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hongbaosh
u.co

m



www.hongbaosh
u.co

m

书书书

２００１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３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３１．Ｄ　　３２．Ａ　　３３．Ｄ　　３４．Ｂ　　３５．Ａ　　３６．Ｃ　　３７．Ｄ　　３８．Ｂ　　３９．Ｂ　　４０．Ａ
４１．Ｂ ４２．Ｃ ４３．Ｂ ４４．Ａ ４５．Ｃ ４６．Ａ ４７．Ｄ ４８．Ｃ ４９．Ｄ ５０．Ｃ
５１．Ｄ ５２．Ｂ ５３．Ａ ５４．Ｃ ５５．Ｃ ５６．Ａ ５７．Ｄ ５８．Ａ ５９．Ｂ ６０．Ｄ
６１．Ｃ ６２．Ａ ６３．Ｃ ６４．Ａ ６５．Ｄ ６６．Ｂ ６７．Ｂ ６８．Ｂ ６９．Ｃ ７０．Ｄ

２０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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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一篇报道性文章，主要介绍了政府和司法部门对于报界付款给证人的做法将要采取的禁止措

施。第一段，指出现状：报界为买断新闻而付款给那些涉案的证人，政府则将通过立法来禁止这种行为，

以防止证人夸大证词来确保被告有罪的现象。第二至五段，作者介绍了大法官 Ｉｒｖｉｎｅ勋爵的观点：依靠
新闻机构的自我约束远远不够，欧洲立法中法官比议会更适合掌握对于个人隐私控制的解释权。最后一

段，作者给出的结论是：付款给证人的做法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答案／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难句）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ｔｏｂａ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

ｗｉｔｎｅｓ
ｓｅｓ?


ｂ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①ｂｕｙｕｐ②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３１（ｓｕｃｈａｓ）


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

Ｉｎ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３２（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Ｌｏｒｄ Ｉｒｖｉｎｅ，ｔｈｅＬｏｒｄ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ｗｉｌ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ａ
３３（ｄｒａｆｔ）ｂｉｌｌ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３４（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３５（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ａｃａｓｅ３６（ｂｅｆｏｒｅ）ａｔｒｉａｌ
ｂｅｇｉｎｓ．

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Ｇｅｒａｌ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Ｍｅｄｉａ 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Ｌｏｒｄ Ｉｒｖｉｎｅ ｓａｉｄ ｈｅ
３７（ａｇｒｅ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ｗｈｉｃｈｓａｉｄｔｈａｔ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ｄｎｏｔ３８（ｏｆｆｅｒ）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ｃａｍｅｔｗｏ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ＬｏｒｄＩｒ

ｖｉｎｅｃａｕｓｅｄａ４０（ｓｔｏｒｍ）ｏｆ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ｔｅｓｔｗｈｅｎ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４１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ｂｅｌｅｆｔｔｏｊｕｄｇｅｓ４２（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ｏ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难句）
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ａｉ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Ｂｉｌｌ，


ｗｈｉｃｈ４３（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

　　 报界付款给证人，并且企图买断那
些牵扯到大案要案（３１）（诸如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Ｗｅｓｔ案件）的人，政府对此将予以查禁。

为了（３２）更有效地对新闻界实施法
律控制，大法官 Ｉｒｖｉｎｅ勋爵将采用一项
（３３）草稿形式的法案。该法案将建议，付
款给证人是（３４）非法的；在审判开始
（３６）前，对案件的（３５）公开程度要严格
控制。

在一封写给众议院媒体特别委员会

ＧｅｒａｌｄＫａｕｆｍａｎ主席的信中，Ｉｒｖｉｎｅ勋爵
说，他（３７）赞同委员会今年的报告，该报
告称自我约束并未（３８）提供足够的监控。

Ｉｒｖｉｎｅ勋爵说，在欧洲立法中所包含的
关于个人隐私监控的（４１）解释权，将留给法
官，（４２）而不是议会。这招致新闻媒体的
（４０）强烈抗议。此后两天，信被（３９）公开。

 大法官说，引入《人权法案》（４３）使
得《欧洲人权公约》在英国有了法律（４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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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ａｌｌｙ４４（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ａｉｄ

ｄｏｗｎ③

ｔ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ｗａｓ４５（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ｓｃｏｕｌｄｇｏｔｏｃｏｕｒｔ④


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ｓａｆｅｈａｎｄｓ⑤４６（ｗｉｔｈ）ｏｕ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ｕｄｇｅｓ，”ｈｅｓａｉｄ．

Ｗｉｔｎｅｓ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ｂｅｃａｍｅａｎ４７（ｉｓｓｕｅ）ａｆｔｅｒＷｅｓｔｗａ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ｔｏ１０ｌｉｆ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１９９５．Ｕｐｔｏ⑥ １９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ｗｅｒｅ４８（ｓａｉｄ）ｔｏ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ｓｔｏ
ｒｉｅｓｔｏ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ｗｅｒｅｒａｉｓｅｄ４９（ｔｈａｔ）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ｍｉｇｈｔｂ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ｔｏ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ｓ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ｏｕｒｔｔｏ
５０（ｅｎｓｕｒｅ）ｇｕｉｌｔｙｖｅｒｄｉｃｔｓ?．

约束力，它规定，人人都（４５）享有隐私权，
公众人物可以到法庭去保护自己及其

家人。

他说（４６）“由我们英国的法官来掌
握，新闻自由将安然无恙”。

１９９５年，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被判十项无期
徒刑之后，付款给证人的做法成为（４７）有
争议的问题。（４８）据说，足有１９个证人因
向报界讲述其经历而接受报酬。人们开始

担心：（接受报酬）可能会鼓励证人在法庭

上夸大他们的经历，来（５０）保证（陪审团
对被告）做出有罪的判决。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ｔｏｂａ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ｂ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ｂｕｙｕｐｐｅｏｐｌｅ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是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ｔｏｂａ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其中，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ｂ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作定语修
饰ｐａｙｍｅｎｔｓ。现在分词短语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ｂｕｙｕｐｐｅｏｐｌｅ是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的定语。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ｔ爥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是过去分词结构作后置定语，修饰ｐｅｏｐｌｅ。

【参考译文】报界付款给证人，并且企图买断那些牵扯到大案要案（诸如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案件）的人，政
府对此将予以查禁。

２．【文章难句】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ａｉ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Ｂｉｌｌ，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ａｌｌｙｂｉｎｄｉｎｇ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ａｉｄｄｏｗｎｔ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ｗａｓｅｎｔｉ
ｔｌｅｄ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ｓｃｏｕｌｄｇｏｔｏｃｏｕｒｔ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ａｍｉ
ｌｉｅｓ．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是 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ａｉ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爥ｌａｉｄｄｏｗｎｔｈａｔ爥
ａｎｄｔｈａｔ爥。其中，ｗｈｉｃｈ引导的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ｌａｉｄｄｏｗｎ后面的部分是由两个
ｔｈａｔ引导的并列宾语从句，作为ｌａｉｄｄｏｗｎ的宾语。

【参考译文】大法官说，引入《人权法案》使得《欧洲人权公约》在英国有了法律约束力，它规定，人人都

享有隐私权，公众人物可以到法庭去保护自己及其家人。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７６）
３１．【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５９．６％
【考核知识点】连接词

【解析】［Ａ］ａｓｔｏ（关于）　　　　　　　　　　 ［Ｂ］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比如说，例如）
［Ｃ］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特别，特别是）　　　　［Ｄ］ｓｕｃｈａｓ（如，像……之类）

本段中心句为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ｔｏｂａ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ｂ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现在分词短语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
ｂｕｙｕｐ．．．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作后置定语修饰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意为“对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
的审判”（在该案中，Ｒｏｓｅｍａｒｙ被判十项无期徒刑。该案使付款给证人的做法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是一个名词短语，它是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ｃａｓｅｓ中的一个例证。因此，所填入的
选项应是一个表示“例如”或“像……一样”的连接词，故可以将Ａ、Ｃ两项排除。Ｂ和Ｄ两项均有“例
如”之意，但Ｂ项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一般用来连接句子或动名词短语，位于句中时应用逗号与前面的句子分
开。Ｄ项ｓｕｃｈａｓ常用于连接短语。用于引述同类的事物。综上所述，从结构和语义上看，应选Ｄ。

３２．【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２５．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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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知识点】习惯搭配及动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使更严格，使更有效，（将规则、法律等）加强，严格化］
［Ｂ］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加强，增强，加剧，使尖锐（不能与ｃｏｎｔｒｏｌ构成动宾搭配）］
［Ｃ］ｆｏｃｕｓｉｎｇ［对准（摄像机等的）焦距，把（光线、注意力等）集中于］
［Ｄ］ｆａｓｔｅｎｉｎｇ（系牢，扣紧，束紧）

本题考核能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搭配的动词。Ａ项ｔｉｇｈｔｅｎ与ｃｏｎｔｒｏｌ构成固定搭配，表示“严格控制、更有效
地控制”。Ｂ项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侧重于强调局势、程度、力度、情感的增加，它一般不和 ｃｏｎｔｒｏｌ搭配。如：Ｈｅｒ
ａ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她更加生气了。Ｃ项ｆｏｃｕｓ，文章第一段只提到政府要禁止付款给证人的做法，并没有
涉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就无所谓“集中”，所以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不符合题意。如：Ｙｏｕｍｕｓｔｔｒｙｔｏｆｏｃｕｓ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喻）你应该集中考虑以下问题。Ｄ项ｆａｓｔｅｎ常与具体的物质名词搭配，
不适用于抽象名词ｃｏｎｔｒｏｌ。如：ｆａｓｔｅｎｏｕｒｓｅａｔｂｅｌｔｓ系紧安全带。综上所述，Ａ为正确选项。
【解题点津】动词无论是转换为动名词还是名词，其用法基本不变。

３３．【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３６．２％
【考核知识点】固定搭配

【解析】［Ａ］ｓｋｅｔｃｈ（略图，草图，梗概，大意）
［Ｂ］ｒｏｕｇｈ（粗略的，大略的，概略的）
［Ｃ］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初步的，预备的）
［Ｄ］ｄｒａｆｔ［底稿，书稿，草图，草案，草稿（形容词）初步写出的，草拟的，草稿形式的］

空格后面是ｔｈａｔ引导的定语从句，该定语从句“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ｐｒｏｐｏｓｅ（将建议）．．．”暗示：这是一个还
未正式通过的法案（ｂｉｌｌ），因此，可以推知该法案是一个草案。ｄｒａｆｔ与（提交议会讨论的）法案是固定
搭配，即ｄｒａｆｔｂｉｌｌ，意为“草案”。故Ｄ项正确。Ａ项ｓｋｅｔｃｈ通常指画家所作的草图或大略图形，侧重指
图形。如：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略图，示意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ｋｅｔｃｈ人物素描，人物简评。Ｂ项 ｒｏｕｇｈ主要指物体表面
凸凹不平或某人言谈举止比较粗鲁。如 Ｄｏｎｔｂｅｓｏｒｏｕｇ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ｉｌｄ．不要对小孩如此粗鲁；ｒｏｕｇｈ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粗陋的设备。Ｃ项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是一个强干扰项，该词通常指某些重大行动或重要事情
的前期、初步准备。如：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ｔｅｓｔ初赛。

３４．【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７１．２％
【考核知识点】逻辑语意搭配及形容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ｉｌｌｏｇｉｃａｌ（不合逻辑的，不合理的，说不通的）
［Ｂ］ｉｌｌｅｇａｌ（非法的，违法的，不合法的）
［Ｃ］ｉ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不大可能的，不大可能发生的）
［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不适当的，不得体的，错误的）

第一段说政府将禁止报界付款给证人的做法，第二段的首句也提到了，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对新闻

界实施法律控制，届时大法官将提出一个草案。因此，政府和大法官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大

法官提出法律草案的目的就是规定报界付款给证人的这种做法为违法。因此，Ｂ项 ｉｌｌｅｇａｌ（非法的）
符合题意。Ａ项ｉｌｌｏｇｉｃａｌ，如：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ｉｌ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ｇｒｅａｔ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有时不合逻辑的
做法可能会导致伟大的发明。Ｃ项 ｉ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如：ａｎｉ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ｅｖｅｎｔ未必会发生的事情。Ｄ项 ｉｍ
ｐｒｏｐｅｒ若用在本题中，语气太弱。如：ａｎａｃｔ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ｏｔｈ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不合时宜的行为。

３５．【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３６．１％
【考核知识点】逻辑语意搭配

【解析】［Ａ］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宣传，公开）　　　　　　　　［Ｂ］ｐｅｎａｌｔｙ（处罚，刑罚，罚款）
［Ｃ］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名气，人缘，名望；流行，普及） ［Ｄ］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ｙ（奇特，古怪，独特性，特性，特质）

由于本段的主题为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ｎｌ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ｓ（对新闻界的法律控制），故可以推断此处应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的语意相关。Ａ项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意为“公开、公诸于众”，符合题意，而且 ｇ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ｏｓｔｈ．为常用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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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意为“对……进行宣传、公开报道”。Ｂ项ｐｅｎａｌｔｙ，如：ｔｈｅｐｅｎａｌｔｙｆｏｒｓｐｅｅｄｉｎｇ超速罚款。Ｃ项ｐｏｐｕ
ｌａｒｉｔｙ，如：ｅｎｊｏｙ／ｗ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受大众欢迎。Ｄ项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ｙ，如：Ｔｈｅｓｅｆｒｕｉｔｓａｒｅａ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这些水果是该地的特产。

３６．【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５６％
【考核知识点】逻辑关系

【解析】［Ａ］ｓｉｎｃｅ（自从）　　［Ｂ］ｉｆ（如果）　　［Ｃ］ｂｅｆｏｒｅ（在……之前）　　［Ｄ］ａｓ（如同，随着）
空格前讲到“．．．ｍａｋｉｎｇ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ａｃａｓｅ（付款给证人是非法的，对案件的公开程度要严格控制）”，空格后讲到“ａｔｒｉ
ａｌｂｅｇｉｎｓ（审判开始）”，从上下句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推出，新闻界要把证人的观点公诸于众，这些观点
难免夹杂个人的因素，而司法要求的是公正，不能因为这些观点影响案件的审理。证人的观点如果在

审理开始“之前”就四处传播，对案件的公正处理影响最大，因此本题选Ｃ项 ｂｅｆｏｒｅ。这一点我们从本
文的最后一句话也可以看出来。

３７．【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３．８％
【考核知识点】习惯搭配＋动词短语语意辨析
【解析】［Ａ］ｓｉｄｅｄ（支持，站在……一边） ［Ｂ］ｓｈａｒｅｄ（分享）

［Ｃ］ｃｏｍｐｌｉｅｄ（遵从，依从，顺从，服从） ［Ｄ］ａｇｒｅｅｄ（同意）
空格前的ｈｅ指的是大法官Ｉｒｖｉｎｅ勋爵，空格后的宾语指的是众议院媒体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四个选项

中的动词都能与ｗｉｔｈ搭配，关键是看选项是否与后面的宾语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相搭配。Ａ项ｓｉｄｅｗｉｔｈ后面
一般接人，表示与某人同样的立场。如：Ｈｅｓ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他在国会中支持保守派。Ｂ
项ｓｈａｒｅ通常用在ｓｈａｒｅｓｔｈ．ｗｉｔｈｓｂ结构中。如：Ｈｅｓｈａｒｅ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ｕｓ．他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Ｃ项
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后面一般接命令、要求或规矩。如：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ｍ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这些规章制度必须遵守。Ｄ
项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后可接人，也可接观点或物，可见，Ｄ为最佳选项。

３８．【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５５．６％
【考核知识点】动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ｐｒｅｓｅｎｔ［赠送（礼品，奖品），提交，显示，表示，表露，陈述，表达（意见、敬意）］
［Ｂ］ｏｆｆｅｒ［（后面只接名词时）提供，施加，意图作，想作］
［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表明（思想、感情等），明白地表示，明示］
［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指示，指明，是……的征兆］

空格前出现的主语是“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自我约束）”，空格后出现的宾语是“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足够的
控制）”，可以推断这里指的是新闻界的自我约束力差，从而不能提供足够的控制。Ａ项 ｐｒｅｓｅｎｔ，如：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ｂｏｏｋｔｏｓｂ．送某人一本书。Ｃ项ｍａｎｉｆｅｓｔ，如：Ｈｅｄｏｅｓ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ｍｕ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他对
学业没多大兴趣。Ｄ项ｉｎｄｉｃａｔｅ，如：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症状表明需要立即做手
术。从他们各自的含义上来看，只有Ｂ是正确答案。

３９．【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３９．４％
【考核知识点】名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Ｒｅｌｅａｓｅ［（唱片、书等的）发售，（电影的）首次上映］
［Ｂ］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出版，发表，发行，公布）
［Ｃ］Ｐｒｉｎｔｉｎｇ（印刷）
［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秘密、坏事等的）暴露，揭发］

由下文信息“．．．ｃａｕｓｅｄａ．．．ｏｆ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ｔｅｓｔ．．．（……引起媒体的抗议）”可知，Ｉｒｖｉｎｅ勋爵的信应
该是被媒体或大众得知了 ，四个选项都与“让别人得到信息”相关，但又存在区别。Ｃ项Ｐｒｉｎｔｉｎｇ意为
“印刷、打印、出版”。Ｄ项Ｅｘｐｏｓｕｒｅ一般指不好的事情被暴露出来，多指对犯罪或违法事件的披露。
不符合题意。Ａ项Ｒｅｌｅａｓｅ意为“释放、放松”，也有“准许发表、发布”的意思，强调的是经过努力才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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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表，但多用于消息（发布）、影片或者书籍（发行），如：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ａｆｉｌｍ（影片的发行）。Ｂ项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指“把消息或事情公开”，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指“这封信的公开发表”。只有Ｂ最合句意。

４０．【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４６．７％
【考核知识点】名词词义辨析及固定搭配

【解析】［Ａ］ｓｔｏｒｍ［（暴风雨般的）阵发，（感情等的）迸发，爆发］
［Ｂ］ｒａｇｅ［（一阵）狂怒，（一阵）盛怒］
［Ｃ］ｆｌａｒｅ［（声音、感情、闪光等的）突发，突然爆发的声音，嘹亮的喇叭声］
［Ｄ］ｆｌａｓｈ［闪光，闪烁］

这里描述了媒体抗议的程度。从结构上来看，所选项应与“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ｔｅｓｔ”相搭配。ｓｔｏｒｍｏｆｓｔｈ．指
感情的猛烈爆发或激烈表现，修饰 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ｔｅｓｔ形象地描绘了媒体抗议的激烈程度。正确选项应为
Ａ。Ｂ项ｒａｇｅ通常指人在失控时爆发的愤怒。如：Ｓｈｅｗａｓｉｎａｒａｇｅ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她昨天晚上十分生气。Ｃ
项ｆｌａｒｅ主要指灯光或火光的闪耀。如：ａｓｕｄｄｅｎｆｌａｒｅａｓｈｅｌｉｔｔｈｅｇａｓ他点煤气时的闪光。Ｄ项ｆｌａｓｈ主
要指雷电或想法、念头的突然闪现。如：ｆｌａｓｈ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闪电；ａｆｌａｓｈｏｆｈｏｐｅ一线希望。
【解题点津】表示强烈的感情时，英语常用ｓｔｏｒｍ这个词来表示。

４１．【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５１．１％
【考核知识点】名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翻译，译文） ［Ｂ］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解释，阐明，阐述）
［Ｃ］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展览，展示） ［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演示，示范）

本题所在处的句子意思为：“在欧州立法中所包含的关于个人隐私和监控的……将留给法官，而

不是议会。”空格后出现的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个人隐私监控）一词，由于其是抽象概念的名词，因而不能
通过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展览）或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演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 Ｃ、Ｄ两项排除。再者，由于此句
涉及法律的相关知识，即法律权力的问题，只有法律解释是常用语。从意义上来看，只有Ｂ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符合题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意为“隐私监控的解释权”。
【解题点津】本题涉及法律的一些相关知识，解题中如果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４２．【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６６％
【考核知识点】逻辑语意搭配

【解析】［Ａ］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比……更好） ［Ｂ］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除……以外）
［Ｃ］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而不是……） ［Ｄ］ｓｏｏｎｅｒｔｈａｎ（比……更早）

本题空格前后连接的是两个介词短语ｔｏｊｕｄｇｅｓ（法官）与ｔｏ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议会），两者在意义上是相对的，
二者只能取其一，表示选择。因此空格处要填入一个否定意义的词。Ａ项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其后不能接介词短语，
况且它表示程度比较，不表示选择。Ｃ项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符合句意，而且可以接介词短语。Ｄ项ｓｏｏｎｅｒｔｈａｎ同样
表示的是比较，速度比较，不表示选择，亦排除。干扰最大的是Ｂ项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但它不表示选择，表示的是包
含关系，即包括其后的名词，亦排除。

４３．【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４４．５％
【考核知识点】动词的用法

【解析】［Ａ］ｃｈａｎｇｅｓ（改变，更换，变化）
［Ｂ］ｍａｋｅｓ［使显得……，使……像……，使……成（……的状态）］
［Ｃ］ｓｅｔｓ［使……成（某种状态）］
［Ｄ］ｔｕｒｎｓ（使……变）

本句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它的基本结构为：动词 ＋宾语（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宾语补足语。由此，所选的动词应能接宾补。从语法上来看，四个选项中，只有Ｂ项ｍａｋｅ能
接宾语补足语，构成“ｍａｋｅｓｂ．／ｓｔｈ．ａｄｊ”结构，意为“使某人或某物怎么样”，故Ｂ项正确。Ａ项 ｃｈａｎｇｅ

５

【红宝书】考研英语１０年真题———２００１年试题答案系统精析



www.hongbaosh
u.co

m

不能接形容词作宾补，先排除。Ｃ项 ｓｅｔ也可以接宾补，但宾补往往是现在分词、不定式或介词短语，
很少用形容词。Ｄ项ｔｕｒｎ可以用于“动词＋名词（宾语）＋形容词（宾补）”的结构，但很少见，往往用
于“使（叶）变颜色，（牛奶）变味／变质，把（状态，性质）改变成……”。

４４．【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１３．７％
【考核知识点】形容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ｂｉｎｄｉｎｇ（有约束力的，有束缚力的，必须遵守的）［Ｂ］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有说服力的，令人信服的）
［Ｃ］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遏制的，抑制的，控制的）　　　　［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维持的，持久的）

本句要表达的意思是：“《人权法案》的引入使《欧洲人权公约》在英国具有了法律的……”，由于

所填词是形容词，并且空格前出现了 ｌｅｇａｌｌｙ一词，所以所填词应与法律相关，只有 Ａ项 ｂｉｎｄｉｎｇ与
ｍａｋｅ搭配构成ｍａｋｅ．．．ｂｉｎｄｉｎｇ，意为“使……具有法律约束力”，故 Ａ项正确。Ｂ项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如：ａ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ｓｐｅｅｃｈ令人信服的发言。Ｃ项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常用于人对欲望或感情的抑制。Ｄ项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如：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持久力。

４５．【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７１．１％
【考核知识点】习惯搭配

【解析】［Ａ］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被授权的，公认的，检定过的，经委托的）
［Ｂ］ｃｒｅｄｉｔｅｄ（相信，信赖）
［Ｃ］ｅｎｔｉｔｌｅｄ（对……有资格／有权利的）
［Ｄ］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有资格的，有能力的，适合的，称职的）

本题的句型是 ｂｅ＋过去分词 ＋ｔｏｓｔｈ．，其中 ｔｏ是介词。ｂ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ｔｏｄｏｓｔｈ．意为“被授权
……”，这里的ｔｏ是不定式符号，不是介词，后面接动词原形。如：Ｓｈｅｗａ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ｔｏａｃｔｆｏｒｍｅｗｈｉｌｅ
Ｉａｍａｗａｙ．她被授权当我不在的时候代我处理。ｂｅｃｒｅｄｉｔｅｄｔｏｓｔｈ．意为“归因于，归咎于”，如：Ｔｈｅｉ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ｒｅｄｉｔｅｄｔｏｈｉｍ．将这项发明归功于他。该词组虽然在语法上可行，但与文意不符。ｂｅｅｎｔｉ
ｔｌｅｄｔｏｓｔｈ．是个固定搭配，意为“有权……，有资格……”如：Ｈｅｉ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他有权坐头
等位。ｂ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ｔｏｄｏｓｔｈ．意为“有资格，能胜任”，其中的ｔｏ不是介词，是不定式符号，后面要接动词
原形。如：Ｈｅｉ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ｔｏｔｅａｃｈＥｎｇｌｉｓｈ．他有资格教英语。符合题意的只有Ｃ。

４６．【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２６．７％
【考核知识点】介词的用法

【解析】［Ａ］ｗｉｔｈ（由……负责，由……处理）　［Ｂ］ｔｏ（向）　［Ｃ］ｆｒｏｍ（从……）　［Ｄ］ｂｙ（通过，依据）
ｉｎｓａｆｅｈａｎｄｓ意为“安然无恙”。本句意为：如果新闻自由由英国法官掌握将安然无恙。ｗｉｔｈ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ｕｄｇｅｓ此处意为：掌握在英国法官手里。如：Ｉｓｈａｌｌｌｅａ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ｔｈｙｏｕ．我将把这问题交给
你。由句意可知，应选Ａ。再者，ｂｅｉｎｓａｆｅ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ｓｂ．是固定搭配，意为“由某人负责……会很安
全”。如“Ｏｕｒｍｏｎｅｙ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ｓａｆｅ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ｂａｎｋ．我们这一笔钱由这家银行负责会很安全。”

４７．【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０．５％
【考核知识点】名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ｉｍｐａｃｔ（冲撞，冲击）
［Ｂ］ｉｎｃｉｄｅｎｔ［事件（指随着某事件附带发生的事件或较小的事件），事变（主要是指可能会发

展成战争等的政治事件）］

［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推测，推断，结论）
［Ｄ］ｉｓｓｕｅ［问题，论点，争论，争论点（指人们分歧很大、争议很激烈的问题）］

文章最后一句提到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Ｗｅｓｔ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证人证言的可靠性，由此可
以推断出本句可能要表达这样的意思：Ｗｅｓｔ１９９５年被判１０年徒刑后，付款给证人的做法开始有争议
或受到质疑。可见，Ｄ为正确答案。

４８．【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３９．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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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知识点】动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ｓｔａｔｅｄ［（用于正式场合）（清楚）陈述，（正式）表明］
［Ｂ］ｒｅｍａｒｋｅｄ［（比ｓａｙ要正式）（把意见、感想）说出，陈述，发言］
［Ｃ］ｓａｉｄ说 ［（在文中构成短语“据说”）］
［Ｄ］ｔｏｌｄ（告诉）

本题的基本结构为ｂｅ＋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ｓｔｈ．。Ａ项ｓｔａｔｅ和 Ｂ项 ｒｅｍａｒｋ都不能用于本句句型。ｂｅ
ｔｏｌｄｔｏ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ｓｔｈ．意为“被告知做过某事”，不符合题意。正确答案只有Ｃ．ｂｅｓａｉｄｔｏ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ｓｔｈ．
意为“据说做过某事”。

４９．【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５４．３％
【考核知识点】引导词

【解析】［Ａ］ｗｈａｔ（什么）　［Ｂ］ｗｈｅｎ（什么时候）　［Ｃ］ｗｈｉｃｈ（哪个）　［Ｄ］ｔｈａｔ（连词，引导从句）
由于空格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ｗｅｒｅｒａｉｓｅｄ是个完整的句子，空格后的从句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再结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一词的意义，可以推断出本句是同位语从句。ｔｈａｔ引导的同位语从句作ｃｏｎｃｅｒｎｓ的同位语，对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进行进一步解释。该同位语从句本来应该直接跟在ｃｏｎｃｅｒｎｓ的后面，但由于句子太长，会显得
头重脚轻，从而使句子失去平衡，所以放在了后面。Ｄ为正确答案。

５０．【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３５．４％
【考核知识点】动词词义辨析

【解析】［Ａ］ａｓｓｕｒｅ（使……确信）　　　　　　　［Ｂ］ｃｏｎｆｉｄｅ（信赖）
［Ｃ］ｅｎｓｕｒｅ（保证……，使……必然发生）　 ［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保证，担保（指允诺对……负责）］

空格后的ｇｕｉｌｔｙｖｅｒｄｉｃｔｓ意为“（陪审团）定罪”。证人被鼓励在法庭上夸大事实，目的就是想让法庭给
被告定罪。Ａ项ａｓｓｕｒｅ后面一般接ｓｂ．，表示消除别人的疑虑，如：Ｉｃａｎａｓｓｕｒｅｙｏｕｏｆ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我可以向您保
证它的质量。Ｂ项ｃｏｎｆｉｄｅ接ｓｔｈ．时，意为“（因信赖而）吐露（秘密等），供称”。如：Ｓ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ｄｈ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ｔｏ
ａｆｒｉｅｎｄ．她向朋友倾诉内心的烦恼。Ｃ项ｅｎｓｕｒｅ常见的用法有：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或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表示对某些行为
或其结果有把握，正好符合了文意。如：Ｗｅｃａｎｅｎｓｕｒｅｈｉ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我们可以保证他能生还。Ｄ项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如：Ｉ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ａｔｙｏｕｌｌ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ｊｏｂ．我管保你会喜欢这份工作。综上所述，Ｃ为正确答案。

ＰａｒｔⅢ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ｓｓａｇｅ１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关于科学结构方面的议论文，中心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发展进步而产生了专业化和职业化

的发展。全文客观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并以１９世纪英国地质学的发展过程为例，说明了专业化发展导致
专业人员和业余人员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这一趋势。第一段，指出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个

部分，即专业化和职业化。第二段，指出专业化的发展给“业余人员”带来了困难，这种趋势表现明显。

第三段，通过举例来论证专业化和职业化在英国的发展。第四段，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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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ｕｐ①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ｏｓｍａｌｌｅｒｕｎｉｔｓ，ｏｎｅ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ｉｔ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ａｓ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ｏｃｌｅａｒｃｕ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ｄｒａｗ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５４）专业化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知识
不断增加扩展问题的一种反应。通过把

科学知识细化，人们能够继续掌握科学知

识，并把它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但是，

（５２）专业化仅仅是一系列影响科学知识
交流过程的科学领域的相关发展的一部

分。另一部分是科研活动的日益职业化。

（５２）人们无法对科学方面的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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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ａｎｙ
ｒｕｌｅ．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ａｍａｔｅｕｒ”ｄｏｅｓｃａｒｒｙａ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ｓ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ａｙ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ｓｈａｒｅ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ｉｔ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ｏｎｇｅｒ，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ｅ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ａｍａｔｅｕ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ｗａ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ｍｏｓ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ｏｓ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ｏｎ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ｏ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②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难句）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
ｏｎｓ

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ｒｅｖｅａｌｓｎｏｔｓｉｍ


ｐｌｙ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ｃ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Ｔｈｕｓ，ｉｎ
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ｒｉｇｈｔ③；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ｎｌｙｉｆｔｈｅ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ｗｉ
ｄｅ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ｈａｖｅ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ｄ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ｗａｙ．（难句）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ｏｍａｋ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ｓｈａｒｄｅｒｆｏｒ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ｅ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ｂ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ｌ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ａｖｅｎｏｗ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ｉｍ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ｅｉｔｈ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ｏｒａｍａｔｅｕｒｒ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ａｔｈｅ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ｌｅｄ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
ｇｉｓｔｓ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ｏｎｅｏｒｔｗ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ｏｃｉｅ
ｔ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ｈａｖｅｔｅｎｄｅｄｅｉｔｈｅｒｔｏ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ｏｒ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ｎ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ｗｅｌｌｕｎｄｅｒｗａｙ④ 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ｅｏｌｏｇ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ｔｓｆｕｌ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ｕｓｄｅｌａｙｅｄｕｎｔｉｌ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ｕｓｔｂｅｒｅｃｋｏｎｅｄ? ａｓ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ｆｏｒｔｈｉｓ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员和业余人员划出明确的界线：任何规则

都有其例外。（５２）不过，“业余人员”一
词的确包含这样的隐含意义：所指的人并

没有完全融入科学界，尤其是他可能不认

同科学界人士的价值观。（５１）１９世纪专
业化的发展以及紧随其后的时间更长、内

容更复杂的训练要求，使业余人员参加科

研活动面临更大的问题。在那些尤其以

数学或实验室的锻炼为基础的科学领域，

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地质学的

发展可以阐明这一点。


对英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地质学

刊物进行比较，我们发现，


人们不仅越来

越强调研究的重要性，


而且对什么是可接

受的学术论文的定义也在改变


。因此，１９
世纪地方地质学研究本身就可形成一种

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到２０世纪时，地方
地质学研究只有具体化或是反映更宽范

围的问题，才会逐渐被专业人员接受。另

一方面，业余人员则继续以其熟悉的方式

进行地方地质学研究。 总的说来，
由

此而产生的结果是：


业余人员更难以在专

业地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


这一结果因广

泛采用评审制度而显得更突出———１９


世

纪，国家级刊物首先采用评审制度，到


２０
世纪时，


好几家地方地质学刊物也采用了


这一制度。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是：（５２）出现了针对专业读者和业余读
者的不同杂志，另一个类似的分化过程导

致全国的专业地质学者聚集一起，组成一

两个特定团体；而业余地质学者倾向于呆

在地方学会里，或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

全国范围内聚集起来。

虽然英国几何学领域职业化和专业

化分工过程早在１９世纪形成，但其产生
的后果却到２０世纪才显现出来。不过，
科学界普遍认为，１９世纪必须被视为是
科学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ｒｅｖｅａｌｓ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ｃ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ｗｈａ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为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ｎｏｔｓｉｍｐ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ａｈａｌｆ作定语，修饰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作并列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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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ｗｈａ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是介词ｏｆ的宾语从句。
【参考译文】对英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地质学刊物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人们不仅越来越强调研究的重

要性，而且对什么是可接受的学术论文的定义也在改变。

２．【文章难句】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ｏｍａｋ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ａｒｄｅｒｆｏｒ
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ｅ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ｂｙ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ｂ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
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结构分析】本句主干是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ｏｍａｋ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ａｒ
ｄｅｒｆｏｒａｍａｔｅｕｒｓ（结果是，业余研究者的论文想进专业的地质杂志是越来越难了），ａ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ａｔ．．．可以看作是前面的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ｕｌｔ的同位语，ｔｈａｔ定语从句修饰 ｒｅｓｕｌｔ，从句中的
ｆｉｒｓｔｂｙ．．．和ｔｈｅｎｂｙ．．．是并列状语，是对前面的ｂｙ．．．引导的状语的解释说明。

【参考译文】总的来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业余人员更难以在专业地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结

果因广泛采用评审制度而显得更突出———１９世纪，国家级刊物首先采用评审制度，到２０
世纪时，好几家地方地质学刊物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５７）
５１．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ｉｇｈｔｂｅ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ｅ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 ．
（１９世纪专业化的发展在　　　　科学领域可能看得更清晰。）
［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社会学与化学）　　　［Ｂ］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物理学与心理学）
［Ｃ］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社会学与心理学） ［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物理学与化学）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７１．１％
【考核题型】类比判断题

【解析】题干要求回答１９世纪专业化的发展可能在哪一门学科里看得更清楚。文章第二段第三、四
句指出，１９世纪专业化的发展以及时间更长、内容更复杂的训练要求，使业余人员参加科研活动面临
更大的问题。这一趋势在以数学或实验室培训为基础的科学领域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选择 Ｄ
项，他们都是以数学或实验室培训为基础的科学领域。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属于人文类学科，不属于以

数学或实验室培训为基础的科学领域，故Ａ、Ｂ、Ｃ三项均排除。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主要是考查考生对第二段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即对其中ｂａｓ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ｏｎ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ｏ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尤其以数学或实验室的锻炼为基础）的正确理解。另外，也是考查
考生对四个选项中学科名词的理解。

５２．Ｗｅｃａｎｉｎｆ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ａｔ ．（从本文我们可推知　　　　。）
［Ａ］ｔｈｅｒｅｉｓｌｉｔｔｌ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几乎没有区别）

［Ｂ］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ｃ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ｗｉ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ｓｏｍ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业余研究人员可以在某些科学领域同专业研究人员竞争）

［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ｎｄｔｏｗｅｌｃｏｍ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专业研究人员往往欢迎业余研究人员加入科学团体）

［Ｄ］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ｈａ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ｂｕｔｎｏｌｏｃａｌｏｎｅｓ
（业余研究人员拥有全国性学术协会，但没有地方性学术协会）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５０．３％
【考核题型】推断题

【解析】第二段首句提到人们无法对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和业余人员划出明显的界线，并解释说任何规则

都有其例外。可见在业余人员中，还是有人水平很高能与专业人员竞争的。故Ｂ项正确。文章第一段最后
两句指出：“专业化仅仅是一系列影响科学知识交流过程的科学领域的相关发展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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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活动的日益职业化”。由这两句可看出，专业化和职业化两者不同，所以Ａ不合题意。文章第二段第二句
指出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并不享有完全一样的价值观，第三段指出专业刊物对业余人员的论文的“高标准”

及出现不同刊物和学术团体。由此判断，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是持“不相容”态度的，所以Ｃ是错误的。第
三段最后一句明确表示业余人员倾向于呆在地方学会，或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可

见业余人员有地方性协会，所以Ｄ不正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整篇文章的正确理解。每一段所讲的重点内容，四

个选项都有涉及，要求考生做的就是判断其正误，即与文章所讲是否一致。

５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ｗｒｉ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作者写地质学的发展是为了
论证　　　　。）
［Ａ］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发展过程）
［Ｂ］ｔｈｅ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ｏｆ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ｙ（业余人员在科学研究中的艰辛）
［Ｃ］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科研出版政策的变化）
［Ｄ］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ｍａｔｅｕｒｓ（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的歧视）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３８．６％
【考核题型】逻辑结构题

【解析】题干要求回答作者写到地质学的发展用以说明什么问题。文章第三段谈到了在地质学研究

上业余人员和专业人员的不同研究方法，业余人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困难，以及出现分别以专

业读者或业余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刊物和专业学会与业余学会的形成。这实际是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

的过程。另外，第二段第四句提到：“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ｃａｎ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ｔｒｅｎｄ”应指上文中提到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ｙ”。所以，选择Ａ项。Ｂ项和Ｃ项都是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并非作者想要说明的问
题。Ｄ项属于过度推断，第三段只谈到了业余人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困难，并不能因此过度引
申到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的歧视上来。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主要是考查考生对篇章逻辑结构的综合理解。第二段末提到了“英国地

质学的发展可以阐明这一点”，再由第三段所讲到的内容可见作者举例的目的也就是描述专业化与职业

化的发展过程。

５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ｓ ．（专业化的直接原因是　　　　。）
［Ａ］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学术交流的发展）
［Ｂ］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职业化的发展）
［Ｃ］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科学知识的扩展）
［Ｄ］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ｕｐ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学术团体的分化）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６２．９％
【考核题型】因果关系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专业化过程的直接原因。第一段第一句指出，专业化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知

识不断增加扩展问题的一种反应。该句的含义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导致知识的进一步分类和分化。

而且题干中的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与原文中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对应。Ｃ选项是直接原因。Ａ选项受专业化过程的
影响，Ｂ选项与专业化发展并存，Ｄ选项是专业化发展造成的结果，不是原因。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主要考查考生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因与果的逻辑关系的判断；二是对首段首

句的理解。另外，本题目也在向考生传达一个信息，即最后一题的答案并不只是关于文章最后部分或主旨

的理解，也有可能是首段中的信息。只要考生真正理解文章，即使出现了顺序颠倒，也并无大碍。

【解题点津】对于分析原因结果的题目，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对于前因后果的阐述，弄清楚因与果的逻

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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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ｓａｇｅ２

文章大意

本文属一般阐述性文章，中心是因特网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外资帮助贫困国家搞好第

三次电子基础设施的建设。作者从信息差异问题谈起，谈及了因特网的作用，并呼吁贫困国家积极引用

外资以普及因特网。第一段，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为引子，引入文章话题。第二、三段，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信息差异有希望缩小，指出因特网可以作为缩小信息差异、从而成为对付贫困的有力武器（并不是唯一的

工具，但却有巨大的潜力）。第四段，指出一些贫困国家要想利用因特网这一工具，必须放弃偏见，吸引外

资，并以美国为例说明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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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ｉｎｇｐａｉｄｔｏｄａｙｔｏｔｈｅ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ｆｏ（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ｐｏｏｒ．Ａｎｄｔｈａｔｄｉｖｉｄｅｄｏｅｓｅｘｉｓｔｔｏ
ｄａｙ．ＭｙｗｉｆｅａｎｄＩｌｅｃｔｕｒｅｄａｂｏｕｔ① ｔｈｉｓｌｏｏｍｉｎｇ? ｄａｎｇｅｒ
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Ｗｈａｔｗａｓｌｅｓｓｖｉ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ｒｅ
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ｒ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ｂｅ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ｈｏｐｅ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
ｗｉｌｌｎａｒｒｏｗ．（难句）

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②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ｚｅ? ａｃ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ｆｒａｉｄ
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ｗａｎｔｔｏ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ｃ
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ｅｃａｄｅｏｒｔｗｏ，ｏｎｅｔｏｔｗｏｂｉｌｌ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ｗｉｌｌｂｅｎｅｔ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ｏｗ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ｗｉｌｌｎａｒｒｏｗ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ｗｉｄｅｎ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ａ
ｈ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ｓ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ｎｅｗ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ｙｗｅｌｌ
ｂ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ｔｏｏｌｆｏｒ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ａｔ
ｗｅｖｅｅｖｅｒｈａｄ．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ｎｔｔｈｅｏｎｌｙｗａｙｔｏｄｅ
ｆｅａ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ｏｎｌｙｔｏｏｌｗｅｈａｖｅ．Ｂｕｔｉｔ
ｈａｓ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ｉｓｔｏｏｌ，ｓｏｍｅ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ｇｅｔｏｖｅｒ③ ｔｈｅｉｒ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ｐｒｅｊｕ
ｄ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④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难句）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ｓｔｉｌｌｔｈｉｎｋ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ｉｒ


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ｔｙ ｍ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ｉｌｔｉ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ｄｉｄｎ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ｄｏｓｏ．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ｒｂｏｒｓ，ｈｉｇｈ
ｗａｙｓ，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ｗｉ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ｓ，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５５）今天，人们十分关注所谓的信息
差异问题———也就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

信息资源丰富国和信息资源贫乏国。这种

差异现在确实存在。２０年前，我和我妻子
就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做过讲演。然

而，当时还不太明显的就是一些新的、抵制

信息差异的积极因素。我们完全有理由感

到乐观。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差异有

希望缩小。（５６）
随着因特网日趋商业

化，网络普及对商家是有利的———毕竟，


上

网的人越多，


潜在的消费群体也就越多。

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落伍，越来越多的

政府纷纷推广因特网的普及。未来 １０到
２０年间，世界上将有１０到２０亿人由网络
连在一起。因此，现在我认为在未来的数

年中，这种信息差异将来只会缩小，不会扩

大。这消息很不错，因为因特网完全可能

成为对付我们曾经面临的世界贫困的最有

力武器。

当然，使用因特网并不是战胜贫困的

唯一方法。因特网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

一工具。但它却有巨大的潜力。

（５７）要想利用因特网这一工具，一些贫
穷国家必须抛弃它们对外国投资所持的过

时了的反殖民的种种偏见。
那些仍然认


为外国投资是侵犯其主权的国家不妨研究

一下美国的基础设施（


国家的基本结构基

础）

建设史。当初美国在建设其工业基础设

施时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美

国的第二次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包括公路、

海港、交通干线、码头等用的都是用外国资

金的原因。英国、德国、荷兰以及法国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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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ｌｏｎｙ．Ｔｈｅ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ｍ．Ｇｕｅｓｓｗｈｏｏｗｎｓｔｈｅｍｎｏｗ？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ｕｅｉｎｐｌａｃｅｓｌｉｋｅＢｒａｚｉｌｏｒａｎｙ
ｗｈｅｒｅｅｌｓ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ｍａｔｔｅｒ．（难句）

Ｔｈｅｍｏｒ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ｙｏｕｈａｖｅｈｅｌｐｉｎｇｙｏｕｂｕｉｌｄｙｏｕｒ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ｗｈｉｃｈｔｏｄａｙｉｓ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ｏｆｆ⑤

ｙｏｕｒｅ


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ｔｍｅａｎｌｙｉｎｇｄｏｗｎ⑥ 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ｆｏｏｌｅｄ，ｏｒｌ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ｕｎ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ｕｔｉｔ
ｄｏｅｓｍｅａ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ｗ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ｆｕｌｌ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都在这块英国的前殖民地上投资。他们提

供资金，美洲移民建造。想想看，现在谁拥

有这些设施呢？是美国人。我相信，同样的

事会在巴西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变成现实。

（５８） 当今是第三次浪潮，
即电子基础设

施的建设。


发展电子设施所拥有的外资越

多，将来就越富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屈从和

受人蒙骗，也不意味着让外国公司不受控制

地发展。但是，这确实表明：在建设充分利

用因特网所需的能源及电信基础设施的过

程中，外国投资何等重要。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ｅａｃ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结构分析】这句话的主干是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ｅａｃｃｅｓｓ，前面ａｓ引导的从句是伴随状
语，而非原因状语，要理解为“随着”，而非“因为”。后面破折号之后的内容对主句作进一步解

释说明。注意破折号之后出现了一个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ｒｅ．．．（越……越……）的结构。
【参考译文】随着因特网日趋商业化，网络普及对商家是有利的———毕竟，上网的人越多，潜在的消费

群体也就越多。

２．【文章难句】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ａｔｓｔｉｌｌｔｈｉｎｋ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结构分析】本句是一个带有定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基本结构为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ｓｔｉｌｌｔｈｉｎｋｆｏｒｅ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是定语从
句，修饰主语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另外，本句中出现了“ｍｉｇｈｔ／ｍａｙ（ａｓ）ｗｅｌｌ＋动词原形”这一结构，此
结构常常用来建议或劝说某人采取某种行动，有时相当于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译为“不妨、最好”。

【参考译文】那些仍然认为外国投资是侵犯其主权的国家不妨研究一下美国的基础设施（国家的基本

结构基础）建设史。

３．【文章难句】Ｔｈｅｍｏｒ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ｙｏｕｈａｖｅｈｅｌｐｉｎｇｙｏｕｂｕｉｌｄｙｏｕｒ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
ｔｏｄａｙｉｓ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ｏｆｆｙｏｕ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

【结构分析】本句用了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ｒｅ句型。其中，ｈｅｌｐｉｎｇｙｏｕｂｕｉｌｄｙｏｕｒ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作
宾语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补语，ｗｈｉｃｈ引导的定语从句解释前面的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参考译文】当今是第三次浪潮，即电子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电子设施所拥有的外资越多，将来就越富有。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６３２）
５５．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ｉ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信息差异是某种　　　　差异。）
［Ａ］ｇｅｔｔｉｎｇｗｏｒｓ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因为因特网而加大的）
［Ｂ］ｔｈｅｒｉ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富裕国家应该负责的）
［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ｔｇｕａｒｄａｇａｉｎｓｔ（全世界应该预防的）
［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ｄａｙ（如今被认为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３５．８％
【考核题型】推断题

【解析】本题要求对信息差异的理解给出正确答案。参看文章第一段前三句：“今天，人们十分关注所谓

的信息差异问题———也就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信息资源丰富国和信息资源贫乏国。这种差异现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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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２０年前，我和我妻子就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做过讲演”。其中第三句中的 ｔｈｉｓｌｏｏｍｉｎｇ
ｄａｎｇｅｒ（迫在眉睫的危险）指的正是上文所讲的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信息差异），可见作者认为信息差异是一种
危险，是危险当然就应该防范，故Ｃ项正确。Ａ项参看第二段倒数第二、三句：“未来１０到２０年间，世界
上将有１０到２０亿人由网络连在一起。因此，现在我认为在未来的数年中，这种信息差异将来只会缩小，
不会扩大。”由此可知，Ａ与之内容相反。Ｂ文章未提。首段倒数第二句虽然出现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一词，但这里
指的是出现了一种抵制信息差异的积极因素，并不是说信息差异本身是积极的，故Ｄ不正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旨在考查考生对首段第三句中出现的ｔｈｉｓｌｏｏ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迫在眉睫的
危险）这一短语的理解，即其所指代的是什么，由上下文可知，指代的是信息差异。

５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 ．（政府之所以重视因特网，是因为因
特网　　　　。）
［Ａ］ｏｆｆｅｒ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提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Ｂ］ｃａｎｂ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ｓ（能带来外国投资）
［Ｃ］ｃａｎｓｏｏｎｗｉｐｅｏｕｔｗｏｒｌｄｐｏｖｅｒｔｙ（能很快消除世界贫穷）
［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ｓｐｅｏｐｌｅ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起来）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７６．２％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第二、三句提到，因特网的商业化以及因特网的推广会带来许多潜在的用户，许多国家

唯恐落后，纷纷普及因特网接入。这里的“落后”指的正是“经济上的落后”。另外，第三段最后一句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Ｂｕｔｉｔｈａｓ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但它却有巨大的潜力）”，由此可见，一些国家政府
重视因特网是因为其“经济上的潜力”，所以Ａ应为正确答案。Ｂ项属因果颠倒，文章末段虽提到了外
国投资的问题，但根据该段大意可知，说的并不是因特网带来外资，而是利用外资发展网络工程，故Ｂ
不正确。Ｃ项过于绝对，文章第二段末句只提到因特网可能成为消除贫困的武器，但在接下来的一段
又说到因特网不是战胜贫困的唯一方法，也不是唯一工具，但它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无法得出“能很快

消除世界贫穷”。Ｄ项是使用因特网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故Ｄ亦不正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很有迷惑性，乍一看，似乎四个选项都正确，但仔细分析因与果便能知

其然。或许有的考生不看文章，凭常识觉得Ｄ项绝对正确，其实只要分析文意，理清题目，就能做出正
确答案。本题目渗透一种观点：做题时绝不能脱离原文、想当然地解答。

【解题点津】对待这类因果判断题，除了看懂文章中的关键词句，还要有透过现象挖掘本质的能力。

阅读时要结合主题，判断时要结合逻辑，以防颠倒因果关系或是把没有因果关系的内容扯在一起。

５７．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ｆ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 ．（作者提到美国这个
例子是为了证明　　　　的政策是正确的。）
［Ａ］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ｖｅｒｓｅａｓ（向海外提供经济援助）
［Ｂ］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ｏｎｔｒｏｌ（防止外国资本的控制）
［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建设工业基础设施）
［Ｄ］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接受外国投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８０．２％
【考核题型】逻辑细节题

【解析】作者在第四段开始部分提醒贫穷国家必须放弃偏见，吸引外资，接着说当初美国正是利用了

外资才有了今天的财富。可见，作者举美国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吸引外资”这项政策的合理性，所

以，Ｄ应为正确答案。Ａ项与原文中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外国投资）矛盾。文章第四段最后两句只是
提到要对外国公司加以控制，并不是防止外国资本的控制，因而 Ｂ项不正确。Ｃ项具有一定的干扰
性，第四段虽然提到了“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但并不是作者举美国这个例子的目的，而是美国利用外

资中的一个细节，是论据而非论点，故Ｃ也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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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再一次对文章所举事例的内容进行了考查。此类题目的解答关键无非是要

求考生理清论点与论据。

５８．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ａｔｎｏｗ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ｍｕｃｈｏｎ ．（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似乎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　　　　。）
［Ａ］ｈｏｗ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ｔｉ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该国在电子方面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Ｂ］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该国是否歧视移民）
［Ｃ］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ａｄｏｐ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该国是否采用美国的工业模式）
［Ｄ］ｈｏｗｍｕ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ｈａｓｏｖ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该国控制外国公司的力度有多大）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６０．４％
【考核题型】推断题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倒数第三句指出“当今是第三次浪潮，即电子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电子设施所拥

有的外资越多，将来就越富有。”表面看来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富有，实际上稍加推断就可以得出：引进外资越

多，电子基础设施就会建设得更好，那么国家就会越富强。因此，Ａ为正确答案。Ｂ项断章取义，虽然第四段
提到了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偏见）一词，但所说的是有些贫困国家对外资存有偏见，并未提到对移民的偏见。Ｃ项过
度推断，美国的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服贫困国家积极引进外资，并未让它们采用其工业模式。Ｄ项也属于过
度推断，末段倒数第二句虽提到“．．．ｏｒｌ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ｕｎ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也不意味着让外国公司不
受控制地发展）”，但作者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强调对外国公司的控制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主要是针对文章最后一段所讲内容的考查，确切地说是对最后三句话

的意思上的推断。正确项是最后一段倒数第三句的言外之意。

【解题点津】对于这类引申推理的题目，要善于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要学会以关键词为线索，透过

表面的文字信息以挖掘文章深层次的含义。

Ｐａｓｓａｇｅ３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因果分析型的议论文，主题是美国报纸行业遭受不信任危机。文章从报纸本身、记者以及读者

三个方面分析了公众对美国报纸不信任的原因，最后得出了结论“读者不相信新闻媒体并不是由于报道有误或

是报道技术不高明所导致的，而是因为记者和读者之间世界观的日常冲突所导致的”。第一、二段，以提问的形

式开篇，提出文章主题：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相信自己在报刊上看到的东西？接着介绍了“新闻可信度调

查项目”，并指出其局限性。第三段，作者分析问题的真正更深刻的根源。该段是文章的中心段落。第四段至

六段，举例论证第三段的观点。第七段，总结全文，并对新闻界应作出的改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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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ｙｄｏｓｏｍａｎ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ｒｅａｄｉｎ
ｔｈｅｉｒ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ｓ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ａｎｓｗｅｒｔｈｉｓｐａｉｎｆｕ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
ｄｅｅｐｉｎｔｏａｌｏｎｇｓｅｌ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ｎ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ｒｅｄ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难句） Ｓａｄｔｏｓａｙ，
ｔｈ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ｔｏｂｅ①

ｍｏｓｔｌ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ｆａｃｔ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ｔｓｏｆｈｅａｄ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ｕｚｚｌｅ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②


ｔｈｏｓ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ｅａｌｌｙｗａｎｔ．

Ｂｕ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ｇｏｗａｙｄｅｅｐｅｒ．Ｍｏ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５９）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相信自
己在报刊上看到的东西？美国报刊编辑协

会正在试图解答这一棘手的问题。该组织

正在深入进行彻底的自我剖析过程，即新闻

可信度调查项目。

（６０） 遗憾的是：该项目结果只发现
了一些极其肤浅的问题，比如出现事实误

差、拼写及语法错误，再就是一大堆有关读

者究竟需要什么等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６１）但是，这种不相信报刊有更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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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ｏ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ｐｌｕｇ? ｅａｃｈｄａｙｓｅｖｅｎｔｓ．（难句


）

 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⑦
ｉｎｔｈｅ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ａｎｄａ


ｒｅａｄｙ
ｍａｄ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ｓ．
（难句）

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ｈｙ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ｓｅｅｍａｌｉｅｎ?


ｔｏｍａｎｙ


ｒｅａｄｅｒｓ．Ｉｎａｒｅｃ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ｓｅｎｔｔｏｒｅ
ｐｏｒｔｅｒｓｉｎｆｉｖ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ｉｚ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ｌｕｓｏｎｅ
ｌａｒｇ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Ｔｈｅ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ｐｈｏｎｅｄａｔｒａｎｄｏｍ③ ａｎｄ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ｌｉｅ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ｌｉｖｅｉｎｕｐｓｃａｌ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ｈａｖｅｍａｉｄｓ，ｏｗｎ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ｔ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ｒｅ
ｌｅｓ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ｇｏｔｏｃｈｕｒｃｈ，ｄｏ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ｗｏｒｋ，ｏｒｐｕｔｄｏｗｎ
ｒｏｏｔｓｉｎ④ 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ｔｅｎｄｔｏｂｅｐａｒｔｏｆａｂｒｏａｄ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ｌｉｔｅ?，ｓｏ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ｔｅｎｄｓ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ｅｌｉｔｅ．Ｔｈｅ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ｍｅｄｉａ
ｉｓｎｔ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瑏瑠 ｏｒｐｏ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ｏｒｉａｌ瑏瑡 ｓｋｉｌｌｓｂｕｔｉｎ
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ｃｌａｓｈ? ｏｆ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ｈｉｓｉ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ｏｎｅ．Ｈｅｒｅｉｓａ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ｋｅｅｐｓｈｉｒｉｎｇｅｍ
ｐｌｏｙｅｅｓｗｈｏｓ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ｖａｓｔｌｙａｎｎｏｙ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Ｔｈｅｎｉｔｓｐｏｎ
ｓｏｒｓｌｏｔｓｏｆ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１０ａｎｄａ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１１ｔｏ
ｗｏｎｄｅｒｉｎｇｗｈｙ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ｒｅａｎｎｏｙｅｄａｎｄｆｌｅｅｉｎｇ１２ｉｎｌａｒｇｅｎｕｍ
ｂｅｒｓ．Ｂｕｔｉｔｎｅｖｅｒｓｅｅｍｓｔｏ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ｏ⑤ ｎｏｔ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ｂｉａｓｅｓ１３ｔｈａｔｓｏｍａｎｙｆｏｒｍｅｒｂｕｙｅｒ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ａ
ｂｏｕｔ．Ｉｆｉｔｄｉｄ，ｉｔｗｏｕｌｄｏｐｅｎｕｐ⑥ 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ｗｆｏ
ｃｕｓｅｄｎａｒｒｏｗｌｙｏｎｒａ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ｌｏｏｋ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ｗｈｏ
ｄｉｆｆｅｒｂｒｏａｄｌｙｂ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ｖａｌｕ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

根源。多数新闻记者都学着以一种“标准模

式”去看待世界，并用其来衡量每天发生的

事。 换言之，
在编辑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

新闻写作方式，


这种方式为纷繁复杂的新闻

提供一个主体框架和现成的故事叙述结构


。


新闻记者和读者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和

文化差距，这就是新闻编辑室的“标准模式”


与


众多读者的意趣相差甚远的原因。最近，对国

内的五座中等城市及一座大城市的记者作了

一次问卷调查。同时又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进

行了随机电话采访向他们提出相同的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与其他美国人相比，新

闻记者更可能居住于高级社会，有仆人、奔

驰车、股票；而他们去教堂，参加支援服务，

在普通社会定居的可能性却很小。

记者往往是广义上所说的社会文化精

英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工作往往反映的

是该精英群体的传统价值观。（６１）令人惊
讶的是，读者不相信新闻媒体并不是报道有

误或是报道技术不高明所导致的，而是记者

与读者之间世界观的日常冲突所导致的。

这种情形对任何产业来说都容易引发争

论，对于一个日趋衰落的产业来说尤其如此。

新闻界是一个令人棘手的行业，它一直在雇

佣那些态度令读者厌烦的职员。然后它又组

织研讨会，并进行可信度调查，以了解读者为

什么恼火，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逃避新闻。

（６２）但是新闻界似乎从来不曾注意过以前的
那么多读者所抱怨的文化与阶级偏见。如果

新闻界能注意这个问题的话，它就应开办多

样性的栏目（而目前的栏目只注重种族和性

别差异），招募一些世界观、价值观、教育程度

及社会层次完全不同的记者。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Ｓａｄｔｏｓａｙ，ｔｈ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ｔｏｂｅｍｏｓｔｌ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ｆａｃｔ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ｔｓｏｆｈｅａｄ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ｚｚｌｅ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ｏｓ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ｅａｌｌｙｗａｎｔ．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结构为ｔｈ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ｔｏｂｅｍｏｓｔｌ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ｆａｃｔ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ｉｓｔａｋｅｓ是宾语ｆｉｎｄｉｎｇｓ的补语成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是过去分词
引导的伴随状语，其中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ｏｓ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ｅａｌｌｙｗａｎｔ是ｐｕｚｚｌｅｍｅｎｔ的补语。
句首的Ｓａｄｔｏｓａｙ是评价性语言，作插入语，修饰整个句子。

【参考译文】遗憾的是：该项目结果只发现了一些极其肤浅的问题，比如出现事实误差、拼写及语法错误，

再就是一大堆有关读者究竟需要什么等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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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章难句】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ａｃｋ
ｂｏｎｅａｎｄａ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ｓ．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结构为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ｉｎｅ．．．ｔｈａｔ．．．。这是一个ｔｈｅｒｅｂｅ句型，ｔｈａｔ引导的是定语从
句，修饰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ｅ。“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指写新闻报道的故事主线；“ｃｕｌｔｕｒｅ”在这指“某群体
或民族的风俗、人文现象、社会惯例”。

【参考译文】换言之，在编辑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新闻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为纷繁复杂的新闻提供一个主

体框架和现成的故事叙述结构。

３．【文章难句】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ａｄ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ｈｙ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ｓｅｅｍａｌｉｅｎｔｏｍａｎｙｒｅａｄｅｒ．

【结构分析】主句是ｔｈｅｒｅ加系动词的结构。表语后有一个ｗｈｉｃｈ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ｄｉｓｃｏｎ
ｎｅｃｔ，其中还包含一个ｗｈｙ引导的宾语从句。

【参考译文】新闻记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和文化差距，这就是新闻编辑室的“标准模板”与众多

读者的意趣相差甚远的原因。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６３）
５９．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ｍａｉｎｌｙａｂｏｕｔ？（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什么？）
［Ａ］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世界各地读者的需求。）
［Ｂ］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公众对报纸失望的原因。）
［Ｃ］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新闻业衰败的根源。）
［Ｄ］Ａｉｍｓｏｆ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的目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７９．９％
【考核题型】主旨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文章的主旨。文章段首第一句提出本文的主旨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不

相信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整个文章要回答的问题。Ｂ项中的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和原文中的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因而Ｂ选项为答案，是主旨问题的一个改写。第二段虽提到
“有关读者究竟需要什么”，但被作者归入到项目调查所发现的“一些极其肤浅的问题”，不是深层次的原

因，故Ａ不正确。末段间接指出报业是一个日趋衰落的产业，但不是全文讨论的重点，Ｃ不正确。Ｄ项提
到的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只是开篇的一个引子，不是本文的主旨。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是考查考生对通篇文章的理解能力，即综合概括文章所讲的内容。找出

主旨句，即首段首句的问题句。在干扰项的设置上，显然又是利用了文章中的细节。

【解题点津】答主旨类型的题目关键是找到主题段（一般为首段）或其他各段的主题句（一般为首句）。主题

段一般都包含文章主题思想。如无主题段，则找到各段的主题句加以归纳和总结，便可得出文章中心思想。

６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ｔｏｂｅ ．（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的结果
是　　　　。）
［Ａ］ｑｕｉｔｅ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相当可信的） ［Ｂ］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有点矛盾的）
［Ｃ］ｖｅｒｙ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很有启发性的） ［Ｄ］ｒａｔｈｅｒ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非常肤浅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４１％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第二段首句说到“遗憾的是，该项目结果只发现了一些极其肤浅的问题”。Ｄ项中的 ｓｕｐｅｒｆｉ
ｃｉａｌ和ｌｏｗ－ｌｅｖｅｌ是同义替换，因此Ｄ选项是正确答案。Ａ、Ｃ两项是正面评价，与Ｓａｄｔｏｓａｙ（遗憾）矛
盾，Ｂ项在文中找不到依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其实很容易答对，属于送分题。关键是考生要知道Ｄ项中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一词的
词义，由于该词与第二段首句出现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一词同义，所以本题实际上考查了同义词替换，是从该
角度设计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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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点津】解答此类题目，首先要弄清文中对这一问题是持批评还是赞扬的态度，再从选项区分褒

义和贬义，最后选择表达最贴切的选项，这样既安全又快捷。

６１．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ａ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ｂｙ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 ．（作者指出：新闻记者
的基本问题在于他们的　　　　。）
［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工作态度） ［Ｂ］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传统的生活方式）
［Ｃ］ｗｏｒｌｄｏｕｔｌｏｏｋ（世界观） ［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教育背景）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４０．１％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记者们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第六段指出，读者不相信新闻媒体……是

记者与读者之间世界观的日常冲突所导致的。很显然Ｃ为正确选项。Ａ选项文中未提及。Ｂ选项和
Ｄ选项应该属于记者和读者不同的两个方面，无轻重之分，且都是客观原因，不是基本问题。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是针对文章第六段所设计的题目，考点设计在本段第二句，该句中的 ｗｏｒｄｖｉｅｗｓ
（世界观）即印证了Ｃ项为正确答案。

６２．Ｄｅｓｐｉｔｅｉｔ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ｉｌｌｃａｎｎｏｔ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ｔｏｉｔｓ ．（尽管新闻
界做出了努力，但还是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是因为　　　　。）
［Ａ］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ｉｔｓｒｅ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没有认识到它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Ｂ］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ｈｉｒｅａｎｎｏｙ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往往雇用令人厌烦的记者）
［Ｃ］ｌｉｋｅｌｉｎｅｓｓｔｏｄｏ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可能作失实的报道）
［Ｄ］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ｉｎ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存在种族和性别偏见）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６４．１％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指出：新闻界是一个令人棘手的行业，它一直在雇佣那些态度令读者厌烦的职

员。然后它又组织研讨会，并进行可信度调查，以了解读者为什么恼火，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逃避新

闻。但是新闻界似乎从来不曾注意过以前的那么多读者所抱怨的文化与阶级偏见。由此可知，Ａ项
中说没有认识到它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与文中新闻界似乎从来不曾注意过以前的那么多读者所抱

怨的文化与阶层偏见的意思相符的。Ｂ项只是表面细节，不是真正原因。Ｃ项是第二段提到的内容，
也是表面细节，况且作者认为他们还未找到问题的根源。Ｄ项张冠李戴，末段最后提到的种族和性别
差异，说的是目前栏目的缺陷，并非本题所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旨在用文中均已出现的内容来作为选项，以此迷惑考生。虽然错误项

从表面内容上来看，文中均涉及到，但并不是题目的所问。从本题目的设计可以得知：考生并不能利

用所谓的“原文再现”这一“招”来解题，这种方法还是有漏洞的。

Ｐａｓｓａｇｅ４

文章大意

这是一篇有关企业合并与并购浪潮的议论文，中心议题是合并与并购的浪潮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影

响。文中作者运用数据和例子论证观点，从目前的合并与并购现象入手，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

的影响，最后呼吁人们关注这一现象，以避免它带来不利影响。由文章可见，作者对合并与并购浪潮的看

法是辩证的。第一段，指出合并与并购浪潮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第二段，通过数据和例子来说明，合并

之后规模大的企业会变得更大，实力也更强。第三段，分析并购浪潮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第四段，从例

证说明合并现象产生的影响。第五段，指出合并浪潮必须严密监视，呼吁大家关注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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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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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ｇｏ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① 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ｗａｖｅｏｆｍｅｒｇ
ｅｒｓ 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ｗｅｅｐｓ
ｆｒｏｍ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ｕ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ｍｉｇｈｔ．Ｍａｎ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ｗｏｒｒｙｉｎｇ：“Ｗｏｎｔｔｈｅｗａｖｅ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ｕｒｎｉｎｔｏａｎ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
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ｒｅｓｎ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ｉｇａｒｅｇｅｔｔｉｎｇｂｉｇｇｅｒａｎｄ
ｍｏｒｅ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②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１９８２．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５％ ａｎ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难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ａ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ｈａｔｏｐｅｎｕｐａｎｄｗｅｌｃｏｍ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１９９０ｓ，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ｗｅｎｔｆｒｏｍ４３％ ｔｏａｌｍｏｓｔ７０％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ｌａｒｇｅｓｔｆｉｒｍｓ．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ｒｍ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难句） 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ｂｅｈｉｎ
ｄ

ｔｈｅ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Ａｗａｖ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ｌｉｅ?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ａｌｌ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


，

ｌｏｗｅｒ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ｄｅ


ｍａｎｄｓ．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ｎｏｔ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ｓ．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ｒ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ａｒｅｓｃａｎｔｙ．（难句）

Ｙｅｔｉｔｉｓｈａｒｄｔｏｉｍａｇ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ｒｏｆａｆｅｗｏｉｌｆｉｒｍｓｔｏｄａｙｃｏｕｌｄｒｅ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ｆｅａｒｅｄｎｅａｒｌｙａｃｅｎｔｕ


ｒｙａｇｏｉｎｔｈｅ
Ｕ．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ｉｌｔｒｕｓｔｗａｓｂｒｏｋｅｎｕｐ③．Ｔｈｅｍｅｒ
ｇｅｒｓｏｆｔｅｌｅｃｏｍ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ｈａｒｄｌｙｓｅｅｍｔｏ
ｂ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ｉｃ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ｏｒａ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④，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ｃｏｍｉｎｇｄｏｗｎｆａｓｔ．Ｉｎｃａｒｓ，ｔｏ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ｗｉｔｎｅｓｓＤａｉｍｌｅｒａｎｄＣｈｒｙｓｌｅｒ，ＲｅｎａｕｌｔａｎｄＮｉｓ
ｓａｎ—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ｐｐｅａｒ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ｈｕｒｔ．

Ｙｅ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ｕｓｔｂ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Ａｆｅｗｗｅｅｋｓａｇｏ，Ａｌ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ｗａｒｎ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ｍｅｇａｍｅｒｇ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ｏｉ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ａｓｌｅｎｄｅｒ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⑤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 ｂａｎｋ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ｅｄ？Ｗｏｎｔ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ｓｈｉｆ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ｎｅｐｌａｃｅ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ｈｅ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ｇｅｔｓ

　　（６３）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
大的合并与并购浪潮。这股并购浪潮从异

常活跃的美国席卷到欧洲，并以不可比拟的

威力影响到正在崛起的国家。这些国家中

有许多人在关注这一进程，他们在担心：这

种企业合并的浪潮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无法

控制的反竞争力量呢？

毫无疑问，合并之后规模大的企业会变

得更大，实力也更强。１９８２年，跨国公司在
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到 ２０％。如今，
已超过２５％，并且还在迅速上升。

在那

些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投资的国家，


国际分


公司的产值所占比重增长迅速。比如，在阿

根廷，经过９０年代初的改革之后，在两百家
最大的企业中，跨国公司的工业产值从

４３％几乎上升到７０％。这种现象导致人们
对小型经济实体、民族商人的作用以及世界

经济的根本稳定的严重忧虑。

（６４） 我认为，推动这股巨大的并购
浪潮的最重要原因与导致全球化的原因相

同：运输与通信费用的日趋降低，贸易与投

资壁垒减少，市场扩大进而经营规模扩大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有这一切对消费者

来说都有益无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

财富也在增加。

目前的这股合并浪潮是有利还是有害，

有关的例子不多。（６５） 不过，我们很难想
像，当今几家石油公司的合并是否会再次给

竞争带来威胁，正如美国一个世纪前曾经面

临的威胁，当时由于人们的这种担心，美国的

标准石油托拉斯被迫解体。像世界电信这类

电信公司的合并似乎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更高

的费用，也没有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恰恰

相反，通信费用在迅速下降。在汽车行业，合

并也在逐渐增加———比如戴姆勒和克莱斯勒

汽车公司，雷诺和尼桑汽车公司合并，但是消

费者的利益似乎并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合并浪潮必须受到严密监视。在

几星期前，阿兰·格林斯潘告诫人们提防银

行业的合并现象。如果合并后如此巨大的

银行出现，谁将作为最终的监督、规范和管

理者？当一个国家对违反公平竞争的现象

控制过严时，跨国公司难道不会把其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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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ｓｔｒｉｃｔａｂｏｕ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ｆａｉ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ａｋｅｕｐｏｎｉｔｓｅｌｆ⑥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ｎｔｈｅ
Ｕ．Ｓ．ｖ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ａｓｅ？

地从该国转到别国去吗？一个国家应不应

该像美国对付微软公司那样，在影响其他许

多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承担起“保护竞争”的

职责呢？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ａ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ａｔ
ｏｐｅｎｕｐａｎｄｗｅｌｃｏｍ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结构分析】本句的主干是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该句中ｔｈａｔ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修
饰“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指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分支机构；“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意为“是……的
原因”、“导致，引起”或“占……比例”，而这里的意思是前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此处指经济领域
的国家概念，因此用复数形式。

【参考译文】在那些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投资的国家，国际分公司的产值所占比重增长迅速。

２．【文章难句】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Ａｗａｖ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
ｌｉ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ａｌｌ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ｌｏｗｅｒ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ｄｅｍａｎｄｓ．

【结构分析】该句主干是“Ｉｂｅｌｉｅｖｅ”加上一个ｔｈａｔ引导的宾语从句。冒号后的成分是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的同位语，冒号是起解释的作用，这里列举原因。其中 ｍａｒｂｅｔｓ后面的 ｔｈａｔ从句是
ｍａｒｋｅｔｓ的定语，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ｄｅｍａｎｄｓ是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的定语。“ｆｏｒｃｅｓｂｅ
ｈｉｎｄ．．．”和“ｕｎｄｅｒｌｉｅ．．．”都表达“造成……的原因”。

【参考译文】我认为，推动这股巨大的并购浪潮的最重要原因与导致全球化的原因相同：运输与通信费用

的日趋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减少，市场扩大进而经营规模扩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３．【文章难句】Ｙｅｔｉｔｉｓｈａｒｄｔｏｉｍａｇ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ｒｏｆａｆｅｗｏｉｌｆｉｒｍｓｔｏｄａｙｃｏｕｌｄ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ｆｅａｒｅｄｎｅａｒｌｙ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ｇｏｉｎｔｈｅＵ．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ｉｌ
Ｔｒｕｓｔｗａｓｂｒｏｋｅｎｕｐ．

【结构分析】该句主干是Ｉｔｉｓｈａｒｄｔｏｉｍａｇｉｎｅ．．．。ｔｈａｔ．．．是 ｉｍａｇｉｎｅ的宾语从句。宾语从句中又含有
一个定语从句修饰“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定语从句中又有一个由ｗｈｅｎ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参考译文】不过，我们很难想像，当今几家石油公司的合并是否会再次给竞争带来威胁，正如美国一个世纪

前曾经面临的威胁，当时由于人们的这种担心，美国的标准石油托拉斯被迫解体。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３４）
６３．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ｔｏｄａｙ？（当今企业的典型发展趋势是什么？）
［Ａ］ｔｏｔａｋｅｉｎｍｏｒ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ｓ．（吸收更多的外国资金。）
［Ｂ］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ｍｏｒｅａｂｒｏａｄ．（到海外进行更多投资。）
［Ｃ］ｔ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ｂｉｇｇｅｒ．（合并然后变得更大。）
［Ｄ］ｔｏ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与更多的国家贸易往来。）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７７．９％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文章首段指出了当今企业界出现的一个现象，即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并与

并购浪潮。这股并购浪潮从异常活跃的美国席卷到欧洲，并以不可比拟的威力影响到正在崛起的国

家。接着第二段谈到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贸易的迅猛增长。因此，Ｃ选项即文中多次提到的ｍｅｒｇ
ｅｒｓ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是当今企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第二段第四句提到ｗｅｌｃｏｍｅｆｏｒｅ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但它
是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的一个细节，而非说明其发展趋势，故Ａ排除。Ｂ、Ｄ两项文中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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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主要是针对文章首段首句来设计的，考点是在对首段首句中的 ｍｅｒｇｅｒｓ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这一词组的理解上，Ｃ项便是对其的很好的解释。
【解题点津】第一题如果涉及主旨，答案十之八九在第一段。所以，对此类题，一定要着重理解第一段

内的主题句，并且理解关键词，如本篇的ｗａｖｅ，ｍｅｒｇｅｒ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的含义。
６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Ｍ＆Ａｗａｖｅｉｓ ．（根据作者的观点，
并购浪潮的一个推动力是　　　　。）
［Ａ］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ｓ（更大的消费者需求）
［Ｂ］ａｓｕｒｐｌｕｓｓｕｐｐ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市场供应过剩）
［Ｃ］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日益增长的生产力）
［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ｗｅａｌｔｈ（全球财富的增加）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５１．５％
【考核题型】因果关系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推动并购浪潮的动力之一是什么，即问其产生的原因。第三段剖析造成并

购浪潮的重要原因。推动这股巨大的并购浪潮的最重要原因与导致全球化的原因相同：运输与通信

费用的日趋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减少，市场扩大进而经营规模扩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Ａ选项是
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之一，为正确答案。Ｂ选项即市场供应过剩，应该是企业缩小生产的原因。Ｃ选
项是企业合并后的结果而非原因。而Ｄ选项又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是针对原文第三段首句内容的剖析，理清因与果是关键。该句结构复

杂，内容较多，需要在理解时定位到正确答案。

６５．Ｆｒｏｍ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４ｗｅｃａｎｉｎｆｅｒｔｈａｔ ．（从第四段，我们可推知　　　　。）
［Ａ］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ｏｈｕｒ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日益增多的合并必定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Ｂ］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ｇｏｏ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ｂｏｔｈ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ｃｏｓｔｓ（世界电信的合并是合并既有利又有

弊的极好典范）

［Ｃ］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ｒ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成本巨大）
［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ｉｌｔｒｕｓｔ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标准石油托拉斯可能影响到竞争）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３１．８％
【考核题型】推断题

【解析】本段首句提到，目前的这股合并浪潮是有利还是有害，有关的例子不多。第二句接着指出，但

是目前数家石油公司的合并，是否会再次对竞争造成威胁却难以预料；１００年前美国的标准石油联合
公司被解散，就是因为当时人们担心它会威胁到竞争。由此Ｄ选项为正确选项。从该段的电信业和
汽车工业的例子可知，企业合并没有带来价格上涨或阻碍技术进步，因而消费者的利益也未受到损

害。所以Ａ选项与原文不符。文中举了世界通信公司的例子只是说明合并没有带来坏处，并没有说
明其有何弊处，故Ｂ不正确。Ｃ选项是本段未涉及的问题。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考点在于第四段第二句内容，考查了考生的段落推断能力。该句用了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ａｔ＋从句结构，在这种结构中，ｔｈａｔ引导的从句表示它的内容与主句所讲的内容相同。不了
解这个句子的特点，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义。

６６．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ｎｅ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ｖ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ａｎｂｅｓａｉｄｔｏｂｅ ．（作者对新的企业合并浪
潮的态度可以说是　　　　。）
［Ａ］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乐观的） ［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客观的）
［Ｃ］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悲观的） ［Ｄ］ｂｉａｓｅｄ（有偏袒的）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５２．２％
【考核题型】作者态度题

【解析】作者在第三段最后两句中，明确指出“所有这一切（推动合并的因素）对消费者来说都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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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财富也在增加。”第四段也举例说明合并没有给消费者和技术进步带来危害。

到了第五段，作者开始提醒人们要避免它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见，作者提到合并浪潮可能产生的正反两

方面的影响，就事论事，并且列举大量数字和事实进行说明。所以作者的态度应该是Ｂ选项。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考点很明显，就是在考作者的态度，解题的关键在于对原文最后三段的剖

析，在最后一段中，作者以提问题的形式提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呼吁大家来关注。

【解题点津】作者在文中一般使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词汇（尤其是形容词和动词），或者引用专业和权

威人士的话去表明自己的态度。

Ｐａｓｓａｇｅ５

文章大意

本文是一篇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散文，主题是关于美国人追求简朴生活的潮流。文中作者首先叙述了

自身生活态度和方式的转变，进而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全文夹叙夹议，最后得出结论：改变生活方式的

原因是因为自己有限的能力。第一至三段，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为引子，引入文章话题。然后直落文章主

题：放慢生活节奏。第四段，指出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更简单生活已被人们接受，并以实例来说明其普

遍性。第五、六段，分析这种趋势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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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ｅｎＩ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ｑｕｉｔｍｙ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
ｎｅｖｅ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ｔｏ① ｍｅｔｈａｔＩｍｉｇｈｔｂｅｃｏｍｅａｐａｒｔｏｆａ
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ｎｄ．（难句） Ａ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ｏｖｅｔｈａｔ
ｈｕｒｔｍｙ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ｅｄｍ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


ｒｅｓｓ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ｍｅｔｏ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②

ｃａ

ｒｅ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ｏｆ③

ａ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ｃｏｖｅｒｅｄｍｙｅｘｉｔｂｙ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Ｉｗａｎｔｅｄｔｏ
ｓｐｅｎｄｍｏｒ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ｍｙｆａｍｉｌｙ


”．
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ｙ，ｓｏｍｅｔｗｏ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ｗｏｎｏｖｅｌｓ

ｌａｔｅｒ，ｍ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ｗｈａ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ｅｒｍ“ｄｏｗｎ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ｍｙｔｉｒｅｄｅｘｃｕｓｅｉｎｔｏ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难句） 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ａ

ｐａｓ
ｓｉｏｎａｔ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ａｖｉｎｇｉｔａｌｌ


”，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ｙＬｉｎｄａＫｅｌｓｅ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ｈｅ
ｐａｇｅｓｏｆＳｈ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ｉｎｔｏａ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ｉｓｈａｐｐｙｔｏｓｅｔ
ｔｌｅｆｏｒ④


ａｂｉ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难句） Ｉｈａｖ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ｓｐｅｒｈａｐｓＫｅｌｓｅｙｗｉｌｌ

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ｍｕ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ｄｒ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Ｓｈｅａｆｔｅｒａｂｕｉｌｄｕｐ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ａｔ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ｔｈｅ


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 ｏｆ“ｊｕｇｇｌｉｎｇ 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ｉｎｔｏ“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ｉｔｆａ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ｅ
ｗａｒｄｓｔｈ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


ｓ．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ｍｅ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ｄｏｆｌｉｆｅＫｅｌｓｅｙｕｓｅｄ
ｔｏ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ａｎｄＩｏｎｃｅｅｎｊｏｙｅｄ：１２ｈｏｕ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ａｙ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ｆｅａｒｆｕｌ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ｐａｒｅｎｔ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ｉｍｅ”．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ｍｏｖｅ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ｔｏａｓｉｍｐｌｅｒ，

　　当我决定辞去自己的全职工作时，我从未
想到自己会成为国际新潮流的一分子。（６７）
一次平级人事调动伤害了我的自尊，也阻碍了

我的事业发展，这件事促使我放弃了那份相对

体面的工作；但是，我以一种失宠的政府大臣的

口气宣称，“我想多陪陪家人”，以此来掩盖我辞

职的真正原因。

奇怪的是，当我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完

成了两部小说之后，我的这种被美国人称为“放

慢生活节奏”的尝试已经将我那老掉牙的借口

转化成了现实。（６８） 如今我已经从一个“拥
有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７年中在《她》
这本杂志里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一个

很容易心满意足的女性。

 我发现，放弃那种“忙碌应对生活”
的生

活哲学而选择“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


这样做


带来的回报要比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更多；由于压力过大，


也许有一天凯尔西在经

历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并辞去《她》


杂志的职务之

后———这一举动会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我想

离职后的她或许也会有与我同样的发现


。（６９）
什么也不能够使我重返凯尔茜曾经宣扬的、我

本人也曾钟爱的那种生活了：１２小时的工作日、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最后期限、工作中尔虞我

诈的紧张气氛以及为人父母的“最佳时期”的

限制。

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一种更简单、更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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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ｉｓａ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ｒｅｎｄ．
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ｉｍｐｌｉｃｉ
ｔｙ”—ｈａｓ，ｉ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ｅｖｅｎｂｒｅｄａｎｅｗａｒｅａｏｆｗｈａｔｍｉｇｈｔ
ｂｅｔｅｒｍｅｄａｎｔｉ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ｅｓｔｓｅｌｌ
ｉｎｇ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ｓｅｌｆｈｅｌｐ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ｗａｎｔｔｏｓｉｍ
ｐｌｉｆｙ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Ｔｉｇｈｔ
ｗａ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ｔｈａｔｇｉｖ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ｕｓｅｆｕｌｔｉｐｓｏｎ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ｃｌｉｎｇｆｉｌｍ 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ｓｏａｐ；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ｅｖｅ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ｗａｎ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ｍｉｄ９０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ｄｒｏｐ
ｐｉｎｇｏｕｔ．

Ｗｈｉｌ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ａｓａ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ｓｓ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瑏瑠 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８０ｓ—ａｎｄｉｓｓｔｉｌｌ
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ｒｉｆｔ，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ｔｌｅａｓｔ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ｗｎｓｈｉｆｔｅｒｓｏｆｍｙ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ｗｅ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ｏｕｒｌｉｖ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ｏｆｍ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ｗｅｒｅｕｒｇｅｄｔｏ
ｋｅｅｐ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８０ｓ，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ｉｄ
９０ｓｉｓｎｏｔｓｏｍｕｃｈａ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ｍｙｔｈｉｃａｌ瑏瑡 ｇｏｏｄｌｉｆ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ｙｏｕｒｏｗ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ｉｎｇ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ｏｎｅ—ａｓ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ｒ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具有实物主义特性的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人们

乐于接受的风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慢生

活节奏（在美国也被称为“甘愿简朴”）的生活

方式居然为所谓的“反消费主义开辟了一个新

领域，市面上有许多畅销的有关放慢生活节奏

的自助书籍，这些书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想要过

简朴生活的人；还有一些时事通讯，如《守财奴

报》，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提供包罗万象的实用

小窍门，从回收保鲜膜到自制肥皂；甚至还有互

助小组帮助那些人按９０年代中期脱离传统社
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７０）在美国，虽然这种趋势一开始是对经
济衰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８０年代晚期企业
缩小规模导致大规模裁员，它也与提倡节俭的

政治策略有关，但是在英国，至少在我认识的那

些放慢生活节奏的中产阶级中，寻求简朴的生

活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整个８０年代，我们这一代女性被迫忙碌地
应付生活；９０年代中期过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争取个人极限的自我认

可，而不是去追求那种自己种有蔬菜并试图与

之合一的神话般的美好生活。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ｏｖｅｔｈａｔｈｕｒｔｍｙ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ｅｄｍ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ｒｏｍｐｔｅｄｍｅｔｏａｂａｎ
ｄｏｎｍ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ａｒｅ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ａ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Ｉｃｏｖｅｒｅｄｍｙｅｘｉｔｂｙ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Ｉ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ｓｐｅｎｄｍｏｒ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ｍｙｆａｍｉｌｙ”．

【结构分析】该句是由ａｌｔｈｏｕｇｈ连接含转折语气的两个分句。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ｏｖｅ是主语，ｐｒｏｍｐｔｅｄ是谓语，前
一分句的主语由一个定语从句修饰，谓语是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ｍｅｔｏｄｏ；后一个分句中用了 ｉｎ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ｏｆ．．．（以……的方式）和ｂｙｃｌａｉｍｉｎｇ．．．两个结构作谓语ｃｏｖｅｒｅｄ的方式状语。

【参考译文】一次平级人事调动伤害了我的自尊，也阻碍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件事促使我放弃了那份相

对体面的工作；但是，我以一种失宠的政府大臣的口气宣称，“我想多陪陪家人”，以此来

掩盖我辞职的真正原因。

２．【文章难句】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ａ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ａｖｉｎｇｉｔａｌｌ”，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ｂｙＬｉｎｄａＫｅｌｓｅ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ｇｅｓｏｆＳｈ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ｎｔｏａ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ｉｓｈａｐｐｙｔｏｓｅｔｔｌｅｆｏｒａｂｉ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结构分析】该句主干是Ｉ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ａ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ｉｎｔｏａｗｏｍａｎ．．．，ａｄｖｏｃａｔｅ后接了 ｏｆ短语作定
语，ｗｏｍａｎ后接了一个定语从句修饰。ｐｒｅａｃｈｅｄｂｙ．．．分词结构用作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定语。
ｈａｖｉｎｇｉｔａｌｌ指“拥有一切”，是一种享乐主义；ｓｅｔｔｌｅｆｏｒａｂｉ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中的ｓｅｔｔｌｅ意为“安
定、定局”，整个短语指“什么都只要一点”，即“很容易满足”。

【参考译文】如今我已经从一个“拥有一切”哲学的（琳达·凯茜过去７年中在《她》这本杂志里所宣扬
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一个很容易心满意足的女性。

３．【文章难句】Ｉｈａｖ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ｓｐｅｒｈａｐｓＫｅｌｓｅｙｗｉｌｌ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ｍｕ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ｄｒ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
ｓｈｉｐｏｆＳｈｅａｆｔｅｒａｂｕｉｌｄｕｐ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ａｔ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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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ｏｖｅｉｎｔｏ“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ｂ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ｉｔｆａ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ｅｗａｒｄｓｔｈ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结构分析】该句的主干是 Ｉｈａｖ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ａｔ前的插入句中ａｓ指代ｄｉｓｃｏｖｅｒ，所以完整的
句子应该是ｐｅｒｈａｐｓＫｅｌｓｅｙｗｉｌ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引导的宾语从句中的主语是并列的动
名词结构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ｏｎｅｓｌｉｆｅ中“ｊｕｇｇｌｅ”原意为“耍把戏”，这
里暗含“忙个不停”的意思，其意为“忙忙碌碌地生活”。

【参考译文】我发现，放弃那种“忙碌应对生活”的生活哲学而选择“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这样做带

来的回报要比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多；由于压力过大，也许有一天凯尔西在

经历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并辞去《她》杂志的职务之后———这一举动会受到公众的广泛关

注，我想离职后的她或许也会有与我同样的发现。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７２）
６７．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ｓｔｒｕ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１？（根据第一段，下面哪项说法正确？）
［Ａ］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ｎｄ．（专职工作是一种新的国际潮流。）
［Ｂ］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ｗａｓ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ｂ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ｏｌｅａｖｅｈｅｒｊｏｂ．（作者因环境所迫而辞去工作。）
［Ｃ］“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ａｎｓ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一次“平级调动”意味着退出全职工作。）
［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ｏｏｅａｇｅｒｔｏｓｐｅｎｄｍｏｒ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作者只是太想多花时间与家人在

一起了。）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４１．９％
【考核题型】是非判断题

【解析】文章第一段第二句讲到，“一次平级人事调动伤害了我的自尊，也阻碍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促

使我放弃了相对体面的工作”。可见，作者并不是心甘情愿辞职的，他辞职是有外因的。Ｂ选项与该
事实相符，是正确答案。Ａ选项与原文不符。第一句说的是我辞去全职工作使我成为国际时尚的一
分子，而不是做全职工作。Ｃ选项错误地把“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ｏｖｅ”理解为放弃全职工作。这里“ａ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ｏｖｅ”指工作的平级调动。第一段末句提到，为了掩饰辞职的真正原因，我找了一个“想多陪陪家人”
的借口，Ｄ选项把借口转化成了现实，是托词而不是事实。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旨在考查考生根据篇章信息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能力。考点

定位在第一段，正确选项中的ｗａｓ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与该段中的ｐｒｏｍｐｔｅｄ相对应，ｌｅａｖｅ与ａｂａｎｄｏｎ相对应，看
到了这一点，解题就不难了。

６８．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作者的尝试表明放慢生活节奏　　　　。）
［Ａ］ｅｎａｂｌｅｓｈ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ｈｅｒｄｒｅａｍ（使她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Ｂ］ｈｅｌｐｓｈｅｒｍｏｌｄａｎｅ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ｉｆｅ（使她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
［Ｃ］ｐｒｏｍｐｔｓｈｅｒｔｏａｂａｎｄｏｎｈｅｒｈｉ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促使她放弃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Ｄ］ｌｅａｄｓｈｅｒ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Ｓｈ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导致她接受《她》杂志的观念）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６５．９％
【考核题型】细节题

【解析】从第二段的“如今我已经从一个“拥有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７年中在《她》这本杂志里
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一个很容易心满意足的女性。”可见Ｂ选项正确，因为她从这次生活经
历中有了重新认识，形成了新的生活哲学。从文章内容可知，“放慢生活节奏”并不是作者原有的梦

想，而是当初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后来她意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种生活方式，所以Ａ选项不对。Ｃ
选项是最初的平级调动带来的结果，而非放慢生活节奏的结果。Ｄ选项恰恰与文中事实相反，文章实
际上结果是抛弃而非接受。该题要求考生从作者的经历去分析其生活态度前后的转变，关键在于把

握第二段末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ｉｎｔｏ．．．”的结构。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既是对原文第二段细节内容的考查，又是对考生对于其中细节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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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能力的考查。

６９．“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ｏｎｅｓｌｉｆ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ｍｅａｎｓｌｉｖｉｎｇａｌｉｆ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ｏｎｅｓｌｉｆｅ”可能指
的是过一种具有　　　　特性的生活。）
［Ａ］ｎ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非实物主义生活方式）　　［Ｂ］ａｂｉ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很容易满足）
［Ｃ］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ｔｒｅｓｓ（极度紧张） ［Ｄ］ａｎｔｉ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反消费主义）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５８．７％
【考核题型】词义题

【解析】这个短语出现在第三段首句，作者把它提出来和“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放慢生活节奏）”比较，显然应
该指与之相反的工作压力大、忙忙碌碌的生活。该段后面还用四个并列的名词短语“１２ｈｏｕ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ａｙ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ｆｅａｒｆｕｌ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ｐａｒｅｎｔ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ｉｍｅ”对它进行解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原意多指“政治事件、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也可指“一个群体或组织内
部为争夺权利和利益的斗争”。如：Ｃｈｕｒ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教会的明争暗斗。显然 Ｃ选项是对这些特征的高
度概括。第四段首句提到的Ａ选项，第二段提到的Ｂ选项和第四段第二句谈到的Ｄ选项都是“ｄｏｗｎ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的特征。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旨在考查考生根据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的能力。考点在第三段首句，

ｊｕｇｇｌｉｎｇｙｏｕｒｌｉｆｅ和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在意思上是相反的。
７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ｄｏｗ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根据本文，美国出
现放慢生活节奏的原因是　　　　。）
［Ａ］ｔｈｅｑｕｉｃｋｐａ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ｆｅ（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Ｂ］ｍａｎｓ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ｏｕｓｓｐｉｒｉｔ（人们的冒险精神）
［Ｃ］ｍａｎｓ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ｍｙｔｈ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人们对神话般经历的追求）
［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经济形势）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６１％
【考核题型】因果关系题

【解析】题干要求考生回答美国出现“放慢生活节奏”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是什么。第五段首句指

出，美国的这一趋势一开始是对经济衰退做出的一种反应，所以Ｄ选项是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的原因。
Ａ选项在文中未提及。末段中提到的“ｒｉｓｋｉｎｇｔｕ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ｏｏｎｅ”并不是指冒险精神，故Ｂ不正确。末段
末句提到，放慢生活节奏不是去追求神话般的美好生活，Ｃ亦不正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可以理解为考查文中内容的因果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考查对文中具体

信息的理解或推断。考点定位在第五段。

ＰａｒｔⅣ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文章大意

这是一篇关于未来科学的文章，文章主要展望了科学技术给人们未来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变化，并

谈及未来科学家对科学突破性进展时间的预测，以及某些技术进步将带来的社会问题，其中突出的例子

就是厨房狂躁症———一种由家用电器智能化引发的心理疾病。第一、二段，通过展望科技给人们生活可

能带来的变化，指出数字化时代就要到来了。第三至五段，未来学家皮尔逊预言计算机与人的连接上会

有突破，以及其出现的时间。第六段，指出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

题目出处／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Ｉｎ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０ｙｅａｒｓｔｉｍｅ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ｒｅｋｈｏｌｏｄｅｃｋ ｗｉｌｌ
ｂｅａ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ｓ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ｃｒｅａｔｅｆｕ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ｙ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ｓ，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ａｌ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ｌｍＴｏｔａｌＲｅ
ｃａｌｌ．

　　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特列克星号的
全息舱面即将成为现实。大脑神经系统和

计算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将创造

出全方位感受的实际环境，使像电影《全部

回忆》表现的实际假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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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ｃａｒ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ｄｉｓａｂｌｅｔｈｅｍ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ｏｆｆｅｎｄ．（７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ｌｌｐｌａｙｗｉｔｈｄｏｌｌ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ｐ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ｂｕｉｌ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ｌｌ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ｗｏｒｋｍａｔ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ｏｏｌｓ，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ｉｎ
ｆｒｏｎｔｏｆｓｍｅｌ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ＢＴｓｆｕｔｕｒ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ａ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ａ
ｍｏ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ｅｗ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ｗｈｅｎｓｕｐ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ｌｌ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ａｌｌａｒｅａｓｏｆ
ｌｉｆｅ．

（７３）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ａｓｐｉｅｃ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ｕｎｉｑｕ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ｈａｔ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ｗｈｅｎｗｅｃａｎｅｘ
ｐｅｃｔ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ｋｅ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ｔｏ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①ａｎｄｄｏｚｅｎ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ｕｓｅ②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ｗａｎｄ２０４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ａｌｓ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ａ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ｈｕｍａｎ

ｌｉｎｋｓ．“Ｂｙｌｉｎｋ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ｏｏｕｒ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ｐｉｃｋｕｐ③ ｗｈａｔｗｅｆｅｅｌａｎｄ，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ｏｏｓｏ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ｓｔａｒ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ｆｕ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ｌｉｋｅｔｈｅｈｏｌｉｄａｙ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Ｒｅｃａｌｌｏｒ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ｒｅｋｈｏｌｏ
ｄｅｃｋ，”ｈｅｓａｙｓ．（７４）Ｂｕｔｔｈａｔ，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ｏｆ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ｌｏ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ａｆｕｌｌ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ｕｍ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ａｒｓｏｎ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ｐｕｔｄａｔｅｓｔｏｍｏｓｔ
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ｎ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ｆｏｒｗｈｅｎ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ｖｅｌｗｉｌｌｂｅａｖａｉｌａ
ｂｌｅ，ｏｒｗｈｅｎｈｕｍａｎｃｌｏｎｉｎｇｗｉｌｌｂ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ｏｒｗｈｅｎｔｉｍｅ
ｔｒａｖｅｌｗｉｌｌ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ｕｔｈｅｄｏｅｓｅｘｐｅｃｔ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ａ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ｂｏｏｍｉ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ｍｅｒａｓｗｉｌｌ，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ａｕ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２０１０，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ｌｉｆｅｌｉｋｅ ｒｏｂｏｔｓｗｉｌｌｍｅａｎｐｅｏ
ｐｌｅ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ｒｈｕｍａｎ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ｏｉｄｓ．（７５）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ｓｍａｒ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ｏｆａｎｅ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

（７１）届时，将出现由机器人主持的电视
谈话节目以及装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一旦

这些汽车排污超标（违规），监控器就会使汽

车停驶。（７２）儿童将与装有个性化芯片的
玩具娃娃玩耍，具有个性内置的计算机将被

视为工作伙伴而非工具，人们将在气味电视

机前放松自己，那时数字化时代就到来了。

根据ＢＴ的未来学家皮尔逊所预见，这
些都在新千年前几十年发展计划之内。那

时，超级计算机将急剧加速生活各个领域

的发展。

（７３）皮尔逊汇集了世界各地数百位研
究人员的成果，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新技术

千年历，它列出了我们有望看到的数百项

重大突破和发现的最迟日期。数项最大的

发展将在医学方面———包括延长人的寿命

和从现在到 ２０４０年之间陆续投入使用的
数十种人造器官。

皮尔逊还预言，在计算机与人的连接

上会有突破。他说：“通过直接与我们的神

经系统连接，计算机可以感知我们感觉到

的东西，并且，它有希望模仿感觉，致使我

们能够发展全方位感知环境，就像电影《全

部回忆》中的假期或特列克星号上的全息

舱面。”（７４）但皮尔逊指出，这个突破仅仅
是人机一体化的开始：“它是人机一体化漫

长之路的第一步，最终人们在下世纪末之

前会研制出完全电子化的仿真机器人。”

通过研究，皮尔逊能够指出大多数可预

言的突破的时日。然而，对于何时能够进行

超光速旅行，何时人类克隆技术能够完善，

何时时间旅行将成为可能，仍未作出预测。

但他的确预料到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社会

问题。比如，住宅区附近监视器的猛增在

２０１０年会引发问题；逼真的机器人将意味着
人们可能无法区分人类朋友和仿真机器人。

（７５）家用电器将会变得如此智能化，以至于
控制和使用它们会引发一种新的心理混

乱———厨房狂躁症。

翻译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５４３；满分为１５分；考生平均得分为８．１０分）
７１．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ｃａｒ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ｄｉｓ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ｏｆｆｅｎｄ．
【考核知识点】定语从句

５２

【红宝书】考研英语１０年真题———２００１年试题答案系统精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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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句子的主干是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ａｎｄｃａｒｓ．．．，其中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
和ｃａｒｓ均为本句主语。本句采用 ｔｈｅｒｅｂｅ句型的将来时，译成“将会出现……，将有
……”。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ｒｏｂｏｔｓ是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修饰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由于不太长，翻译时可前
置。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ｓ（污染监控器）接的定语从句 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ｄｉｓａｂｌｅ．．．ｏｆｆｅｎｄ并不是起修
饰限定作用，翻译时不能把它前置做定语，否则句意不合习惯。此从句实际是说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的功能。译时应分译，独立成句。定语从句中包含一个 ｗｈｅｎ引导的时间状语
从句。

【翻译要点】定语从句中ｔｈａｔ的先行词为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ｓ而不是ｃａｒｓ。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是由西方传入、近
年来在我国也广为流行的电视谈话节目；ｈｏｓｔ作名词有“（男）主持人”的意思，作动词是
“主持”；ｏｆｆｅｎｄ本意是“做错事，违规”，在这里根据上下文，意思应当是汽车“排污超标”；
ｄｉｓａｂｌｅ的意思也应当根据上下文确定：“使（汽车）停驶”。

【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ｒｏｂｏｔｓ
将会有机器人主持的谈话／聊天／讨
论／表演

将有被机器人安装的电视聊天节目；（ｈｏｓｔｅｄ错译扣１分）

ａｎｄｃａｒｓ．．．ｔｈｅｍ
和有污染监控器装置的汽车，这些装

置致使汽车失灵／无法运行／瘫痪／不
能前进／不能开动／将阻止汽车开动

关系代词ｔｈａｔ如指汽车，则扣１分
ｄｉｓａｂｌｅ错译扣０．５分
ｔｈｅｍ（指汽车）指代关系错译，如译成监控器，扣１分，
但本部分扣分最多不得超过１分。

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ｏｆｆｅｎｄ 当汽车排污超标。 当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冒犯时。（本段中ｏｆｆｅｎｄ错译扣１分）

【参考译文】届时，将出现由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以及装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一旦这些汽车

排污超标（违规），监控器就会使汽车停驶。

【评分样题】
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ｔｓｈｏｗｓ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ｒｏｂｏｔｓ，

（１分）
ａｎｄｃａｒ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ｄｉｓａｂｌｅｔｈｅｍ

（１分）
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ｏｆｆｅｎｄ．

（１分）
例１．将有由机器人主持的电视闲谈节目和装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当汽车违反污染控制时，污染控

制器将使汽车无法运转。（３分）
例２．将会有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聊天节目产生，并且有带污染监控器的汽车。在汽车违反规章时就会

不能前进。（２分）
例３．将会出现被机器人控制的电视聊天节目，以及带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在破坏环境时，使司机不

能工作。（１分）
７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ｌｌｐｌａｙｗｉｔｈｄｏｌｌ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ｐ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ｂｕｉｌ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ｌｌ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ｗｏｒｋｍａｔ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ｏｏｌｓ，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ｓｍｅｌ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
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ｅｄ．
【考核知识点】ｗｉｔｈ结构和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的译法
【结构分析】四个分句是并列句，但从逻辑上看，最后一句是总结性的。句子框架为：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ｌｌｐｌａｙ

ｗｉｔｈｄｏｌｌ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ｌｌ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ｗｏｒｋｍａｔｅｓ．．．，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
ｓｍｅｌ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ｅｄ．其中分词短语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ｐｓ
作定语，修饰ｄｏｌｌｓ；介词短语ｗｉｔｈｉｎｂｕｉｌ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作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的后置定语；宾语ｗｏｒｋ
ｍａｔ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ｏｏｌｓ是并列结构，表示选择。

【翻译要点】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ｂｕｉｌ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词组中，ｉｎｂｕｉｌｔ为“内在的，内置的”含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为“人
的性格”之意。根据常识，计算机能具有人的性格特征，肯定是制作时放入了某种装置，因此，

该词组可灵活地翻译为“具有个性内置的计算机”。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后的ｗｉｔｈ结构是“带有、具有”的
意思；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表示的是否定，一般译做“而不是”这一点在翻译题中数次出现过。

【词汇难点】

６２

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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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ｌｌｐｌａｙ．．．ｃｈｉｐｓ
孩子们将与装有个性集成电路块的玩具

娃娃玩；孩子们将会玩装有集成电路块的

有个人性格的玩偶。

孩子们将要玩具有性格集成块的玩具；ｄｏｌｌｓ译成“玩具”扣
０．５分；ｃｈｉｐｓ译成“锌片”扣０．５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译成“个人”
扣０．５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ｏｏｌｓ
带有内装个性的计算机将被认为是同事

而不是工具；内部装有人格化芯片的电脑

将不会被看作工具而是被看作工作同伴。

具有性格的计算机将被看作是同事而不是工具。

（ｉｎｂｕｉｌｔ错译或漏译扣０．５分）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ａｒｒｉｖｅ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译为“放松、休息、消遣、娱乐”
均为可接受译法。）

休息时前面的计算机就会发出气味（扣１分）。（本段译
文基本意思正确，个别词错译或漏译均扣０．５分）

【参考译文】儿童将与装有个性化芯片的玩具娃娃玩耍，具有个性内置的计算机将被视为工作伙伴而

非工具，人们将在气味电视机前放松自己，那时数字化时代就到来了。

【评分样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ｌｌｐｌａｙｗｉｔｈｄｏｌｌ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ｐｓ，

（１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ｂｕｉｌ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ｗｏｒｋｍａｔ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ｏｏｌｓ，

（１分）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ｓｍｅｌ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ｅｄ．

（１分）
例１．孩子们将会与装有个性化集成电路片的玩偶玩耍，内装个性的电脑将被认为是工作同伴而不是

工具，消遣将会在释放气味的电视机前进行，那就是说数字化时代就已到来。（３分）
例２．孩子们将用装有人的性格的玩具玩，内装性格的计算机将被看作是同伴而不是工具，娱乐将出

现在有气味的电视机前面，数字化时代将已到来。（２分）
例３．孩子们能够与安装了人工智能的玩具玩，电脑一旦安装了个性程序，它将视为伙伴而不是工具，

看有香味的电视的时代即将到来。（１分）
７３．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ａｓｐｉｅｃ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ｕｎｉｑｕ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ｈａｔ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ｗｈｅｎｗｅｃａｎｅｘｐｅｃｔ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ｋｅｙ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ｔｏ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
【考核知识点】定语从句

【结构分析】该句为复合句。句子框架为：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ａｓｐｉｅｃ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ｈａｔ．．．本句中，ｔｈａｔ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ｗｈｅｎｗｅｃａｎｅｘｐｅｃｔ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ｋｅｙ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ｔｏ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为ｃａｌｅｎｄａｒ的定语，其中包括一个由ｗｈｅｎ引导的时间
定语从句（修饰ｄａｔｅｓ）。ｔｏ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是不定式短语作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翻译要点】ｗｈｅｎ引导的从句是表时间的定语从句，不要误认为是状语从句。ｐｉｅｃ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意为“汇
集”；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意为“最近的日期”；ｋｅ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意为“重大突破”。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意
为“发生”，句中由于有ｗｅｃａｎｅｘｐｅｃｔ（我们有望），因此只能将这部分翻译成“我们有望看
到的”或“有望发生的”。

【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ｐｉｅｃ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汇集；收集；综合；拼集在一起。 召集／让……在一起（工作）；拼凑；记载；整理；统计；组装（扣０．５分）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世界各地；全世界；来自全世界 周围世界；关于世界的；有关该领域的（扣０．５分）

ｕｎｉｑｕｅ 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唯一的。 统一的；天才的（扣０．５分）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技术千年历；千年技术日历。 技术方案；科技日记／记录；入门技术计划；微型技术日历（扣０．５分）

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 最近／迟日期。 最新时代特征；新的数据／材料；最新日期／信息（扣０．５分）

ｗｈｅｎ．．．ｋｅ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重大突破；关键性突破。 当……时（扣１分）；关键破迷／难题。

７２

【红宝书】考研英语１０年真题———２００１年试题答案系统精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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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皮尔逊汇集了世界各地数百位研究人员的成果，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新技术千年历，它列

出了我们有望看到的数百项重大突破和发现的最迟日期。

【评分样题】
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ａｓｐｉｅｃ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１分）
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ｕｎｉｑｕ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ｅｓｗｈｅｎｗｅｃａｎ

（１分）
ｅｘｐｅｃｔ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ｋｅ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ｔｏ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

（１分）
例１．未来学家皮尔逊已将世界上数以百计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拼合起来，制成了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

历，它将给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几百个重要发现和突破发生的最近的日期。（３分）
例２．皮尔逊已将世界上成百科研者的工作综合起来，制成了一个独二的千年技术年历，给了我们一

个最近日期，当我们能希望数百关键发现和突破不断出现。（２分）
例３．破尔森把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科研者的工作总集起来，产生一项技术，即当我们能期望找到百把

钥匙并有所发现时，它能给出最新的数据。（１分）
７４．Ｂｕｔｔｈａｔ，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ａｆｕｌｌ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ｕｍ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考核知识点】定语从句

【结构分析】句子主干为 ｔｈａｔ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为主系表结构。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属插入语成分，主句实际上是 ｐｏｉｎｔｏｕｔ的内容。第一个 ｔｈａｔ是紧承上文，指前
两句中提到的电脑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突破。引号中的话根据上文应该是 Ｐｅａｒｓｏｎ所说。
ｉｔ指代紧跟它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体化）。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ｃｅｎｔｕｒｙ是修饰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定语从句。由于定语太长，不适宜在文中作前置定语，只能另起一句，用重
复先行词的办法，或把定语从句译作并列句。

【翻译要点】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为插入语，插到了主表结构之间，译作主句。“Ｂｕｔｔｈａｔ，．．．”结构中的
ｔｈａｔ并非连接词，而是代词。ｌｅａｄｔｏ．．．意为“会使……，导致……”；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意为“人机一体化”；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ｕｍａｎ意为“电子化的仿真机器人”

【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Ｂｕｔ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是人机综合的起点；

……是人机集成的开端；

……是人和机器结合的开始；

……是人和机器结为一体的开端；

……是人机集成技术的一个开端。

ｔｈａｔ所指代的内容不译出扣０．５分；
人造机器集成的开端；

这仅仅是人造机器人集成工艺的开始；

如果人造机器的研究开始；

那仅仅是人造机械一体化的开始；

这仅仅是人化机器整体的一个开端；

这仅仅是人机交流的开始；

这预测仅仅只是人类机器时代升级的开始；

这仅是人工机械系统的开始

Ｉｔｗｉｌ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它将成为长期的综合过程的开始；

它将成为漫长的集成历程的开始；

这是一体化漫长过程的开端；

它将成为整体化长久过程的开端。

这将是交流的长期过程的起始。

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ｎｅｘ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这项技术将……人机结合在下世纪末之前

必将最终导致完全的电子人；

这种结合将在下个世纪结束前最终引起完

全电子人的出现。

……将引导我们……实现全电子人类；

……将在下世纪之前；

……并将导致完全电子人类直到下个世纪末；

……“电子人”最终出现的时间可能要到下世纪末；

将会产生全电子人类。

【参考译文】但皮尔逊指出，这个突破仅仅是人机一体化的开始：“它是人机一体化漫长之路的第一

步，最终人们在下世纪末之前会研制出完全电子化的仿真机器人。”

８２

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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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样题】
Ｂｕｔｔｈａｔ，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分）
“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分）
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ａｆｕｌｌ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ｕｍ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１分）
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例１．但是，皮尔森指出这种进步仅仅是人和机器结合的开始：“人与机器的结合将是一个很长的进
程，这只是一个开端，人机结合在下世纪末之前必将最终导致完全电子人的出现。”（３分）

例２．但是，皮尔森指出，那仅仅是人机综合的起点：“它将成为长期的综合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最终
将引导我们在下个世纪末之前实现完全电子人类。”（２分）

例３．但是，人们也指出，如果人造机器的研究开始：“它将成为一个长时间研究的开始并将导致完全
电子人类直到下世纪末。”（１分）

７５．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ｏｓｍａｒ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ｏｆａｎｅ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
【考核知识点】词语语义的选择

【结构分析】该句为复合句。句子框架为：．．．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ｏｓｍａｒｔｔｈａｔ．．．。ｔｈａｔ后
接结果状语从句，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为从句的主语；ｏｆａｎｅ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是介词短语作定语，修饰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破折号的作用是解释说明，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是 ａｎｅｗ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的同位语。

【翻译要点】ｓｍａｒｔ本意为“巧妙的，（人）聪明的”，但这里需要结合上下文理解为“智能化的”；ｂｒｅａｋ
ｏｕｔ一般译为“爆发”，但是文中的“心理疾病”或“心理紊乱”（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不
与“爆发”搭配，所以意译为“引起，引发”；同理 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亦不可直译为“厨房暴怒”，
翻译时要尽量与心理疾病的用词挂上钩。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意为“家用电器”；ｒｅｓｕｌｔｉｎ意为
“产生某种作用或结果”。

【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家庭电器；家用电器。
家具、家庭设施；家用机器人。（注：没有译出“电器”，扣

０．５分。）

ｓｍａｒｔ 聪明、有智慧。
精巧、精细、精致；轻巧、轻松；便捷、漂亮、方便、迷人；敏

锐、突出、简单、轻松；精密（注：ｓｍａｒｔ错译扣０．５分。）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 爆发，出现，发作，发生。
泛滥，突破，打破，开始；问世，破坏，发泄；变革。（注：ｂｒｅａ
ｋｏｕｔ错译扣０．５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心理混乱；心理不正常；心理失调；心理紊乱，

心理错乱。

心理失衡；心理不平衡；心理扭曲（注：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错译扣０．５分。）

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
厨房愤怒；厨房盛怒；厨房烦躁、厨房狂躁症；

厨房生气、厨房火气；厨房怒气。

厨房抑郁症、厨房危机；厨房生气了、厨房紊乱；厨房革命、

厨房范围；厨房心态。（注：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错译扣０．５分。）

【参考译文】家用电器将会变得如此智能化，以至于控制和使用它们会引发一种新的心理混乱———厨

房狂躁症。

【评分样题】
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ｏｓｍａｒｔ

（１分）
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ｏｕｔ

（１分）
ｏｆａｎｅ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ｋｉｔｃｈｅｎｒａｇｅ．

（１分）
例１．家用电器也将变得如此有智慧，以至于操作和控制它们将导致一种新的心理混乱的爆发———厨

房愤怒。（３分）
例２．而且家庭用具也将变得这样灵敏，以至于控制和操作它们就会导致一种新的心理失衡的爆

发———即所谓的厨房火气。（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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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３．家庭供应也将变得如此精细，以至控制和操作它们将会导致新心理不正常的泛滥———厨房。（１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ⅣＷｒｉｔｉｎｇ
作文类型（作文难度值为０．５５３；满分为２０分；考生平均得分为１１．１０分）
漫画加提纲式写作

写作思路
从标题入手，此漫画核心词为“爱心”，作者把其比喻成一盏灯；“黑暗”象征着困难。显然，一盏灯在越

黑暗的地方越明亮，越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光芒；同理，一个人在越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支持，此

刻爱心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漫画的象征意义在于提倡人们奉献爱心尤其为需要帮助的人献爱心。

提纲接下来要求围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写成三段关于爱的论说文。一方面，考生要能描述具体的事例。这要求考
生既要有扎实的措辞、语法功底和叙事能力，又要能够把举例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

义；另一方面，考生要对所举的事例进行评论。本篇文章从阐释、描述和议论三个方面综合考查考生的写作能

力，要求考生不仅要注意措辞和语法等微观方面的东西（如时态的正确使用，因为叙事必定涉及时态），又要注

意篇章、组织和逻辑等宏观方面的东西（如连词的使用，因为议论必定涉及语篇的连贯和过度）。

文章布局
在坚守三段论基础上应采用叙议结合的方法：第一段需围绕图画展开，写出对图画象征意义的理解；

第二段要求通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ｘａｍｐｌｅ进一步说明该画象征意义，由本题中心可知，举的例子应体现两个要素：
“爱心”和“需要”；第三段应在联系实际、突出中心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建议，即最好的ｓｈｏｗｌｏｖｅ的方式。
漫画式命题强调语言句式的灵活性。针对描述漫画、举例、提建议，需应用各种总结、对照、描写和议论。

句式也因此应体现多样性。

写作误区
１．跑题。有些考生一看到油灯，就认为是写老师的，其实不然。审题不细、想当然、生套文章是考生

在考试中一定要避免的。本题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将写作重心放偏。有的考生过度考虑“越……越

……”，因此写作重心放到了“比较”上———哪里应给爱心，哪里不给爱心，而非“给予”上。更有甚者，讨

论爱心要给得恰当。重心放偏，虽有别于跑题，不会１分没有，但得到８分以上也是很难的。
２．布局不当。本文的深度在很大比例上由例子的深度和广度决定。因此，要想得高分，例子至关重

要。例子应具有广阔的社会性，如“希望工程”、“长江抗洪”等，也可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写身边的下岗

再就业等。切不可泛泛而谈，立意褊狭，或编造一些不切实际的例子。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ｗｏｒｔｈ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ｌｏｖｅ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ｓｔ．Ｉｔｉｓｏｆ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Ｌｏｖｅ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Ｂｕｔ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ｅｓｉｎａｃ
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ｎｅｅｄｓｌｏｖ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
ｌｏｖｅ．Ａｓ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ｌｏｖｅｉｓａｌａｍｐｗｈｉｃｈｉｓ
ｂｒｉｇｈｔｅｒｉｎｄａｒｋ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ｉｓｉｓｉｎｄｅｅｄ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ｆｅｅｌｓｇｒｅａ
ｔｅｒ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ｎｅ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ｄａｒｋ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ｌｉｇｈｔｔｈ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ｙｂｅｅｖｅｎａｄｉｍ① ｌｉｇｈｔｃａｎ
ｇｉｖｅｔｈｅｍｍｕｃｈｈｏｐｅｆｏｒａｂｅｔｔｅｒ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ａｙｂｅｊｕｓｔ
ａｔｈｒｅａｄ② ｏｆｌｉｇｈｔｗｉｌｌ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ｈ③ 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ｍ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ｓｓｔａｒｖｉｎｇ④ ｔｏｄｅａｔｈ，ｊｕｓｔａ
ｌｉｔｔｌ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ｍｙｏｕｍａｙｓａｖｅｈｉｓｌｉｆｅ．Ｏｒｗｈｅｎａｌｉｔｔｌｅ
ｇｉｒｌｉｎａｐｏｏｒ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ｄｒｏｐｓ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ｕｓｔａｓｍａｌｌｓｕｍｏｆｍｏｎｅｙｆｒｏｍｙｏｕｍａ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ｅｒｔｏｆｉｎｉｓｈ

　　在人类所有值得歌颂的感情中，爱可能
是最高贵的。她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爱确

实非常强大有力，但这种强大有力在于行

动。每个人不仅仅需要爱，同时也应该给予

爱。正如图片中所描绘的，“爱心是一盏灯，

在越黑暗的地方越明亮”。的确如此。当急

需时，爱会让人觉得更伟大。生活在黑暗地

方的人比普通人更需要爱。可能微弱的灯

光会给他们很大的希望来追求更美好的生

活和进步。可能一线光明会唤起他们的力

量和勇气来引导他们走出困境。

例如，当有人快要饿死，仅仅需要一点

食物和水，你就能救活他。或者当一个生活

在贫困山村的小女孩因为贫穷而辍学，仅仅

需要一小笔钱，你就能帮助她完成学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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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ｈｅｒｌｉｆｅ．Ｙｏｕ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ｌｏｖｅｗｈｉｃｈｉｓ
ｌｉｋｅａｌａｍｐｉｎａｄａｒｋ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ｌｉｇｈｔｉｓｍｏｓｔ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ｓｕｍｕｐ，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ｏｆｆｅｒｏｕｒｈｅｌｐｔｏａｌｌｗｈｏａｒｅｉｎ
ｎｅｅｄ．Ｗｅｅｘｐｅｃｔｔｏｇｅｔｌｏｖｅ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ｗｅａｌｓｏｇｉｖｅ
ｌｏｖｅ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Ｗｈｅｎｙｏｕｓｅｅ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ｒｉｎ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⑤ ａｎｄｉｎｎｅｅｄｏｆｈｅｌｐ，ｄｏｎｔｈｅｓｉｔａｔｅ⑥ ｔｏ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ｌｏｖｅｔｏ
ｈｉｍ．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ｂｅｈａｒ
ｍｏｎｉｏｕｓａｎｄｏｕ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ｉｌｌｂ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ｕｓｔｏｌｉｖｅｉｎ．

变她的一生。你在最需要光明的黑暗之地

给予了如同灯般温暖的爱。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我们希望从别人那得到爱，我们也应该把

爱给予别人。当你看到有人身处困境、贫困或

是需要帮助，不要犹豫，把你的爱给予他。我

深信人们之间的关系将会很和谐，我们的社会

将会是一个更加适合我们生活的地方。

★ 范文重点词汇及词组注释

　① ｄｉｍ［ｄｉｍ］ａｄｊ．暗淡的，昏暗的，微弱的　　　　④ ｓｔａｒｖｅ［ｓｔｖ］ｖ．（使）挨饿，饿死
　② ｔｈｒｅａｄ［ｒｅｄ］ｎ．线，毛线；主线，思路 ⑤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ｅｓ］ｎ．悲伤，痛苦；贫困
　③ 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ｈ引起，使产生 ⑥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ｈｅｚｉｔｅｉｔ］ｖ．犹豫，迟疑不决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ｗｏｒｔｈ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ｌｏｖｅ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ｓｔ．本句开门见山，一语道破了文章
的主题—爱。采用了最高级形式来说明爱在人类情感中的重要地位。

（２）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ｎｅｅｄｓｌｏｖ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ｌｏｖｅ．本句用了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句型，说明了
爱的两个方面，即每个人不仅仅需要爱，同时也应该给予爱。

（３）Ｙｏｕ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ｌｏｖ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ｉｋｅａｌａｍｐｉｎａｄａｒｋ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ｌｉｇｈｔｉｓｍｏｓｔｎｅｅｄｅｄ．本句虽短，却包含了
两个定语从句，第一个是ｗｈｉｃｈ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ｌｏｖｅ，第二个是ｗｈｅｒｅ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ｐｌａｃｅ。

２００１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与过去的试卷相比，２００１年的试卷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词汇与语法题量减少，完形填空题量变成
２０题；写作题分值也增为２０分。总的来说，试卷难度适中，据考试中心抽样统计，考生平均分为５２．９７分
（全国考生实际均分为５０．９分）。
　１．完形填空难度很大，满分１０分，平均分才４．７６分。第３２，３３，３５，３９，４４，４６，４８，５０都比较难，这几道
题要么涉及词的准确含义，要么涉及词的使用知识。前者说明考生对词义的准确把握还有待提高，后者

则说明考生还需增加阅读量，了解词汇的实际使用知识，以增强语感。

　２．阅读理解部分难度适中，平均分为２２．９０。有考生反映第一篇文章不好懂，可能是文章涉及背景知
识、语义过于抽象。也有考生说，最后一篇文章难懂，其原因在于考生还不能借上下文理解概念，加之文

中的长句较多。由此可见，进行大量的阅读及难文的精读大有必要。第５３题（逻辑结构），５５题（推断），
６１题（细节），６５题（推断）有些难度，考生应注意研究和归纳，做题体会才会有提高。
　３．翻译题满分１５分，平均分为８．１０分，难度适中。考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句法结构的正确理解，以及
词语的理解和表达上，如不少考生对７１题的句内修饰关系不清楚，将句子错译成：“电视台将播放机器人
演的节目”及“会有机器人为你提供电视节目，汽车自带的污染管理员会处理汽车的干扰”。还有不少考

生不认识ｒｏｂｏｔ，ｈｏ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等词汇，可见，考生的基本功仍需提高。
　４．作文满分２０分，平均分为１１．１０分。本篇作文的可写性很强。首先要看懂题目，不能跑题。其次，要挖掘
题目的深层含义，将文章尽可能写得生动充实。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在平时的学习和应考时，要加强语言基本

功的训练和积累，掌握足够的词汇和规范的英语表达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在考试作文中获得理想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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