找答案。

　３．翻译部分较易，句子结构不复杂，难理解的词汇少，平均分高达９．１４分。
　４．作文为漫画作文。审题时决不能忽视图画的标题或旁注，有些考生由于没有仔细看图画中的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而出现跑题，在文章中大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考生务必引以为戒。作文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考
生对第二和第三个提纲展开不够，内容单薄空洞，这首先是平时写作练习不够，其次是对优秀范文分析不够

细致，一味地死记硬背。

　请登陆【红宝书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下载其它考研英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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