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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四大特点

★ 词汇 分类注释

★ 难句 精细剖析

★ 答案 详细解析

★ 考点 分析点评

（经典　专业　权威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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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四个显著特点

《【红宝书】考研英语１０年真题（系统精析）》自２００４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了广大
考生的一致好评。本书最显著之处是准确地把握了考研英语的“命题特点”和“命题规律”，阐明了考

研英语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对考点剖析得系统、深入，针对性十分强。凡认真阅读过本书的

考生都收益很大。它已帮助无数学子成就了考研梦想。本书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一、词汇 分类注释

读不懂文章的第一个原因，首先是对词汇的认知程度达不到要求，即对词汇的掌握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深度上都不够。因此，本书通过对１０年考研英语试题中词汇出现频率的数据统计及对英语水
平一般的考生进行测试调查和抽样分析，最终确定了１０年考研英语试题每篇文章中的重点词汇和难
点词汇，并将其划分为：大纲词汇、超纲词汇和重点词组。

对列出的“大纲词汇”，分别从国际音标、词性、词义、例句、同义、反义、派生和辨析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解析，力求挖掘大纲词汇的深度；对“超纲词汇”和“重点词组”的注释侧重使考生加深了解和认

识。为了使考生复习方便，我们特意将词汇注释部分另外印刷成册，这样考生既可以先掌握１０年真
题词汇，然后再做真题；亦可在做真题时便于查词，从而大大提高复习的效率。

二、长难句 精细剖析

读不懂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章中出现了“长难句”的缘故。“长难句”无疑是阅读理解和

英译汉的“拦路虎”。长难句无非有两大特点：一是复杂的句子结构；二是句子中的词汇经常会出现一

词多义和熟词僻义的现象。第一点重在考查考生对语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第二点则是考查考生对

词汇掌握的深度。因此，本书分别从上述两个方面对“长难句”进行了图解和文字解析，特别对英译汉

部分的划线长难句更是不遗余力地从句子结构、翻译要点和词汇难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从而有效地帮助考生学习和攻克考研长难句。

三、答案 详细解析

对考生来讲，如何在读懂了句子和文章的基础上快速、准确地答题呢？一方面，考生必须了解考

研英语试题各部分（英语知识运用、阅读理解、写作）的“出题形式”、“考核知识点”、“考核题型”及

“评分标准”；另一方面，考生必须熟练掌握各部分题型的“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和“解题技巧”。本

书在答案解析过程中，本着简洁明了、有理有据、分析现象、抓住本质的原则，对英语知识运用（完形填

空）、阅读理解（Ａ、Ｂ部分）分别从“答案及答对率”、“考核题型”及“选项定位分析”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详解；对英译汉部分则给出了“考核知识点”、“翻译要点”、“词汇难点”和“评分样题”；对写作部分

则突出了两点：一是使考生学会正确审题，二是使考生能够掌握应用文和一般性短文的写作方法，并

且对重点句式和考研常用写作词汇也有所学习和掌握。

四、考点设计 点评

每一道考试的题目都是命题人有意设置的。通过这些题目，一方面是要起到考查考生的英语书

面语言运用的能力和水平；而另一方面也是命题人在与考生“斗智斗勇”。因此，通过对每道题目的分

析，搞清命题者的“出题思路”和“命题方法”，这无疑是找到了破解密码的钥匙。通过对“考点设计点

评”，我们力求对考生找到“密钥”能有所帮助。

最后，希望考生和我们共同努力，攻克考研英语，在新一年的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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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陆 红宝书 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下载真题 ＭＰ３录音及其他资料）

★ 随本书附赠１５年考研英语试题

★ １０年真题重难点词汇注释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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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真题命题规律及解题精要

　考研英语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１
!!!!!!!!!!!!!!!!!!!!!!!!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１
!!!!!!!!!!!!!!!!!!!!!!!!!!!!!!!!

二、命题的基本原则 １
!!!!!!!!!!!!!!!!!!!!!!!!!!!!!!!!

三、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的编写 １
!!!!!!!!!!!!!!!!!!!!!!!!!!!

　考试大纲的制订和修订 １
!!!!!!!!!!!!!!!!!!!!!!!!!!!!!!

　英语知识应用 ４
!!!!!!!!!!!!!!!!!!!!!!!!!!!!!!!!!!

一、命题形式 ４
!!!!!!!!!!!!!!!!!!!!!!!!!!!!!!!!!!!

二、考查要点 ４
!!!!!!!!!!!!!!!!!!!!!!!!!!!!!!!!!!!

三、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４
!!!!!!!!!!!!!!!!!!!!!!!!!!!!!!

四、解题步骤 ４
!!!!!!!!!!!!!!!!!!!!!!!!!!!!!!!!!!!

五、解题方法 ５
!!!!!!!!!!!!!!!!!!!!!!!!!!!!!!!!!!!

六、复习要点 ６
!!!!!!!!!!!!!!!!!!!!!!!!!!!!!!!!!!!

　阅读理解 １０
!!!!!!!!!!!!!!!!!!!!!!!!!!!!!!!!!!!!

　Ａ节 １０
!!!!!!!!!!!!!!!!!!!!!!!!!!!!!!!!!!!!!

一、命题形式 １０
!!!!!!!!!!!!!!!!!!!!!!!!!!!!!!!!!!

二、考查要点 １０
!!!!!!!!!!!!!!!!!!!!!!!!!!!!!!!!!!

三、阅读理解Ａ节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１０
!!!!!!!!!!!!!!!!!!!!!!!

四、阅读要略 １１
!!!!!!!!!!!!!!!!!!!!!!!!!!!!!!!!!!

　Ｂ节 １５
!!!!!!!!!!!!!!!!!!!!!!!!!!!!!!!!!!!!!!

一、命题形式 １５
!!!!!!!!!!!!!!!!!!!!!!!!!!!!!!!!!!

二、考查要点 １５
!!!!!!!!!!!!!!!!!!!!!!!!!!!!!!!!!!

三、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１５
!!!!!!!!!!!!!!!!!!!!!!!!!!!!!

四、题型分析 １５
!!!!!!!!!!!!!!!!!!!!!!!!!!!!!!!!!!

五、解题方法 １６
!!!!!!!!!!!!!!!!!!!!!!!!!!!!!!!!!!

　Ｃ节 １７
!!!!!!!!!!!!!!!!!!!!!!!!!!!!!!!!!!!!!!

一、命题形式 １７
!!!!!!!!!!!!!!!!!!!!!!!!!!!!!!!!!!

二、考查要点 １７
!!!!!!!!!!!!!!!!!!!!!!!!!!!!!!!!!!

三、评分标准 １７
!!!!!!!!!!!!!!!!!!!!!!!!!!!!!!!!!!

四、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１７
!!!!!!!!!!!!!!!!!!!!!!!!!!!!!

五、解题思路 １８
!!!!!!!!!!!!!!!!!!!!!!!!!!!!!!!!!!

六、翻译技巧 １８
!!!!!!!!!!!!!!!!!!!!!!!!!!!!!!!!!!

　写作 ２１
!!!!!!!!!!!!!!!!!!!!!!!!!!!!!!!!!!!!!!

一、命题形式 ２１
!!!!!!!!!!!!!!!!!!!!!!!!!!!!!!!!!!

二、考查要点 ２１
!!!!!!!!!!!!!!!!!!!!!!!!!!!!!!!!!!

三、评分标准 ２１
!!!!!!!!!!!!!!!!!!!!!!!!!!!!!!!!!!

四、历年考研英语写作命题题型及各题型真相揭秘 ２４
!!!!!!!!!!!!!!!!!!

五、命题趋势 ２７
!!!!!!!!!!!!!!!!!!!!!!!!!!!!!!!!!!

六、考研英语写作万能经典模式———“三段式”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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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１０年真题系统精析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２９

!!!!!!!!!!!!!!!!!!!!!!!!!!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２９
!!!!!!!!!!!!!!!!!!!!!!!!!!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６４
!!!!!!!!!!!!!!!!!!!!!!!!!!!!

２００３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６５
!!!!!!!!!!!!!!!!!!!!!!!!!!

２００３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６５
!!!!!!!!!!!!!!!!!!!!!!!!!!

２００３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９９
!!!!!!!!!!!!!!!!!!!!!!!!!!!!

２００４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００
!!!!!!!!!!!!!!!!!!!!!!!!!!

２００４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１００
!!!!!!!!!!!!!!!!!!!!!!!!!!

２００４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１３０
!!!!!!!!!!!!!!!!!!!!!!!!!!!!

２００５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３１
!!!!!!!!!!!!!!!!!!!!!!!!!!

２００５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１３１
!!!!!!!!!!!!!!!!!!!!!!!!!!

２００５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１６８
!!!!!!!!!!!!!!!!!!!!!!!!!!!!

２００６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６９
!!!!!!!!!!!!!!!!!!!!!!!!!!

２００６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１６９
!!!!!!!!!!!!!!!!!!!!!!!!!!

２００６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２０５
!!!!!!!!!!!!!!!!!!!!!!!!!!!!

２００７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２０７
!!!!!!!!!!!!!!!!!!!!!!!!!!

２００７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２０７
!!!!!!!!!!!!!!!!!!!!!!!!!!

２００７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２４５
!!!!!!!!!!!!!!!!!!!!!!!!!!!!

２００８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２４６
!!!!!!!!!!!!!!!!!!!!!!!!!!

２００８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２４６
!!!!!!!!!!!!!!!!!!!!!!!!!!

２００８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２８４
!!!!!!!!!!!!!!!!!!!!!!!!!!!!

２００９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２８５
!!!!!!!!!!!!!!!!!!!!!!!!!!

２００９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２８５
!!!!!!!!!!!!!!!!!!!!!!!!!!

２００９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３２５
!!!!!!!!!!!!!!!!!!!!!!!!!!!!

２０１０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３２６
!!!!!!!!!!!!!!!!!!!!!!!!!!

２０１０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３２６
!!!!!!!!!!!!!!!!!!!!!!!!!!

２０１０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３６３
!!!!!!!!!!!!!!!!!!!!!!!!!!!!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２０１１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３６４
!!!!!!!!!!!!!!!!!!!!!!!!!!

２０１１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３６４
!!!!!!!!!!!!!!!!!!!!!!!!!!

２０１１年考研英语真题专家点评 ４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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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解析部分示例

（文章英汉对照示例）

文章大意

原文刊登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命题专家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简化。第一、二段，
科学家格雷戈里·克春安和其他几位科学家一道准备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不仅提出了某一族群人比另一

族群人更聪明的观点，而且还解释了引起这种结果的过程。第三段，克春安博士提出智力和疾病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他的论点是：被调查的这群人不同寻常的历史经历很容易使他们遭遇独特的进化压力，从而

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况。

答案／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Ｔｈｅｉｄｅａ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ｙｂｅ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ｔｈａｔｄａｒｅ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ｉｔｓｎａｍｅ①．Ｂｕ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ｏｃｈｒａｎｉｓ１（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ｏｓａｙ
ｉｔａｎｙｗａｙ．Ｈｅｉｓｔｈａｔ２（ｒａｒｅ）ｂｉｒｄ，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ｗｈｏｗｏｒｋｓ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３（ｏｆ）ａｎ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难句） Ｈｅｈｅｌｐｅｄ

ｐｏｐｕ
ｌ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ｉｄｅａ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ｏｔ４（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ｈａｖｅ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ｕｓｅｗｅｒ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ａ
ｒｏｕｓｅｄｍｕ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ｗｈｅｎｉｔ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５（Ｅｖｅｎ） ｈ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ｉｇｈｔｔｒｅｍｂｌｅ? ａｔｔｈｅ

６（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ｗｈａｔｈｅ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ｏｄｏ．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ｈｅ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ｐａｐｅｒ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
７（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ｓ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ｂｕ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ａｔ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ｉｓ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ｇｉ
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难句）
Ｔｈｉｓｇｒｏｕ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ｄｏｗｅｌｌｉｎ②

ＩＱｔｅｓｔ，

　　某一族群比另一族群人更聪明的想
法，是人们不敢明说的假设之一。但格雷

戈里·克春安无论如何都（１）准备说一说
此事。他是一位独立于任何机构之外的

（２）另类型的科学家。 他曾推动普及了
一种观点，即：（４）原先认为不是由细菌引
起的疾病实际上是会传染的。这种观点首

次提出时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但一（６）想到将要做的事，（５）即使他
自己可能也会打冷颤的。他和其他几位科

学家一道准备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不仅

（７）提出了某一族群人比另一族群人更聪
明的观点，而且还解释了引起这种结果的

过程。（８）正在被讨论的这一群人源于中
欧，过程是自然选择的。

 这一族群的人在智力测试中普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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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ｓｃｏｒｉｎｇ）１２—

１５ｐｏｉｎｔ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１０（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ｏｆ

１００，


ａｎｄｈａ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１１（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ｔｏｔｈｅ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


ａｓｔｈｅ１２（ｃａｒｅ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ｅｌｉｔ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ｗｎ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ｓ，
１３（ａｆｆｉｒｍ）．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ｓｕｆｆｅｒ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ｔｈａｎ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ａｓｔ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ｓ，１４（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ａｖ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ｅ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１５（ｐｕｔｄｏｗ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１６（ｖａｌｕｉｎｇ）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ｗａｓｓｅｅｎａｓａ（ａｎ）１７（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Ｄｒ．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１８（ｌｉｎｋｅｄ）．Ｈｉ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ｕｓ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ｓ１９（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ｍｔｏｕｎｉｑｕ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③

ｔｈｉｓ２０（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

现上佳，（９）得分比（１０）均值１００分要高１２
至１５分。他们都对西方人的智力和文化生
活做出过（１１）巨大的贡献。这些精英，包括
几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们的（１２）职业生
涯（１３）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比起大部分人来
讲，也更多地遭遇了基因缺陷所引起的疾

病，如乳腺癌。（１４）然而人们从前认为这些
事是互不关联的。前者 （智力）可以（１５）归
因于社会效应，如浓厚地（１６）看重教育价值
的传统。后者 （疾病）被视为是基因隔离的

（１７）结果。克春安博士提出智力和疾病是紧
密（１８）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点是：这些人
不同寻常的历史经历很容易（１９）使他们遭遇
独特的进化压力，从而导致了这种（２０）矛盾
的状况。

（文章词汇注释示例）
大纲词汇

⒈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ｋｎｔｒｖｓｉ］ｎ．

【词义】争论，辩论：ａｂｉｔｔｅｒ～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ｏｆｔｈｅ
ｎｅｗａｉｒｐｏｒｔ对新机场选址问题的剧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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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ｄｅｂａｔ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ｑｕａｒｒｅｌ
①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指让许多人强烈不赞同或震惊的公开争论。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ｄｅｂａｔｅ，ｄｉｓｐｕｔｅ均可指口头争论。

②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指提出理由或事实，试图在争辩中说服对方，或

促使他人拥护自己倡导的理由或观点。

③ ｄｅｂａｔｅ常指分组或个人的争论，目的是为了辨清真理。

④ ｄｉｓｐｕｔｅ所指的争论常常有目的性，可作争夺用。

⑤ ｑｕａｒｒｅｌ是普通词汇，既可表示温和的争论，也可表示激烈

的争吵。

⒉ ｔｒｅｍｂｌｅ［ｔｒｅｍｂｌ］ｖｉ．
【词义】① 发抖，颤抖：Ｔｈｅｒｏｏｍｉｓｗａｒｍｎｏｗ，ｂｕｔｈｅｉｓ
ｓｔｉｌｌｔｒｅｍｂｌｉｎｇ．房间里现在暖和了，但他仍然哆嗦。
② 摇动，晃动：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ａｓ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ｗｅｎｔｏｖｅｒ
ｉｔ．火车过时地在震动。

⒊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ｈｊｕ（）ｍｎｔｉ］ｎ．
【助记】ｈｕｍａｎ（人）＋ｉｔｙ（名词后缀）→人类
【词义】① 人类；人性：ｄｉｓｇｒａｃｅ～使人类蒙受耻辱
② （ｐ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
Ａｌｌ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ｃｕ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集中于人文科学的研究。

⒋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 ［ｒｉｄｉｎｅｉｔ］ｖ．
【助记】ｏｒｉｇｉｎ（起源）＋ａｔｅ（动词后缀，使……）→
起源

【词义】①发源，产生，引起：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ｓ．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
古希腊。

②开创，发明：Ｗ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ｓｏｕｎｄ？立
体声是谁发明出来的？

⒌ ｅｌｉｔｅ ［ｅｉｌｉｔ，ｉｌｉｔ］ｎ．
【词义】① ［总称］出类拔萃的人（或物），精华：ｔｈｅ～
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社会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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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上层人士，实力集团，精英：Ｔｈｅａｒｍｙｗ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ａｓｍａｌｌ～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ｒｓ．军队由军官中的少数精英
控制。

⒍ ｎａｓｔｙ［ｎｓｔｉ］ａｄｊ．

【词义】① 龌龊的，肮脏的：ａ～ｒｏｏｍ脏乱的房间
／ａ～ｍｉｎｄ卑鄙肮脏的思想
② 下流的，低级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污秽不堪的语
言 ／ｌｉｖｅａｃｈｅａｐａｎｄ～ｌｉｆｅ过低贱的生活
③ 使人难受的，讨厌的，烦人的：ａ～ｓｍｅｌｌ难
闻的气味 ／Ｓｈｅｈａｄａ～ｔｅｍｐｅｒ．她脾气不好。
④ 厉害的，严重的：ａ～ｐｒｏｂｌｅｍ难题

【同义】① ｄｉｒｔｙ，ｍｅｓｓｙ③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ｄｉｓｇｕｓｔｉｎｇ，ｏｆ
ｆｅｎｓｉｖｅ

【反义】ｃｌｅａｎａｄｊ．干净的，整洁的
【词组】① ａｎａｓｔｙｌｏｏｋ凶相
② ｂｅｎａｓｔｙｔｏｓｂ．跟某人闹别扭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ａｉｓｌｅｉｔ］ｖｔ．

【词义】隔离，孤立：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ｏｗ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ｂｙ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ｓ．有好几个城镇因洪水与外界隔绝了。

【派生】①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ｉｓｌｅｉｔｉｄ］ａｄｊ．隔离的；孤立
的，单独的

⒎ ②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ｓｌｅｉｎ］ｎ．隔离，孤立，






 隔绝

超纲词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ｉ）ｓ［ｈａｉｐｉｓｉｓ］ｎ．假说，假设，前提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ｐｐｊｕｌｒａｉｚ］ｖ．使通俗化，普及；宣传 ★（大纲派生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ｋｔｉｒｉｌ］ａｄｊ．细菌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ｋｎ］ｎ．传染（病），感染；影响 ★（大纲派生词）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ｒｉｌｅｉｔｉｄ］ａｄｊ．无关的，不相关的 ★（大纲派生词）
 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ｎｅｔｉｋ］ａｄｊ．遗传的；起源的 ★（大纲派生词）

重点词组

① ｓｐｅａｋｏｎｅ’ｓｎａｍｅ提出
② ｄｏｗｅｌｌｉｎ在……方面擅长；在……方面做得好
③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导致

请登陆 红宝书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下载真题 ＭＰ３录音及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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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难句解析示例）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Ｉｔ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ｏ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ｓｕｉｔｓ
ｏｎｅｔｏａｎｓｗｅ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ｅｌｕｄｅｄ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ｐｏｅｔ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结构剖析】

　① Ｉｔ’ｓｎｏｔ
（主语＋谓语））

ｏｂｖｉｏｕｓ
（表语）

主干

　② ｈｏｗ
（引导词）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主语）

ｓｕｉｔｓ
（谓语）

ｏｎｅ
（宾语）

ｔｏａｎｓｗｅ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补语）

主语从句

　③ ｔｏ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ｏ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后置定语

　④ ｔｈａｔ
（关系代词）

ｈａｖｅｅｌｕｄｅｄ
（谓语）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ｐｏｅｔ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宾语）

定语从句

【结构解析】本句是个典型的

长难句，为“Ｉｔｓ＋形容词＋主语
从句”结构，其中ｉｔ是形式主语。
本句的主体是Ｉｔ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紧
跟的是主语从句，在 ｈｏｗ从句
中，主语是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谓语是
ｓｕｉｔｓ，宾语是ｏｎｅ，ｔｈａｔ引导的是
定语从句，修饰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参考译文】不清楚的是，想像物体和计算数学公式的能力是如何让一个人更适合回答那些难倒了最有
　　名的诗人和哲学家的问题的。
　　【翻译要点】ｉｔ是形式主语，主语从句做真正的主语。
　２．【文章难句】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ｃｏｓｔ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ｏｎｌｙｂ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
　　【结构剖析】

　　① ｔｈｅｙ
（主语）

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
（谓语）

ｏｎｌｙｂ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状语）

主干

　　②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转折连词）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
（主语）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
（谓语）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
（宾语）

让步状语从句

　　③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ｃｏｓｔ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ｓ分词短语

【结构解析】该句子的主干结构

是：ｔｈｅｙ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ｏｎｌｙｂ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其中，ｔｈｅｙ指代的是
上句提到的 ＩＱｔｅｓｔ。分词短语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ｃｏｓ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ｕｎｄｒｅ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修饰主语 ｔｈｅｙ，即 ＩＱｔｅｓ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是让步状语从句。

　　【参考译文】虽然这两种量表的改篇版本在书店和互联网上很流行，但一般这类需花费几百美元的测试，
　　往往只能由心理学家来进行。
　　【翻译要点】分词短语放句首修饰主语，代词ｔｈｅｙ指代的是上句提到的ＩＱ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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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解析示例）

２１．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１ｔｈａｔＧｉｌｂｅｒｔ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ｈａｓ　　　 （根据第１段我们了解到Ｇｉｌｂｅｒｔ的委任
　　　）

选　项 译　文 选项分析 判断依据

［Ａ］ｉｎｃｕｒｒｅ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招致评指。 反向干扰 一段２、３句
［Ｂ］ｒａｉｓｅｄ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引起怀疑。 无中生有 未提及

［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ｃｃｌａｉｍ． 受到表扬。 同义替换 一段２、３句
［Ｄ］ａｒｏｕｓｅｄ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引起好奇。 无中生有 未提及

【答案】Ｃ
【考核题型】事实细节题

【解析】文中首段讲述了２００９年Ｇｉｌｂｅｒｔ被任命一事引起的影响，故答案必出于此段。由首段二句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ａｒｔ，
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可知，人们大部分是对这个任命表示称赞的；三句又引用言行谨慎的音乐评论家Ｔｏｍ
ｍａｓｉｎｉ的话，进一步论证了大家对Ｇｉｌｂｅｒｔ的赞许态度。Ｃ选项是原文的同义转述，故选Ｃ。Ａ选项为反向干扰，文中
虽多次出现ｃｒｉｔｉｃ（评论家），但并非对Ｇｉｌｂｅｒｔ的任命持批评态度。Ｂ选项文中未提及，可能是对三段首句的过度引申。
Ｄ项说引起好奇，是对Ｇｉｌｂｅｒｔ本人的好奇还是对他被任命的好奇？文中没有提及。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一段中事实细节的理解能力，对有感情色彩的词汇的领会是解题的关键。

２２．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ｒｅｇａｒｄｓ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ｓａｎａｒｔｉｓｔｗｈｏｉｓ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 Ｇｉｌｂｅｒｔ是
　　　）

选　项 译　文 选项分析 判断依据

［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有影响力的。 反向干扰 二段１句
［Ｂ］ｍｏｄｅｓｔ． 谦虚的。 同义替换 二段２句
［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 值得敬重的。 无中生有 二段１句
［Ｄ］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有才华的。 无中生有 未提及

【答案】Ｂ
【考核题型】事实细节题

【解析】文中两处提到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而二段中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的话是对 Ｇｉｌｂｅｒｔ的评价，可迅速定位至此。Ｂ项 ｍｏｄｅｓｔ
是对ｕｎｐ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ｕｓ和ｗｉｔｈｎｏａｉｒ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的同义转换，Ｐ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ｕｓ意思是刻意表现自己的重要、
聪明（实际上没有这么聪明），加前缀ｕｎ表示不会夸大自己的重要和聪明，ａｉｒ作“样子、神态”理解。Ａ项反向
干扰，可通过二段首句Ｇｉｌｂｅｒｔ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ｔｔｌｅｋｎｏｗｎ排除。Ｃ项文中没有提及，而且二段首句也基本可以
说明Ｃ选项的错误。Ｄ项文中也没有提及。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考点实际上考查考生对ｕｎｐ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ｕｓ一词的理解，对语境的理解和对基础词的活学活用
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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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汉解析示例）

４７．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ｔｌｉｎｋ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ｏ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ｍａｎｎ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ｌｉｎ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ｆｏｒｇｅｏｎ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ｙ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ｓ．
【结构剖析】

①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状语）

ｉｔ
（主语）

ｌｉｎｋｓ
（谓语）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宾语）

ｔｏ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补语）

主干

② ｉｎａｍａｎｎｅｒ方式状语

③ ｗｈｉｃｈ
（关系代词）

ｉ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
（谓语）

ｔｈｅｌｉｎｋｓ
（表语）

定语从句

④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主语）

ｆｏｒｇｅｏｎ
（谓语）

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
（宾语）

定语从句

⑤ ａｓ
（连接词）

ｔｈｅｙ
（主语）

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
（谓语）

ｔｈｅｎｅｗｓ
（宾语）

方式状语

【结构解析】此句的主干是：

ｉｔｌｉｎｋ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ｏ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ｍａｎｎｅｒ是
方式状语，ｗｈｉｃｈ引导的定语
从句修饰 ｍａｎｎ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ｆｏｒｇｅｏｎ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是 ｌｉｎｋｓ
的定语从句；ａｓ引导的是方
式状语。

【考核知识点】定语从句和词组用法

【翻译要点】句中ｉｔ指代的是上文提到的ｌａｗ，这一点要译出来。ｏｎ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字面意思是“以每天作基础”，
　　　 　 　这里依句意可简化译为“每天”。
【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 就像；与……相似；与……一样 相对平行的；并列的；与之并存的 （错译或漏译扣０．５分）

ｏｎ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 每天的做法 每天的基点；日常基础

【参考译文】另一方面，法律学科将这些观念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就好比记者们在报道和评论新闻每天的做法

　　　　　　一样。

【评分样题】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ｔｌｉｎｋ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ｏ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０．５分）

　　　　ｉｎａｍａｎｎ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
（０．５分）

　　　　ｔｈｅｌｉｎ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ｆｏｒｇｅｏｎａｄａｉｌｙｂａ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ｙ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ｓ．
（１分）

例１．另一方面，法律学科将这些观念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就好比记者们在报道和评论新闻每天的做法一
样。（２分）
例２．另一方面，它将法律概念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其联系的方式正如记者与其日常报道的和评论的新
闻之间的联系一样。（１．５分）
例３．另一方面，它把法律概念与每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像旅行家每天进行评论一样。（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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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命制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考试试题的主要依据是《大纲》。命题时要遵循“两个有利于”的

指导思想，即：既要有利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又要有利于高等学校公共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一方面

要求这项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能对考生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甄别，从而选拔出具备较好的英语语言知

识和运用能力的考生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科研机构学习深造；另一方面要求此项考试的设计有利于大学公

共英语教学，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命题的基本原则
命题时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１试题应体现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常模参照性和水平性的特点和要求。试题应具有适当的难度和较
高的效度、信度及区分度。

２试题应严格按照《大纲》的要求命制。所考查的知识点不应超过《大纲》中规定的评价目标，题型和题
量应严格按照《大纲》的规定，不出怪题、偏题。

３试题的内容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应包括对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其中侧重英语运用
能力的考查。

４试题应科学、规范。试题指令清楚、准确、周密，易于理解。

三、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的编写
命题人员命制试题时须提供参考答案，并保证参考答案的科学、规范。主观题不仅要提供参考答案，还要

提供评分细则。除此之外，在考试后还要制定出评分具体执行细则。目前，制定执行细则采取的方法是：考试

结束后，立即成立专家小组，随机抽取部分试卷，参照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进行试评。根据考生的实际答题情

况制定出详细的执行细则。制定“英译汉”部分评分执行细则时，先根据试题特点将每个划线句子划分成段，

然后通过对考生答题情况的分析尽可能的列举出每个考查点的可接受的译法和不可接受的译法，并提供出各

分数段的整句示例。写作部分的评分执行细则不仅对计分方法和评分标准作了较详尽的说明，还提供了不同

分数段的考生样卷，供阅卷时参考。

考试大纲的制订和修订

指导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命制工作的不是具体的教材，而是由教育部颁布的考试大纲。考试大纲一般包

括以下要点：（１）总体说明：说明考试的目的、性质、对象等。（２）考试范围：规定考试的内容。（３）试卷结构：
说明试题结构、题型、分值、权重等。（４）样卷示例：提供与正式考卷形式、难度基本一致的样卷以及评分标准。
（５）词汇表：提供考查的词汇范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考试大纲（非英语专业）》（以下简称
《大纲》）是法规性文件，它明确地界定了考试内容和评价目标，规定了考试使用的题型、考试内容和试卷结构，

是命制试题和考生复习的唯一依据。下面介绍《大纲》的制订和修订过程，这一过程记录了研究生入学英语考

试发展的历史。

自１９８９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负责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统考科目的命题工作以来，１９９０年教
育部颁布的《１９９１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考试大纲（非英语专业）》是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第一版
大纲。之后，在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对《大纲》都进行了修订。

·１·

考研英语真题命题规律及解题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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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对《大纲》修订幅度较大的有：

１１９９３年版的《大纲》对要考查的考生的能力和考生应掌握的知识范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对考生
应熟练掌握和认知的词汇做了具体的规定，并在词汇表中加以区别。对试卷结构也做了调整，将阅读部分的

试题从３篇文章、１５道小题增至５篇阅读文章、２０道小题，将完形填空从原来的１５道小题减至１０道小题。
２１９９５年版的《大纲》提供了试卷示例，以方便命题工作和考生备考。同时，考虑到考生今后学习、工作的

实际需要，将试卷中阅读部分的阅读量从１８００词增至２０００～２５００词。
３１９９７年版的《大纲》修订的重点是词汇部分。词汇表在总词汇量不变的情况下做了以下变动：（１）增补

了约３８０个常用词和词组。（２）删除了较陈旧和过分专业化的词汇，以及一些无重大语义变化和拼写变化的
派生词。（３）去除了词表中号标记，不再将词条分等级。（４）增附了常用的前缀和后缀。此外，《大纲》中还
做了如下改动：规定了阅读部分的文字材料中允许出现占总词量３％的生词；短文写作的要求字数从１２０词增
至１５０词。
４２０００年版的《大纲》对试卷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为增加听力技能的考查做好准备：（１）将“语法结构与词

汇”的总题目数从４０小题减至３０小题。删去 Ｂ节（改错）题。（２）将完形填空的题目数从１０道增至２０道。
（３）短文写作要求的字数从“不少于１５０词”改为“大约２００词”。
５２００１年版的《大纲》对评价目标、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和试卷结构等都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试卷结构

的改动包括：（１）删去了“语法结构与词汇”部分。（２）增加“听力理解”部分。（３）将“英译汉”并入“阅读理
解”部分。

６２００４年版的《大纲》在评价目标、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和试卷结构等方面又都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试
卷结构的改动包括：（１）删去了“听力理解”部分。（２）阅读理解部分增加了一道“新题型”。“新题型”有３种
备选题型（ａ．选择搭配题；ｂ．排序题；ｃ．概括大意和信息匹配题）。每次考试从这３种备选题型中选择一种进
行考查。（３）增加了一篇应用文写作。

为了更好地反映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发展过程，将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１０年的试卷结构列表如下：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试卷结构

题型

年份

语 法

结 构

与 词

汇

阅 读

理 解

完 形

填 空
改错

用 动

词 的

恰 当

形 式

填 空

汉译英 英译汉 写作
听 力

理 解

总 题

目 数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５题
１５分

３篇
文章

１０题
２０分

１０题
１０分

１０题
１０分

１０题
１０分

５题
１５分

８题
２０分

无 无 ６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３０题
１５分

３篇
文章

１５题
３０分

１５题
１５分

１０题
１０分

无 无
５题
１５分

１２０～
１５０词
１５分

无
７５＋１
（作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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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年份

语 法

结 构

与 词

汇

阅 读

理 解

完 形

填 空
改错

用 动

词 的

恰 当

形 式

填 空

汉译英 英译汉 写作
听 力

理 解

总 题

目 数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

３０题
１５分

５篇
文章

２０题
４０分

１０题
１０分

１０题
５分
归 入

语 法

结 构

部 分

无 无
５题
１５分

１２０～
１５０词
１５分

无
７５＋１
（作文）

２００１
３０题
１５分

５篇
文章

２０题
４０分

２０题
１０分

无 无 无
５题
１５分

２００词
２０分

无
７５＋１
（作文）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无

４篇
文章

２０题
４０分

２０题
１０分

无 无 无

５题
１０分
归 入

阅 读

理 解

部 分

２００词
２０分

半主

观题

１０题
选择题

１０题
共２０
分

６５＋１
（作文）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无

５篇
文章

２５题
５０分

２０题
１０分

无 无 无

５题
１０分
归 入

阅 读

理 解

部 分

应用文

（约１００
词）

１０分
短 文

写 作

（１６０
～２００
词）

２０分

无
５０＋２
（作文）

　　从上表可以看出，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一直沿着标准化考试的方向发展，考查的重点也逐步从语言
结构知识转向语言应用综合技能。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不仅要求考生掌握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还要求

考生具备应用语言知识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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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难度值是反映试题（卷）难易程度的指标。难度值在０～１之间。难度值越大，试题越容易；难度值越
小，试题越难。一般难度值在０～０．３之间的题目属于难题，难度值在０．３～０．７之间的题目是中等难度的
题目，难度值在０．７～１之间的题目属于易题。了解“难度值”的概念将有助于对后面内容的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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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知识运用

一、命题形式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英语知识运用”，通过完形填空的形式考查考生综合运

用英语知识的能力。该部分的材料为１篇２４０～２８０词的文章，话题涉及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
多领域，文体多为议论文和说明文。文章中有２０个空白，即２０道小题，每小题０．５分。满分为１０分。考试形
式为多项选择，即：要求考生从每小题给出的４个选项中选出１个最佳答案，填入文章空白处，使补全后的文
章上下文通顺、前后连贯、结构完整。

二、考查要点
该部分的测试重点包括：①语法结构、②固定搭配、③近义词辨析、④逻辑关系、⑤上下文推理、⑥语篇衔

接等等。

“英语知识运用”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检查考生对语言要素的掌握程度，其中包括词汇、表达方式和结构等。

考生对这一部分进行解题时，必须灵活地运用所掌握的英语知识，将它们融会贯通。这就要求考生对诸

如语法结构、词汇、逻辑、上下文、文化历史背景等等语言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否则答题的正确率会大大

降低。

三、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年份 主题 字数 难度值 题材 体裁 考点分布

２００１ 对媒体炒作干扰司
法公正的立法限制

２５１ ０．４７６ 社会法律 论说文

２００２ 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 ２８０ ０．４９２ 社会生活 说明文

２００３ 对青少年如何教育 ２７２ ０．４５３ 文化教育 议论文

２００４ 青少年犯罪问题 ２７６ ０．５５７ 社会生活 议论文

２００５ 人类的嗅觉 ２７７ ０．４７９ 科　　普 说明文

２００６ 美国无家可归者 ２５２ ０．４４８ 社会生活 议论文

２００７ 殖民地国家的独立
及其基本国策

２６８ ０．３９９ 社会政治 议论文

２００８ 人类智能 ２５１ ０．３３５ 科　　普 议论文

２００９ 研究动物智力引发的思考 ２４９ ／ 科　　普 议论文

２０１０ 对“霍桑效应”的批判和反思 ２７９ ／ 科　　普 议论文

２０１１ 笑容改变心情 ２９２ ／ 科　　普 议论文

词汇

６０％～

７５％

语法

１５％～

３０％

其他

１０％

　　从上述列表中可以看出，英语知识运用部分（完形填空）的命题特点及趋势：
① 体裁以议论文、说明文为主；
② 题材则以社会生活、法律、政治、经济、科普和文化教育为主；
③ 内容不会过于专业，不可能出偏题、怪题；
④ 词汇试题所占的比例最大。

四、解题步骤
第一，快速浏览全文，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摸清文章的脉络和框架。

第二，分段阅读，抓住主题句。弄清每一段的主要意思，以及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

第三，逐句阅读、理清句子的意思和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仔细分析填空，切忌一句一

句死扣的答题方法。避免局部的、偏面的、主观的错误。

第四，答题结束后，再通读全文，看是否通顺合理。注意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是否连贯、一致。从整体

上检查每个答案是否能使文章内容、结构衔接完整。从局部和细节上检查每个答案的选择是否都有充分的依

据，是否有逻辑上、知识上和常识性的错误。真正领会和掌握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到整体的解题步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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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题方法
作为一项综合技能测试，“英语知识运用”首先检验的是阅读能力。它也可以说是阅读理解题的一个变

体，所以解题的首要步骤是将短文的大意理解清楚。这就需要考生识别上下文的提示，即句子与句子之间的

相互连接和相互定义的关系。以下还有几种方法可供考生参考。

（一）利用上下文的联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帮助解题

尽管“英语知识运用”的文章都比较短，但它仍是一个意义相关联的语篇。它围绕一个话题论述，在行文中词

语重复、替代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解题时，考生应前后照应，寻找相关线索，有时只需将文中的词或短语

照搬即可。例如：

Ｂｏｌｉｖａｒｈａ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ｉｄｆｒｏｍＨａｉｔｉａｎｄｈａｄ　１６　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ｂｏｌｉｓｈｓｌａ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ｕｒｇｅｄ　Ｂ．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本题的答案是Ｄ。下文中出现了Ｅａｒｌｙｐｒｏｍｉｓｅｓ．．．，由此印证了本题的答案，利用词汇复现原则，把 ｐｒｏｍｉ

ｓｅｓ改成动词形式即可。
另外在上下文之间，有时词语和意义都可以相互定义或相互解释。我们在阅读文章时经常会发现不少同

义定义和反义定义的现象：如“ｃｌｅｖｅｒ”和“ｓｔｕｐｉｄ”，“ａｂｏ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和“ｒｉｃｈａｎｄｖａｒｉｅ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都是反
义定义。而“ｇｅｎｉｕｓ”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和“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等是同义定义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值得在
答题时很好地利用。例如：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２１　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
Ａ．ａｃｔｉｎｇ　Ｂ．ｒｅｌｙｉｎｇ　Ｃ．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ｎｇ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Ｃ。原题段落中的第一句话中已使用了词组ｆｏｃｕｓｏｎ，此空格只是对 ｆｏｃｕｓｏｎ词组的另

一种说法，即同义定义。

考生在阅读中如遇到不易理解的生僻词或关键词语，应学会在上下文中找出能够为其定义的短语和句

子，这样能够排除理解障碍。但是，如果上下文的线索不明显，它可能是以语义照应的形式出现的，这时考生

可以应用推断方法将相关语义连接起来，这种方法也有助我们解题。可见一般性的科普知识和自然知识在完

形填空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

Ｂｕ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ｏｃｒａｎ　１　ｔｏｓａｙｉｔａｎｙｗａｙ．
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Ｃ．ｏｂｌｉｇｅｄ　Ｄ．ｐｌｅａｓｅｄ
答案是Ｂ。原题第二段中出现的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ｏ和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照应了本题，提示表达了即将发生的动作，故选Ｂ。
解答“英语知识运用”中词汇类题型时，考生不但要跳出句子层次的局限，注意句际意义上的连接和照应

关系，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短文进行总体把握。短文是一个经纬相交、互相联系的语义整体。如果对它有

一个整体的考虑，解题时就能左右逢源。

（二）利用一般知识帮助解题

“英语知识运用”短文的内容不少都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有的内容是我们头脑中已了解的常识。当对语言

的把握不是很准确时，要学会用常识来帮助判断。例如：

．．．ｗｈｅｎ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　４１　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ｂｅｌｅｆｔｔｏｊｕｄｇｅｓ．．．
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答案是Ｂ。本题涉及法律的一些相关知识，英美法系最注重遵循先例，法官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

及相应的司法解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对今后此类情况的判决往往很关键，也就是说法官实际上常常参与了法律的发
展和演变。解题中如果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根据词语搭配解题

“英语知识运用”测试的一个重点就是考查考生运用词汇的能力，尤其是对词语搭配的掌握。因此，词汇

的惯用搭配知识就成为考生解题的重要依据。考生在答题时应该灵活运用。例如：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６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ｆｒｏｍ６００，０００ｔｏ３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ｃｏｖｅｒ　Ｂ．ｃｈａｎｇｅ　Ｃ．ｒａｎｇｅ　Ｄ．ｄｉｆｆｅｒ
本题正确答案是Ｃ。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ｔｏ．．．为固定搭配，表示“自……至……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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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习要点

第一要全面掌握“语法结构”知识

全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去掉了“语法结构与词汇”部分，虽然语法知识没有被单独列出
作为一个考试的项目，但是完形填空要求考生对语法知识有很好的、全面的了解，并且在实践中能够识别语法

现象，灵活运用语法规则，利用语法知识来帮助理解上下文。

语法结构知识的内容比较多，考核的内容和范围也比较广泛，对考生而言，对语法知识应该全面掌握。下

面分类总结的是一些应该重点复习、考生掌握起来比较困难的内容，希望考生加以重视。

（一）动词的时态

动词的时态是英语语法知识的一个基础内容，同时又是一个重点内容。虽然英语的时态只有有限的若干

类，但其具体用法却多种多样，不同的语境对时态有不同的要求。时态的作用是区分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

如果我们立足于现在，那么往前就是过去，往后就是将来。当一个句子含有从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这个句

子的时态是由主句的动词决定的，那么从句动词的时态要取决于此动作发生的时间与主句动作发生的时间的

先后。这种以动词时态来显示两者的时间关系被称为“时态的一致”。

总之，英语的时间概念是比较清楚的，动作发生的时间的先后往往要通过时态表达出来。弄清时间的先

后对于在做完形填空题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有重要作用。

（二）虚拟语气

由ｉｆ引导的条件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真实条件句，例如：Ｉｆｙｏｕｗｏｒｋｈａｒｄ，ｙｏｕｗｉｌｌｐａｓｓｉｔ．（如果你努力工
作，你会通过它的）。另一种是非真实条件句，通过虚拟语气来表达，例如：ＩｆＩｈａｄｇ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Ｉ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ｍｅｔ
ｙｏｕ．（我要是去了那里，我应该能碰到你的。）在这句话中，说话者假设“我去了那里”，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所以用虚拟语气。

为了正确地使用虚拟语气，必须掌握其在条件句中的用法以及在一些特殊句型中的用法。在条件句中，

要表达与现在、过去和将来事实相反的假设时，语法上要求从句和主句有固定的搭配，考生必须牢牢掌握，在

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和正确使用混合时态的虚拟语气。除此之外，一些特殊句型中需使用特殊形式来表达虚拟

的含义。

１．条件句从句中虚拟语气的基本搭配
（１）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条件句，或者可能性很小：
结构：主句中用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ｕｌｄ，ｍｉｇｈｔ）＋ｄｏ
从句中用ｄｉｄ／ｗｅｒｅ
（２）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条件句：
结构：主句中用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ｕｌｄ，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ｄｏｎｅ
从句中用ｈａｄｄｏｎｅ
（３）表示与将来事实相反的条件句：
结构：主句中用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ｕｌｄ，ｍｉｇｈｔ）＋ｄｏ
从句中的形式有三种：ｓｈｏｕｌｄ＋ｄｏ／ｗｅｒｅｔｏｄｏ／ｄｉｄ
（４）上述表示与现在、过去、将来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句式是较为标准的搭配。但是在具体运用中，条件

句和主句的动作发生的时间可能不一致，这种句子称为“错综时间条件句”。在这种情况下，主句和从句的谓

语动词应当根据各自所指的时间选用适当的形式，考生应该注意。

（５）省略ｉｆ而采用倒装语序的表示虚拟的条件句：表示虚拟的条件句中如果省略引导词 ｉｆ，条件句中的助
动词要倒装到主语之前。考生对这种形式应该理解和掌握。

（６）表示虚拟含义的条件并不一定使用条件句来表达，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示，例如：ｗｉ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ｆｏｒ等。
２．表示虚拟语气的特殊句型

诸如由Ｉｗｉｓｈ．．．引导的特殊句型中必须使用特殊形式来表示虚拟的含义，考生应该着重理解和记忆。下
面是几种常见的特殊句型中虚拟语气的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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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ｉｆｏｎｌｙ引导的句子经常被用来表示不可能或很难实现的愿望，动词用过去式，ｂｅ动词用ｗｅｒｅ。也可
以用来表示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动词用过去完成式。其作用相当于Ｉｗｉｓｈ引导的句子。例如：Ｉｆ
ｏｎｌｙＩｃｏｕｌｄｆｌｙ！要是我能飞该多好啊！

（２）由ａｓｉｆ／ａｓ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句子可以用来陈述事实，也可以用来表示假设（好像是什么而实际上或心里
认为根本或可能不是那回事）。表示假设的句子中，动词用过去式表示现在，过去完成式表示过去。

（３）由ｗｏｕｌｄｒａｔｈｅｒ（ｓｏｏｎｅｒ），ｈａｄｒａｔｈｅｒ引导的从句（省掉 ｔｈａｔ）中需用虚拟语气，ｂｅ的形式和虚拟条件从
句相同。

（４）由Ｉｔｓｈｉｇｈｔｉｍｅｔｈａｔ引导的句子中，虚拟语气通过动词的过去式表达出来。
（５）由ｌｅｓｔ，ｆｏｒｆｅａｒｔｈａｔ，ｉｎｃａｓｅ引起的从句多用“ｓｈｏｕｌｄ＋动词原形”的形式表示虚拟语气。
（６）英语中有些表示要求、建议、提议、命令、意愿等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后面的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

语从句或同位语从句中要求用虚拟语气，动词的形式是用动词原形或“ｓｈｏｕｌｄ＋动词原形”。
（三）非限定性动词

动词的非限定形式有不定式、分词和动名词。学习非限定性动词需注意时态和语态两个方面。

１．非限定性动词的时态
非限定性动词的时态有一般时、进行时和完成时。非限定性动词的时态与谓语动词密切相关，所以非限

定性动词的时态依赖于它与谓语动词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１）如果非限定性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发生在谓语动词的动作之前，非限定性动词往往要用完成时。
（２）如果谓语动词表示的动作发生时，非限定性动词表示的动作也正在进行，这时非限定性动词需要用进行时。
（３）如果非限定性动词表示的动作是在谓语动词表示的动作之前一直进行的动作，非限定性动词可用完

成进行时。

２．非限定性动词的三种形式
不定式、动名词和分词的一般时所表示的时态含义有所不同。

（１）不定式的一般形式所表示的动作与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同时（或几乎同时）发生，或是在它之后发生。
（２）动名词通常表示一般性动作或与谓语动词同时发生的动作，有时还表示在谓语动词之前发生的动作。
（３）分词经常表示存在的状态或进行中的动作。
（４）鉴于不定式和动名词的时态含义有所不同，有个别动词后面跟不定式和动名词作宾语时，意义有明显差别。

３．非限定性动词的语态
非限定性动词的语态主要指它与其逻辑主语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谓语动词的主语或非限定性动词直

接修饰的词（或词组）就是非限定性动词的逻辑主语。根据非限定性动词与其逻辑主语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使

用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

（１）非限定性动词的主动语态。
如果非限定性动词的逻辑主语是动作的施动者，则非限定性动词要用主动语态。

（２）非限定性动词的被动语态。
如果非限定性动词的逻辑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则非限定性动词要用被动语态。

（３）有些动词后的动名词，尽管表示的是被动的意思，却用了主动形式。这样的动词有“ｗａｎｔ”，“ｎｅｅｄ”，
“ｄｅｓｅｒ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等（形容词“ｗｏｒｔｈ”后的动名词亦是如此）。

（４）在某些结构中，不定式虽然表示被动的意思，用的却也是主动形式。
非限定性动词由于其使用比较灵活，形式多样，通常是考生掌握的难点，是考生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语法现象。此

外，考生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在一些动词词组和短语中（如ｌｏｏｋ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ｓｔａｎｄｕｐ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ｔａｋｅｔｏ，ｂｅｕｓｅｄｔｏ
等），ｔｏ并不是不定式的符号，而是介词，其后应跟名词或动名词，不应跟不定式。
（四）句子结构

无论字数多少，只要有主语和动词，而且能表达完整意义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句子。

任何英语句子都应该有主语、谓语和宾语，否则它的结构就不完整。句子结构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连贯性

对于英语的表意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句子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是经过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它的主、谓、

宾三个部分。

·７·

考研英语真题命题规律及解题精要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１．句子的完整性
（１）如果句子缺少主、谓、宾等中的某一个成分，或者某一个部分表述模糊不清，那么这个句子的意思就会

受到影响，给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造成障碍。

（２）一个句子是否完整，要看句子中是否有遗漏的成分或多余的部分；另外还要看成分（包括词性）是否
正确，语序是否正确。

２．句子的一致性
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很重要，它的一致性也很重要。句子结构的一致性主要包括主谓一致，代词与名词指

代一致，以及对等成分表达形式一致等。英语的动词随着主语数和人称的不同会有形态的变化。考生主要应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谓语动词与主语的中心词语要一致。
谓语只需跟主语的中心词语取得一致，与其他成分无关。

（２）由连词“ｏｒ”，“ｅｉ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ｒ”，“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等连接两个名词或代词时，谓
语应与毗邻的一个取得一致。

（３）名词前有“ｅｖｅｒｙ”，“ｅａｃｈ”，“ｅｉｔｈｅｒ”，“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注意与 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不同），“ｍａｎｙａ”，
“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等词或词组修饰时，动词用单数形式。

（４）由ａｎｄ连接两个名词作主语时，如果两个名词指同一事物，谓语动词则用单数，否则用复数。
（５）在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有“ｗｉｔｈ．．．”，“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ｂｅ

ｓｉｄ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ｐｌｕ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ｘｃｅｐｔ．．．”，“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时，动词的形式应该与主语保持一致，不考虑这些词或短语后面的名词。

（６）定语从句的谓语应与先行词一致。
（７）表示时间、重量、数量、面积、距离等的复数名词表示总数量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如果表示若

干个个别的单位则用复数形式。

语法结构知识必须在实际运用中考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检查语法知识，目的在于检验考生对语法知识

的实际运用能力。

第二要过好考研“词汇”关

词汇是用英语表达思想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要素。英语中有些词汇的运用非常灵活，一个词可以用作不

同的词性，搭配和词义也有所变化，有些动词可以组成若干个动词词组。考生在熟记词义的同时，必须要灵活

掌握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英语知识运用”不但要求考生掌握所规定的词汇，而且要求考生在实践中运

用恰当的词汇，选择准确的词汇。从历年考试试卷来看，词汇是“英语知识运用”测试的重点，占总题量的三分

之二左右。

因此掌握好词汇知识对于考生做好“英语知识运用”这一部分考题来说相当重要。正确的解题方法对答

题会有一定帮助，但主要依赖考生对词汇和词组的积累和掌握，掌握的程度并不在于是否能正确地拼写和释

义，而是要能在不同的语境中正确地使用。下面介绍一些词汇学习的方法。

（一）要熟记常用词组

词汇的测试范围在新大纲所规定的单词以内。大纲虽没有列出词组，但考生要自行掌握相应的词组。特别

要注意一些词可以与许多词搭配构成不同词组时的含义，还要注意一个词组有几个不同含义的情况。同时要将

词组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体会，依据上下文的内容来帮助理解和记忆。否则，词义极易被混淆，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

（二）要掌握词汇的搭配

熟悉词汇的搭配是词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只知词义，不知其用法，是词汇学习中的一个大问题。学

生“掌握”的词汇中，绝大部分是认知词。他们不能将“掌握”的词汇应用到语言表达中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由于对词汇的搭配不熟悉，而仅仅记住了词义。掌握词汇搭配对解答“英语知识运用”题是十分有用的，

还有助于考生做好其他项目的考题，如翻译和写作等。阅读文章、学习词与词之间的搭配的同时，考生还可以

试着去培养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时不要只关注单词，应把注意力放在更高的层次上，即：词汇在具体语

境中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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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纳和区别近义词或形近词

考生在复习词汇时，可将同义词、近义词或同范畴的词分类，并且每个词列举至少一个例句，这样可加快

记忆单词的速度，用相对短的时间，记忆较多的单词，区别单词的词义和用法。将意义相近的词归纳在一起，

一是为了便于记忆，二是为了便于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考词汇的题目中，经常要求考生区分同义词或近义

词。区别近义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区别词的意义，二是要区别词的用法（包括搭配）。只有做到了这两方

面，才算对词有了真正的了解。

（四）利用词根，词缀扩展词汇

英文中有许多派生词是由词根加上前缀和后缀组成的。如果熟练地掌握了词根部分，同时对常见的词缀

及其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了解，那么无形中就扩大了词汇量，无须下功夫对这些派生词死记硬背。“英语考试大

纲”中列出了一些常用的前缀与后缀，这些前缀与后缀是考生必须牢记的。也就是说，尽管“英语考试大纲”的

词汇表中未出现“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一词，但由于词汇表中有“ｓｏｕｎｄ”一词，且要求考生掌握的前缀中有“ｕｌｔｒａ”，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一词也是考生应掌握的词汇。同样，“ｆｕｔｕｒｅ”是大纲中的词汇，“ｏｌｏｇｙ”是列出的常见后缀，那么
“ｆｕｔｕｒｏｌｏｇｙ”一词就应在考生掌握的词汇量之内。

大多数考生对常用的词缀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对词根却很陌生，然而，熟悉词根是扩大词汇量的一个有效途

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ｓｃｒｉｂｅ（ｓｃｒｉｐｔ）”这一词根意为“ｗｒｉｔｅ，ｏｒｄｒａｗ”，那么当遇到“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等词时便很容易理解这些词并将它们记住。再例如：词根“ｇｒａｐｈ”的意思为“ｔｏｗｒｉｔｅ”，以这个词根为基
础可以组成若干个单词，“ｔｅｌｅ”意为“ａｔｏｒｏｖｅｒａ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故“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的意思是“ｆａ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ｈｏｎｏ”的
意思为“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ｖｏｉｃｅｏｒｓｐｅｅｃｈ”，所以“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ｐｈ”意为“ｓｏｕ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熟悉英语中常用的词根也能帮助考生正确解答词汇题。对词根、词缀的掌握应以常用为原则，特别是构

词能力强的词根要牢记。记忆词根、词缀时，要利用自己熟知的词加强对词根、词缀的记忆，然后将词根、词缀

的知识运用到生词中去。例如：“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是我们熟知的词，它可被分为两部分“ｄｉａ”（表示 ｔｗｏ）和“ｌｏｇ”（表示
ｓｐｅａｋ）。当遇到“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一词时，我们可以利用已掌握的词根、词缀的知识，将“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分成两部分
“ｍｏｎｏ”（表示ｏｎｅ）和“ｌｏｇ”（表示ｓｐｅａｋ），所以“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意为“ａｓｐｅｅｃｈｇｉｖｅｎｂｙｏｎｅｓｐｅａｋｅｒ”（独白）。在日
常阅读时，考生应学会辨认、分析、推断同根词的意义。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但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堆砌。所以学习词汇一定要学习词

汇运用，而不能只记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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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考生对考研词汇的学习，红宝书系列丛书还按上述要求编著出版了《【红宝书】考研英语词汇
（必考词＋基础词＋超纲词）》一书，考生可根据自己对词汇学习的要求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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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

　　该部分由Ａ、Ｂ、Ｃ三节组成，考查考生理解书面英语的能力。共３０小题，每小题２分，共６０分。

Ａ节

一、命题形式
（２０小题）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４篇（总长度约为１６００词）文章的内容，从每题所给出的４个选项中选

出最佳答案。满分为４０分。
试题中的短文一般取自英语国家原版报刊或书籍，其内容包罗万象，有人文科学的，有普及性质的自然科

学和科技方面的，也有反映当代国际和社会问题的……绝大多数为议论、评论、报道、分析论证类的文章，很少

有纯抒发情感、描写风景的文学篇章。

二、考查要点
研究生英语考试大纲规定：考生应能读懂选自各类书籍和报刊的不同类型的文字材料（生词量不超过所

读材料总词汇量的３％），还应能读懂与本人学习或工作有关的文献、技术说明和产品介绍等。对所读材料，考
生应能：

（１）理解主旨要义；
（２）理解文中具体信息；
（３）理解文中概念性含义；
（４）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
（５）根据上下文推测生词的词义；
（６）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７）理解作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
（８）区分论点和论据。

三、阅读理解Ａ节选材特点及命题趋势
近年来阅读理解命题的体裁以议论文、说明文为主。新闻报道类文章也会涉及到。议论文的特点是：文

章的目的是陈述作者的观点和表明态度；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无论是正面论述还是反证，都是为了

这一中心主题服务，只是从不同角度来阐述这一中心；每段一般都有一个主题，段落内部句子之间关系紧密。

说明文的特点是：以事实为主，观点为副。因此细节问题较多，考查考生把握具体信息的真假程度以及作者的

态度。新闻报道的特点是：针对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其来龙去脉后会包含很多人不同的看法，这样就

一定要分清题目到底在问谁对某事件的看法。

此外，通过对近十年试题的分析还可以发现Ａ节命题的以下两个趋势：
① 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阅读理解主要考查考生对英语词汇、短语、句型等习惯表达方式，尤其是对出现在

篇章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掌握情况。

② 从内容上看，它又包含了对英语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等背景及科技发
展动态、热门话题乃至西方人思维、交流方式等非语言性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考查。

为了达到大纲提出的要求，考生应多接触各类的英语文章，了解各种文体、题材的文章。研究生英语考试

中选取的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会太过专业。阅读理解Ａ节十年试题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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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题 字数 难度值 题材 体裁 考点分布

２００２

１．日常语言幽默 ４４６ ０．５１２６ 语言文化 论说文

２．机器与人工智能 ４２０ ０．６６８６ 科　　普 议论文

３．能源危机与经济发展 ４２９ ０．６５１０ 经　　济 议论文

４．关于安乐死 ４４３ ０．４６１６ 医学伦理 论说文

２００３

１．网络间谍 ４０４ ０．４８５６ 科　　技 说明文

２．生物医学与动物权益保护 ３９３ ０．５８２０ 科技伦理 论说文

３．铁路公司的合并与垄断 ４５４ ０．４４６０ 经　　济 议论文

４．关于延长人的寿命 ４５２ ０．４３８８ 医学伦理 论说文

２００４

１．网络求职 ４３１ ０．４３８８ 科　　技 议论文

２．名字排序歧视 ３９３ ０．４３３０ 文　　化 议论文

３．经济衰退及其影响 ４０６ ０．４４９４ 经　　济 论说文

４．教育中的反教育主义 ４１４ ０．５３４４ 教　　育 论说文

２００５

１．动物情绪同样受到环境影响 ４２６ ０．４７７２ 科　　普 论说文

２．全球变暖 ４２０ ０．５４９４ 社会环保 论说文

３．关于“梦” ４６８ ０．４２８０ 心理医学 论说文

４．正式英语的消亡 ３９３ ０．４２３８ 语言文化 论说文

２００６

１．美国文化中的同化现象 ３９９ ０．５２３６ 社会文化 议论文

２．莎士比亚故乡的产业矛盾 ４６２ ０．４９０２ 文化经济 议论文

３．海洋鱼类的过度捕捞 ４３２ ０．４８１１ 生态资源 议论文

４．现代艺术基调转变的原因 ４２９ ０．４６４２ 文学艺术 论说文

２００７

１．个人成就源自先天还是后天 ４２６ ０．５４３２ 社会教育 议论文

２．关于智力测试 ４５２ ０．５１９０ 科　　普 论说文

３．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风险 ４２１ ０．５４２２ 社会经济 议论文

４．关于数据安全问题 ４１６ ０．５２３２ 社会经济 议论文

２００８

１．压力之下的女性 ４１８ ０．５５１２ 社　　会 议论文

２．从传统出版到网络出版 ４１１ ０．５１６２ 社会传媒 论说文

３．关于美国人的身高 ４３７ ０．５６６２ 社　　会 论说文

４．美国建国者对奴隶制的态度 ４０６ ０．４３３６ 政治历史 议论文

２００９

１．习惯带给人们的好处 ４０７ ／ 社会生活 议论文

２．基因鉴定的手段及其面临的质疑 ３９１ ／ 科　　技 论说文

３．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４４４ ／ 社会生活 议论文

４．１７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情况 ４０６ ／ 社会文化 议论文

２０１０

１．英国报纸文艺评论的衰落 ４３２ ／ 社会文化 说明文

２．商业方法专利权的废除问题 ４７２ ／ 经　　济 议论文

３．社会流行风尚的引领者究竟是谁 ４３８ ／ 社会生活 议论文

４．会计规则受到的挑战 ４２６ ／ 经　　济 议论文

２０１１

１．唱片冲击古典音乐的销售 ４１７ ／ 经济文化 议论文

２．高管们辞职，没有新工作 ４４７ ／ 商业经济 议论文

３．传统付费媒体外的新媒体 ４３８ ／ 传媒经济 议论文

４．没有小孩的生活 ４５２ ／ 社会生活 论说文

１）理解主旨要义
占１３％

２）理解文中的具
体信息占４２％

３）进行有关的判
断、推理和引

申占２１％

４）根据上下文推
测 生 词 的 词

义、理解句意

占１０％

５）理解作者的意
图、观点或态

度占１１％

６）其他占３％

四、阅读要略
阅读理解在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中是重中之重，阅读理解题主要考查考生对英语词汇、语法、句型等习惯

表达方式，尤其是对出现在篇章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掌握情况，同时，它也包含了对英语国家和世界其

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等背景及科技发展动态、热门话题乃至西方人思维、交流方式等非语言

性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考查。下面简要介绍几种阅读的方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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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快速扫描

（１～２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完形填空
２１．Ａ　　２２．Ｄ　　２３．Ｃ　　２４．Ｂ　　２５．Ｂ　　２６．Ａ　　２７．Ｄ　　２８．Ｄ　　２９．Ｃ　　３０．Ｂ
３１．Ｄ ３２．Ａ ３３．Ａ ３４．Ｃ ３５．Ｂ ３６．Ｄ ３７．Ａ ３８．Ｃ ３９．Ｂ ４０．Ｃ

阅读理解

（Ａ节）
４１．Ｃ　　４２．Ｂ　　４３．Ｄ　　４４．Ｄ　　４５．Ａ　　４６．Ｃ　　４７．Ｃ　　４８．Ｄ　　４９．Ｂ　　５０．Ｃ
５１．Ｂ ５２．Ｄ ５３．Ｄ ５４．Ａ ５５．Ａ ５６．Ｂ ５７．Ｃ ５８．Ｂ ５９．Ａ ６０．Ｄ

英译汉

６１．难题之一在于所谓的行为科学几乎全部都依旧从心态、情感、性格特征、人性等方面去找
　 行为的根源。
６２．行为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部分原因是用来解释行为的依据似乎往往是直接观察得到的，
　 部分原因是其他的解释一直很难找到。
６３．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仅在一百多年前才被阐明，而环境在塑造和保持个体行为时的
　 选择作用则刚刚开始被认识和研究。
６４．自由和尊严是传统理论定义的自主人所拥有的，是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因其
　 业绩而给予肯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６５．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行为的技术手段就会继续受到排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可能也随之继续受到排斥。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答案系统精析

ＳｅｃｔｉｏｎⅠ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１～２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Ⅱ Ｕｓ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

文章大意

本文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的发展对通信革命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产生的影响。全文的模式为叙事型，

解读时要注意把握每段的主题句。文章第一段指出，人们常把２０世纪电视的发展与１５、１６世纪的印刷
术的传播进行比较，然而，在这之间还发生过许多事情。第二段，作者讲述了２０世纪早期计算机的出现
和发展过程。第三段，指出这种影响是福是祸尚未定论。

答案／重难点词汇／超纲词汇／难句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ｒａｗ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１５ｔｈａｎｄ
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Ｙｅｔｍｕｃｈｈａ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２１（ｂｅｔｗｅｅｎ）．（难句）


Ａｓ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


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２２（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ａｔ
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２３（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①


ｔｈｅ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２


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２４

（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Ｉｔｗａ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人们曾把２０世纪电视的发展与１５、
１６世纪印刷术的传播进行过比较。然而
（２１）在这两段时间之间还发生过许多事
情。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２２）直到１９
世纪，报纸才继小册子和书本之后，（２４）
与期刊一起，成为电子时代之前主要的

（２３）媒体。正是与此同时，通信革命

·９２·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　 　系统精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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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５（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ｔｈｅ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２６（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ｔｅｌ
ｅｐｈｏｎｅ，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２７（ｉｎｔｏ）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ｏｒｌｄ
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ｃ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Ｎｏ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ｅｅ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
２８（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ｄｏｓｏ．

Ｉｔ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２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３０（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
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６０ｓ，ｒａｄｉ
ｃ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１（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ｗａｓｎｏ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３２（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ｓｔｉｍｅｗｅｎｔｂｙ②，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ｂｅｃａｍ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ａｎｄｔｈｅｙｂｅｃａ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ｏ，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３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ｌａｙ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ｓ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３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难句）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


，３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ｃｈ３６（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ｔ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ｇ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ｇａｎｔｏ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３７（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ｎｏｗｌｉｖｅ．（难句）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ｈａｓ３８（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ｏｔｈ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ｅｉｓｕｒｅ
?


ａｎｄｈｏｗｗｅｔｈｉｎｋ

ａｎｄｆｅｅｌｂｏｔｈａｂｏｕｔ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３９（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ｖｉｅｗｓ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ｗｅｉｇｈｅｄ４０（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ａｒｍ
ｆｕ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２５）加速发展，从铁路运输开始，（２６）发
展到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影，（２７）直
到２０世纪的汽车和飞机。并非所有人都
（２８）正确地看待这一过程，正确看待这
个过程很重要。

（２９）然而，人们普遍认为，２０世纪初期
出现的计算机，及（３０）随后６０年代发明的
集成电路大大改变了这一进程，（３１）尽管它
对传媒没有立即产生（３２）明显的影响。随
着时间推移，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性能越

来越强，而且，随着显示（效果）越来越清晰

及存储（３４）容量越来越大，计算机已不只是
（３３）团体机构的用具，也成了个人的用具。
 像人一样，计算机也（３５）按“代”来划分，
而且代与代之间的间距（３６）越来越小。

正是在这个计算机时代，“信息社

会”这个词开始广泛用来描述我们所生存

的（３７）环境。 通信革命对工作、休闲
以及我们思考和感受时空的方式都产生

了（３８）影响，但是也产生了关于其经济、
政治、社会及文化含义的（３９）不同看法。
“益处”要（４０）针对产生的 “害处”来权
衡。很难一概而论。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ｓ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结构剖析】

① 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时间状语）

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主语）

ｂｅｃａｍｅ
（谓语）

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ｕｍ
（宾语）

主干（强调句型）

② Ａｓ
（引导词）

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谓语）

ｂｅｆｏｒｅ
（状语）

状语从句

③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
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状语

【结构解析】本句的主干为

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
ｕｍ，属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爥这一
强调句型结构。句首的 Ａｓ
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作整个句
子的状语成分。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爥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是现在分词结构作状语，修饰

其前的ｔｈａｔ从句。
【参考译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直到１９世纪，报纸才继小册子和书本之后，与期刊一起，成为电子时代之

前主要的媒体。

【翻译要点】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在……之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与……一起，陪伴”。
２．【文章难句】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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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剖析】

① Ｔｈｅｙ
（主语）

ｗ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谓语）

主干

② 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插入语

③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状语

④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伴随状语

【结构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其中，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
是插入语；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是状语修饰主干，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ｃｈ
ｓｍａｌｌｅｒ是介词结构作伴随状语。

【参考译文】像人一样，计算机也按“代”来划分，而且代与代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

【翻译要点】本句的难点在于使用了被动语态。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依据，按照；从……方面来说”。
３．【文章难句】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ｏｔｈ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ｎｄｈｏｗｗｅ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ｆｅｅｌ

ｂｏｔｈａｂｏｕｔ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ｖｉｅｗｓ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结构剖析】

①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主语）

ｈ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谓语）

主干

②

ｂｏｔｈ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ｅｉｓｕｒｅ
（宾语）

ａｎｄ
（连词）

ｈｏｗ
（引导词）

ｗｅ
（主语）

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ｆｅｅｌ
（谓语）

ｂｏｔｈａｂｏｕｔ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宾语）

主干的并列宾语

③ 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ｖｉｅｗｓ从句

④
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介宾结构

【结构解析】主干为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ｏｔｈ爥ａｎｄ爥ａｎｄ爥ａｎｄ爥ａｎｄ是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ｄ的并列宾语，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ｖｉｅｗｓ为从句，ａ
ｂｏｕｔ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是介宾结
构修饰ｖｉｅｗｓ。

【参考译文】通信革命对工作、休闲以及我们思考和感受时空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但是也产生了关于其经

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含义的不同看法。

【翻译要点】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含义；言外之意；暗示”。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９２）
２１．【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１４．５％
【考核知识点】上下文逻辑关系

［Ａ］ｂｅｔｗｅｅｎ［在（两者）之间，在间隙中］　　　　　　　　　［Ｂ］ｂｅｆｏｒｅ（在以前，从前）
［Ｃ］ｓｉｎｃｅ［从那时以后（一直到现在），其后（到现在之间）］ ［Ｄ］ｌａｔｅｒ（较迟地，较后地，后来）
【解析】空格处所在的句子只是说“发生了很多事情”，内容很简单，信息量不大，所以我们必须联系上下文

来解答本题。段首句提到人们对２０世纪电视业的发展以及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印刷术的传播进行了一些比
较，接着，文中用了ｙｅｔ作为转折，说起了１９世纪的事情。１９世纪位于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之间，那么，我们
可以推断，文中要表达的是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符合题意的只有选项Ａ，即ｂｅｔｗｅｅｎ。
【解题点津】转折连词ｙｅｔ一般标志着接下来的内容与前面的内容出现了较大的不同。

２２．【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Ｄ，答对率为９０．９％
【考核知识点】特殊句型和搭配

【解析】［Ａ］ａｆｔｅｒ（在……之后）　［Ｂ］ｂｙ（通过）　［Ｃ］ｄｕｒｉｎｇ（在……期间）　［Ｄ］ｕｎｔｉｌ（直到）
本题的结构是ｉｔｗａｓｎｏｔ　　　＋时间＋ｔｈａｔ。四个选项中能与此搭配的只有ｕｎｔｉｌ，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ａｔ．．．表示
“直到……才……”，是一个使用频度非常高的句型。如：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ｔｈａｔ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直到下午他才开始解决问题。选项Ｄ符合题意，故为答案。在该句型中，句中谓语动词用一般
过去时。如果使用ｂｙ，句子时态应改为完成时，即“ｂｙ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ｄ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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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２

文章大意
本文介绍了英国埃文河畔斯特福特镇两大支柱产业：观光旅游和剧院演出。该镇是莎士比亚出生与埋葬

之地，两大支柱产业境遇迥异：旅游业收入颇丰，而剧院演出则艰难度日。居民不认可剧院对小镇旅游的贡

献，导致剧院处于得不到补助而又不敢提高票价的难堪境地。文章结尾并未给出结论，但我们仍可体会到作

者的立场。第一段，介绍斯特福特镇两个对立派别及其矛盾的成因。第二段，指出居民不相信剧院能给他们

增加收入。第三段，指出剧院认为旅客可以为小镇带来收入。第四段，指出当地镇政府没有资金可以补助剧

院。第五、六段，说明剧院要求财政补助，并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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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ｏｎＡｖｏｎ，ａｓｗｅａｌｌｋｎｏｗ，ｈ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ｓｅｐ
ａｒａｔｅ? 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ｈｏｓｔｉ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ＳＣ），ｗｈｉｃｈ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ｕ
ｐｅｒｂ?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ｙｓａｔｔｈｅ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ｏｎｔｈｅＡｖｏｎ．（难句）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ｆｏｌｋ


ｗｈｏｌａｒｇｅｌｙｌｉｖｅｏｆｆ①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ｗｈｏｃｏｍｅ，


ｎｏｔｔｏｓｅｅ
ｔｈｅｐｌａｙｓ，ｂｕｔ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ＡｎｎｅＨａｔｈａｗａｙｓＣｏｔｔａｇｅ


，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ｇｈｔ


ｓ．
Ｔｈｅｗｏｒｔｈ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ｄｏｕｂ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ｄｄｓａｐｅｎｎｙ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ｅｖｅｎｕｅ．Ｔｈｅｙｆｒａｎｋｌｙｄｉｓｌｉｋｅｔｈｅ
ＲＳＣｓ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ａｎｄｂｅａｒｄｓａｎｄ
ｓａｎｄａｌｓ ａｎｄｎｏｉｓｉｎｅｓｓ．（难句）

Ｉｔｓａｌｌ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ｌｙ
ｉｒｏｎｉｃ ｗｈｅｎｙｏｕ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ａｔ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ｗｈｏｅａｒｎｓ
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ｉｎｇ②，ｗａｓ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ｂｅ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ｉｄｈｉｓｓｈａｒｅｏｆｎｏｉ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ｗｈｏｃｏｍｅｂｙｂｕｓ—ａｎｄｏｆｔｅｎｔａｋｅｉｎ③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ＣａｓｔｌｅａｎｄＢｌｅｎｈｅｉｍＰａｌ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ｓｉｄｅ④—ｄｏｎｔ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ｅｅｔｈｅｐｌａｙ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ｅｖｅｎ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ｔｏｆｉｎｄ
ａｔｈｅａｔｒｅｉｎ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ｙｇｏｅｒｓｄｏｍａｎａｇｅ
ａｌｉｔｔｌ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ｐｌａｙｇｏｉｎｇ．Ｉｔｉｓｔｈｅ
ｐｌａｙｇｏｅｒｓ，ｔｈｅＲＳＣｃｏｎｔｅｎｄｓ?，ｗｈｏｂｒｉｎｇｉｎｍｕｃｈｏｆ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ｓｐｅｎｄ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
ｆｏｕｒｏｒｆｉｖｅｎｉｇｈｔｓ）ｐｏｕｒｉｎｇｃａｓｈｉｎｔｏ⑤ ｔｈｅｈｏｔ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ｓ
ｔａｕｒａｎｔｓ．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ｃａｎｔａｋ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ｔｏｕｔ
ｏｆｔｏｗｎｂｙｎｉｇｈｔｆａｌｌ．

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ｄｏｎｔｓｅｅｉｔｔｈｉｓｗａ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ｒｉｅｓｐｏ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ｅｖｅｒｙｈｏｔｅｌｉｎｔｏｗｎ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ａｄｄｉｎｇａｎｅｗ
ｗｉｎｇｏｒｃｏｃｋｔａｉｌｌｏｕｎｇｅ．（难句）

Ｈｉｌｔｏｎｉ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ｔｓｏｗｎ
ｈｏｔｅｌｔｈｅｒｅ，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ｍａｙｂｅｓｕ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ａｍ
ｌｅ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Ｂａｒｓ，ｔｈｅＬｅａｒＬｏｕｎｇｅ，ｔｈｅＢａｎｑｕｏＢａｎｑｕ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ａｎｄｓｏｆｏｒｔｈ
⑥，

ａｎｄｗｉｌｌｂｅ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众所周知，埃文河畔的斯特福特镇（威
廉·莎士比亚的故乡）只有一个产业———威

廉·莎士比亚产业，但是却有两个泾渭分明且

敌意日渐升温的派别。一派是皇家莎士比亚

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在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纪

念戏院上演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
另一派

则是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依赖于游客，


即


那些不是来看戏而是看看莎士比亚的出生地

安·哈瑟维茅舍和其他景点的游客


。

（２６）斯特福特镇令人敬仰的居民们不相
信剧院给他们增添了哪怕是一丁点的收入。

他们毫不掩饰地讨厌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演

员，因为演员们蓄长发，留胡子，穿凉鞋和太吵

闹。 想想也挺具有讽刺意味的，
因为莎士比

亚本人也是演员出身并以演戏为生，留胡子


，

有时也爱 吵闹


。

游客的人流并不是完全分裂成派系的。

这些游客坐着大巴蜂拥而入来到了沃里克城

堡及旁边的布雷恩宫殿。他们通常不是来看

戏，有些人甚至会吃惊的发现斯特福特镇竟然

还有戏院。但是常去看演出的人们则在来看

戏的同时安排一些观光活动。（２７）皇家莎士
比亚公司声称，正是这些常去看演出的人给镇

上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因为他们要在此地过夜

（有些人会逗留四、五天），自然也就将大量的

钱花费在酒店和餐馆中。而观光者到了黄昏

时会参观完所有地方并离开镇子。

但当地的民众则不这样认为，当地的镇政

并不是直接给皇家莎士比亚公司补贴。（２８）
哭穷是斯特福特镇的传统。然而镇上的家家

饭店则似乎都在扩建一个侧厅或鸡尾酒大厅


。

 希尔顿正在这里建立自己的酒店，
你或许可

以肯定它将配有 （


以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名字命

名的）哈姆雷特汉堡包店、李尔王休息室、


班柯

宴会包间等等，而且价格昂贵


。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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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ｗａｙ，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ｃａ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ｗｈｙ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ｎｅｅｄｓａｓｕｂｓｉｄｙ．（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ｈａｓ
ｂｒｏｋｅｎ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ａｒｏｗ⑦．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ｉｔｓ１，４３１ｓｅａｔｓｗｅｒｅ９４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ａｌｌｙｅａｒｌｏｎｇ
ａｎｄ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ｔｈｅｙｌｌｄｏ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ｓ
ｔｈａｔｃｏｓｔｓｈａｖｅｒｏｃｋｅｔｅｄａｎｄｔｉｃｋｅｔｐｒｉｃｅｓｈａｖｅｓｔａｙｅｄｌｏｗ．

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ａｓｈａｍｅｔｏｒａｉｓｅｐｒｉｃｅｓｔｏｏｍｕｃｈ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ｗｏｕｌｄｄｒｉｖｅａｗａｙ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ａｒｅ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ｓ
ｍｏｓ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Ｔｈｅｙｃｏｍｅ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ｆｏｒｔｈｅ
ｐｌａｙｓ，ｎｏｔ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ｓ．（难句）

Ｔｈｅｙａｌｌｓｅｅｍｔｏｌｏｏｋａｌｉｋ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ａｌ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ｎ?，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ｄｉｃａ
ｔｅｄｆａｃｅｓ，ｗｅａｒｉｎｇｊｅａｎ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ａｌｓ，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ｂｕｎｓ




ａｎｄ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ｏｗｎｆｏｒ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ｇｓｔｏｎ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ｏｂｕｙｔｈｅ２０ｓｅａｔｓａｎｄ８０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ｔｉｃｋｅｔｓ
ｈｅ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ｌｅｅｐ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ｌｄｔｏ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ｂ


ｏｘｏｆｆｉｃｅ


ｏｐｅｎｓａｔ１０∶３０ａ．ｍ．

（２９）无论怎样，当地居民无法理解为什么
皇家莎士比亚公司需要补贴，因为戏院已连续

三年打破了票房记录。去年共有１４３１个座位
的戏院的上座率是９４％，今年的情况更好，这
（皇家莎士比亚公司需要补贴）其中的原因当

然是成本不断上升而票价却一直维持在低

价位。

（３０）把票价抬得太高是不合理的，因为这
会赶跑斯特福特镇最能吸引住的顾客 ——— 年

轻人。他们来到此地完全是为了看戏而不是

为了观光。 他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
但外表

看起来相似 ——— 身材消瘦，言语直率，


神情执

著，穿着牛仔裤和凉鞋，啃着圆面包，


晚上就睡

在戏院外旗杆下的台阶上。


就是为了等第二

天售票窗口十点半开门，


购买专门卖给这些整

夜等票人的２０张坐票和８０张站票


。

文章难句精析

１．【文章难句】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ｗｈｏｌａｒｇｅｌｙｌｉｖｅｏｆｆ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ｗｈｏｃｏｍｅ，ｎｏｔ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ｐｌａｙｓ，ｂｕｔ
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ＡｎｎｅＨａｔｈａｗａｙ’ｓＣｏｔｔａｇｅ，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ｇｈｔｓ．

【结构剖析】

① Ａｎｄ
（并列连词）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
（ｔｈｅｒｅｂｅ结构） 主干

② ｗｈｏ
（关系代词）

ｌａｒｇｅｌｙｌｉｖｅｏｆｆ
（谓语）

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宾语）

定语从句

③

ｗｈｏ
（关系代词）

ｃｏｍｅ，
（谓语）

ｎｏｔ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ｐｌａｙｓ，ｂｕｔｔｏｌｏｏｋａｔ爥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ｇｈｔｓ
（状语）

定语从句

【结构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这是一个
Ｔｈｅｒｅ＋ｂｅ结构，其中ｗｈｏｌａｒｇｅｌｙ
ｌｉｖｅｏｆｆ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是定语从句修饰
先行词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另一个定语从句
ｗｈｏｃｏｍｅ修饰先行词ｔｏｕｒｉｓｔｓ，最后
含有一个ｎｏｔ爥ｂｕｔ爥连接的不定
式做目的状语。

【参考译文】另一派则是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依赖于游客，即那些不是来看戏而是看看莎士比亚的出生

地安·哈瑟维茅舍和其他景点的游客。

【翻译要点】ｎｏｔ爥ｂｕｔ爥翻译为“不是……而是……”。
２．【文章难句】Ｉｔ’ｓａｌｌ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ｌｙｉｒｏｎｉｃｗｈｅｎｙｏｕ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ａｔ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ｈｏｅａｒｎｓ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ｉｎｇ，ｗａｓｈｉｍ

ｓｅｌｆａｎ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ｂｅａｒｄ）ａｎｄｄｉｄｈｉｓｓｈａｒｅｏｆｎｏｉ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结构剖析】

① Ｉｔ’ｓ
（形式主语＋谓语）

ａｌｌ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ｌｙｉｒｏｎｉｃ
（表语）

主干

② ｗｈｅｎ
（关系副词）

ｙｏｕ
（主语）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谓语）

状语从句

③

ｔｈａｔ
（引导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主语）

ｗａｓ
（谓语）

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ａｃｔｏｒ
（表语）

（ｗｉｔｈａｂｅａｒｄ）
（状语）

ａｎｄ
（连词）

ｄｉｄ
（谓语）

ｈｉｓｓｈａｒｅｏｆｎｏｉ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宾语）

宾语从句

④ ｗｈｏ
（关系代词）

ｅａｒｎｓ
（谓语）

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ｉｎｇ
（宾语）

定语从句

【结构解析】句子的主干是

Ｉｔ’ｓａｌｌ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ｌｙｉｒｏｎｉｃ，ｗｈｅｎ
ｙｏｕｃｏｎｓｉｄｅｒ是以ｗｈｅｎ引导时
间状语从句作状语，其后ｔｈａｔ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ａｓ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ａｃ
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ｂｅａｒｄ）ａｎｄｄｉｄｈｉｓ
ｓｈａｒｅｏｆｎｏｉｓｅｍａｋｉｎｇ是定语
从句，宾语从句主语后接着一

个定语从句，由ｗｈｏ引导，修
饰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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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想想也挺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莎士比亚本人也是演员出身并以演戏为生，留胡子，有时也爱吵闹。

【翻译要点】句子的主干是个主系表的结构，其中Ｉｔ是形式主语，翻译时主干意思放在最后翻译出来。
３．【文章难句】Ｈｉｌｔｏｎｉ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ｔｓｏｗｎｈｏｔｅｌｔｈｅｒｅ，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ｍａｙｂｅｓｕ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ａｍｌｅ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Ｂａｒｓ，ｔｈｅＬｅａｒＬｏｕｎｇｅ，ｔｈｅＢａｎｑｕｏＢａｎｑｕｅｔｉｎｇＲｏｏｍ，ａｎｄｓｏｆｏｒｔｈ，ａｎｄｗｉｌｌｂｅ
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结构剖析】

① Ｈｉｌｔｏｎ
（主语）

ｉ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谓语）

ｉｔｓｏｗｎｈｏｔｅｌ
（宾语）

ｔｈｅｒｅ
（状语）

主干

② ｗｈｉｃｈ
（关系代词）

ｗｉｌｌｂ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
（谓语）

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③
ｗｉｔｈＨａｍｌｅ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Ｂａｒｓ，ｔｈｅＬｅａｒＬｏｕｎｇｅ，
ｔｈｅＢａｎｑｕｏＢａｎｑｕｅｔｉｎｇＲｏｏｍ，ａｎｄｓｏｆｏｒｔｈ

状语

④ ｙｏｕ
（主语）

ｍａｙｂｅ
（谓语）

ｓｕｒｅ
（表语）

插入语

⑤ ａｎｄ
（并列连词）

ｗｉｌｌｂｅ
（谓语）

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表语）

主干

【结构解析】该句子是含有

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复合句，

主干是 Ｈｉｌｔｏｎｉ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ｔｓ
ｏｗｎｈｏｔｅｌ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ｂｅ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ｗｈｉｃｈ引导的从句
修饰先行词ｉｔｓｏｗｎｈｏｔｅｌ。从
句中 ｙｏｕｍａｙｂｅｓｕｒｅ是插入
语，从句的主干部分是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ｂ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爥ａｎｄ
ｗｉｌｌｂｅ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参考译文】希尔顿正在这里建立自己的酒店，你或许可以肯定它将配有 （以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名字命名

的）哈姆雷特汉堡包店、李尔王休息室、班柯宴会包间等等，而且价格昂贵。

【翻译要点】从句中ｙｏｕｍａｙｂｅｓｕｒｅ是插入语，ｗｉｔｈＨａｍｌｅ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Ｂａｒｓ，ｔｈｅＬｅａｒＬｏｕｎｇｅ，ｔｈｅＢａｎｑｕｏＢａｎ
ｑｕｅｔｉｎｇＲｏｏｍ，ａｎｄｓｏｆｏｒｔｈ介词短语作状语，修饰ｈｏｔｅｌ。

４．【文章难句】Ｔｈｅｙａｌｌｓｅｅｍ ｔｏｌｏｏｋａｌｉｋ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ａｌ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ｎ，ｐｏｉｎｔｅｄ，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ｆａｃｅｓ，ｗｅａｒｉｎｇｊｅａｎ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ａｌｓ，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ｂｕｎｓａｎｄ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ｏｗｎｆｏｒ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ｇ
ｓｔｏｎｅ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ｏｂｕｙｔｈｅ２０ｓｅａｔｓａｎｄ８０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ｒｏｏｍｔｉｃｋｅｔｓｈｅ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ｌｅｅｐｅｒｓ
ａｎｄｓｏｌｄｔｏ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ｏｐｅｎｓａｔ１０：３０ａ．ｍ．

【结构剖析】

① Ｔｈｅｙ
（主语）

ａｌｌｓｅｅｍｔｏｌｏｏｋ
（谓语）

ａｌｉｋｅ
（表语）

主干

② ｔｈｏｕｇｈ
（引导词）

ｔｈｅｙ
（主语）

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ａｌｌｏｖｅｒ
（谓语）

让步状语从句

③ ｌｅａｎ，ｐｏｉｎｔｅｄ，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爥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ｒｏｏｍｔｉｃｋｅｔｓ后置定语

④ ｈｅ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ｌｅｅｐ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ｌｄｔｏｔｈｅｍ后置定语

⑤ ｗｈｅｎ
（引导词）

ｔｈｅ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
（主语）

ｏｐｅｎｓ
（谓语）

ａｔ１０：３０ａ．ｍ．
（时间状语）

时间状语从句

【结构解析】这是一个长句。破

折号前是主句，破折号后面部分对

主语ｔｈｅｙ进行补充说明。这包括
一系列并列的形容词和分词结构。

最后一个分词结构是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ｏｗｎ
爥 ｔｏｂｕｙ爥 ｔｉｃｋｅｔｓ，ｔｉｃｋｅｔｓ后是过去
分词ｈｅｌｄｆｏｒ爥ａｎｄｓｏｌｄ爥结构作后
置定语，其中又套用了一个 ｗｈｅｎ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参考译文】他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外表看起来相似———身材消瘦，言语直率、神情执着，穿着牛仔裤和

凉鞋，啃着圆面包，晚上就睡在戏院外旗杆下的台阶上。就是为了等第二天售票窗口十点半开

门，购买专门卖给这些整夜等票人的２０张坐票和８０张站票。
【翻译要点】破折号的作用是进行补充说明，还包括一系列并列的形容词和分词结构。

答案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９０）
２６．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ｗｅｌｅａｒｎｔｈａｔ　　　　．（从前两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

选　项 译　文 选项分析 判断依据

［Ａ］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ｄｅｎｙｔｈｅＲＳＣ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ｒｅｖｅｎｕｅ

当地居民否认皇家莎士比亚公司

对镇财政的贡献
正确归纳 二段１句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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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ＳＣｉｍｉｔａｔｅ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ｏｎａｎｄｏｆｆｓｔａｇｅ⑧

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演员台上台

下都在模仿莎士比亚
无中生有 未提及

［Ｃ］ｔｈｅｔｗｏ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ＳＣａｒｅｎｏｔｏｎ
ｇｏｏｄｔｅｒｍｓ

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两派不合 张冠李戴 一段１句

［Ｄ］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ｆｏｌｋｅａｒ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ｒｏｍｔｏｕｒｉｓｍ 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收入微薄 无中生有 未提及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Ａ，答对率为４０．３％
【考核题型】推理题

【解析】本文选自Ｍ·Ｓｗａｎ编辑的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读物ＩｎｓｉｄｅＭｅａｎｉｎｇ，而这个文章最早的出处是
英国《卫报》集团下很著名的一个报纸《观察家报》。第一段提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福特镇只有一种产

业———威廉·莎士比亚，就这样也产生了两个分裂的越来越对立的派系。一派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ＲＳＣ），其实就
是一个剧团，它其实在英国也是非常有名的。这家公司专门在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纪念戏院上演莎士比亚的经典剧

目。另一派则是当地的民众。两群人对于经济利益以及地方发展上有一些观点上的不同。第二段提到，镇上的居民

对戏院是否能拉动他们的收入甚表怀疑。故正确答案为Ａ，镇上的居民否认了剧团对于镇子收入的贡献。后面又讲
到这个地方一般的居民不太喜欢搞戏剧的人，因为搞艺术的人留长头发、胡子，穿着拖鞋，可能晚上也不太按时睡觉，

搞的吵吵闹闹。此题实际上是让考生归纳前两段的大意。选项Ｂ和Ｄ是文中未提及的信息。选项Ｃ是偷换概念，
原文说小镇的两群人不合，而不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两派不合，而且文章也没有说皇家莎士比亚公司有两派。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旨在考查考生对段落大意的归纳总结能力，还考查了考生分辨主要信息以及推理

判断能力。命题人在设计干扰项Ｃ时，下了一点功夫，文章提到ｔｗｏｂｒａｎｃｈｅｓ，而且它们的关系的确不好，可是选
项里的修饰语（ｏｆｔｈｅＲＳＣ）与文中的修饰语（ｉｎ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ｏｎＡｖｏｎ）不一致，这是为粗心马虎的考生设置的陷阱。
２７．Ｉｔｃａｎｂ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３ｔｈａｔ　　　　．（从第三段可以推理出　　　　。）

选　项 译　文 选项分析 判断依据

［Ａ］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ｃａｎｎｏｔ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Ｃａｓｔ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Ｐａｌａｃ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不能单独游览城堡和宫殿 曲解原文 三段２句

［Ｂ］ｔｈｅｐｌａｙｇｏｅｒｓｓｐｅｎｄ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ｔｈａｎ
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

看演出的人要比游客多消费 正确归纳 三段４句

［Ｃ］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ｄｏｍｏｒ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ｔｈａｎ
ｔｈｅｐｌａｙｇｏｅｒｓ

游客要比看演出的人多购物 牵强附会
三段

２、３句

［Ｄ］ｔｈｅｐｌａｙｇｏｅｒｓｇｏｔｏｎｏ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ｉｎ
ｔｏｗｎ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ｅｒ

看演出的人仅仅看戏而不去

其他的地方
反向干扰 三段３句

【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Ｂ，答对率为６８．１％
【考核题型】推理题

【解析】第三段讲到，来到莎士比亚故居访问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观光客，还有一类是专门来看戏的，作者引用

别人的观点来说明，观光客一般来说不看戏，同时也不一定晚上在这个地方逗留，但是看戏的人一般都会在这

个地方消费，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有可能去饭馆吃饭之类的，还说有些人甚至是住上四、五个晚上。通过

这句话其实作者在间接的说明一个问题，这些看戏的人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更加大一些。故正确答案为 Ｂ。第
三段第二句提到“这些游客坐着大巴峰拥而入来到了沃里克城堡及旁边的布雷恩宫殿”，并没有说这两个地方

不能单独参观。故Ａ项不正确。文中并没有将二者在购物上做比较，故Ｃ项排除。由第三段第三句“ｔｈｅｐｌａｙ
ｇｏｅｒｓｄｏｍａｎａｇｅａｌｉｔｔｌ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ｐｌａｙｇｏｉｎｇ”可知，看戏的人还会有一些观光活动，故 Ｄ项亦不
正确。

【考点设计点评】本题目的设计考查了考生对原文第三段具体信息的概括和推理能力，这里要求考生在答题时

理清两类游客的对比关系以及ＲＳＣ的观点。
２８．Ｂｙｓａｙ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ｒｉｅｓｐｏ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Ｌｉｎｅ２，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ａｔ　　
　　．〔本文提到“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ｒｉｅｓｐｏ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第４段第２行），作者在此暗示　　　　。〕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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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Ａ的最后一句说：只在纸张的一面上书写。这正好与第三段末尾一句的内容呼应。其次，选项 Ａ中
最后一句的ｏｎｅ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和第三段最后一句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形成呼应关系。还有，选项Ａ中和第
三段都有ｅａｓｉｅｒ一词，出现了词汇的复现。因此，此题的答案是非选项Ａ莫属。

４４．【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Ｃ，答对率为４８．１％
【解析】第四段重点讲了用电脑进行文稿的修改。在所有选项中只有 Ｃ项出现了 ｐｒｉｎｔｅｒ打印机；ｓｔｏｒｅ储
存；ｄｉｓｋ磁盘；ｄａｔａ数据等词汇。这正好吻合了４４题所在段落的内容要求，与此段在内容上形成了一致关
系。空后又提到了：在修改过程中，看打印出来的材料 ｔｈｅｓｅｐｒｉｎｔｏｕｔｓ比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要容易得多。
故选项Ｃ为正确答案。

４５．【答案及考生答对率】Ｅ，答对率为６１．６％
【解析】第五段举例说明如何进行文稿的修改。段中有两个明显的线索词：Ｓａｍｍｙ和 Ａ＆Ｐ。根据词汇复
现的原则，我们很快就会将答案限定在选项Ｅ和 Ｆ中。都包含这两个词。本段的主题句是：一旦你完成
了初稿，你就可以删除那些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选项Ｅ的第一句话是：这个话题虽然有趣，但它和文章
的主题无关。这和此段的主题句对应，在内容上形成了一致关系。故选项Ｅ为正确答案。
【干扰项分析】

干扰项Ｂ，主要讲如何写好引言段和总结段，无法填入５个空中并与相关的段落形成一致和连贯。根
据此段的内容，应该是全文结束以后才会出现的段落。

干扰项Ｆ，选项Ｆ虽然有Ｓａｍｍｙ和 Ａ＆Ｐ两个词，但与第五段主题句不一致。另外也只讲这位学生写
的最后一段的具体内容，故不符合题意。

ＰａｒｔＣ

文章大意

文章选自ＭａｙｏＷ．Ｈａｚｅｌｔｉｎｅ写的一篇关于 “达尔文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的评论。长达８６８６个词的原文
经命题专家简化处理后，形成现在的考题。第一段，主要讲了达尔文对思维、记忆和观察力等方面的看法。第二

段，讲了达尔文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他的思维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并用诗歌、音乐和绘画举例说明。

题目出处／重难点词汇标注、全文精译及英汉对照
　　Ｉｎｈｉｓ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ａｒｗｉｎ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ｐｅａｋｓｏｆ① ｈｉｓ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ｓｔｙ?．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②

ｔｈａｔ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ｍｕｃｈ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
ｃｌ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ｉｓｅｌｙ?，ｂｕｔ（４６）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ｄｉｆ
ｆｉｃｕｌｔｙｍａｙｈａｖｅｈａ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ｏｒｃｉｎｇ
ｈｉｍｔｏ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ｌｙ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ｕ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ｄｉｓｃｌａｉｍ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ｙｇｒｅａｔｑｕ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ｒｗｉｔ，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Ｈｕｘｌｅｙ．（４７）Ｈｅ
ａｓｓｅｒｔｅｄ?，ａｌｓｏ，ｔｈａｔｈｉｓｐｏｗｅｒ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ｐｕｒｅｌｙ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ａｓｖ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ｓｏｎｈｅｆｅｌ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ａｔｈｅｎｅｖｅｒ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Ｈｉｓｍｅｍｏｒｙ，ｔｏｏ，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ｂｕｔｈａｚｙ．Ｓｏ
ｐｏｏｒｉｎｏｎｅｓｅｎｓｅｗａｓｉｔｔｈａｔｈｅｎｅｖｅｒｃｏｕｌｄ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ｆｏｒ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ａｆｅｗｄａｙ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ａｔｅｏｒａｌｉｎｅｏｆｐｏｅｔｒｙ．（４８）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ａｃｃｅｐｔａｓｗｅｌｌｆ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ｍａｄｅ
ｂｙ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ｓｔ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ｈｅｗａｓａｇｏｏ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ｈｅ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非常谦虚地谈到
了他的智力水平。他指出他常常感到自己

不能清晰而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

（４６）他认为或许正因为 （语言表达上的）
这种困难，他不得不对自己要说的每句话

都经过长时间的认真思考，从而能发现自

己在推理和观察中的错误，结果这反而成

为他的优点。他拒绝承认自己具有像杰出

的赫胥黎那样敏锐的理解力和智慧。

（４７）他还坚持认为自己进行长时间纯抽
象思维的能力十分有限，由此他也认定自

己在数学方面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他

还把自己的记忆描述成宽泛而模糊的。在

某种程度上，他的记忆力是如此的差以至

于一个简单的日子或一行诗歌他也记不住

几天。（４８）另一方面，某些人批评他虽然
善于观察，却不具备推理能力，而他认为这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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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ｄｎｏｐｏｗｅｒ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Ｔｈｉ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
ｔｒｕ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ｓｏｎｅｌｏ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ａｎｄｈａｓ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ｍａｎｙａｂｌｅ
ｍｅｎ．Ｎｏｏｎｅ，ｈｅｓｕｂｍｉｔｓ，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ｎｇｓｏｍ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Ｈｅｗａ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③ ａｓｓｅｒｔｔｈａｔ“
Ｉｈａｖｅａｆａｉｒｓｈａｒｅ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ｏ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ｕｃｈａｓｅｖｅｒｙｆａｉｒｌ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ａｗｙｅｒ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ｂｕｔｎｏｔ，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ｎａｎｙｈｉｇｈ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４９）Ｈｅａｄｄｓ
ｈｕｍｂｌｙｔｈａｔ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ｅ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ｒｕｎｏｆ
ｍｅｎｉｎｎｏｔｉｃ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ｗｈｉｃｈｅａｓｉｌｙｅｓｃａｐ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ｏｂ
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ｏｆｈｉｓｌｉｆｅ，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ｏｐｉｎ
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ｗｏｏｒｔｈｒｅ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ｈｉｓｍｉｎｄｈａｄｃｈａｎｇｅｄ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ｗｅｎｔｙｏｒ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Ｕｐｔｏ④ 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ｉｒｔｙ
ｏｒｂｅｙｏｎｄｉｔ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ｍａｎｙｋｉｎｄｓｇａｖｅｈｉｍｇｒｅａｔ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
ｍｅｒｌｙ，ｔｏ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ａｄｇｉｖｅｎｈｉｍ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ｎｄｍｕｓｉｃ
ｖｅｒｙｇｒｅａｔ，ｄ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１８８１，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ｅｓａｉｄ：“Ｎｏｗｆｏｒｍａｎ
ｙｙｅａｒｓＩｃａｎｎｏｔｅｎｄｕｒｅｔｏｒｅａｄａｌｉｎｅｏｆｐｏｅｔｒｙ．Ｉ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ａｌ
ｍｏｓｔｌｏｓｔｍｙｔａｓｔｅｆｏｒ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ｍｕｓｉｃ．”（５０）Ｄａｒｗｉｎｗａｓｃｏｎ
ｖｉｎｃ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ａｓｔｅｓｗａ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ｌｏｓｓｏｆｈａｐｐｉ
ｎｅｓｓ，ｂｕｔｍｉｇｈ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ｂｅ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ａｎｄｍｏ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ｏ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达尔文认为这种

批评不可能是对的，因为《物种起源》从头

到尾就是一部长篇大论，而且还说服了许

许多多有才华的人。他认为如果不具备推

理能力的话，没人能写成这一著作。他很

乐意承认，“如同每一位成功的律师和医

生必须具有的那样，我也具有相当的创造

力、常识及判断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比

他们更好。”（４９）他又自谦地说，或许自己
“在注意到容易被忽略的事物，并对其加以

仔细观察方面优于常人”。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在写作中

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里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到三十

岁或三十岁以前，任何种类的诗歌都能给他

带来极大的快乐。从前，绘画和音乐同样也

能给他带来相当大的乐趣。但在１８８１年，他
却说：“很多年来我根本就无法读完一行诗，

对绘画和音乐我也几乎失去了兴趣。”（５０）
达尔文确信，没有了这些爱好不只是少了乐

趣，而且可能会有损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更

有可能导致一个人道德品质的下降。

翻译详解 （此大题难度值为０．４６５）
４６．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ｍａｙｈａｖｅｈａ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ｏｒｃ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
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ｌｙ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

【结构剖析】

① Ｈｅ
（主语）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谓语）

主干

② ｔｈａｔ
（引导词）

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主语）

ｍａｙｈａｖｅｈａｄ
（谓语）

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宾语）

宾语从句

③
ｏｆｆｏｒｃ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ｌｙ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介词短语短语修饰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④
ａｎｄｔｈｕｓ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修饰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结构解析】句子的主干

结构是：Ｈｅ（主语）＋ｂｅ
ｌｉｅｖｅｓ（谓语）。ｔｈａｔ引导的
宾语从句的结构是：ｔｈｉｓ
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主语）＋ｍａｙ
ｈａｖｅｈａｄ（谓语）＋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宾语）。ｏｆｆｏｒｃ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后面
ｆｏｒｃｉｎｇ．．．是并列结构，共
同修饰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考核知识点】名词性从句和词语用法

【翻译要点】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无法直接译出，必须要将形容词ｖｅｒｙ转化成副词译出才通顺。ｉｎｔｅｎｔｌｙ这个单词
可以根据上下文ｔｏ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来猜测。ａｎｄｔｈｕｓｅｎａｂｌｉｎｇ和０３年６１题考过的ｔｈｕ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ｇ．．．这
个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可以使用 “从而”、“因而”等词来处理。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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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难点】

词或表达方式 可接受的译法 不可接受的译法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弥补性的优势；通过其他好处得到了补

偿；弥补了这一点，使他具有一些优势；为

他带来了补偿性的优势；（这方面的困难）

会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

正是对这个困难的补偿，他才拥有了一个优势；正好

是补偿了他的优点

　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ｌｙ
深思熟虑；更持久和专心地思考；认真长

久地思考
长时间、仔细地思考

　ｆｏｒｃｉｎｇｈｉｍ．．．ｅｖ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对自己要说的每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认真

思考
让他去想一些很长的语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ｔｈｕｓ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ｈｉｍ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从而能发现自己在推理和观察中的错误

从而，在推理和自己的观察中增强发现错误的能力

（逻辑和意思扭曲）；因此使得他合理地以及用他自

己的观察来检测错误；使他合理地和按自己的方式

去检查错误；用自己的推理和自己的观察察觉到句

子的错误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推理，推断 原因解释；追查原因

【参考译文】他认为或许正因为 （语言表达上的）这种困难，他不得不对自己要说的每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认

真思考，从而能发现自己在推理和观察中的错误，结果这反而成为他的优点。

【评分样题】
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ｍａｙｈａｖｅｈａ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０．５分）
ｏｆｆｏｒｃ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ｌｙ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０．５分）
ａｎｄｔｈｕｓ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ｈｉｍ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ｒｒｏｒｓ

（０．５分） 　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５分）

　例１．他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困难 （清楚而准确地表达自己）会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那就是这会使他更长时
间更专注地思考每一个句子，从而让他能够发现推理和他自己观察中的错误。（２分）

例２．他相信经常不能清楚准确表达自己这一困难会在其他方面变为优点，使它迫使自己思考长句，因此，使
他能够在他的推理和观察中发现他的错误。（１．５分）

例３．他认为这个难题却有互补的优势、即迫使他长时间的有意识地思考每句话，这样让他可以觉察到观察
和逻辑上的错误。（１分）

例４．他相信，这种困难可能通过一种优势得到补偿，即促使绝对所有事物进行长时间和细致的思考，从而使
他能够在推理和观察时发现问题。（０．５分）

例５．他相信这个困难可以用长时间、仔细地思考每个句子来补偿。因此使他能够在他的质疑和观察事物过
程中发现错误。（０分）

４７．Ｈｅａｓｓｅｒｔｅｄ，ａｌｓｏ，ｔｈａｔｈｉｓｐｏｗｅｒ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ｐｕｒｅｌ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ａｓｖ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ｓｏｎｈｅｆｅｌ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ａｔｈｅｎｅｖｅｒ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结构剖析】

① Ｈｅ
（主语）

ａｓｓｅｒｔｅｄ
（谓语）

主干

②

ｔｈａｔ
（连接词）

ｈｉｓｐｏｗｅｒ
（主语）

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ｐｕｒｅｌ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定语）

ｗａｓ
（谓语）

ｖ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表语）

宾语从句

③ 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ｓｏｎ
（介词＋关系代词＋名词）

ｈｅ
（主语）

ｆｅｌｔ
（谓语）

ｃｅｒｔａｉｎ
（宾语）

定语从句

④ ｔｈａｔ
（连接词）

ｈｅ
（主语）

ｎｅｖｅｒ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
（谓语）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宾语）

宾语从句

【结构解析】本句主干结

构是：Ｈｅａｓｓｅｒｔｅｄｔｈａｔ引导
的宾语从句。ｔｈａｔ引导的
宾语从句的结构是：ｈｉｓ
ｐｏｗｅｒ（主语）＋ｗａｓ（系动
词）＋ｌｉｍｉｔｅｄ（表语），其中
不 定 式 ｔｏｆｏｌｌｏｗ爥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做定语修饰从句主
语 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ｓｏｎ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修饰前面整个句子。其中，

又包含一个由ｔｈａｔ引导的
宾语从句。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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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ｔｉｏｎⅢ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Ａ
作文类型 ：应用文（书信）

写作思路 ：由本题所给信息，可首先判断出今年小作文的类型，即写一封道歉信。此类书信对我们来说并不

陌生，所以跑题现象不会出现，只需组织好语言完成即可。当然，题干中提示出来的两条重要内容不能忽视，一是

致歉，二是给出解决办法。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比如事情的起因或理由是什么等等。

文章布局 ：读懂指导语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按要求去写作。本篇是一篇应用文———书信作文。应完成以下几个
任务。一是不能跑题，按要求去完成写作任务；二是要注意书信写作的格式；三是要有至少１００词；语言表达
流畅，少犯语法错误。列出写作提纲；重点突出。本文可以按三部分处理：第一段开门见山，使用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ｆｏｒ”结构直接表示道歉，重述发生的情况并交代情况由来。描述是由于忘记归还，或急于打包回国，或由别人
打包等等原因已把ＣＤ带回了国内。第二段要提出的解决措施。比如说：１）可以快件寄回；２）赔偿费用；３）
下次去加拿大再归还；４）从网上银行支付等等。第三段中，最好再道歉一次，并致以礼貌性问候。

组织文字，精心修改，表达思想。这篇写作要求我们写的是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道歉信。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常常会出现一些疏忽、过失等。如果发生此类事情，就会给对方带来麻烦

和不便。为了避免误解，不影响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应写信给对方予以解释，以请求谅解。因此，道歉信

是写信人对未尽之事向收信人表示歉意。语言要诚挚，解释的理由要真实，不要显出丝毫虚情假意，从而

使收信人理解，消除误会并达到最终谅解。当你遗失了他人物品，损毁了公共财产或做了其他不应该的

事情，你都要对你的行为表示歉意。写这封信时只要包含题目中提到的三点 “道歉、解释原因和提出补

偿方式”就可以基本完成信的内容。但提及并不等于简单地引述题目中这三点，应该通过语言很好地表

示你对这件事情的遗憾和歉意。解释原因时，要突出当时你的疏忽，而并非有意为之。最后要给出积极

合理的补偿方式，表示你的诚意，并可适当承诺下次一定竭力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落款部分切记要符

合题目要求使用 “ＬｉＭｉｎｇ”来代替，不能使用你的真名。
注意事项：１）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纲解析》，考研应用文不需写信封、日期、地址，只写称呼、正文、落

款三种格式即可。２）由于是私人信函，称呼可直接写成ＤｅａｒＢｏｂ。３）落款应写在稿纸中间偏后的位置，写
成两行。首行是结尾客套：Ｙｏｕｒｓ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即可；次行签名应写ＬｉＭｉｎｇ，不要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ＤｅａｒＢｏｂ，
Ｉｍ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ｏ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ｆｏｒｈａｖｉｎｇ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ｔｈｅＢｅａｔｌｅｓ”ＣＤｔｏｙｏｕｗｈｅｎＩｌｅｆｔＣａｎａｄａ．Ｉｗａｓｉｎ
ｓｕｃｈａｈｕｒｒｙｔｈａｔＩｐａｃｋｅｄ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ｍｙｌｕｇｇ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ＨａｄＩｐａｉ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Ｉ
ｗｏｕｌｄｎｔ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ｓｕｃｈａｓｔｕｐｉｄｍｉｓｔａｋｅ．

Ｎｏｗ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ｍｕｓｔｂｅｄｏｎｅ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ｙｏｕｃｈｅｒｉｓｈｔｈｅＣＤ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ｌｙ．Ｉ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ｓｅｎｄｉｔｔｏｙｏｕｂ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ｍａｉｌｏ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ｅｎ
ｓａｔｅｙｏｕａｔ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ｒｉｃｅ．Ｉｆ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ｍｉｎｄ，Ｉ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ｉｔｂａｃｋｔｏｙｏｕｎｅｘｔｔｉｍｅＩｇｏｔｏＣａｎａｄａ．

Ｐｌｅａｓｅｌｅｔｍｅｋｎｏｗｗｈｉｃ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ｙｏｕｐｒｅｆｅｒａｔｙｏｕｒ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Ｉｒｅａｌｌｙｈｏｐｅｙｏｕｗｉｌｌａｃｃｅｐｔｍｙ
ｓｉｎｃｅｒｅａｐ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ｙｏｕｒｓ
ＬｉＭｉｎｇ

亲爱的鲍勃：

我写此信的目的是为了向你道歉。在离

开加拿大时，我忘了把那盘《披头士乐队》的

ＣＤ还给你。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我把所有东
西都塞到行李中，没有仔细检查。当时要是

多加注意的话，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因为我知道你特别珍爱那盘ＣＤ，所以现
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寄快

递包裹给你，也可以按合理的价格赔偿你的

损失。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在下次

去加拿大的时候把它给你带回去。

请在方便的时候尽快让我知道你倾向哪

一种解决方案。希望 你能接受我真诚

的道歉。

您真诚的

李明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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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信写作要点

这是一篇正式语体的道歉信。首段，表达自己的歉意并说明原因；第二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结尾段，

提出请求，再次表示歉意。

★ 道歉信常用句型

（１）Ｅｘｃｕｓｅｍｅｆｏｒｍｙｆａｕｌｔ．请原谅我的过失。
（２）ＩａｍａｗｆｕｌｌｙｓｏｒｒｙＩｈａｖｅｐｕｔｙｏｕｔｏ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ｕｃｈ．很抱歉屡次给您添麻烦。
（３）Ｐｌｅａｓｅａｃｃｅｐｔｍｙｓｉｎｃｅｒｅａｐｏｌｏｇｉｅｓ．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４）Ｉｄｏ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ｆｏｒ．．．我非常抱歉……
（５）Ｗｅ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ｆｏｒ．．．ｗｅｈａｖｅｃａｕｓｅｄｙｏｕ．我们对给贵方带来的……表示道歉。
（６）Ｉｌｌ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ａ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ｎｅｖｅｒｈａｐｐｅｎａｇａｉｎ．我保证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

ＰａｒｔＢ
作文类型 ：图画作文

写作思路 ：由所给的图画及提示文字“你一条腿，我一条腿；你我一起，走南闯北”可知，今年大作文的主

题应与“团结，协作”相关，围绕合作的重要性展开论述与画面信息相吻合。

文章布局 ：读懂指导语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按要求去写作。本篇作文应完成以下几个任务。一，不能跑题，按要
求去完成写作任务；二，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所给的图画；三，要给出自己的评论；四，要写１６０至２００词；五，
要语言表达流畅，少犯语法错误。

列出写作提纲；重点突出。本文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段为传统的图画描述段，由于图片内容直接

明了，可以进行非常直接的描述。画面中的两个人拄着拐杖走不快，索性抛开拐杖，互相搀扶着大步前进，由

于配合默契，显然比以前要走得更快，甚至可以 “走南闯北”。由于图画配了文字，只需把文字翻译过来，描述

段就很完整了。第二段要求阐释漫画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社会意义。图画的暗示非常明显，两个人不团结的时

候，各自都有致命的缺陷，行动迟缓，而当两人联手后，双方的缺点都克服掉了，反而形成了他们共同的优势。

这无非表明了合作、团队和团结的重要性，用俗语来说，就是 “团结就是力量”。第三段发表自己的评论，这就

是历年考研的考法。可以采取举例法、因果法、数据法、反面论证法等多种手段丰富这个拓展段。２００７年颇引
人注目的姚明现象，可以推理出没有团队，姚明也无法成功；另外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也正说明团队和合

作的重要性，不妨通过举例来充实。最后可以按照惯例采取建议法，提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下一代的建议，再

次强调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只要把把思路理顺了，语法准确、用词到位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写作误区 ：由于今年题目相对简单，一般不会出现跑题的现象。如果跑题，可能往两个方面跑偏。一是放

在身残志坚上来论述，二是把重点放在“无论出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前进的勇气和希望”上论述。

★ 范文英汉对照·可套用句式重点记忆 ★

　　Ａｓｉｓｓｕｂｔｌｙ①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ｗｏｈａｎｄｉｃａｐ
ｐｅｄ② 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ａ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ｉｇ
ｏｒｏｕｓｓｔｒｉｄｅｓ③，ｌｅａｖ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ｃｒｕｔｃｈｅｓ④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ｄ
ｓｈｉｐｏ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ｉｎｇ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ａ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ｉｒ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ｅ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ｆｉｒｍ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Ｔｈｅｃａｐｔｉｏｎ⑤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ｃａｎ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ｘ
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ｅｇｓ．

Ｉｔｉ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ｉｓｔａｉｍｓａｔｒｅｍｉｎｄｉｎｇｕｓｏｆ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Ｈａｒｄｌｙｃａｎａｎｙ
ｏｎ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ｈｉｓｃａｒｅ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ｓ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ｌｉｎｅｓｏｆｗｏｒｋｇｒｏｗ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ｆｉｅｒｃｅ，ｗｅｍｕｓｔｄｅｆｅａｔｏｕｒｒｉｖａ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正如漫画巧妙地描绘的，两个身患残
疾的年轻人正在大步流星朝着他们的目的

地前进，把拐杖都抛在了身后。残疾的艰

难已经不再是他们路途上的障碍，他们互

相有力地搀扶着稳步前进。图画文字表明

“你一条腿，我一条腿；你我一起，走南

闯北”。

卡通画作者显然是为了提醒我们合作

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同事或

搭档的帮助，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事业上取

得成功。由于各行各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我们只有通过强大的团队才能击败对手。

·２８２·

红宝书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Ｔａｋｅ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ｓｔａｒＹａｏＭ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ｅ
ｃａｎｓｌａｍ⑥ ｔｈｅｄｕｎｋ⑦ ｓｍａｒｔ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ｌｌｈｉｓｔｅａｍｍ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ｅ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ｔｏｈｉ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１ｌｕｎａｒ⑧ ｐｒｏｂｅ⑨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ｊｏｉ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ｆｗｅｗｏｒｋ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ｗｅｗｉｌｌｂ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ｆｒａｉｌ⑩ ｍｉｎｄ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ｍａｙｄｒａｗ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ｒｅａｌｌｙ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ｉｎｅｖｅｒｙ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ｏｕｒ
ｇｏａｌ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ｔｏｔｒａｉｎｏｕｒｋｉｄｓ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Ａｓｔｈｅｐｒｏ
ｖｅｒｂｇｏｅｓ，ｕｎｉｔｙ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以篮球明星姚明为例，他能够潇洒地扣篮，

是因为他的队友或多或少成就了他杰出的

表现。同样，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成功发

射要归功于中国科学家们的集体努力，而

不是个人成就。如果我们孤立地工作，必

然受到局限，变得意志脆弱，享受不到多少

资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在竞争社会中，合作和团队极为重

要。因此，在实现目标所做的每次努力中，

我们都要和我们的同事们默契合作。此

外，经常培训我们的下一代也是必不可少

的，为了让他们适应在团队中顺利地沟通。

正如谚语所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 范文重点词汇注释

　① ｓｕｂｔｌｙ［ｓｔｌｉ］ａｄｖ．微妙地，巧妙地，机智地
　②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ｅｄ［ｈｎｄｉｋｐｔ］ａｄｊ．残疾的
　③ ｓｔｒｉｄｅ［ｓｔｒａｉｄ］ｖ．大步走／ｎ．大步，步伐，进步
　④ ｃｒｕｔｃｈ［ｋｒｔ］ｎ．腋杖，拐杖
　⑤ ｃａｐｔｉｏｎ［ｋｐｎ］ｎ．（图画、漫画等的）说明文

字／ｖ．给（图片、照片等）加说明文字

　⑥ ｓｌａｍ［ｓｌｍ］ｖ．（使……）砰地关上；使劲一推，用
力一放

　⑦ ｄｕｎｋ［ｄｋ］ｖ．扣篮；灌篮
　⑧ ｌｕｎａｒ［ｌｕｎ］ａｄｊ．月球的，月亮的
　⑨ ｐｒｏｂｅ［ｐｒｕｂ］ｖ．探究 ／ｎ．航天探测器
　⑩ ｆｒａｉｌ［ｆｒｅｉｌ］ａｄｊ．瘦弱的；弱的，易碎的

★ 范文语言技巧点评

（１）．．．ｔｗｏ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ｅｄ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ａ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ｔｒｉｄｅｓ，ｌｅａｖ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整个句子的结构很优美。ｗｉｔｈ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ｔｒｉｄｅｄｓ是方式状语，ｌｅａｖｉｎｇ．．．是分词结构作伴随状语。

（２）Ｔａｋｅ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ｓｔａｒＹａｏＭ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ｔｏｈｉ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该句含有一个重要短语，即ｔａｋｅ．．．ｆ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以……为例），该短语在写作中非常常见，主要用来列举
例子。另外，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意为“或多或少地”。

（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ｍａｙｄｒａｗ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
本句是结论句，ｔｈａｔ后面的内容即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亦即图画所反映出来的主题。

·３８２·

２００８年考研英语真题　 　系统精析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书书书

２００２年考研英语真题
☆ 词汇解析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ＩＵｓ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

大纲词汇

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ｍｉｎｎｔ］ａｄｊ．
【助记】ｄｏｍ（统治）＋ｉｎ（在内）＋ａｎｔ（形容
词后缀）→在统治内的→支配的，统治的
【词义】支配的，统治的，占优势的：Ｐ＆Ｇ
ｉｓｉｎ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ｆ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宝洁公司在日用
化工产品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⒉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 ［ｐｍｆｌｉｔ］ｎ．
【词义】小册子（ｃ）：Ｔｈ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ｓｉｎｃｅ
ｂ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ｓａ～．这份讲稿后来以
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

【派生】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ｅｅｒ［ｐｍｆｌｔｉ］
ｎ．小册子作者
⒊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ｓｋｉｔ］ｎ．
【助记】ｃｉｒｃｕ（ａｒｏｕｎｄ周围）＋ｉｔ（ｇｏ走）
→沿周围走→环行
【词义】① 环行，周线，巡回（ｃ）：Ｔｈｅ
ｓｈｕｔｔｌｅｓｐａｃｅｍａｄｅ３００～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航天飞机绕地球环
行３００圈后回到地面。
② 电路，线路（ｃ）：Ａｂｒｅａｋｉｎｔｈｅ～ｈａｄ
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ｔｏｇｏｏｕｔｆｏｒｔｗｏｈｏｕｒｓ．断
开电路造成熄灯两小时。

【词组】ｂｅ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在巡回当中（ｏｎ后
不加冠词）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ｄｉｋｌ］ａｄｊ．
【词义】① 根本的，基本的：ａ～ｅｒｒｏｒ根
本性错误 ／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一种
体系的基本思想

②彻底的，完全的；激进的：～ｃｈａｎｇｅ彻底
的改变 ／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用过激的言语
【同义】①ｂａｓｉｃ，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②ｅｘｔｒｅｍｅ
【反义】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ａｄｊ．表面的，表面性
的，肤浅的

【真题例句】Ａｎ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ｏｒｄ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ｓｔｈｏｓ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ｏｎｔｈｅ
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ｒｅ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ｅｒ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ｆｏｒｍ．对于计算机在课堂上的应用，人们在
观点上存在一条无形的界线———有人认

为，在课堂上应用计算机是出于对学生就

业前途的考虑；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主要是

由于对实行彻底的教育改革的考虑。

⒋ 【派生】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ｒｄｉｋｌｉ］ａｄｖ．
根本地，基本地

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ｌｅ］ｎ．
【词义】① 空闲，闲暇（ｕ）：Ｉｈａｖｅｎｏ～
ｆ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ｎｏｖｅｌｓ．我没有空闲读小说。
② 悠闲，安逸：Ｉ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ａｌｉｆｅｏｆ～．我
不喜欢过悠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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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① ａｔｌｅｉｓｕｒｅ从容地；有空
② ａｔｏｎｅｓｌｅｉｓｕｒｅ在……有空的时候

【派生】ｌｅｉｓｕｒｅｌｙ［ｌｅｌｉ］ａｄｊ．从容的，
不慌不忙的 ／ａｄｖ．从容地， 不慌不忙地

超纲词汇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ｉｆｊｕｎ］ｎ．扩散，散播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ｐｉｒｉｄｉｋｌ］ｎ．期刊，杂志 ★（大纲派生词）

重点词组

① 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继……之后，随着……而来
② ｇｏｂｙ（时间）过去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ＩＩ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Ａ Ｔｅｘｔ１
大纲词汇

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ａｉ］ｖｔ．
【助记】ｉｄｅｎｔ（同一的）＋ｉｆｙ（使……）→
使一样→使等同于
【词义】① 认为……等同于，使等同于：
Ｎｅｖｅ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ｆａｃｔｓ．切莫把意见
与事实混为一谈。

② 识别，鉴别：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ｃｏａｔａｓ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他认出那件外衣是他兄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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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①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指证实或识别某人的身份
或认出某物是谁的或是什么。

②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指通过感觉器官清楚的
认出或区别。

③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指认出原来曾经见过或听
到过的某人或某物。

【词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ｏｎｅｓｅｌｆｗｉｔｈｓｂ．／ｓｔｈ．支持
某人（某事物）；与……有关联

【派生】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ｋｅｉｎ］ｎ．认出，识别，鉴定；
身份证明（常略作ＩＤ）；有关联；认同

⒉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ｒｅｓ］
【词性】? ｎ．
【词义】① 演说：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ｆｒｏｍ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ｉｌｌｇｉｖｅｕｓａｎ～．
明天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来演讲。

② 地址，住址：Ｗｈａｔｉｓｙｏｕｒｈｏｍｅ～？你的
家庭住址在哪儿？

【同义】① ｓｐｅｅｃｈ
【词性】? ｖｔ．
【词义】①向……作（正式）讲话，对……说
话：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ｗｉｌｌｎｏｗ ～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现在由主席向与会者讲话。

② 称呼：ＴｈｅＫｉｎｇｗａｓ～ｅｄａｓ“ＹｏｕｒＭａｊ
ｅｓｔｙ”．国王被称呼为“陛下”。
③ 对付，处理：～ａｐｒｏｂｌ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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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ｎｅｓｅｌｆｔｏｓｔｈ．把注意力集
中于（某问题），致力于某事：Ｉｔｓｔｉｍｅｗ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现在我们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环境
保护上来。

【派生】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ｄｒｅｓｉ］ｎ．收
信人，收件人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ｌｔｎｔｉｖ］
【词性】? ａｄｊ．
【词义】两者挑一的；可供选择的：Ｈｉｓｔｏｒｉ
ａｎｓｗ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历史学家
们坚信经济发展有多种途径可供选择。

【词性】? ｎ．
【词义】可供选的事物，替换物，抉择对象：

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ｈｅ～ｏｆａｆｉｎｅ
ｏ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ｉｎｐｒｉｓｏｎ．法官给罪犯提供
选择：罚款或坐牢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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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①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多指从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例如：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ｔｈ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ｂｕｔｔｏ
ｆｉｇｈｔｔｉｌｌ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ｙ．除了坚持战斗直到胜
利外，别无选择。②ｃｈｏｉｃｅ表示从一个系
列的人或物中进行挑选。③ ｏｐｔｉｏｎ指选
中的或是要选但还未选的，强调选择的

可能性。例如：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ｏｐｔｉｏｎｓｏｐｅｎ
ｔｏｕｓ．我们有两种选择。④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指
基于个人价值观或偏好的选择，强调个

人意愿在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

⒊【派生】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ｔｎｔｉｖｌｉ］
ａｄｖ．相反，反之
⒋ ｇｒａｂ ［ｒｂ］
【词性】? ｖ．

【词义】（ａｔ）抓（住），夺得：Ｔｈｅｄｏｇ～ｂｅｄ
ａｂｏｎｅａｎｄｒａｎｏｆｆｗｉｔｈｉｔ．那狗抢了一块
骨头就跑。

【词性】? ｎ．
【词义】（ａｔ）抓住，掠夺：Ｔｈｅｂｏｙｍａｄｅａ
～ａｔｔｈｅｆｒｏｇ，ｂｕｔｉｔｊｕｍｐｅｄａｗａｙ．那男孩
向青蛙抓去，可是它跳开了。

【派生】ｇｒａｂｂｅｒ［ｒｂ］ｎ．贪得无厌
的人

⒌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ｐｒｕｐｒｉｔ］ａｄｊ．
【助记】ａｐ（加强）＋ｐｒｏｐｒ（ｐｒｏｐｅｒ恰当
的）＋ｉａｔｅ→恰当的
【词义】恰当的，相称的：Ｈｅｒｂｒｉｇｈｔｃｌｏｔｈｅｓ
ｗｅｒｅｎｏｔ～ｆｏｒａｆｕｎｅｒａｌ．她那身鲜艳的衣
服不适合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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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
ｆｉ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ａｐｔ，ｐｒｏｐｅｒ
① ｆｉｔ是对某一意图、场合或使用是合适
的，含有被动意味，可用作定语和表语。

②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指适合于某个地位、身份、
场合。例如：Ｓｐｏｒｔｓ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ａｆｏｒｍａｌｗｅｄｄｉｎｇ．运动服不适合
正式婚礼。

③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暗含符合某要求、完成某需要
或实现某意图的能力，强调没有协调之

处，有时可与ｆｉｔ换用，可用作定语和表
语。例如：ａｆｉｌｍ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不适合孩子们看的电影。

④ａｐｔ指某事物自然、合适、恰当，含有主
动意味，可用作定语和表语。

⑤ ｐｒｏｐｅｒ含有生来就具备适宜性质的
含义。

【反义】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ｄｊ．不合适的
【词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ｔｏ对……适合的

⒍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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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臭名昭著的：Ｈｅｗａｓ～ａｓａｇａｍ
ｂｌｅｒ．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徒。
【同义】ｉｎｆａｍｏｕｓ
【反义】ｆａｍｏｕｓａｄｊ．著名的
【词组】① ｂｅ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ｆｏｒ．．．因为……
而臭名远扬 ② ｂｅ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ａｓ．．．以
……身份而臭名远扬

⒎ ｒｅｓｅｎｔ ［ｒｉｚｅｎｔ］ｖｔ．
【词义】对……表示愤恨，怨恨：Ｈｅ～ｅｄｂｅ
ｉｎｇｃａｌｌｅｄａｂａｂｙ．他不高兴别人叫他小
东西。

【同义】ｄｉｓｌｉｋｅ，ｈａｔｅ
【反义】ｌｉｋｅｖ．喜爱
【词组】ｒｅｓｅｎｔｄｏｉｎｇｓｔｈ．怨恨做某事
【派生】① ｒｅｓｅｎｔｆｕｌ［ｒｉｚｅｎｔｆｌ］ａｄｊ．
表示愤恨的，憎恨的 ② 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ｎｔ
［ｒｉｚｅｎｔｍｎｔ］ｎ．愤恨，怨恨
⒏ ａｗｋｗａｒｄ ［ｋｗｄ］ａｄｊ．
【助记】音“拗口的”→不灵活的
【词义】① 笨拙的，不灵活的：Ｓｈｅｉｓａｎ
～ｄａｎｃｅｒ．她是一位笨拙的舞蹈演员。
② 棘手的，尴尬的：Ｈｅｗａｓｐｕｔｉｎ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③ 使用不便的：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ｔｏ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ｙａｓｍａｌｌｂｏａｔ．靠一条小船过河非
常不方便。

【派生】① ａｗｋｗａｒｄｌｙ［ｋｗｄｌｉ］
ａｄｖ．尴尬地，不灵活地② ａｗ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ｋｗｄｎｉｓ］ｎ．笨拙
⒐ ｔｗｉｓｔ ［ｔｗｉｓｔ］
【词性】? ｖ．
【词义】① 捻，搓，绞，拧：～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ｙｏｕｒｆｉｎｇｅｒｓｔｏｆｏｒｍ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ｌｏｗｅｒｉ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ｇａｍｅｉｎ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把细线缠绕在手
上翻出各种各样的“花”是我们小时候

经常玩的游戏。

② 曲解，歪曲：Ｈｅ～ｅｄ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ｏ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ｖｅ．他把她的话歪曲成她对
他示爱的表达。

【词性】? ｎ．
【词义】① 拧，捻，搓，绞：Ｇｉｖｅｔｈｅｋｎｏｂａ
～．拧一下门把手。
② 曲解，歪曲：ｇｉｖ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ａ～对事实加
以歪曲

【派生】① ｔｗｉｓｔｅｄ［ｔｗｉｓｔｉｄ］ａｄｊ．反
常的，变态的，扭曲的

②ｔｗｉｓｔｅｒ［ｔｗｉｓｔ］ｎ．奸诈的人，骗子
⒑ ｉｎ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ｋｔ］ｖｔ．
【助记】ｉｎ（在……里面）＋ｊｅｃｔ（投掷）→
投掷在里面→注入
【词义】注射，注入：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ｗａｓｒｅａｄｙ
ｔｏ～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ｍ．医生
正准备给病人胳膊注射青霉素。

【派生】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ｋｎ］ｎ．注射
１１．ｅｎｔｉｔｌｅ ［ｉｎｔａｉｔｌ］ｖｔ．
【助记】ｅｎ（动词前缀，使……）＋ｔｉｔｌｅ（标
题）→给……题名
【词义】① 给（书、文章等）题名：Ｈｅ～ｄ
ｔｈｅｂｏｏｋ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Ｇａｒｄｅｎ．他把这本书定
名为《秘密花园》。

② （ｔｏ）给……权利，给……资格：Ｔｈｅｃｏｕ
ｐｏｎ～ｓｙｏｕｔｏａｆｒｅｅｉｃｅｃｒｅａｍ．凭这张优惠
券你可以免费得到一个冰淇淋。

【反义】ｄｅｐｒｉｖｅｖ．剥夺
【派生】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ａｉｔｌｍｎｔ］
ｎ．应得的权利；津贴
１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ｐｒｉｖｉｌ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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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① 特权，优惠：Ｓｈｅｈａｄｌｅｄａｌｉｆｅ
ｏｆｌｕｘｕｒｙａｎｄ～．她过着养尊处优的
生活。

② 特殊的待遇，特殊的荣幸：Ｉｔｗａｓａ～
ｔｏｈｅａｒｈｅｒｓｉｎｇ．能听她一展歌喉真是莫

大的荣幸。

【同义】①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② ｆａｖｏｕｒ
【词组】ｅｎｊｏｙ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享受特权
【派生】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ｐｒｉｖｉｌｉｄｄ］ａｄｊ．
享有（或授予）


 特权的

超纲词汇

 ｓｔｏｍｐ［ｓｔｍｐ］ｖ．跺脚；重踩，重踏
 ｄｉｓｐａｒａｇｅ［ｄｉｓｐｒｉｄ］ｖ．轻视，贬低
 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ｓｋｅｉｐｕｔ］ｎ．替人顶罪者，替罪羊
 ｏｆｆｔｈｅｃｕｆｆ［ｆｋｆ］ａｄｊ．即席的，即兴的
 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ｒｔｅｄ［ｌａｉｔｈɑｔｉｄ］ａｄｊ．轻松愉快的，无忧无虑的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ｚｄｒｅｉｎ］ｎ．夸张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ｎｄｓｔｅｉｔｍｎｔ］ｎ．掩饰
 ｇｏｄｌｉｋｅ［ｄｌａｉｋ］ａｄｊ．上帝般的，神圣的，庄严的

重点词组

① ｉｎ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ｗｉｔｈ支持，赞同
② ｐｕｓｈａｓｉｄｅ推到一边
③ ｃｕｔｉｎ插入
④ ｏｎ．．．．ｇｒｏｕｎｄ处于……的境地
⑤ ｐｌａｙｏｎ玩弄
⑥ ｍａｋｅｆｕｎｏｆ取笑

Ｔｅｘｔ２
大纲词汇

⒈ ｄｅｖｉｓｅ ［ｄｉｖａｉｚ］ｖｔ．
【词义】设计，发明：Ｍａｎ～ｓｈｉｓｈｏｕｓｅｉｎ
ｓｕｃｈｗａｙｔｈａｔｉｔｍａｙｂｅｃｏｏｌｉｎｓｕｍｍｅｒ．人
们如此设计房屋，夏天也许会凉爽些。

⒉ ｃｕｎｎｉｎｇ ［ｋｎｉ］ａｄｊ．
【词义】狡猾的，狡诈的：Ｈｅｉｓａｓ～ａｓａ

ｆｏｘ．他像狐狸一样狡猾。
【派生】ｃｕｎｎｉｎｇｌｙ［ｋｎｉｌｉ］ａｄｖ．狡
猾地，巧妙地

⒊ ｎａｓｔｙ ［ｎｓｔｉ］ａｄｊ．
【词义】① 龌龊的，肮脏的：ａ～ｒｏｏｍ脏
乱的房间 ／ａ～ｍ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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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下流的，低级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污秽不
堪的语言 ／ｌｉｖｅａｃｈｅａｐａｎｄ～ｌｉｆｅ过低
贱的生活

③ 使人难受的，讨厌的，烦人的：ａ～
ｓｍｅｌｌ难闻的气味 ／Ｓｈｅｈａｄａ～ｔｅｍｐｅｒ．
她脾气不好。

④ 厉害的，严重的：ａ～ｐｒｏｂｌｅｍ难题
【同义】① ｄｉｒｔｙ，ｍｅｓｓｙ③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ｄｉｓ
ｇｕｓｔｉｎｇ，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反义】ｃｌｅａｎａｄｊ．干净的，整洁的
【词组】① ａｎａｓｔｙｌｏｏｋ凶相
② ｂｅｎａｓｔｙｔｏｓｂ．跟某人闹别扭

⒋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ｐｒｅｚｎｓ］ｎ．
【词义】出席，到场；存在：Ｙｏｕｒ～ｉｓｒｅ
ｑｕｅｓ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ｕｒｓｄａｙ．请您务
必出席星期四的会议。

【词组】① ｍａｋｅｏｎ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ｆｅｌｔ使别人
感觉自己重要 ② 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ｍｅ
ｏｎｅ／ｉｎｓｏｍｅｏｎ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在某人面前

⒌ ｈｕｍ ［ｈｍ］
【词性】? ｖ．
【词义】① 发出嗡嗡声，发出嗯嗯声（尤
表示犹豫）：Ｗｈｅｎｓｈｅ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ｓｈｅ～
ｍｅｄ．她犹豫时发出嗯嗯声。
② 哼曲子：Ｓｈｅｗａｓ～ｍｉｎｇ（ａｗａｙ）ｔｏ
ｈｅｒｓｅｌｆ．她在低声哼唱。
③ 忙碌，活跃：ｍａｋｅｔｈｉｎｇｓ～使事情显
得有生气

④ 发出臭味：Ｙｏｕｒｓｈｏｅｓ～ｔｅｒｒｉｂｌｙ．你的
鞋子发出刺鼻的臭味。

【词性】? ｎ．
【词义】① （尤指昆虫的）嗡嗡声：ｔｈｅ～
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ｒｏｏｍ隔壁房间
里嗡嗡的谈话声

② 臭味：ｔｈ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ｅｓ鞋臭味

【词组】ｈｕｍａｎｄｈａｗ踌躇再三，迟疑

⒍ ｒｈｙｔｈｍ ［ｒｉｍ］ｎ．
【词义】节奏，韵律（ｃ／ｕ）：Ｈｉｓｐｏｅｍｈａｓａ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他的诗有和谐的韵律。
【词组】ｓｉｎｇ（ｐｌａｙ）ｉｎｑｕｉｃｋｒｈｙｔｈｍ用快
节奏唱歌（奏乐）

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ｅｍｂｌｉ］ｎ．
【词义】① 集合，集会：Ｍｏｒｎｉｎｇ～ｉｓｈｅｌｄ
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ｈａｌｌ．晨会在学校礼堂举行。
② 装配，安装：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ｃｈｅｃｋｅｄｂｅｆｏｒｅ～．每个零件在装配前都
经过仔细检查。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ｔｍｉｎｅｉｔ］ｖ．
【词义】停止，结束，使终止：～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解除合约

【同义】ｅｎｄ，ｆｉｎｉｓｈ
【反义】ｓｔａｒｔｖ．开始
⒏【派生】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ｔｍｉｎｌ］ｎ．终
端，终点 ａｄｊ．终点的；晚期的

⒐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ｄｒｉ］ｎ．
【助记】ｓｕｒｇｅ（突然发生）＋ｒｙ→突然生
病需要→手术
【词义】① 外科；手术：Ｈ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ｏｐｅｎ
ｈｅａｒｔ～．他接受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
② 门诊时间：Ｗｈａｔｔｉｍｅｄｏｅｓ～ｆｉｎｉｓｈ？
门诊什么时间结束？

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ｔｒｋｔ］ｖｉ．
【助记】ｉｎｔｅｒ（共同，相互，彼此）＋ａｃｔ（活
动）→相互间活动→相互作用
【词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Ｔｈｅｓｅｔｗ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ｃａｕｓ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这两种化学物品
在一定的气温中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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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爆炸的物质。

【派生】①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ｋｎ］
ｎ．合作，配合②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ｋｔｉｖ］
ａｄｊ．（指至少两个人或物）一起活动或互相
合作的；交互式的

１１．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ｔｅｒ）［ｍｉｌｉｍｉｔ］ｎ．
【词义】毫米

１２．ｇｌｉｍｐｓｅ ［ｌｉｍｐｓ］
【词性】? ｎ．
【词义】一瞥，一看：Ｏｎｅ～ａ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
ｔｈｅｍｉｒｒｏｒｗａｓｅｎｏｕｇｈ．让他照着镜子瞧上
自己一眼就够了。

【词性】? ｖｔ．
【词义】一瞥，一看：Ｉ～ｄｔｈｅｆａｌｌｓａｓｏｕｒ
ｔｒａｉｎｗｅｎｔｂｙ．我们的火车经过时，我看

到了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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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ｇｌｉｍｐｓｅ，ｇｌａｎｃｅ
① ｇｌｉｍｐｓｅ意为“一瞥”，比较强调动作的
结果。例如：Ｔｈｅｍａｎｇｌｉｍｐｓｅｄｔｈｅｂｕｒｇｌａｒ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那个人瞥了一
眼，看见一个小偷从窗户爬了出来。②
ｇｌａｎｃｅ意为“扫视、瞥见、粗略地一看”，比
较强调动作的过程。例如：Ｈｅｇｌａｎｃｅｄａｔ
ｈｉｓｗａｔｃｈａｎｄｌｅｆｔｑｕｉｃｋｌｙ．他看了一下手
表，匆匆离去。

１３．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ｓｓｐｉｓ］ａｄｊ．
【词义】可疑的，有疑心的：Ｈｅｇａｖｅｍｅａ
～ｇｌａｎｃｅ．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
【词组】ｂｅ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ｏｆ／ａｂｏｕｔ怀疑……，
对……








 起疑心

超纲词汇

 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ｍｅ［ｂｄｎｓｍ］ａｄｊ．繁重的，烦累的，难以承担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ｋｍｐｌｎ］ｎ．强迫，强制，被迫；（不能克制的）欲望，冲动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ｒｕｂｔｉｋｓ］ｎ．机器人学
 ｇｉｚｍｏ［ｉｚｍｕ］ｎ．小发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ｊｕｐｖｉｎ］ｎ．监控，监督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ｐｔｉｍｉｚｍ］ｎ．乐观主义，乐观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ｍａｉｋｒｕｐｒｕｓｅｓ］ｎ．微处理机，微处理器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ｎｊｕｓａｉｎｔｉｓｔ］ｎ．神经病学专家，神经科学家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ｂｎｍｌｔｉ］ｎ．反常，异常；变态；畸形 ★（大纲派生词）

重点词组

① ｃｏｐｅｗｉｔｈ应付，处理
② 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对……的探索
③ ａｓｐｅｌｌｏｆ一段时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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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３
大纲词汇

⒈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ｄｉｋｌａｉｎ］
【助记】ｄｅ（往下）＋ｃｌｉｎｅ（倾斜）→往下
倾斜→下降，倾斜
【词性】? ｎ．
【词义】①下降，减少：ａ～ｉｎｐｒｉｃｅｓ物价的
下跌

② 衰退，衰落：Ｓｈｅｉｓｏｎｔｈｅ～ａｎｄｍａｙｄｉｅ
ｓｏｏｎ．她身体越来越弱，恐怕不久于人世。
③ 倾斜：Ｔｈｅｐａ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ｓａｓｈａｒｐ～ｔｏｔｈｅ
ｌａｋｅ．小道沿着陡坡的趋势通向湖泊。
【词性】? ｖ．
【词义】① 拒绝，谢绝：Ｗｅｓｅｎｔｈｉｍａｎｉｎｖｉ
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ｈｅ～ｄ．我们向他发出邀请，但他
谢绝了。

② 下降，减少：Ｔｈｅｓａｌｅｓｈａｖｅ～ｄ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最近销售量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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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ｄｅｃｌｉｎｅ，ｒｅｆｕｓｅ，ｒｅｊｅｃｔ，ｔｕｒｎｄｏｗｎ
①ｄｅｃｌｉｎｅ意为“（有礼貌的）拒绝（尤其
是对建议或邀请）”。例如：Ｈｅａｓｋｅｄｍｅ
ｔｏｈｉｓ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ｐａｒｔｙ，ｂｕｔＩ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ｉｎｖｉ
ｔａｔｉｏｎ．他邀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但我拒
绝了。② ｒｅｆｕｓｅ意为“拒绝、推辞”。例
如：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ｒｅｆｕｓｅｄｈｉｍａｖｉ
ｓａ．美国拒绝给他签证。③ｒｅｊｅｃｔ意为“抵
制、断然拒绝（某种提议、计划、观点

等）”，含有断然的、坚定的意味。例如：

Ｈｅｆｅｅｌｓ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他觉得被社
会所排斥。④ｔｕｒｎｄｏｗｎ意为“拒绝”，中
性词，与ｒｅｆｕｓｅ相近。例如：Ｉｔｈａｎｋｅｄｈｉｍ
ｆｏｒｔｈｅｏｆｆｅｒｂｕｔｔｕｒｎｅｄｉｔｄｏｗｎ．我感谢他
的提议，但并没有接受。

【反义】ａｃｃｅｐｔｖｔ．接受
【词组】①ｆａｌｌ／ｇｏｉｎｔｏａｄｅｃｌｉｎｅ失去力量、
影响等 ② 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在消减，在衰退

⒉ ｃｒｕｄｅ ［ｋｒｕｄ］ａｄｊ．
【助记】ｃ＋ｒｕｄｅ（粗鲁的）→粗野的
【词义】① 粗鲁的，粗野的：Ｓｈｅｄｉｓｌｉｋｅｄ
ｈ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她不喜欢他粗鲁的举止。
②简陋的，粗糙的：Ｔｈｅｃｏｔｔａｇｅｗｅａｒｓａｖｅｒ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那幢农舍外观颇为简陋。
③ 天然的，未加工的：～ｏｉｌ原油／～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原料
【派生】ｃｒｕｄｅｌｙ［ｋｒｕｄｌｉ］ａｄｖ．粗略地
⒊ ｔｒｉｐｌｅ ［ｔｒｉｐｌ］
【词性】? ａｄｊ．
【词义】三倍的，三重的，三部分的，三方的：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ｐｅｅｄ以三倍的速度
前进

【词性】? ｖ．
【词义】使增至三倍：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ｄｉｔ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ｌａｓｔｙｅａｒ．工厂去年利润增至三倍。

⒋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ｒｉｖｉｓ］
【助记】ｐｒｅ（先）＋ｖｉ（路）＋ｏｕｓ（形容词
后缀）→ 在有路之前→ 先前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先前的，以前的：Ｉｄｒｅａｌｌｙｌｉｋｅｔｏ
ｈａｖｅｄｉｎｎｅｒｗｉｔｈｙｏｕ，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ａ～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我真的很想和你共进晚餐，可
是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词性】? ｐｒｅｐ．
【词义】（ｔｏ）在……之前：Ｓｈｅｂｅｃａｍｅｉｌｌ
～ｔｏｈｅｒｖｉｓｉｔ．出访前她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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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ｈｅｄｌａｉｎ］ｎ．
【助记】ｈｅａｄ（头，首）＋ｌｉｎｅ（行）→首行
→标题
【词义】① 大字标题：ｏｎｌｙｈａｖｅｔｉｍｅｔｏ
ｒｅａｄｔｈｅ～ｓ只有看大标题的时间／Ａｂｏｌｄ
ｂｌａｃｋ～ｓｃｒｅａｍｅｄｏｕ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
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令人触

目惊心的粗黑体大字标题。

② 头版头条新闻；头版重要新闻：Ｔｈｅｎｅｗ
ｒｏａｄｐｌａ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ｇａｉｎ．新公路计划
又一次成了头版重要新闻。

③ （电视或新闻广播的）内容提要：Ｔｈｅ
ｎｅｗｓ～ｓａｒ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ｏｎｔｈｅｈａｌｆｈｏｕｒ．新
闻提要每到半小时正时作一次广播。

⒍ ｓｕｓｐｅｎｄ ［ｓｓｐｅｎｄ］ｖ．
【词义】① 吊，悬挂：Ａｌａｍｐｗ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ｉｌｉｎｇ．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
② 推迟，暂停：Ｈｅ～ｅｄ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
ｇｏｏｄｓ．他推迟交货。

⒎ ｇｒｉｐ ［ｒｉｐ］
【词性】? ｖ．
【词义】① 抓紧，紧握：Ｔｈｅ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ｃｈｉｌｄ～ｐｅｄｉｔｓｍ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ｎｄ．受惊的孩子
紧抓住他母亲的手。

② 吸引住：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ｐｅｄｍｙ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这些绘画吸引着我，使我浮想联翩。
【同义】① ｓｅｉｚｅ，ｈｏｌｄ，ｇｒａｓｐ
【反义】ｌｏｏｓｅｎｖ．放松
【词性】? ｎ．
【词义】① 紧握，抓牢：Ｔｈｅｃｌｉｍｂｅｒｒｅｌａｘｅｄ
ｈｉｓ～ａｎｄｆｅｌｌ．攀登者手一松跌了下去。
② 吸引力：ｈａｖｅａ～ｏｎ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对
观众有吸引力

【词组】① ｂｅａｔｇｒｉｐｓｗｉｔｈ在与……搏
斗；在（认真）对付（或处理）② ｃｏｍｅ（或

ｇｅｔ）ｔｏｇｒｉｐｓｗｉｔｈ与……搏斗；（认真）对
待（或处理）

【派生】ｇｒｉｐｐｉｎｇ［ｒｉｐｉ］ａｄｊ．吸引
人的，令人激动的

⒏ ｒｅｔａｉｌ ［ｒｉｔｅｉｌ］ｎ．
【助记】与“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批发）一起记
【词义】零售（ｕ）：Ｈｅｂｕｙｓａｔ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ａｎｄ
ｓｅｌｌｓａｔ～．他以批发价购进零售价卖出。
【派生】ｒｅｔａｉｌｅｒ ［ｒｉｔｅｉｌ］ｎ．零售商
⒐ ｐｕｍｐ ［ｐｍｐ］
【助记】把碰撞（ｂｕｍｐ）坏的水泵（ｐｕｍｐ）
处理掉（ｄｕｍｐ）
【词性】? ｎ．
【词义】泵：ｆｉｌｌａｂｕｃｋｅｔｆｒｏｍｔｈｅ～从水
泵注满一桶水

【词性】? ｖ．
【词义】① 用泵抽吸，用泵抽送：～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ａｒｉｖｅｒ用泵从河里抽水
② 灌输，大量提供：Ｉｔｓａｈａｒｄｊｏｂ～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ｏ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ｐｕｐｉｌｓ．向不爱学习
的学生们大量灌输知识是件困难的事情。

【词组】ａｌｌｈａ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ｐｕｍｐ（ｓ）人人出
力，摆脱困境

⒑ ｓｗｉｎｇ ［ｓｗｉ］
【词性】? ｎ．
【词义】①秋千，荡秋千：Ｍｙ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ｉｓｒｉｄ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我的小女儿正
在公园里荡秋千。

② 摆动，摇荡：ｔｈｅ～ｏｆａｎｅｅｄｌｅ磁针的
摆动

【词性】? ｖ．（ｓｗｕｎｇ，ｓｗｕｎｇ）
【词义】① 摇摆：～ａｂａｂｙｉｎｔｈｅｃｒａｄｌｅ摇
动摇篮里的婴儿

②转动，转身：Ｔｈｅｃａｒｓｗｕｎ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ｏｒ
ｎｅｒ．汽车转过街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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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剧变，大变：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ｕｎｄｓｗｕｎｇ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英镑的币值大幅度下跌。
【词组】ｉｎｆｕｌｌｓｗｉｎｇ正在全力进行中

１１．ｓｑｕｅｅｚｅ ［ｓｋｗｉｚ］
【词性】? ｖ．
【词义】①榨，挤：～ｊｕｉｃｅｆｒｏｍｏｒａｎｇｅｓ榨桔
子汁／～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挤牙膏
② 硬挤，硬塞：～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ｔｏａｓｕｉｔ
ｃａｓｅ把许多东西硬塞进手提箱／～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ｒｏｗｄ挤过人群
【词性】? ｎ．
【词义】① 榨，挤压：Ｈｅｇａｖｅ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他把那只橙子又榨了一次。
② 拮据，短缺：ｔｈ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ｗｗａｇｅ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ｓ工资低物价高造成的经济拮据
／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ｉｎａｔｉｇｈｔ～ｉｔｕｓｕ
ａｌｌｙｔｒｉｅｓ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ｍｏｎｅｙｆｒｏｍａｂｒｏａｄ．每当
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总是试图借贷外债。

【词组】① ｐｕｔｔｈｅ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ｎｓｂ．对某人施
加压力，压榨某人② 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ｕｔ榨出，挤
出，把……排挤出去③ ｓｑｕｅｅｚｅｉｎ挤进去

１２．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ｅｋｓ］（［ｐ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ｄｉｃｅｓ）
【词性】? ｎ．
【词义】① 索引：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附有
索引的增补卷已经出版。

②指标，标志：Ｔｈｅｓｅ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ｃｏｍｅ．这些教育上
的新思想是即将发生变革的标志。

③指数：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ｓｓｏａｒｉｎｇｎｏｗ
ａｄａｙｓ．如今的生活消费指数正在急剧
增长。

【词性】? ｖ．

【词义】附以索引，编入索引：Ａｌｌｔｈｅ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ｅ～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图书
馆里所有的书都编入电脑索引目录中了。

１３．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 ［ｆｌｋｔｕｅｉｔ］ｖ．
【词义】波动，起伏：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菜价随季节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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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ｗａｖｅ，ｓｗ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ｅ
①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波动”，指无形的东西，如
水平、特性、价格等。

② ｗａｖｅ“挥动、飘动”，指有形的东西，
如“旗帜、树枝”等。

③ ｓｗｉｎｇ“摆动”，多指物体上端固定，
下端摆来摆去。例如：Ａ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ｓｗｉｎｇｓ．钟摆来回摆动。
④ ｖｉｂｒａｔｅ“振动、颤动”，指短时间内剧
烈地摇动，其对象为有形的、具体的物

质。例如：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地震时大地剧烈地颤动。

【派生】①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ｌｋｔｕｅｉｎ］
ｎ．变动，波动②ｆｌｕｃｔｕａｎｔ［ｆｌｋｔｕｎｔ］
ａｄｊ．变动的，起伏的，波动的

１４．ｇｌｏｏｍｙ ［ｌｕｍｉ］ａｄｊ．
【助记】ｇｌｏｏｍ（阴暗）＋ｙ（形容词后缀）
→阴暗的
【词义】①阴沉的，阴暗的：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ｂｏｙｓａｔ
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ｒ．小男孩坐在一个阴暗的
角落。

② 令人沮丧的，抑郁的：Ｏｕｒｆｕｔｕｒｅ
ｓｅｅｍｅｄ～．看来我们的前途暗淡。
【派生】① ｇｌｏｏｍｉｌｙ［ｌｕｍｉｌｉ］ａｄｖ．
阴沉地②ｇｌｏｏｍｉｎｅｓｓ［ｌｕｍｉｎｉ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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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纲词汇

 ｓｃａｒｙ［ｓｋｒｉ］ａｄｊ．吓人的，使人惊恐的
 ｑｕａｄｒｕｐｌｅ［ｋｗｄｒｕｐｌ］ａｄｊ．四倍的；四重的；四部组成的 ｖ．使成四倍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ｋｎｓｌｔｎｓｉ］ｎ．咨询公司，顾问服务公司 ★（大纲派生词）
 ｓｉｚａｂｌｅ［ｓａｉｚｂｌ］ａｄｊ．相当大的 ★（大纲派生词）

重点词组

① ｃａｌｌｕｐ想起　　　　　　　② ｐｕｓｈｕｐ向上推
③ 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短期 ④ ｈａｖｅｎｏｉｍｐａｃｔｏｎ对……没有影响

Ｔｅｘｔ４
大纲词汇

⒈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ｊｕｐｒｉｍ］ａｄｊ．
【词义】① 最高的，至上的：ａ～ｒｕｌｅｒ最
高统治者

② 最优的，卓越的：ｗｉｔｈ～ｓｋｉｌｌｓ以最精
湛的技艺

③ 极度的，最重要的：ＷｉｎｎｉｎｇａｎＯｌｙｍ
ｐｉｃｇｏｌｄｍｅｄａｌｗａｓ，Ｉｓｕｐｐｏｓｅ，ｔｈｅ～ｍｏ
ｍｅｎｔｏｆｍｙｌｉｆｅ．我认为我荣获奥运会金
牌时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同义】① ｈｉｇｈｅｓｔ，ｇｒｅａｔｅｓｔ③ ｕｔｍｏｓｔ，ｅｘ
ｔｒｅｍ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ｋｎｓｔｉｔｊｕｎ］ｎ．
【词义】① 构成，构造：Ｔｈ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ｓｖｅｒｙ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计算机的构
造非常精密和复杂。

② 体格，体质：Ｓｈｅｗａｓｏｆａｆｒａｇｉｌｅａｎｄ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她体质虚弱。
③ 宪法：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ａ～ａｆ
ｔｅｒｉｔ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那个国家独立后颁布
了一部宪法。

⒉【派生】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ｓｔｉｔｊｕｎｌ］

ａｄｊ．宪法的；有宪法权力的

⒊ｆｏｒｅｓｅｅ［ｆｓｉ］ｖｔ．（ｆｏｒｅｓａｗ，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助记】ｆｏｒｅ（前）＋ｓｅｅ（看见）→预先看
见→预见
【词义】预见，预知：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ｏｕｌｄｂ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ｆｏｒｅｓｅｅｎ．结果是能明确预知的。

⒋ ｓｈｉｅｌｄ ［ｉｌｄ］
【助记】保护（ｓｈｉｅｌｄ）我们的大地（ｆｉｅｌｄ）
【词性】? ｖ．
【词义】① 保护，保卫：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ｅｄ
ｔｈｅｂａｂｙｗｉｔｈｈｅｒｂｏｄｙ．母亲用身体保护
了婴儿。

② 庇护，掩盖：Ｓｈｅ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ｔｏ～
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她向警方说谎以包庇她的
朋友。

【同义】①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ｐｒｏｔｅｃｔ② ｓｈｅｌｔｅｒ
【词性】? ｎ．
【词义】盾，保护物，防御物：Ｄａｒｋｇｌａｓｓｅｓ
ａｒ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ｇｌａｒｅ．墨镜
能有效地遮挡强光。

⒌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ｆ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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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ｓｕｆ（下）＋ｆｉｃ（做）＋ｉｅｎｔ（形容词
后缀）→在下面做基础工作→所以会有
足够保证→足够的，充分的
【词义】（ｆｏｒ）足够的，充分的：Ｈｅｈａｓｎｏｔ～
ｃｏｕｒａｇｅｆｏｒｉｔ．做这事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词组】ｂ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ｓｂ．／ｓｔｈ．对某人
或某事物是足够的

⒍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ｌｉｄｉｔｉｍｔ］ａｄｊ．
【词义】合法的，合理的，正统的：ｔｈｅ～
ｈｅｉｒ法定继承人
【派生】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ｌｉｄｉｔｉｍｓｉ］ｎ．
合法（性）；正统（性）

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ｋｎｌｉｄ］ｖｔ．
【助记】ａｃ（加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道）→把
知道的说出来→承认
【词义】①承认，供认：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ｄ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ｏｆｈｉ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法官承认他说的是事
实。

② 对……表示感谢：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ｅｒｖ
ｉ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ｈｅａｒｔｉｌｙ～ｄ．对罗
伯特在大学的出色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派生】①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ｋｎｌｉｄｄ］
ａｄｊ．公认的 ②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ｌｉｄｍｎｔ］ｎ．承认；致谢
⒏ ｄｅｂａｔｅ ［ｄｉｂｅｉｔ］
【词性】? ｎ．
【词义】争论，辩论：Ａｆｔｅ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ｂｉｌｌ．经过长
时间的辩论，下议院通过了议案。

【词性】? ｖ．
【词义】争论，辩论：Ｔｈｅｙ～ｄｕｎｔｉｌｍｉｄ
ｎｉｇｈｔ．他们一直争论到深夜。／Ｔｈｅ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国会一直在讨论金融问题。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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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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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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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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ｄｅｂａｔｅ，ａｒｇｕ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ｑｕａｒｒｅｌ
① ｄｅｂａｔｅ指各自陈述理由，在公开的场
合“辩论”。② ａｒｇｕｅ意为“争论”，着重
于说理，来论证自己的主张。③ ｄｉｓｃｕｓｓ
意为“讨论、议论”，表示互相交换观点、

看法。④ ｄｉｓｐｕｔｅ指互相辩驳的“辩论、争
论”。⑤ ｑｕａｒｒｅｌ意为“争论”，一般是指
“争吵”的意思。

⒐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ｐｒｌ］ｖｔ．
【助记】ｐｒｏ（ｆｏｒｗａｒｄ向前）＋ｌｏｎｇ（长）→
延长

【词义】延长，拉长，拖延：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ｉｎｇ
ｌｉｆｅ延长寿命的方法 ／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ｕｎｔｉ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ａ
ｇｒｅｅｄｏｎ．两国推迟签约直到就细节达成
协议。

【同义】ｅｘｔｅｎｄ，ｓｔｒｅｔｃｈ
【反义】ｓｈｏｒｔｅｎｖ．缩短，减少

⒑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ｓｉｖ］ａｄｊ．
【助记】ａｇ（加强）＋ｇｒｅｓｓ（ｗａｌｋ行走）＋ｉｖｅ
（形容词后缀，……的）→走进别人的地盘
→侵略的
【词义】① 好斗的，侵略的：Ｔｈｅｄｏｇｓａ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ｔｏｂｅ～．这些狗被训练得具有攻
击性。

② 积极进取的，活跃有为的：Ｔｈｅ～ｓａｌｅｓ
ｗｏｍａｎ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ｌｅａｖｅｕｓａｌｏｎｅ．这位热心执
着的售货员执意不肯让我们空手而去。

【同义】① ｃｏｍｂ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ｈｏｓｔｉｌｅ，ｍｉｌｉ
ｔａｎｔ
【派生】ａｇｇｒｅｓｓｏｒ［ｒｅｓ］ｎ．侵略
者，挑衅者

１１．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ｐｒｓ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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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ｐｒｏ（向前）＋ｃｅｄ（行）＋ｕｒｅ（名词
后缀）→进行的过程→程序，手续
【词义】程序，手续，步骤：ｌｅｇａｌ～法律
程序

１２．ａｓｓｅｓｓ ［ｓｅｓ］ｖｔ．
【词义】估价，评价，评论：Ｈｅｃａｎｎｏｔ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ｈｏｗｈｉｓ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ｒｅａｆｆｅｃｔ
ｅｄｂｙｔｈｉｎｇ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ｈｉｍｓｅｌｆ．他不能正确评
价外界因素如何影响他的生活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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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ａｓｓｅｓ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①ａｓｓｅｓｓ原指为确定应缴纳的税额而进行
的估计，引申为确定某物的确切价值并据

此做出决定或评定。例如：Ｉｔ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ｐｅｅｃｈ．总
统讲话的巨大影响是很难估计的。②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指个人经过推理或做出大致的判
断，但并非绝对客观或确定无疑的。例

如：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ｍａｙ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ｇｏｏｄ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ｍｏｎｅｙ，ｉｔ
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ｆｏｒｕｓ．虽
然用金钱来衡量物质产品的价值是可能

的，但要估计人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的真

正价值却极为困难。③ｅｖａｌｕａｔｅ指以某种
等价物来对事物的价值（一般并非货币价

值）做出确定无疑的判断。例如：Ｔｈｅｓｃｉ
ｅｎｔｉｓ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ａｔａ．那些
科学家还在评价他们的资料。

【派生】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ｓｍｎｔ］ｎ．
评价，估计

１３．ａｂｕｓｅ
【助记】ａｂ（不）＋ｕｓｅ（使用）→不当使用
→滥用
【词性】? ［ｂｊｕｚ］ｖｔ．
【词义】① 滥用：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

ｉｔ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新政府滥用权力。
② 虐待，伤害：Ｓｔｏｐａｂ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ｌｄ．住
手，不要伤害这孩子。

③ 辱骂，毁谤：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ｄｔｈｅ
ｗｏｒｋ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ｌｅｓ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大多数
的工头用极其污秽的语言辱骂工人们。

【同义】② ｍｉｓｔｒｅａｔ
【词性】? ［ｂｊｕｓ］ｎ．
【词义】① 滥用：ｄｒｕｇ～滥用药品
② 虐待：ｃｈｉｌｄ～虐待儿童
③ 辱骂：ｇｒｅｅｔｓｂ．ｗｉｔｈａｓｔｒｅａｍｏｆ～迎
头臭骂某人一顿

【派生】ａｂｕｓｉｖｅ［ｂｊｕｓｉｖ］ａｄｊ．满口
脏话的，



















恶言谩骂的

超纲词汇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ｐｍｉｓｂｌ］ａｄｊ．可
允许的 ★（大纲派生词）

 ｍｏｒｐｈｉｎｅ［ｍｆｉｎ］ｎ．吗啡
 ｄｏｓａｇｅ［ｄｕｓｉｄ］ｎ．（药的）剂
量；服法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ｈｍｉｓａｉｄ］ｎ．杀人；杀
人者

 ｈｏｓｐｉｃｅ［ｈｓｐｉｓ］ｎ．末期病人安
养所

重点词组

① 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ｂ．ｏｆｓｔｈ．免除某人某事
② ｏ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ｅｖｅｌ另一方面
③ ｔａｋｅｓｔｅｐｓ采取措施
④ｐｌａｙ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ｄｏｉｎｇｓｔｈ．在做
某事中发挥出关键作用

⑤ 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ａｔ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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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Ｂ
大纲词汇

⒈ ｄｉｓｃａｒｄ［ｄｉｓｋｄ］ｖｔ．
【助记】ｄｉｓ（不）＋ｃａｒｄ（卡片）→不要的
卡片→丢弃，抛弃
【词义】丢弃，抛弃：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ｏｌｄｂｅ
ｌｉｅｆｓ．我们应该抛弃旧观念。
【同义】ａｂａｎｄｏｎ，ｄｅｓｅｒｔ，ｒｅｊｅｃｔ
【反义】ａｄｏｐｔｖｔ．收留；采用

⒉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ｂｓｋｊｕ］
【词性】? ｖｔ．
【词义】① 使变暗，遮蔽：Ｔｈｅｍｏｏｎｗａｓ
～ｄｂｙｃｌｏｕｄｓ．月亮被云遮住了。
②使变模糊，混淆：Ｗｏｒ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ｕｔｈ
ｍｕｓｔｂｅ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必须摒弃混淆真相的
词语。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费解的，不分明的：ａｎ～ｔｅｘｔ
难解的文本

②不著名的：ａｎ～ｐｏｅｔ名不见经传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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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ｏｂｓｃｕｒｅ，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ｖａｇｕｅ
①ｏｂｓｃｕｒｅ表示“含糊的”、“不清楚的”、
“朦胧的”，指物体或观点不清晰、不明

确，往往难以理解或无法看清。

②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表示“含糊的”、“模棱两可
的”，指对同一表达方式有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解释，但无法推断是其中的哪一种。

③ｖａｇｕｅ表示“不清楚的”、“含糊的”、
“模糊的”，由于光线暗淡而造成轮廓不

清，指事物过于笼统，无法表述清楚，用

来描述被人说得模棱两可的事物。

【反义】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ｊ．明显的，显而易见的

⒊ ａｎａｌｙｓｅ（ｙｚｅ） ［ｎｌａｉｚ］ｖｔ．

【词义】分解；分析：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ｄｔｈｅｏｒｅ
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ｇｏｌｄｉｎｉｔ．科学家们将矿石分
解后发现里面含金。／Ｗｅｈａｖｅ～ｄａｌｌ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我们已经
分析了影响结果的所有因素。

⒋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ｎｉｚｍ］ｎ．
【词义】生物体，有机体（ｕ）
【助记】ｏｒｇａｎ（器官；机构）＋ｉｓｍ（名词后缀
表示行为、状态、学说）→生物体，有机体

⒌ ａｓｓｉｇｎ ［ｓａｉｎ］ｖｔ．
【助记】ａｓ（在）＋ｓｉｇｎ（标记）→签署命令
→分配，委派
【词义】① 分配，委派：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ｔａｄｖｉｓ
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ｈｅｂｅ～ｅｄｔｏｔｈｅｊｏｂｓｉｎｃｅｈｅｈａｓｎ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我认为任命他去干这份工作是
不合适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经验。

② 指定（时间、地点等）：Ｓｈａｌｌｗｅ～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ｓｆｏｒｏｕｒｗｅｅｋｌｙｍｅｅｔｉｎｇｓ？我们
把每周例会定在星期四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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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ａｓ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这三个词都有“分配”之意。

① ａｓｓｉｇｎ指将某物分配给他人，用途明
确，但“指定”的意味多于“分配”，常用于

指分配或分派人去做某件工作，常暗示

着分配人的武断性。② ａｌｌｏｔ指将完整或
定量的东西（如土地、工作、投票、利润

等）分为若干份来分配，并不强调分配的

公平性或数量上的平均。③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是
正式用词，指为了特殊的目的把钱财等

“分配给、拨给”或“留作……用”，尤其常

用来指政府部门给某一工程拨出定额款

项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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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试题

ＳｅｃｔｉｏｎⅠ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１～２０略：新大纲不再考查的部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Ⅱ Ｕｓ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ｅｘｔ．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ｏｒｄ（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ｂｌａｎｋａｎｄｍａｒｋＡ，Ｂ，ＣｏｒＤｏｎＡＮ
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１．（１０ｐｏｉ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ｒａｗ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ｔ
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１５ｔｈａｎｄ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Ｙｅｔｍｕｃｈｈａ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２１　．Ａｓ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ｎｏｔ　２２　ｔｈｅ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２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ｍ
ｐｈｌ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ｉｎｔｈｅ　２４　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Ｉｔｗａ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　 ｕｐ，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ｈｅ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　２６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ｔｅｌｅ
ｐｈｏｎｅ，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２７　 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ｏｒｌｄ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ｃ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Ｎｏ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ｓｅｅ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　２８　．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ｄｏｓｏ．

Ｉｔ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２９　，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３０　
ｂｙ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６０ｓ，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１　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ｗａｓｎｏ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３２　．Ａｓｔｉｍｅｗｅｎｔｂ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ｂｅｃａｍ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ａｎｄ
ｔｈｅｙｂｅｃａｍ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ｏ，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３３　，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ｌａｙ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３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　３５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ｃｈ　３６　．

Ｉｔ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ｇ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ｇａｎｔｏ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
　３７　 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ｎｏｗｌｉｖ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　３８　 ｂｏｔｈ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ｎｄｈｏｗｗｅ
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ｆｅｅｌｂｏｔｈａｂｏｕｔ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３９　 ｖｉｅｗｓ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
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ｗｅｉｇｈｅｄ　４０　“ｈａｒｍｆｕ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２１．Ａ．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ｂｅｆｏｒｅ　　　　　　Ｃ．ｓｉｎｃｅ　　　　　　Ｄ．ｌａｔｅｒ
２２．Ａ．ａｆｔｅｒ Ｂ．ｂｙ Ｃ．ｄｕｒｉｎｇ Ｄ．ｕｎｔｉｌ
２３．Ａ．ｍｅａｎｓ Ｂ．ｍｅｔｈｏｄ Ｃ．ｍｅｄｉｕｍ Ｄ．ｍｅａｓｕｒｅ
２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ｌｉｇｈｔ Ｄ．ｆｏｒｍ
２５．Ａ．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Ｂ．ｓｐｅｅｄｅｄ Ｃ．ｗｏｒｋｅｄ Ｄ．ｐｉｃｋｅｄ
２６．Ａ．ｏｎ Ｂ．ｏｕｔ Ｃ．ｏｖｅｒ Ｄ．ｏｆｆ
２７．Ａ．ｏｆ Ｂ．ｆｏｒ Ｃ．ｂｅｙｏｎｄ Ｄ．ｉｎｔｏ
２８．Ａ．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ｅｆｆｅｃｔ 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９．Ａ．ｉｎｄｅｅｄ Ｂ．ｈｅｎｃｅ Ｃ．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３０．Ａ．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３１．Ａ．ｕｎｌｅｓｓ Ｂ．ｓｉｎｃｅ Ｃ．ｌｅｓｔ 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３２．Ａ．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Ｃ．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３３．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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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Ａ．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ｆａｃｕｌｔｙ
３５．Ａ．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 Ｂ．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Ｃ．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 Ｄ．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３６．Ａ．ｄｅｅｐｅｒ Ｂ．ｆｅｗｅｒ Ｃ．ｎｅａｒｅｒ Ｄ．ｓｍａｌｌｅｒ
３７．Ａ．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ｒａｎｇｅ Ｃ．ｓｃｏｐｅ 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３８．Ａ．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Ｂ．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Ｄ．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３９．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Ｃ．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Ｄ．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４０．Ａ．ａｂｏｖｅ Ｂ．ｕｐｏｎ Ｃ．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ｗｉ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Ⅲ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ｅｘｔｓ．Ａｎｓｗｅｒ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ｏｗｅａｃｈｔｅｘｔｂｙ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Ｂ，ＣｏｒＤ．Ｍａｒｋｙｏｕ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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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ｒｕｌｅｄ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ｄｏｓａｇｅｐａｉｎ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Ｄ］Ａｄｏｃｔｏｒｓ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ｈｉ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５８．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Ａ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ｎｄｏｆｌｉｆｅｃａｒｅｉｓ　　　．
［Ａ］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Ｂ］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ｉｎ
［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ｒｕｇａｂｕｓｅ ［Ｄ］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ｒｅ

５９．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ｂｅｓｔｄｅｆｉｎ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ｉｎｅ３，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７）？
［Ａ］Ｂｏｌｄ． ［Ｂ］Ｈａｒｍｆｕｌ． ［Ｃ］Ｃａｒｅｌｅｓｓ． ［Ｄ］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６０．ＧｅｏｒｇｅＡｎｎａｓｗｏｕｌ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ａｇｒｅｅｔｈａｔｄｏ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ｉｆｔｈｅｙ　　　．
［Ａ］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ｉ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ｌｙ ［Ｂ］ｇ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ａｎｎｅｅｄｅｄ
［Ｃ］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ｕｇｄｏｓａ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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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Ｂ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ｅｘｔ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ｃｌｅａｒ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１０ｐｏｉｎｔｓ）

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ｌｏｎｅ．Ｗｈａｔ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ｉｓ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ｔｗ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ｌｏｗ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ｓｕｃｈ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ｇｈｔｂｅｄｒａｗｎ．（６１）Ｏｎ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ｓｔｈａｔ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ｃａｌｌ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ｔｒａ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ｍｉ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ｍ．（６２）Ｔｈｅ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ｌｏ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ｒｔ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ｉｔｅｍｓｏｆｔｅｎ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ｐａｒｔ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ｔｈｅ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ｈａｒｄ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ｕｔｉｔｓｒｏｌｅｈａｓ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ｏｂｓｃｕｒｅ．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ｕｓｈｏｒｐｕｌｌ，ｉｔｓｅｌ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６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ｏｎｌｙ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ａｐ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ｏｎｌｙ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ｃｏｍｅｔｏ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ｍｉ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ｒａｉｔｓａｒ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ａ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
ｓｏｌｖｅｏｕ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ｕｎｔｉｌｉｔ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ｄｉｇｎｉｔ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６４）Ｔｈｅｙａｒ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ｍａ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ｐｅｒｓｏｎｉｓｈｅｌ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ｈｉｓｃｏｎ
ｄｕｃｔ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ｃｒｅｄｉｔｆｏｒｈｉ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ｉｆｔｓｂｏ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ｔａｌｓｏｒａｉｓ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Ｗｈｏｗｉｌｌｕｓｅ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ｏｗｈａｔ
ｅｎｄｓ？（６５）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ｂｅ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ｔｈｅｏｎｌｙｗａ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ｏｕ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Ⅳ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２）ｇｉ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ｗｒｉｔｅａｂｏｕｔ２００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ｔｌｙ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ＨＥＥＴ２．（２０ｐｏｉｎｔｓ）

Ａ 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ｉｒｌ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ｔｕｍｅ（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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