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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Use of English

Directions :
Read

A,

text. Choose the best word(s) for each numbered blank and

B, C or D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Fluid intelligence is the type of intelligence that has to do with short-term memory

and the ability to think quickly, logically, and abstractly in order to solve new problems.
It

m

slowly
certain

One

starts to

is inevitable, scientists are

as we age. But ~ vu,,,.,"'·~,,

2

adulthood, levels out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out that

in brain function may not
that muscle loss

4

of body fat around the abdomen

are associated with a decline in fluid intelligence. This suggests the _1___ that lifestyle
factors might help prevent or

6

this type of decline.

The researchers looked at data that

measurements of lean muscle and

7

abdominal fat from more than 4,000 middle-to-older-aged men and women and --~that
middle-aged people ___2____ higher measures
measures

10

abdominal fat

worse on

intelligence as the years __ _lJ_

For women, the association may be __J1___ to changes in immunity that resulted
from excess abdominal fat; in men, the immune system did not appear to be

13

. It

is hoped that future studies could __ J_4_ these differences and perhaps lead to different
15

for men and women.
steps you can _1_7__ to help reduce abdominal

lean muscle mass as you age in order to

nr,,t,c,,·- 1

and maintain

both your physical and mental - - ~ .

The t\vo highly recommended lifestyle approaches are maintaining or increasing your
19

exercise and following Mediterranean-style

fiber and eliminates highly processed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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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in

1. [ A J pauses

[BJ returns

[ CJ peaks

[DJ fades

2. [ A] alternatively

[ BJ formally

[ CJ accidentally

[ DJ generally

3. [ A] while

[BJ since

[ CJ once

[DJ until

4. [ A] detection

[ B J accumulation

[ CJ consumption

[ DJ separation

5. [ A] possibility

[ B] decision

[ CJ goal

[ DJ requirement

6. [ A] delay

[BJ ensure

[ CJ seek

[DJ utilize

7. [ A J modified

[ BJ supported

[ CJ included

[ D] predicted

8. [ A] devoted

[ BJ compared

[ C J converted

[DJ applied

9. [ A] with

[BJ above

[ CJ by

[DJ against

10. [ A] lived

[BJ managed

[ CJ scored

[DJ played

11. [ A J ran out

[BJ set off

[ CJ drew in

[DJ went by

12. [ A] superior

[ BJ attributable

[ C J parallel

[ D J resistant

13 . [ A J restored

[BJ isolated

[ CJ involved

[ DJ controlled

14. [A] alter

[BJ spread

[ CJ remove

[DJ explain

15. [ A J compensations

[ B J symptoms

[ CJ demands

[ DJ treatments

16. [A] Likewise

[ B J Meanwhile

[ CJ Therefore

[DJ Instead

17. [ A J change

[ BJ watch

[ CJ count

[DJ take

18. [A] well-being

[BJ process

[ CJ formation

[DJ coordination

19. [ A J level

[BJ love

[ CJ knowledge

[DJ space

20. [ A] design

[BJ routine

[ C] diet

[ DJ 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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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Directions:
Read the following four tex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fter each text by choosing A, B, C
or D.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40 points)

Text 1

How can the train operators possibly justify yet another increase to rail passenger
fares? It has become a grimly reliable annual ritual: every January the cost of travelling
by train rises, imposing a significant extra burden on those who have no option but to
use the rail network to get to work or otherwise. This year's rise, an average of 2.7 per
cent, may be a fraction lower than last year's, but it is still well above the official
Consumer Price Index ( CPI) measure of inflation.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permitted such increase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ost
of investing in and running the rail network should be borne by those who use it, rather
than the general taxpayer. Why, the argument goes, should a car-driving pensioner from
Lincolnshire have to subsidise the daily commute of a stockbroker from Surrey?
Equally, there is a sense that the travails of commuters in the South East, many of whom
will face among the biggest rises, have received too much attention compared to those
who must endure the relatively poor infrastructure of the Midlands and the North.
However,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those commuters have also experienced some of
the worst rail strikes in years. It is all very well train operators trumpeting the
improvements they are making to the network, but passengers should be able to expect a
basic level of service for the substantial sums they are now paying to travel.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atest wave of strikes rests on the unions. However, there 1s a
strong case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worst affected by industrial action should receive
compensation for the disruption they have suffered.
The Government has pledged to change the law to introduce a minimum service
requirement so that, even when strikes occur, services can continue to operate. This
should form part of a wider package of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long-running problems
on Britain's railways. Yes, more investment is needed, but passengers will not be willing
to pay more indefinitely if they must also endure cramped, unreliable services,
punctuated by regular chaos when timetables are changed, or planned maintenance is
managed incompetently. The threat of nationalisation may have been seen off for now,
but it will return with a vengeance if the justified anger of passengers is not addressed in
shor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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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is year's increase in rail passenger fares

[A] has kept pace with inflation.
[ BJ is a big surprise to commuters.

[CJ remains an unreasonable measure.

[ DJ

will ease train operators' burden.

22. The stockbroker in Paragraph 2 is used to stand for

[ A] car drivers.
[ BJ rail travelers.

[ CJ

local investors.

[ D] ordinary taxpayers.
23. It is indicated in Paragraph 3 that train operators

[ A] are offering compensation to commuters.
[BJ are trying to repair relations with the unions.
[CJ have failed to provide an adequate service.

[DJ have suffered huge losses owing to the strikes.
24. If unable to calm down passengers, the railways may have to face
[ A J the loss of investment.

[BJ the collapse of operations.

[ CJ

a reduction of revenue.

[ D] a change of ownership.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 A J Who Are to Blame for the Strikes?

[ BJ

Constant Complaining Doesn't Work

[CJ Can Nationalisation Bring Hope?

[DJ Ever-rising Fares Aren't Sustainable

Text 2
Last year marked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of when Indonesia's bleak rate of
deforestation has slowed in pace. One reason for the turnaround may be the country's
antipoverty program.
In 2007, Indonesia started phasing in a program that gives money to its poorest

resident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uch as requiring people to keep kids in school or get
regular medical care. Called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r CCTs, these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are designed to reduce inequality and break the cycle of poverty. They're already
used in dozens of countries worldwide. In Indonesia, the program has provided enough
food and medicine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severe growth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But CCT programs don't generally consider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In fac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often viewed as conflicting goals,
says Paul Ferraro, an economis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at's because economic growth can be correlated wi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hil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ometimes correlated with greater poverty. However,
those correlations don't prove cause and effect. The only previous study analyzing
causality, based on an area in Mexico that had instituted CCTs, supported the traditional
view. There, as people got more money, some of them may have more cleared land for
cattle to raise for meat, Ferraro says.
Such programs do not have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environment, though. Ferraro
wanted to see if Indonesia's poverty-alleviation program was affecting deforestation.
Indonesia has the third-largest area of tropical forest in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Fenaro analyzed satellite data showing annual forest loss from 2008 to 2012including during Indonesia's phase-in of the antipoverty program-in 7,468 forested
villages across 15 provinces. "We see that the program is associated with a 30 percent
reduction in deforestation," Ferraro says.
That's likely because the rural poor are using the money as makeshift insurance
policies against inclement weather, Ferraro says. Typically, if rains are delayed, people
may clear land to plant more rice to supplement their harvests.
\¥hether this research translates elsewhere is anybody's guess. Ferraro suggests the
results may transfer to other parts of Asia, due to commonalitie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growing rice and market access. And regardless of transferabil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what's good for people may also b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Even if this program
didn't reduce poverty, Ferraro says, "the value of the avoided deforestation just f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lone is more than the program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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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CCT programs aim to

[ A] facilitate healthcare reform.

[ BJ

help poor families get better ofl

[CJ improve local education systems.

[ D] lower deforestation rates.

27. The study based on an area in Mexico is cited to show that

[A] cattle raising has been a major means of livelihood for the poor.

[BJ CCT programs have helped preserve traditional lifestyles.
[ C] antipoverty efforts require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farmers.

[ D] economic growth tends to caus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28. In his study about Indonesia, Ferraro intends to find out

[ A J its acceptance level of CCTs.

[ BJ its annual ra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 CJ the relation of CCTs to its forest loss.

[ DJ the role of its forests in climate change.
29. According to Ferraro, the CCT program in Indonesia is most valuable in that
[ A J it will benefit other Asian countries.

[ BJ

it will reduce regional inequality.

[ C] it can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 DJ it can benefit grain production.
30. What is the text centered on?

[ A J The effects of a program.
[ BJ The debates over a program.

[ CJ The process of a study.

[ DJ The transferability of a study.

Text 3

As a historian who's always searching for the text or the image that makes us reevaluate the past, I've become preoccupied with looking for photographs that show our
Victorian ancestors smiling ( what better way to shatter the image of l 9th-century
prudery?). I've found quite a few, and-since I started posting them on Twitter-they
have been causing quite a stir. People have been surprised to see evidence that
Victorians had fun and could, and did, laugh. They are noting that the Victorians
suddenly seem to become more human as the hundred-or-so years that separate us fade
away through our common experience of laughter.
Of course, I need to concede that my collection of ' Smiling Victorians' makes up
only a tiny percentage of the vast catalogue of photographic portraiture created between
1840 and 1900, the majority of which show sitters posing miserably and stiffiy in front
of painted backdrops, or staring absently into the middle distance. How do we explain
this trend?
During the 1840s and 1850s, in the early days of photography, exposure times were
notoriously long: the daguerreotype photographic method (producing an image on a
silvered copper plate) could take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resulting in blurred
images as sitters shifted position or adjusted their limbs. The thought of holding a fixed
grin as the camera performed its magical duties was too much to contemplate, and so a
non-committal blank stare became the norm.
But exposure times were much quicker by the 1880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x Brownie and other portable cameras meant that, though slow by today's digital
standards, the exposure was almost instantaneous. Spontaneous smiles were relatively
easy to capture by the 1890s, so we must look elsewhere for an explanation of why
Victorians still hesitated to smile.
One explanation might be the loss of dignity displayed through a cheesy grin.
"Nature gave us lips to conceal our teeth," ran one popular Victorian maxim, alluding
to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birth of proper dentistry, mouths were often in a shocking state
of hygiene. A flashing set of healthy and clean, regular ' pearly whites' was a rare sight
in Victorian society, the preserve of the super-rich (and even then, dental hygiene was
not guaranteed).
A toothy grin ( especially when there were gaps or blackened gnashers) lacked
class: drunks, tramps, and music hall performers might gum and grin with a smile as
wide as Lewis Carroll's gum-exposing Cheshire Cat, but it was not a becoming look for
properly bred persons. Even Mark Twain, a man who enjoyed a hearty laugh, said that
when it came to photographic portraits there could be "nothing more damning than a
silly, foolish smile fixed fore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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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the author's posts on Twitter
[ A] changed people's impression of the Victorians.

[BJ highlighted social media's role

Victorian studies.

[ CJ re-evaluated the Victorian's notion of public image.
[ DJ illust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Victorian photography.

32. What does the author say about the Victorian portraits he has collected?
[ A J They are in popular use among historians.

[ BJ They are rare among photographs of that age.
[ CJ They mirror l 9th'-century social conventions.
[DJ They show effects of different exposure times .

. What might have kept the Victorians from smiling for pictures in the 890s?
[ A] Their inherent social sensitiveness.

[ BJ Their tension before the camera.
[ CJ Their distrust of new inventions.
[DJ Their unhealthy dental condition.

Mark Twain is quoted to show that

disapproval

smiles

pictures was

[A] a deep-root belief.

[ BJ

misguided attitude.

[ C ] a controversial view.
[DJ a thought-provoking idea.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oes the text answer?
[ A] Why did most Victorians look stem in photographs?
[BJ Why did the Victorians start to view photographs?

[ CJ What made photography develop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 DJ How did smiling in photographs become a post-Victorian nom1?

Text 4
From the early days of broadband, advocates for consumers and web-based
companies worried that the cable

phone companies

had the power

affiliated websites over their rivals'.

incentive to

broadband conciections
why

there has been such a strong demand for rules that would prevent broadband providers
from picking winners and losers online, preserving the freedom and innovation that have
been the lifeblood of the Internet.
Yet that demand has been

impossible to fill-in part because of pushback

from broadband providers, anti-regulatory conservatives and the courts. A federal
appeals court weighed in again Tuesday, but instead of providing a badly needed
resolution, it only prolonged the fight. At issue before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was the latest take of
Commission (

) on net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dopted on a party-line vote in

The

Republican-penned order not only eliminated the strict net neutrality rules the FCC had
adopted when it had a Democratic majority in 2015, but rejected the commission's
authority to require broadband providers to do much of anything. The order also
declared that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couldn't regulate broadband providers either.

The commission argued that other agencies would protect against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such
video-streaming

AT&T favoring
of Netflix and Apple TV Yet the FCC

a broadband-providing conglomerate

at the

own
ended

the investigations of broadband providers that imposed data caps on their rivals'
streaming services but not their own.
On Tuesday,

appeals court unanimously upheld

broadband providers, citing a

2017 order deregulating

Court ruling from 2005 that upheld a similarly

deregulatory move. But Judge Patricia Millett rightly argued in a concurring opinion that
"the result is unhinged from the realities of modem broadband service," and said
Congress or the Supreme Court

intervene to "avoid

Internet regulation in

technological anachronism."
In the meantime, the court threw out the FCC's attempt to block all state rules on
net neutrality, while preserving the commission's power to preempt individual state laws
that undermine its order. That means more battles like the one now going on between
Justice Department and California, which enacted a

net neutrality

in the

of the FCC's abdication.
The endless legal battles and back-and-forth at the FCC cry out for Congress to act.
It needs to give the commission explicit authority once and for all to bar broadband
providers from meddling in the traffic on their network
protecting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online.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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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rules

36. There has long been concern that broadband providers would

[ A J bring web-based firms under control.
[BJ slow down the traffic on their network.
[ CJ show partiality in treating clients.
[DJ intensify competition with their rivals.

37. Faced with the demand for net neutrality rules, the FCC
[ A] sticks to an out-of-date order.
[BJ takes an anti-regulatory stance.
[CJ has issued a special resolution.
[ DJ has allowed the states to intervene.

38. What can be learned about AT&T from Paragraph 3?

[ A J It protects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BJ It engages i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CJ It is under the FCC's investigation.

[ D] It is in pursuit of quality service.
39. Judge Patricia Millett argues that the appeals court's decision

[ A] focus on trivialities.
[ BJ conveys an ambiguous message.
[ CJ is at odds with its earlier rulings.
[DJ is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40. What does the author argue in the last paragraph?
[ A J Congress needs to take action to ensure net neutrality.
[ BJ The FCC should be put under strict supervision.
[CJ Rules need to be set to diversify online services.
[ DJ Broadband providers' rights should

protected.

Part B
Directions :

In the following text, some sentences have been removed. For Questions 41-45,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one from the list A-G to fit into each of the numbered blanks. There
are two extra choices, which do not fit in any of the blanks.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l O points)
Jn the movies and on televi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ypically depicted as
something sinister that will upend our way of life. When it comes to AT in business, we
often hear about it in relation to automation and the impending Joss of jobs, but in what
ways is AI changing companies and the larger economy that don't involve doom-andgloom mass unemployment predictions?
A recent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from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found that companies currently use AI more often in computer-to-computer
activities than in automating human activities. Here are a few ways AI is aiding
companies without replacing employees:
Better hiring practices

Companies a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move some of the unconscious bias
from hiring decisions. " There are experiments that show that, naturally,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are much more biased than what AI does," says Pedro Domingos, author of
The Master Algorithm: How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Leaming ll,fachine Will Remake Our

World and a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41 ) ____
" One company that's doing this is called Blendoor. It uses analytics to
help identify where there may be bias in the hiring process.
More effective marketing

Some AI software can analyze and optimize marketing email subject lines to
increase open rates. One company in the UK, Phrasee, claims their software can
outperform humans by up to l O percent when it comes to email open rates. This can
mean millions more in revenue. (42)
These are "tools that help
people use data, not a replacement for people," says Patrick H. Winston, a professo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MIT.
Saving customers money
Energy companies can use AI to help customers reduce their electricity bills, saving
them money while helping the environment. Companies can also optimize their own
energy use and cut down on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Insurance companies, meanwhile, ca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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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their premiums on AI models that more accurately access risk. Domingos says,

"(43)- - - - -

"

In1proved accuracy

"Machine learning often provides a more reliable form of statistics which makes
data more valuable," says Winston. It "helps people make smarter decisions."(44) __

Protecting and n1aintaining infrastructure

A number of companies, particularly in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use AI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 inspect infrastructure and prevent equipment failure or leaks
before they happen. "If they fail first and then you fix them, it's very expensive," says
Domingos. "(45)

"

[ A J AI replaces the boring parts of your job. If you're doing research, you can have AI
go out and look for relevant sources and infommtion that otherwise you just
wouldn't have time for.
[ B] One accounting firm, EY, uses an AI system that helps review contracts during an
audit. This process, along with employees reviewing the contracts, is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 CJ There are also companies like Acquisio, which analyzes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across multiple channels like Adwords, Bing and social media and makes
adjustments or suggestions about where advertising funds will yield best results.
[ D] You want to predict if something needs attention now and point to where it's useful
for employees to go to.
[ E J Before, they might not insure the ones who felt like a high risk or charge them too
much, or they would charge them too little and then it would cost the company money.
[ F J We're also giving our customers better channels versus picking up the phone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beyond human scale.
[ G] AI looks at resumes in greater numbers than humans would be able to, and selects
the more promising candidates.

Part C
Directions :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carefully and then translate the underlined segments into
Chinese. Write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World War II was the watershed ev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m Western
societies. (46) Those societies came out of the war with levels of enrollment that had been
r o ~ constant_ at 3-5% _of the relevant agegi_:<:>_ups during the_ decades before the war.
But after the war, great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arising out of the successful war
against Fascism created a growing demand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economies for
increasing numbers of graduates with more than a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47) And
the demand that rose in those societies for en!!)'. to higher education_ extended to groups
and social classes that had not thought of attendi~niversity before the war. These
demands resulted in a very rapid expansion of the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beginning
in the 1960s and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though unevenly)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grm.vth of higher education manifests itself in at least three quite different
ways, and these in turn have given rise to different sets of problems. There was first the
rate of gro\'.ih: (48) in many_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_<;pe, the numbers_ of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doubled within fiv~ear periods during the 1960s and doubled again
in seven,~ht, or_ 1O~ars by the middle of the . 1970s. Second, growth obviously
affected the absolute size both of systems and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And third, growth
was reflected in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levant age group enrolled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Each of these manifestations of growth carried its own peculiar problems in its
wake. For example, a high growth rate placed great strains on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above all of socialization. When a faculty or
department grows from, say, five to 20 members within three or four years, (49) and
when __ the new staff are predominantly young men and women fresh from_p!)Stgr_aduate

~~_<iy, the~rgely define the nonns of academicJifce__J~---~hct!__Qlculty. And if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also grows rapidly and there is loss of a close
apprenticeship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the student culture
becomes the chief socializing force for new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th consequences
for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life of the institution-this was seen in America as well
as in France, Italy, West Gennany, and Japan. ( 50) High__growth rates increased_ the
chances for academic _innovation; they also weakened the forms and_2rocesses by which
!each_t:1:s an<:L students are admitted in!o_~ com!llunity of scholars during periods of
st<:1bi_!!:!Y or slow growth. In the 1960s and 1970s, European universities saw marked
changes in their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with empowerment of junior faculty and to
some degree of students as well.
-Jt:i-fr( - )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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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ll

Writing

Part A
51. Directions :
A foreign friend of yours has recently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intends to find a
job in China. Write him/her an email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You should

about 100

Do not sign your own name at

on

ANSWER SHEET.

end. Use "Li Ming" instead.

Do not write the address. (10 points)

Part B
Directions :

Write an

160-200

based on the foHowing picture. In your essay,

should
1) describe the picture briefly,

2) interpret its intended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neatly on

ANSWER SHEET. (2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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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 意外地；偶然地
２．【Ａ】 ａｌｔｅ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ｙ（引出第二种选择或可能的建议）要不，或者 【Ｂ】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正式地；形式上
程才有下降余地，不会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故 Ｄ 错误。

ｓｔａｒｔｓ ｔｏ．．ｄｅｃｌｉｎｅ所提示的＂流体智力在衰老开始前未曾有过衰退＂不符。此外，任何事物必有增长过
并未提到流动智力的消失／降低，故错误。【Ｄ】ｆａｄｅｓ与 ｄｅｃｌｉｎｅ近义，均表示＂衰退，减少＂，填人空中与
续，故不合情景。【Ｂ】 ｒｅｔｕｒｎｓ作不及物动词时表示＂事物／情形（消失一段时间后）返回，回归＂，而空格前
后再重新开始同一情形）＂。而空格前未提及某一情形的开始／延续，空格后也并非指出同一情形的继

【错项排除】【Ａ】 ｐａｕｓｅｓ 意为＂停顿，暂停＂，表示＂（某一情形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暂时静止／停顿（之

最强，思维敏捷度最佳。综上，Ｃ 正确。

力应该是年少时持续上升，直至青年期＂增至峰值＂。此外，由常识也可知，青少年时期人的短期记忆力
前存在持续的升／降，ｓｔａｒｔｓ ｔｏ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开始逐渐衰退）提示此前未曾出现衰退，由此可推知流体智
退。不难看出②句是在描述流体智力随年龄变化的过程，其中ｌｅｖｅｌｓ ｏｕｔ（升／跌后呈平稳状态）暗示此
关的智力。②句指出，它在青年时期＿＿＿＿，保持一段时间的平稳，然后开始随
【解题思路】①句说明＂流体智力（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含义；与短期记忆和快速、逻辑、抽象思维能

【Ｄ】 ｆａｄｅｓ（使）变淡，变暗；逐渐消失；衰退

【Ｂ】 ｒｅｔｕｒｎｓ 返回；归还；恢复

【考点提炼】句内语义十常识。
【Ｃ】 ｐｃａｋｓ 达到高峰；达到最高值

１．【Ａ】 ｐａｕｓｅｓ 暂停；停顿

真题精解

ｔｈ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现大脑功能的某些变化或许并非不可避免。 ３ ａｇ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
衰退。③但是，尽管衰老无可避免，科学家们却发 ２ ｓｔａｒｔｓ ｔｏ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ｓ ｗｅ ａｇｅ． ③Ｂｕｔ

时间的平稳，随后普遍会开始随年龄增长而逐渐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ｓ

ｏｕｔ ｆｏ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维能力。②它在青年时期达到顶峰，并保持一段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②Ｉｔ １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Ｉ④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①流体智力（注∶又称可变智力，与晶体智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ｑｕｉｃｋｌｙ，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

及解决新问题所用的快速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
固化智力相对）是这样一种智力∶它关乎短期记忆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二、三段）——分析研究结果并展望未来研究（第四段）——提出生活方面的建议（第五段）。

好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抑制这一衰退。脉络∶引出并介绍研究发现（第一段）——介绍研究方法及数据（第
与大脑）。主题∶流体智力会随着我们变老而逐渐衰退，罪魁祸首在于＂肌肉减少，腹部脂肪堆积＂，因此良
来源∶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ａｙ《今日心理学》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文章 Ｂｅｌｌｙ Ｆａ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ｒ Ｂｒａｉｎ（腹部脂肪
原文外教朗读

．．．．．．．．．．

了一、文章总体分析

腹部脂肪与大脑

第一部分 知识运用

２０２１ 年全真试题解析

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ｉｇｈｔ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ｒ ＿６＿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

式因素可能会有助于防止或延缓这种表退。 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②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５＿ｔｈａｔ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积与流体智力的表退相关。②这表明生活方
①一项研究发现，肌肉流失及腹部体脂维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Ⅱ④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４＿ｏｆ

减缓流体智力衰退＂的可能，暗示下文将介绍防止衰退的原理、方法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此处指向 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本句对比（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ｖ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之中凸显＂防止／
（ａｇｉｎｇ呼应②句 ａｇｅ＂，后半句转而强调＂大脑功能的衰退却不一定不可避免（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
同步。句内以ｗｈｉｌｅ 形成＂让步—转折＂，语义重点在后。前半句让步承认自然规律＂衰老无可避免
形＂，暗留＂例外可能＂。③句以 Ｂｕｔ 引发句间转折，引出重点信息∶＂流体智力衰退＂与＂年龄衰老＂不一定

后一段时间保持平稳，中老年期开始逐渐衰退。注∶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强调＂流体智力随变老而衰退＂为＂一般情

为＂变老＂）以及接续词 ａｎｄ ｔｈｅｎ（然后，随后）呈现流体智力的变化规律；青少年期呈上升趋势，达到顶峰
向稳定）、ｄｅｃｌｉｎｅ以及三组表时间的短语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ａ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ａｓ ｗｅ ａｇｅ（ａｇｅ用作动词，意

凸显流体智力的重要功用。②句以三组表变化的动词 ｐｅａｋｓ（用作动词，意为＂达到顶峰＂）、ｌｅｖｅｌｓ ｏｕｔ（趋
抽象思维能力）＂的关联，初步展示其重要功用；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引出三种思维能力的作用＂解决新问题＂，侧面
体内涵，并展示其重要功用。ｈａｓ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明确流体智力与＂短期记忆＂及＂三种思维能力〈快速，逻辑、
①句开篇采用典型下定义句式Ａ ｉｓ ｓｔｈ ｔｈａｔ．．．，亮出讨论对象＂流体智力（Ｆｌｕｉｄ ｉｎ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说明其具

首段概述＂流体智力＂的含义、功用及变化规律，并引出研究发现∶流体智力的衰退并非无可避免。
语篇分析．
⑥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ｅｖｔｏｂｌ】 ａ。不可避免的
⑤ｄｅｅｌｉｎｅ 【ｄＩ＇ｋｌａｉｎ】 ｖ．下降；衰退

④①ｌｅｖｅｌ ｏｕｔ 呈平稳状态

③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ｙ 【＇？ｂｓｔｒｅｋｔｌｉ】 ａｄ． 抽象地
②１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１Ｄｄ３ｋｌｉ】 ａｄ． 合逻辑地
①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与……·关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ｙ
家发现大脑某些功能的变化可以避免＝衰老无可避免后，科学家不再发现……＂显然逻辑不通，Ｄ错误。
Ｕｎｉｌ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直到不久前他们还住在纽约。）而＂直到衰老无可避免前，科学

化可以避免＂的原因／前提条件，均可排除。【Ｄ】 ｕｎｔｉｌ用于引出主句所述持续状态最终结束的时刻，例∶
会随之发生（即用于引出主句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而文中＂衰老无可避免＂显然不是＂大脑功能的某些变

【错项排除】【Ｂ】 ｓｉｎｃｅ用于引出主句现象发生的原因，【Ｃ】 ｏｎｃｅ表示只要从句现象发生，主句现象就
前后为＂让步一转折＂逻辑，【Ａ】 ｗｈｉｌｅ可用于从句之首，引出与主句内容相对比的信息，符合文意。
样（并非不可避免）。利用句内情形对比＂衰老无可避免ｖｓ大脑功能的某些变化可以避免＂可推知句子

解题思路】空格句指出，＿＿衰老无可避免，科学家们发现大脑功能的某些变化或许并不
【考点提炼】句内 逻辑十＋连词辨析。
【Ｃ】 ｏｎｃｅ 一……就……；当……时候
【Ｄ】 ｕｎｔｉｌ ……时；直到……为止
Ａ】 ｗｈｉｌｅ（对比两件事物）……然而；虽然；在……期间【Ｂ】 ｓｉｎｃｅ由于；自……以来
现象。【Ｃ】 ａｃａ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用于引出偶然发生的少数情况，与文意相悖（尤其无法与③句构成转折逻辑）。
不同阶段），故Ａ错误。【Ｂ】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用于强调＂正式性、严肃性＂，很少用于说明＂生理变化＂等自然发生的
也可以自己安排交通工具。）而文中ｌｅｖｅｌｓ ｏｕｔ．．．ｓｔａｒｔｓ ｔｏ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为连续变化的过程（同一变化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Ａｌ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ｙｏｕｃ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旅行社将为你安排旅行。或者，你

【错项排除】【Ａ】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用于引出前一种做法的替代选择，例∶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ｌｌ ｍａｋｅ ｔｒａｖｅｌ

只是一般情形。【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ｙ 常用于＂引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现象、观点等＂，符合文意。
由③句核心信息＂（但）科学家发现大脑某些变化可能并非不可避免＂也可反推＂流体智力随变老而衰退＂
【解题思路】由上题分析可知，②句是在说明流体智力随年龄变化的规律，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且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副词辨析。

程度上是可控的，方式为；改变生活方式，防止肌肉流失及腹部脂肪堆积（减脂增肌）。

强调＂一种可能性＂，肯定＂生活方式因素＂对＂防止或减缓流体智力衰退＂的影响，即流体智力的衰退在一定
上述发现进行推理／说明发现的意义（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主句宾语中心词 ｐｏｓｓｂｉｌｉｔｙ及从句中 ｍｉｇｈｔ ｈｅｌｐ共同
流失＂及＂腹部脂肪堆积＂均为典型的＂变老迹象＂，即年龄对流体智力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这两方面。②句对
退＂的关联。注∶该句并未直接提及＂年龄增长／变老＂＂，看似与首段末句无法关联，但结合常识可知，＂肌肉
（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以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句式明确＂肌肉流失＂及＂腹部脂肪堆积＂与＂流体智力衰

第二段概述研究发现∶＂流体智力的衰退＂与＂肌肉流失＂及＂腹部脂肪堆积＂相关。①句说明研究发现
语篇分析·／
③ｐｒｅｖｅｎｔ 【ｐｒｌ＇ｖｅｎｔ】 ｖ，预防，防止

②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与……… 有关

①ａｂｄｏｍｅｎ 【＇？ｂｄｏｍｏｎ】ｎ．腹部

词汇注释与难知分析，／
这一文中反复强调的内容，故三项均错误。

智力衰退的价值＂之意，既无法与ｐｒｅｖｅｎｔ形成语义上的并列，也违背了＂流体智力衰退是一种负面变化＂

【错项排除】【Ｂ】ｅｎｓｕｒｅ、【Ｃ】 ｓｅｅｋ、【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确保／寻求／利用（这种衰退）＂均含有＂正面肯定流体

退），这表明两者方向一致，空格词应表示＂避免／消除／延缓＂等，【Ａ】 ｄｅｌａｙ 正确。
【解题思路】空格词与 ｐｒｅｖｅｎｔ以并列连词 ｏｒ连接，共同宾语为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流体智力的衰
【考点提炼】并列结构十句内语义。

【Ａ】 ｄｅｌａｙ推迟；延期【Ｂ】 ｅｎｓｕｒｅ确保 【Ｃ】 ｓｅｅｋ 寻找；谋求 【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标／提出的要求＂，因此三项均不合语义要求。

【错项排除】【Ｂ】 ｄｃｉｓｉｏｎ，【Ｃ】ｇｏａ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分别指＂某人主观上做出的选择／希望实现的目
积，从而防止流体智力衰退＂。综合两方面推理可知【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为正确项。

肉流失及腹部体脂堆积会导致流体智力衰退＂可推知＂正确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肌肉流失和腹部脂肪堆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均指向一种＂可能情形＂。另外，本段两句间实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可能情形；由研究发现＂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体现 ｔｈａｔ从句的＂性质＂。而从句的整体语义和其中用词 ｍｉｇｈｔ ｈｅｌｐ，以及主句的

生活方式因素可能有助于防止或……这种流体智力的衰退。可见空格名词应聚焦研究意义（Ｔｈｉｓ
【解题思路】空格句指出，这（肌肉流失及腹部体脂堆积与流体智力的衰退有关）表明了一种＿＿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句内语义。
【Ｃ】 ｇｏａｌ目标

【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Ｂ】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决定；决议

５．【Ａ】 ｐｏｓｓｂｉｌｉｔｙ 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ｍｕｓｃｌｅ ｌｏｓｓ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ｙ ｆａｔ无法以 ａｎｄ连接，且后文并未提及＂腹部脂肪的分隔＂。

【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指＂将一个整体分为几个部分＂，与 ｌｏｓｓ看似同向可并列，但 ｍｕｓｃｌｅ和 ｂｏｄｙ ｆａｔ 对立，因此

耗＂与＂肌肉流失＂为反向变化，无法以 ａｎｄ连接，且违背通常情形＂腹部脂肪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可排除。

觉，探测＂，为瞬间动作或持续状态，不涉及实质性变化，不合文意。【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填入空格后，＂脂肪消

均为生理变化，所以空格词也应表示某种生理变化才能合理，而【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意为＂（对已存在事物的）察

【错项排除】空格词所在短语的并列事物 ｍｕｓｃｌｅ ｌｏｓｓ以及与之相连的现象ａ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ｃｅ
流体智力不利（如 ｈｉｇｈ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ｗｏｒｓｅ．．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综上三条线索可确定 Ｂ正确。
常识可知随年龄增长，往往会肌肉流失，腹部脂肪堆积。此外，下文多处信息均表明过多的腹部脂肪对

应与 ｌｏｓｓ（失去、流失）反向，表示＂增加／累积＂。另外，由首段已知，流体智力随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而由
句中并列关系可知＂肌肉流失＂与＂腹部体脂＿＿＿＿＂同向，而肌肉（ｍｕｓｃｌｅ）和脂肪（ｆａｔ）对立，所以空
【解题思路】空格句指出，研究发现＂肌肉流失＂及＂腹部体脂＂与＂流体智力的衰退＂相关。由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常识。
【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消耗；消费
４．【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发现；察觉；探测

【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分离；隔离
【Ｂ】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堆积；积累

真题精解／

４、

【解题思路】结合上文可知，空格动词应体现＂腹部脂肪越多，流体智力越易衰退＂这一关系以及＂将腹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固定搭配。
【 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ｏｎ）利用（感情等）
【Ｂ】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ｏｎ）靠……勉强过活

【Ｃ】 ｓｃｏｒｅｄ（ｏｎ）在……中得分为
１０．【Ａ】 ｌｉｖｅｄ（ｏｎ）靠……生活

＂更高的腹部脂肪测量值＂间构成合理逻辑，故排除。
和某物相比＂，例∶ｗｅｉｇｈ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权衡利益与成本得失）。三项均无法在＂中年人＂与

例∶ｐａｙ ｂｙ ｃｈｅｑｕｅ／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ｂｙａ ｂｕｓ（用支票付款／被公共汽车撞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表示＂比照某物，
不是＂比较级＂，例∶ａｂｏｖｅ６？？ａｖｅｒａｇｅ（超过６？？？过平均值）；【Ｃ】 ｂｙ常用于引出＂方式＂或＂施动者＂，
【错项排除】【Ｂ】 ａｂｏｖｅ 表示＂（数目、水平等）超过；（重要性、质量）胜过＂，随后一般跟＂一个定值＂而

显示出＂等，【Ａ】 ｗｉｔｈ 可表示＂拥有或携带某物／具有某种特征＂，符合文意。
据相比对＂以及上段说明的研究发现＂流体智力下降与人们的体脂增加相关＂，可知空格词应表示＂具有／
测量值……。结合上句提到的研究方式＂将４０００多名中老年人的腹部脂肪测量值和其流体智力变化数

【解题思路】空格句以 Ｔｈｅｙ ｆｏｕｎｄ 引出研究发现；＿＿＂更高腹部脂肪测量值＂的＂中年人＂流体智力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介词辨析

【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违反；以……为背景；和……·相比

Ｂ】 ａｂｏｖｅ 超过；在……上面

【Ｃ】 ｂｙ 通过；被

９．【Ａ】 ｗｉｔｈ 具有；用；随着

除。【Ｃ】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ｏ）表示＂将 Ａ转变为 Ｂ＂，而文中的两类数据显然不存在转换关系，可排除。
比较对象，共同得到研究发现，并不存在将＂一组数据＂用于＂一群对象／一种情形＂的关系，Ａ、Ｄ均可排

【错项排除】【Ａ】 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ｏ）、【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均表示＂将 Ａ应用于Ｂ＂，而文中的两类数据为并列
比较／比对相应的数据，由此可知【Ｂ】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正确。
段已知研究发现为＂肌肉流失及腹部体脂堆积与流体智力的衰退相关＂，而要测定这种相关性必然需要
、员将这些数据（受试者精瘦肌肉及腹部脂肪测量值）＿＿＿＿＿受试者六年来的流体智力
【解题思路】各项均可构成～ｓｔｈ ｔｏ ｓｔｈ搭配，故需从＂上下文语义＂角度辨析。空格所在分句指出，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Ｃ】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ｏ）转变为……
【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应用于……
８．【Ａ】 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ｏ）将……奉献给；把……专用于【Ｂ】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与……作比较

＂观测值＂（而非研究结论或需要验证的情形），Ｂ 错误。
【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均错误。【Ｂ】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表示＂证实／支持某事是事实／情形，观点＂，而空格后内容为研究的
旨项排除】＂数据调整，预测测量值＂显然搭配不当（应是研究者调整／预测测量值），【Ａ】 ｍｏｄｉｆｉｃｄ、

文提及的＂影响流体智力的两个具体因素＂，确认【Ｃ】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正确。
研究发现一介绍研究数据＂的对应关系，＂数据包含研究对象的精瘦肌肉及腹部脂肪测量值＂恰能对应上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为同类事物，故空格词只能表示＂包含关系＂。另外联系上文可知，本句与上段为＂说明
名中老年男性和女性的精瘦肌肉及腹部脂肪测量值（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数据（ｔｈａｔ／ｄａｔａ）＂与＂测量值
４０００ 多

【解题思露】空格所在定语从句说明研究者所分析的数据（ｄａｔａ）的特征∶（这些数据）＿
【考点提炼〕句内语义。
【Ｃ】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包含
７．【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修改；修饰
【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预测；预报
【Ｂ】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支持；支撑；证实

·真题精脚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１

量值的中年人流体智力测量得分较低。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１０ｗｏｒｓｅ ｏｎ
发现，随着岁月流逝，具有校高腹部脂肪测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②Ｔｈｅ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９
六年来的流体智力变化进行比较。②他们
量值在内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受试者

老年男性和女性的精瘦肌肉及腹部脂肪测
①研究人员分析了包含 ４０００ 多名中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ａ ｓｉｘ－
ｔｈａｎ４，０００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ｏｌｄｅｒ－ａｇｅ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Ⅲ ④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７

还能为男性和女性带来不同的疗法。
②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解释这些差异，或许

ｆｏｒ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ｌｅａｄ 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性，（这种联 系）似乎并不涉及免疫系统。 ｔｏ ｂｅ １３ ．②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ｉｎ ｍｅｎ，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腹部脂肪过多导数的免疫力变化；对于男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ａ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２ ｅｘｃｅｓｓ
①对女性而言，这种联系或许可归因于
Ⅳ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１２＿ｔｏ

ｗｅｎｔ ｂｙ 呈现变化关系＂随年龄增长，腹部脂肪量越高的中年人流体智力越低＂，呼应上段①句。

趋势的词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ｓｃｏｒｅｄ ｗｏ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ｇｅｎｃｅ、ａｓ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研究方法∶将两种数据对照比较。注∶此处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意为＂考虑，研究＂。②句说明研究结果，三组表变化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ｆａｔ以及流体智力的变化值（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体现

研究持续时间为６年；研究数据有两组，分别为精瘦肌肉和腹部脂肪测量值（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ｎ
第三段详述研究数据及具体发现。①句说明研究数据。研究对象为 ４０００多名中老年男性和女性；
，语篇分析 这
明产生变化的主体及时间。

置定语，说明数据的来源。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ａ ｓｉｘ－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作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的后置定语，说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ｆａｔ修饰 ｄａｔａ，说明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ｆｒｏｍ．．ｗｏｍｅｎ作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ａｔ 的后

功能注释∶主句中以ａｎｄ连接两套并列的＂谓语＋宾语＂结构，说明研究者的两项操作。定语从句
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ａ ｓｉｘ－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
后置定语
状语

后置定语

＿＿宾语 引导词 谓语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定语从句

宾语２

谓语１ 宾语１ 连接词 谓

主语

ａｎｄ ｃｏｒ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ｉｅｄ ｃ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ａ ｓｉｘ－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ａｎ ４，０００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ｏｌｄｅｒａｇｅ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②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精瘦的肌肉

①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３３ｍｏｎｔ】 ｎ测量的结果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ｄａｙｓ ａｒ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ｉｎ．（天黑得越来越早了。）三项均无法表示＂（时间）流逝／人的变老＂，故排除。

速度出发了。）【Ｃ】 ｄｒｅｗ ｉｎ通常与 ｄａｙｓ／ｎｉｇｈｔｓ 搭配，表示＂（天黑）渐早；（白昼）渐短＂，例∶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ｓ／

尽了。）【Ｂ】 ｓｅｔ ｏｆｆ表示＂（某人）出发（前往某地）＂，例∶Ｔｈｅｙ ｓｅｔ ｏｆｆ ａｔａｓｔｅａｄｙ ｐａｃｅ．（他们以不紧不慢的
【错项排除】【Ａ】ｒａｎ ｏｕｔ表示＂（资源，燃料等）耗尽，用完＂，例∶；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给养快耗
格词应表示＂（岁月）流逝／（时间）推移＂，ａｓ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ｇｏ ｂｙ为固定表达，意为＂随着时光流逝＂，Ｄ正确。

流体智力的变化规律＂随年龄增长而衰退＂，以及腹部脂肪的通常变化规律＂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可知空
随着岁月＿＿，腹部脂肪越多的中年人流体智力越低。结合首段所述
【解题思路】空格句大意为∶随着岁月＿＿＿＿，腹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固定搭配。
【Ｃ】ｄｒｅｗ ｉｎ（天黑）渐早；（白昼）渐短

【Ｄ】ｗｅｎｔ ｂｙ 时间流逝；经过；遵循
【Ｂ】 ｓｅｔ ｏｆｆ 出发；引起

１１．【Ａ】 ｒａｎ ｏｕｔ 用完；耗尽
也无法与＂测量值＂搭配。

＂利用某人的感情＂，例∶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ｐｌａｙ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ｆｅａｒｓ．（广告常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该词

等）＂，而空格后的＂更差的流体智力测量值＂显然不属此类。【Ｄ】 ｐｌａｙｅｄ（ｏｎ）后常跟表示情绪的词，意为

【错项排除】【Ａ】 ｌｉｖｅｄ（ｏｎ）、【Ｂ】 ｍａｎａｇｅｄ（ｏｎ）表示＂靠……生活＂，后面接＂谋生所依（物品／工作

具体得分情况＂，例∶ｓｃｏｒｅｄ ９８／ｈｉｇｈ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ｏｎ ＴＯＥＦＬ（托福测试中得 ９８分／得分高／较高），Ｃ符合文意。
分越低，＂ｓｃｏｒｅ＋具体数值或表示好／差的副词及其比较级＋ｏｎ＋某一方面＂表示＂在某项指标或测试中的
部脂肪测量值和受试者流体智力变化值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即腹部脂肪测量值越高，流体智力测量得

６
时，表示＂对……的需求＂，＂未来研究带来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求＂显然不符合逻辑。

＂表明身体或精神状况不佳的变化／症状＂，＂带来不同症状＂不符合研究的作用。【Ｃ】 ｄｅｍａｎｄｓ与 ｆｏｒ搭配
能是＂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而应该是＂流体智力的衰退（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指
【错项排除】【Ａ】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指＂对某人所受伤害或损失做出补偿＂，似乎符合语义要求，但随后不

物来延缓流体智力衰退，【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符合文意。
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应体现对症下药，即针对男性和女性研制出不同的事

因存在性别差异＂以及而第二段②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延缓流体智力衰退＂，可知

＿＿＿。结合本句 ｃｏｕｌｄ．．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ｌｅａｄ ｔｏ带有的＂递进语义＂，上句＂腹部脂肪与流体智力相关的原

【解题思路】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ｌｅａｄ ｔｏ．．．引出对未来研究的另一项期许∶带来针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
【考点提炼】 句内语义十文章主旨。

【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治疗；疗法
【Ｃ】 ｄｅｍａｎｄｓ 要求；需求
【Ｂ】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症状；征兆
１５．【Ａ】 ｃｏｒ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 补偿；报酬
异＂更无从谈起，故三项均可排除。
差异＂，暗示差异为有利因素。而文中仅客观呈现男女差异，并未评价这种差异是否有利，＂消除／扩大差
【错项排除】【Ａ】 ａｌｔｅｒ、【Ｃ】ｒｅｍｏｖｅ均指向＂消除差异＂，暗示差异为不利因素；【Ｂ】 ｓｐｒｅａｄ指向＂扩大
局限—后续研究方向＂的呼应，【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符合文意。
传达出强烈的建议／期盼。综合两方面线索可知，空格词应表示＂研究／分析／解释＂等，以实现＂当前研究
暗示还需进一步研究确认。另外，空格句中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针对＂后续的研究方向＂
其中ｍａｙ ｂｅ、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均带有明显的推测语气，针对男性的内容仅否定了无关因素，并未指明相关因素，

上的这种联系或许（ｍａｙ ｂｅ）与免疫力变化相关，男性身上的这种联系似乎（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与免疫系统无关＂。
【解题思路】空格句指出，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这些差异。＂这些差异＂指前一句所述＂女性身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１４．【Ａ】ａｌｔｅｒ改变；修改 【Ｂ】 ｓｐｒｅａｄ传播；伸展 【Ｃ】 ｒｅｍｏｖｅ移动；去除 【Ｄ】 ｃｘｐｌａｉｎ说明；解释

免疫力有关 ｖｓ男性身上的这种联系跟免疫力无关＂的句内平行对比关系，故均可排除。
【错项排除】【Ａ】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Ｂ】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均无法在句内形成＂女性身上的这种联系跟

【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可表示＂某物是某种情况／事件／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或影响因素＂，符合文意。
堆积与流体智力衰退相关）＂的影响，空格词应与ａ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语义指向一致，表示＂有因果关联／牵涉＂等，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形成平行对仗结构，分别说明＂女性／男性的免疫力＂对＂这种联系（腹部体脂
【解题思路】句中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 ｍｅｎ．．．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考点提炼】句内平行对比。
【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控制；管理
【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涉及；包含
【Ｂ】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使）隔离；孤立
１３．【Ａ】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恢复；归还
表示＂前一种事物不受后一种事物的影响＂，与文意恰相悖。

显然是在围绕同一主题展开（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
【错项排除】【Ａ】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Ｃ】 ｐａｒｌｅｌ（ｔｏ）分别用于比较两种事物的优劣性／相似性，而本句
体智力衰退）＂的完整因果链条，【Ｂ】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符合文意。
环节，因此空格词应引出原因，搭建＂根本原因（腹部脂肪增加）→直接原因（免疫力变化）→最终结果（流
肪过多导致的免疫力变化。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提示＂免疫力变化＂为＂腹部体脂堆积→流体智力衰退＂的中间
【解题思路】空格所在分句指出，这种联系（腹部体脂堆积与流体智力衰退相关）可能＿＿＿＿腹部
【考点提炼】句内语义＋因果逻辑链。

【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与……相同；平行于…… 【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对……有抵抗力的；耐……的
１２．【Ａ】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优于；比……优越【Ｂ】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由……造成；归因于……
其题精解动

心台阶；小心走路＂，该表达既不符合文中语境，也与文中形式有出入，可排除。
未提及做某事的具体步骤／程序，可排除。【Ｂ】 ｗａｔｃｈ常用于ｗａｔｃｈ ｙｏｕｒ ｓｔｅｐｓ这一固定表达中，意为＂当

【错项排除】【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ｅｐｓ），【Ｃ】 ｃｏｕｎｔ（ｓｔｅｐｓ）分别表示＂改变步骤＂计算步数＂，而上下文中并

ｔａｋｅ ｓｔｅｐｓ ｔｏ 为固定搭配，表示＂采取措施以做到某事＂，【Ｄ】 ｔａｋｅ正确。

ｔｏ．．．。ｔｏ后的内容指向目的（减少腹部脂肪，保持肌肉量），可见空格词应表示＂采取／使用（方法）＂等，

题思路】空格词位于嵌套了定语从句的 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型中，从句可改写为 ｙｏｕ ｃａｎ ＿＿＿＿ｓ
【Ｄ】 ｔａｋｅ采取（措施）；拿，取
【Ｂ】 ｗａｔｃｈ 观察；注视

【考点提炼】 句内语义十固定搭配。
【Ｃ】 ｃｏｕｎｔ 计数∶包括；认为
１７．【Ａ】 ｃｈａｎｇｅ 改变；更换

因果关联／取舍选择，故三项均可排除。

而转身离开了房间。）空格词前后两句为＂解决同一问题的两个并行努力方向，而非强调两物的相似性／

法＂，强调选择性，例∶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ｒｅｐｌｙ。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ｎ ｈｉｓ ｈｅｅｌ ａｎｄ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ｒｏｍ．（他没有回答，反

题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将在下次会议上再讨论这项议题。）【Ｄ】Ｉｎｓｔｅａｄ用于＂引出前一事物的替代做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ｍｕｃｈ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ｉｔｅｍ ａｔ ｏｕｒ ｎｅｘ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要讨论的问
壮志；同样，你还需要付出努力。）【Ｃ】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用于＂引出前一事物造成的结果＂，体现因果关系，例∶

ｇｏａｌ，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ｘ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ｏｒｔｓ．（要实现这一目标，你必须有雄心
【错项排除】【Ａ】Ｌｉｋｅｗｉｓｅ用于＂引出前一事物的同类或相似事物＂，强调相似性，例∶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意为＂与此同时＂，用于引出某种情况／事物的不同方面，符合文意。

者提出建议（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ｓ ｙｏｕ ｃａｎ．．），可见空格词应体现平行并列关系，指向两个方面的建议。【Ｂ】

【解题思路】上段末句憧憬未来研究成果（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空格句转而向读
【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反而；相反

【Ｂ】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同时；其间
真题精解
纤维、无精加工食品的地中海饮食方式。

【考点提炼】 段间逻辑＋副词辨析。
【Ｃ】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因此；所以

１６．【Ａ】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同样地；也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ｆｏｏｄｓ＂．［２７５ ｗｏｒｄｓ］

ｏｗｉｎｇ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ｓｔｙｌｅ ２０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ｉｎ ｆｉｂ

保持或提升你的有氧运动水平；遵循高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１９ ｏｆ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健康。②两种强烈推荐的生活方式为∶②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３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
保持精瘦肌肉量，从而维护自己的身心
过程中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腹部脂肪，
①与此同时，你可以在年龄增长的

ａｇ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ｂｏｔｈ ｙ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１８．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ａｓ ｙｏ

１７＿ｔｏ ④ｈｅｌｐ
１６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１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以语义递进呈现两重期待，再次呼应首段末句＂流体智力衰退或可避免＂。
法。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传达强烈的建议及期待，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同的作用过程，但并未指出真正原因。②句顺势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期待∶解释男女差异并带来治疗方

过多→免疫力变化／降低→流体智力衰退。后一分句以 ｄｉｄ ｎｏｔ．．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指出男性身上并不存在相
ｔｏ．．．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意为＂可归因于……＂）说明女性存在这一关联的原因∶腹部脂肪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复现，体现主要关注点＂免疫力变化＂。前半句以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一关联存在的原因。句子整体以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ｉｎ ｍｅｎ．．．体现性别差异；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与 ｔｈｅ

第四段分析研究结果，并展望后续研究。①句承接上段，分析＂随腹部脂肪堆积，流体智力衰退＂这

②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由 …·．成
①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ｊｕ∶ｎｏｔｉ】ｎ．免疫力

③ｌｅａｄ ｔｏ 带来；导致
谢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８
列表语。后一个表语中嵌套一个定语从句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ｏｏｄｓ，进一步说明＂＂地中海饮食＂的特点。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主系表结构，两组动名词短语ｍａｉｎ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作并
宾语

引导词 系表结构作谓语１ 连接词 谓语２

ｍｔ ｉｓ ｉｈｉｎ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ｆ
定语从句

表语２

连接词

表语１

系动词

主语

ｗｏ．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ｃｒｃｅａｓｉｎｇ．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Ｊｉｅ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ｓｔｙｌｅ ｄｉｅ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ｉｎ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ｆ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ｂｉｃ

④ａｅｒｏｂｉｅ 【ｅ？＇ｒｏｕｂｒｋ】 ａ，有氧的
③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ｐｒａｕｔ】 ｎ．方法
②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ｉｒｅｋ？＇ｍｅｎｄ】 ｖ，推荐
①ｍａｓｓ 【ｍａｅｓ】 ｎ，质量

⑦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ｆｏｏｄ 加工食品

⑥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ｉ＇ｌｉｍｉｎｅｎｔ】 ｖ，消除

⑤ｉｂｅｒ 【＇ｆａｉｂａｒ】ｎ。 纤维

，词汇注容与难句分析必

食＂。【Ｄ】 ｐｒｅｓｃｒｐｔｉｏｎ一般指＂医生开的药方＂，与＂生活方式＂这一限定范围和定语从句描述的内容不符。
【锆项排除】【Ａ】 ｄｅｓｉｇｎ，【Ｂ】 ｒｏｕｔｉｎｅ 的范围过于宽泛，空格后定语从句的解释说明内容已明显指向＂饮
食方法。考生若掌握这一常识，也可快速选出答案。

辅助思路∶地中海饮食以蔬果、鱼类、五谷杂粮等清淡、健康食材为主，为减脂增肌过程中常用的饮

上，Ｃ为正确项。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ｏｏｄｓ＂富含纤维，去除精加工食品＂表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ｃａｎ－ｓｔｙｌｅ＿＿＿＿是一种＂饮食＂。纺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ｓｔｙｌｅ＿＿＿限定方向，选项中只有Ｂ】ｒｏｕｔｉｎｅ、【Ｃ】 ｄｉｅｔ能体现＂生活方式＂。２．定语及

【解题思路】本题的解题思路有二∶１．句首＂两种强烈推荐的生活方式（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已为
【考点提炼】 句内语义＋常 识。

【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药方；指示
【Ｂ】 ｒｏｕｔｉｎｅ 常规；惯例

【Ｃ】 ｄｉｅｔ 日常饮食

２０．【Ａ】 ｄｅｓｉｇｎ 设计；构思

上文提出的建议，且 Ｂ、Ｄ很少构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ｏｕｒ ＿＿＿＿
识层面；【Ｄ】 ｓｐａｃｅ指向＂物理空间＂，停留在外在环境条件层面。三项均未触及实际行动，无法真正实现
【错项排除】【Ｂ】 ｌｏｖｅ、【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分别指向主观上的＂喜好＂和＂了解、掌握程度＂，停留在思想意

有助于减脂增肌，故空格词应表示＂强度／频率／水平＂等，【Ａ】 ｌｅｖｅｌ 正确。

据上一句提出的建议可知，空格句说明＂减少腹部脂肪，保持肌肉量＂的具体做法。结合常识可知，运动

路】空格句指出两种强烈推荐的生活方式∶保持或提升你的有氧运动＿＿＿＿＿以及……。根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常识。
【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知识；学识
１９．【Ａ】 ｌｅｖｅｌ水平；标准

【Ｄ】 ｓｐａｃｅ 空间；间隔
【Ｂ】 ｌｏｖｅ 喜好；热爱

处仍将＂生理的＿＿＿＿＂和＂心理的＿＿＿＿＂看作彼此独立的部分，且上下文中并未涉及＂身心的协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搭配。【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强调＂各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运作＂，而文中 ｂｏｔｈ＂两者都＂表明此

为＂中老年人＂，身心状态已趋向成熟和稳定，且＂形成＂发展＂等变化过程通常不与 ｐｒｏｔｅｃｔ 以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错项排除】【Ｂ】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分别指向事物的＂发展＂和＂形成＂过程，而文中的建议对象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ｌ－ｂｅｉｎｇ为固定搭配，表示＂身心健康＂，【Ａ】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正确。
可知空格词意在说明＂采取措施＂的根本目的（维护身心健康；减少脂肪，保持肌肉，延缓流体智力衰退）。
量→维护自身的身心＿＿＿＿。联系贯穿全文的主旨＂减少腹部脂肪、增加肌肉量可延缓流体
【解题思路】空格句中以 ｔｏ．．．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构建因果目的链∶采取措施→减少腹部脂肪，保持肌肉
【考点提炼】 句内因果逻辑链＋上下文语义＋固定搭配。
【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形成；构造
１８．【Ａ】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健康；福祉

【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协作；配合
【Ｂ】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过程；进展

９

首段提出事件＂英国火车运营商再次上调客运票价＂，并暗传作者态度＂票价一涨再涨极不合理＂。
语能分析＂ ／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或相反，或其反面
●经典搭配

①ｉｎｎａｔｉｏｎ 【ｍ＇ｌｉｌｅＪｎ】ｎ．通货膨胀；通胀率

⑩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ｅｋＪｎ】ｎ．少量；一点儿
⑨ｏｐｔｉｏｎ 【＇ｏｐ【ｎ】 ｎ．选择

￥ ⑧ｉｍｐｏｓｅ 【ｉｍ＇ｐｏｕｚ】ｖ．加（负担、惩罚等）于

⑦ｒｉｔｕａｌ 【＇ｒｔＪｕｏｌ】 ｎ，惯例；例行公事

⑥ａｎｍｕａｌ 【＇ｅｎｊｕｏｌ】 ａ．每年的；一年一次的
⑤ｇｒｉｍｌｙ【＇ｇｒｉｍｉ】 ａｄ．冷醋地；无情地
④ｆａｒｅ 【ｆｅｏ（ｒ）】 ｎ，车费

③ｒａｉｌ 【ｒｅｎｌ】 ｎ．铁路
②ｊｕｓｔｉｆｙ【＇ａｓＡｓｉｆａｉ】ｖ．证明……有理

①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ｏｐｏｒｅｎｏ（ｒ）】ｎ．经营者，专业公司

调汇注释与煤句分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ＣＰＩ）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ｉｆａｔｉｏｎ＂．
者物价指数（ＣＰＤ所反映的通胀水平。 ｔｈａｎ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ｗｅｌｌ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可能略微低于去年，却仍远高于官方的消费ｒｉｓｅ，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２．７ ｐｅｒ ｃｅｎｔ，ｍａｙ ｂｅａ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ｗｅｒ
今年（火车票价）的平均涨幅为２．７？？虽然 ｒ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ｇｅｔ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③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铁路网上下班的人们带来大量的额外负担。 ｅｘｔｒａ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ｐ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费用就会上涨，给那些别无选择、只能利用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ｉｎ ｒｉｓｅｓ，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不动的年度惯例∶每到一月，乘火车出行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ｇｒｉｍ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２∶ｅｖｅｒ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的铁路客运提价正当合理？这已变成雷打 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 ｒａｉｌ°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ｆａｒｅｓ？ ②Ｉｔ ｈａｓ
火车运营商怎样才可能证明这又一次
Ｉ④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ｊｕｓｔｉｆｙ２

９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多措施监管运营商；运营商应立即提升服务质量，平息乘客的愤怒情绪＂（第四段）。
付高昂票价，却连最基本的服务都无法享有，实在不合道理＂（第二、三段）——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更
年再次上调票价＂并暗指其不合理（第一段）——分析事件＂政府准许运营商提价自有其道理，但乘客支
即采取措施，乘客终将忍无可忍，英国铁路将再度面临国有化风险。脉络∶提出事件＂英国火车运营商今
一事展开论述，呼吁政府加强对火车运营商的监管，运营商提升服务质量以与票价匹配，并指出若不立

Ｒａｉｌ Ｆａｒｅｓ Ｆｏｒｅｖｅｒ（火车票价不断上涨，乘客终将忍无可忍）。主题∶全文围绕＂英国火车票价一涨再涨＂

来源∶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每日电讯报》２０２０ 年１月２日文章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ｏｎ＇ｔ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Ｒｉｓｉｎｇ

一、文章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Ｔｅｘｔ １ 火车票价一涨再涨，乘客终将忍无可忍
Ｐａｒｔ Ａ

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
应第一、二段末句＂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防止或延缓流体智力衰退＂，实现首尾圆合。
提出两项建议；保持／提升有氧运动水平；遵循地中海式饮食方式（高纤维、无精加工饮食）。本句明确回

＂减少腹部脂肪，保持肌肉量＂和根本目的＂保持身心健康（包括减缓流体智力的衰退）＂。②句进而明确
来研究成果＂转向＂当下我们的自身努力＂；两组表目的的衔接词ｔｏ、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明确采取措施的直接目的
治疗方式＂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采取措施。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ｓｙｏｕ ｃａｎ ｔａｋｅ将建议对象由＂未
末段就＂如何避免流体智力衰退＂提出生活方式方面的建议。①句承上指出，在等待＂后续研究发现
语篇分析２

Ｉ０
正确。其余各项或对原文细节进行窜改（Ａ），或对特殊句式断章取义（Ｂ），或对原文信息过度推导（Ｄ）。
ａｂｏｖｅ．．ＣＰＩ．．强调涨价频繁、涨幅过大，由此可推知作者的观点态度∶今年的火车票涨价并不合理。Ｃ
炼。Ｈｏｗ ｃ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ｙ反问传达质疑，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ａ ｇｒｉｍ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ｅｖｅｒ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ｗｅｌｌ

【技巧总结】 本题就首段命制作者观点态度题，文中并未明示作者态度，考生需从字里行间进行提

（运营商）少＂的关系，该项属于主观臆断。
勤者带来沉重的负担＂过度推出＂火车运营者的负担相应减轻＂，但文中并未提及这种＂你（乘客）多则我
感惊讶＂，但由②句＂火车票价每年必涨＂可知，通勤者对此应该是＂毫不意外＂。Ｄ由②句＂票价上涨给通

者水平相当（ｋｅｐｔ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Ｂ对①句反问 Ｈｏｗ ｃ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ｙ．．．断章取义，认为＂涨价令通勤者大
其余各项均借首段细节设置干扰。Ａ将末句＂今年的涨幅远高于（ｗｅｌｌ ａｂｏｖｅ）通胀水平＂窜改为＂二

【命题解密】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概括 Ｈｏｗ ｃ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ｊｕｓｔｉｔｙ．．．、ｗｅｌｌ ａｂｏｖｅ．．ＣＰＩＬ．．暗含的作者态度。

一步明确作者态度∶今年火车客运票价上涨不合理，Ｃ 正确。

合理解释，暗传作者态度＂此举不合理＂；②③句介绍运营商涨价的两大特点＂涨价频繁＂＂涨幅过大＂，进

【精准定位】首段首句提出事件＂今年火车票价又一次上涨＂并反问火车运营商如何才能对此作出
［Ｄ］ ｗｉｌｌ ｅａｓｅ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Ｄ】 将减轻火车运营者的负担
【Ｃ】 仍是一项不合理的措施
【Ｂ】 令通勤者倍感意外
【Ａ】已与通货膨胀同步

２１． 作者认为今年的火车客运票价上涨２１．

［Ｃ］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ｎ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Ｂ］ ｉｓ ａ ｂｉｇ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
［Ａ］ ｈａｓ ｋｅｐｔ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ｆ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ａｉｌ

无选择＂。据此可推定作者的总，体立场∶同情通勤者、批判运营商。
３．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 ｂｕｒｄｅｎ、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ｐｔｉｏｎ ｂｕｔ．．呈现通勤者的被动地位＂不堪重负却别
ａｎｏｔｈｅｒ、ａ ｇｒｉｍ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ｅｖｅｒ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ｗｅｌｌ ａｂｏｖｅ．．．ＣＰＩ．．强调涨价频繁、涨幅过大；
字里行间提炼作者站位∶１．首句 Ｈｏｗ ｃ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ｊｕｓｔｉｆｙ．．以反问句式传达质疑；２．贯穿全段的 ｙｅｔ

【深层解读】作者在本段明确提出事件＂火车运营商再次上调票价＂，但并未直接表明态度，大家需从

水平。注∶ＣＰＩ反映消费者所购买消费品的价格总体变动情况，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常用指标。

面指出历年票价涨幅波动不大，另一面又强调今年票价涨幅远超平均，共同凸显票价涨幅常年处于较高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略微低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意为＂微量，一点儿＂）、ｗｅｌｌ ａｂｏｖｅ（远远高干，ｗｅｌｌ强调＂十分，大大地＂）一

认今年涨幅的确可能略低于去年；后半句转而横向比较，强调票价涨幅远高于通胀水平。ａ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涨＂。ｍａｙ ｂｅ．．．ｂｕｔ．．．ｓｔｉｌｌ．．明确句内逻辑∶先让步，后转折，语义重点在后。前半句纵向比较，让步承
③句指出不合理之二；本年度票价涨幅远高于通胀水平。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ｒｉｓｅ回归①句＂本次票价上

择。注∶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表示＂或相反，或其反面＂，与 ｇｅｔ ｔｏ ｗｏｒｋ相对，指下班回家。
勤者不堪重负。定语从句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ｐｔｉｏｎ ｂｕｒ ｔｏ ｕｓｅ．．凸显通勤者的弱势∶除了乘火车以外别无边
语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ｉｍｐｏｓｅ ｓｔｈ ｏｎ ｓｂ意为＂将某物强加给某人＂）说明影响∶令通

式，可靠到无情的惯例。冒号后主句 ｅｖｅｒ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ｒｉｓｅｓ明确事实＂票价每年必涨＂。结果状

醋地＂，修饰 ｒｅｌｉａｈｌｅ形成矛盾修辞。句子整体有力讽刺票价每年必涨，雷打不动∶这已成每年必有的仪
ａｎｎｕａｌ强调＂每年的，一年一度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意为＂可靠的，可信赖的＂；程度副词 ｇｒｉｍｌｙ 意为＂坚定地，冷

Ｉ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ａｇｒｉｍｌｙｒｅｌｉｎｂｌ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字字珠玑，中心名词ｒｉｔｕａｌ结合＂仪式＂和＂惯例＂之意；形容词
②句指出不合理之一∶多年来频繁提价，通勤者不堪重负。冒号前后的内容为＂概述一解释＂关系。
疑∶火 车运营商很难证明涨价合理。
为＂竞然＂，用于强调惊讶或不能理解；ｊｕｓｔｉｆｙ 意为＂对……作出解释；证明……合理＂）反问之中传递质

加）强调火车票提价绝非第一次，而是接二连三、已经多次。Ｈｏｗ ｃ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ｊｕｓｔｉｆ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ｙ意

事件；火车运营商又一次上调客运票价。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又一次，再一次；ｙｅｔ 意为＂又，再＂，强调次数的增

①句开门见山，介绍事件并传递质疑。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 ｒａｉｌ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ｆａｒｅｓ明确
关键词∶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 ｒａｉｌ ｐｓｓｅｎｇｅｒ ｆａｒｅｓ。

１１
来补贴铁路成本合情合理。这与首段中作者的总体站位（同情通勤者、批判火车运营商）并不矛盾。
ｇｏｅ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ａ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介绍历届政府（从纳税人，经济学的角度）准许提价的逻辑∶通过提高票价

【深层解读】本段以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的地区才更应该受到关注，可考虑通过提高票价改善基础设施。

受到了太多的关注。政府言外之意；１． 享受好服务，就该多付费，不应受到太多关注；２．忍受落后设施
忍受中、北部地区较差公共交通设施的通勤者（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ｍｕｓｔ ｅｎｄｕｒ．．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较发达铁路网的通勤者却因票价涨幅大等（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ｂｉｇｅｓｔ ｒｉｓｅｓ）比那些必须
层类似逻辑。ｔｈａｔ 从句以 Ａ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Ｂ形成对比∶享受东南部地区
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 ｉｓａ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同样，还有一种意识／观点）表明本句与①②句并列，介绍历届政府的另一
③句进一步说阴原因二·谁享受好服务，谁多付费，享受发达的铁路服务就应该承担票价的大幅上涨。

住在萨里郡（公共交通发达地区）、乘火车通勤的股票经纪人／高收入者？

理）；一个住在林肯郡（公共交通欠发达地区）、自己开车出行且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凭什么要去补贴一个

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ｋｅｒ、ｃａｒ－ｄｒｉｖｉｎｇ ｖｓ ｃｏｍｍｕｔｅ、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ｈｉｒｅ ｖｓ Ｓｕｒｒｅｙ）凸显政府逻辑（＂谁乘车、谁买单＂合情合

逻辑是……）表明本句进一步展现政府逻辑。句中选用两个人物，以三重对比（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ｒ ｖｓ
②句具体展示政府＂谁使用，谁买单＂这—逻辑。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ｇｏｅｓ（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的
铁路＂则是慷他人之慨，损害纳税人利益。

票价＂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谁使用、谁付费＂，公平合理；＂让所有纳税人承担铁路成本，拿公共税收补贴
ｔｈａｎ．．．说明化解铁路成本上涨压力的两种思路，并明确政府的逻辑∶＂让火车乘客承担铁路成本，提高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囊括首段核心信息＂火车票价每年必涨＂）。从句以取舍结构．．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ｏｒｎｅ ｂｙ．．．ｒａｔｈｅｒ

基于……理由＂）聚焦政府行为，体现因果逻辑。主句直接明确历届政府的态度∶准许提价（ｓｕｃｈ
整体以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意为＂以……为根据，

①句明确历届政府的＂准许＂态度，并说明原因一∶谁使用，谁付费，铁路成本理应由乘客承担。句子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ｓｕ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第二、三段分析事件。第二段说明历届政府准许火车票提价的原因。关键词；Ｓｕｃｅｓｓ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语篇分析×
②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ｆｒｏｘｔｒＡｋｔＪｏ（ｒ）】 ｎ，基础设施建设
①ｅｎｄｕｒｅ 【ｉｎ ｄｊｕ５（ｒ）】 ｖ．忍耐；忍受
⑩ｔｒａｖａｉｌ 【＇ｔｒａｅｖｅｎ】 ｎ。艰难的处境

⑨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ｋｗａｌｉ】 ａｄ．同样，此外，也
⑧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ｋｅｒ【＇ｓｏｋｂｒａｕｋ？（ｒ）】ｎ，股票经纪人
⑦ｃｏｍｍｕｔｅ【ｋｏ＇ｍｊｕｔ】ｎ．（乘火车等）上下班往返

⑥ｓｕｂｓｉｄｉｓｅ 【＇ｓｂｓｉｄａｒｚ】ｖ．＜亦作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资助；补助
⑤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ｒ 【＇ｐｅｎｊｏｎａ（ｒ）】 ｎ，领养老金（或抚恤金）者
④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ｇｕｍ？ｎ】ｎ，论据；理由
③ｂｅａｒ 【ｂｅｏ（ｒ）】 ｖ．承受；忍受

②ｇｒｏｕｎｄ【ｇｒａｕｎｄ】ｎ．《常作 ｇｒｏｕｎｄｓ）充分的理由；根据
①ｓｕｃｃｓｓｖｅ 【ｓｏｋ＇ｓｅｓｉｖ】 ａ．连续的；相继的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必
的票价涨幅）受到了过多关注。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ｏｒｎｅ＂ｂ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ｓ２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使用者而非全体纳税人承担。这种论点
由是铁路网的投资与运营成本理应由其
历届政府都准许了类似的提价，理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ｍｕｓｔ ｅｎｄｕｒｅ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ｏ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ｒｉｓｅｓ，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者的出行困境（其中许多人将面临最大

础设施的通勤者相比，东南部地区通勒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ｍａｎｙ ｏｆ ｗｈｏｍ ｗｉｌｌ ａｃｅ ａｍｏｎｇ
中、北部地区不得不忍受相对落后的基 Ｓｕｒｒｅｙ？ ③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ｓ２ｏｆ
的日常通勤？此外，历届政府还认为，与 ｔｏ ｓｕｂｓｉｄｉｓｅ２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ｔｅＰ ｏｆ ａ 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ｋｅｒ ｆｒｏｍ
者凭什么要补贴萨里郡一位股票经 纪人 ｇｏ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ａ ｃａｒ－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ｒｆｒｏｍ 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ｈｉｒｅ ｈａｖｅ
认为，林肯郡一位开车出行的领养老金 ｉｔ，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②Ｗｈｙ，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Ⅱ ④ Ｓｕｃｃｓｓｉｖｅ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ｓｕｃｈ

１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ａ ｂａｓｉ 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ｕｍ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ｗ ｐａ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ｖｅ．

Ｉｔ ｉｓ 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ｕｔ ｐａｓｅｎｇｅｒｓ
③ｉｎｄｓｔｒｉｌ ｃｔｉｏｎ（罢工等）劳工行动
②ｒｅｓｔ ｏｎ 依赖；依靠

①ａｌｌ ｅｒｙ ｗｅｌｌ（用于批评或反驳）某人尽可做某事
●经典搭配
⑨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ｒＡｐ【ｎ】 ｎ．扰乱；干扰

⑧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ｋｏｍｐｅｎ＇ｅｌｎ】ｎ．补偿；赔偿

⑦ｅａｓｅ 【ｋｅｓ】 ｎ．论据；理由

⑥ｕｎｉｏｎ 【ｊｕｎｉｏｎ】ｎ。工会
⑤ｓｕｍ 【ｓＡｍ】ｎ．金额；款项

④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ｂ＇ｓｔｅｎ【ｉ】 ａ，大量的；价值巨大的
③ｅｘｐｅｃｔ 【ｉｋ＇ｓｐｅｋｔ】 ｖ．要求；期望；指望
②ｔｒｕｍｐｅｔ 【ｔｒＡｍｐｔ】ｖ．宣扬；鼓吹；吹嘘

①ｓｔｒｉｋｅ 【ｓｔｒａｋ】 ｎ．罢工

词汇注释与难包分析。∶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２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全有理由就其遭受的混乱获得赔偿。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ｎ ｗｏｒ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里指＂铁路罢工＂）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完 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④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ａｓｅ２ｔｈａｔ
工潮的责任在于工会，但受劳工行动（这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③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ｗａｖｅ ｏｆ ｓｔｒｉｋｅｓ
要求基本水平的服务。虽然最近这波罢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ｕｍ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ｗ ｐａｙｉｎｇ
然支付了高昂的乘车费用，就理应可以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 ｂａｓｉｃ
吹嘘自己如何改善了铁路网，但乘客既

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Ⅲ ④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ｏｓｅ

然而，在过去的１２ 个月里，东南部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ｓ． ② Ｉｔ ｉｓ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的铁路罢工。火车运营商当然尽可以

的通勤者还是经历 了多年以来最严重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ｒａｉｌ

＂火车乘客＂，驾车出行的退休者则代表＂不乘火车者＂，两个群体合为＂全体纳税人＂，Ｂ正确。
①句中的取舍结构．．．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ｏｒｎｅ ｂｙ．．．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和②句中的对比关系可知，股票经纪人代表
辑路标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ｇｏｅｓ可知，该句是对上句的具体说明，由此确定这两句为解题范围。然后，根据

的论点句，并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解题时，先由题干关键词 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ｋｅｒ定位至第二段②句，由句中逻

【技巧总结】 本题就第二段的例子命制写作目的题，解题关键在于梳理句间逻辑，找到例子所服务

的一员，更强调其有别于其他纳税人的＂火车乘客＂身份，选项忽略了这一点。

＂普通纳税人（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有较强干扰性，但本文中不仅体现出股票经纪人是普通纳税人中
①句中的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设置干扰，但＂投资者＂未在文中出现，更非股票经纪人所代表的对象。Ｄ指向①句
Ａ指向＂林肯郡一位开车出行的领养老金者＂，与股票经纪人所代表的＂火车乘客＂正相对。Ｃ利用
【命题解密】ｒｉｌ ｒａｖｅｌｅｒｓ同义替换①句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ｓｅ ｉｔ／ｔｈｅ ｒ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也体现②句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ｔｅ。
乘车者没有义务为火车乘客买单。股票经纪人是＂火车乘客／铁路网使用者＂的典型代表，Ｂ正确。
退休金度日的人凭什么要补贴一位股票经纪人的日常通勤（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ｔｅ）？即谁乘车，谁买单，不
ｗｈｏ ｕｓｅ ｉｔ）而非全体纳税人承担。②句列举两个典型的人物具体说明①句所述原因；一位驾车出行、靠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①句介绍政府允许提价的原因∶铁路网的投资运营成本理应由其使用者（ｔｈｏｓｅ
［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
Ｃ］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Ｂ］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
［Ａ］ ｃａ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Ｄ】 普通纳税人

【Ｃ】 当地投资者
【Ｂ】 火车乘客
【Ａ】有车一族

ｆｏｒ
２２． 第二段中的股票经纪人用于代表 ２２．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ｋｅｒ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１３

［Ａ］ ａｒ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

【Ａ】 正向通勤者提供赔偿

［Ｄ］ｈａｖ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ｈｕｇ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Ｃ］ｈａｖ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 ａｒ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Ｄ】 已因罢工遭受重大损失
【Ｃ】 未能提供合格的服务
【Ｂ】 正努力修复与工会的关系

２３． 第三段内容暗示火车运营商
２３， Ｉｔ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真题精解、立
昂票价，却未能获得基本的服务，运营商持续涨价根本不合理。

析∶第二段先从政府立场指出，上调票价有其合理之处；第三段则从消费者角度指出，乘客虽然支付了高

２．第二、三段以 Ｈｏｗｅｖｅｒ转折，对＂火车运营商屡次调涨票价＂这一影响重大的争议事件进行全面分
ｓｈｏｕｌｄ．。．），阅读关键在于抓住语义重点，并分清其中虚实（ｓｈｏｕｌｄ应当……＂表示＂实际未……＂）。
ｂｕｔ．．和．．Ｈｏｗｅｖｅｒ．．．），还存在两重＂虚实＂（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和 ｔｈｏｓｅ．
【深层解读】１．本段理解难点在于，②③④句不仅存在两重＂让步—转折＂逻辑（Ｉｔ ｉｓａ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和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形成合理逻辑＂消费者蒙受损失——理应获得赔偿＂）。
失，理应获得赔偿（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ｓｔ ａｆｆｅ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得赔偿（ｔｈｅｒｅ ｉｓａｓｔｒｏｎｇ ｃａｓｅ意为＂有足够的理由＂）∶虽然运营商并非罢工的直接责任者，但乘客遭受损

在于运营商（ｒｅｓｔ ｏｎ 意为＂依赖于，在于＂），④句转而指出即便如此，乘客完全有理由因其受到的影响获
两句以Ｈｏｗｅｖｅｒ 形成＂让步—转折＂逻辑，语义重点在后。③句先指出罢工责任在于工会，并非直接
③④句再次表明作者观点∶受罢工严重影响的乘客理应得到补偿（而不是面临继续涨价）。
实际上并没有（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意为＂本应能够，实际却并没有＂）。

嘘＂，暗示违背事实）；但起码应该为花了大价钱的乘客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出行需求，而
成两重对比，凸显巨大落差，强烈谴责运营商∶你们大可吹嘘＂改善了铁路网＂（ｔｒｕｍｐｅｔ 意为＂鼓吹，吹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和ｅｘｐｅｃｔ ａ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ｓ（ｐａｙ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ｕｍｓ形
折＂逻辑，将＂运营商的大肆吹嘘＂与＂通勤者的糟糕体验＂作对比；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ｙ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Ｉｔ ｉｓ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意为＂某人大可做某事＂）形成＂让步一转

②句直接批驳铁路运营商∶乘客支付高价，却连最基本的出行需求都未得到满足。Ｉｔ ｉｓ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享受更好的服务＂的逻辑并不成立。

响巨大。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ｌｓｏ 暗含之意∶票价涨幅最大的通勤者也未能逃脱最严重罢工的影响，看来＂多付费，
上段末句＂东南部的通勤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ｒａｉｌ ｓｔｒｉｋｅｓ强调罢工极为严重，对通勤者影
①句指出事实情形；（票价涨幅最大的）东南部通勤者井未逃脱罢工的影响。ｔｈｏｓｅ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回指

①②句指出，乘客虽然支付了高昂费用，却未能获得基本的服务（铁路罢工频发，出行受到严重影响）。

ｂａｓｉｃ Ｉ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ｔｅ

第三段指出，乘客虽然支付了高昂票价，却未能获得基本的服务。关键词∶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
三语篇分析必

称的改善只是自吹自擂，乘客获得的铁路服务实际非常糟糕。
（作宾语的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被省略），修饰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ｕｍｓ。两分句以转折连词ｂｕｔ衔接，强调运营商所

吾的引导词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被省略），修饰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分句２内嵌定语从句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ｗ ｐａｙ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逻辑主语＋Ｖ－ｉｎｇ十宾语）；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为定语从句（作宾
功能注释；分句１主干为Ｉｔ ｉｓ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其中Ｉｔ 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为独立主格结构 ｔｒａｉｎ
谓语
的状语
从句主语
原因状语
谢语
连词主语
ｐａｙｉｎｇ
ｔ ｍｓ定语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ｂａｓ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ｔｅｓｈｓｔｍｈａｌｕｍｓ定语 ｔｈｅｙ ａｅｎｏｗ ｐｅｙ 分句２∶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ｏｗ

状语
谓语
从句主语
】定语│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ｃ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ｖｅｒｙｗｅｌｌ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ｃａｔｏｒｓ

真正的主语

词 表语
形式主语系动词

ａｌｌ ａｒｅ
ｅｒｙｍｗｅｌｌｔ
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 ｂｅｍｐｏｅｍ企 定语ｉｓｔｈｅｙ

分句１

结构切分∶

１４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ｌｙ．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ｕｒｅ ｃｒａｍｐｅｄ，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ｎｃｔｕ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 ｗｈｅｎ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ｒ

Ｙｅｓ，ｍ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ｗ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ｉｆ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③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ｏｒｄｅｒ 立即；毫不耽摘地
②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ｎｇｅａｎｃｅ 猛烈地；程度更深地
①ｓｅｏｆｆ 赶走，驱逐

● 经典搭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ｉｓａｔｉｏｎ【ｎｅ／ｎ？ｌａｌ＇ｚｅＪｎ】ｎ．国有化
？ｉｎｏｐｅｔｅｎｔｙ【ｎ＇ｋｏｍｐｘｔｉ】 ａｄ．无能力地；不能胜任地

①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ｏｎｏｎｓ】ｎ．维护；保养
⑩ｃｈａｏｓ 【＇ｋｅｔｏｓ】 ｎ．混乱；混杂

⑨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 【＇ｐ】ｋｔＪｕｅｎｔ】 ｖ，不时打断
⑧ｅｒａｍｐｅｄ 【ｋｒａｍｐｔ】 ａ．狭窄的；狭小的

⑦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ｉｎ＇ｄｅｆｉｎ？ｌｉ】 ｄ．无限期地
⑥ｌｏｎｇ－ｒｕｎｎｉｎｇ 【＇ｌｏ】 ｒＡｎｔｇ】 ａ．持续时间长的
⑤ａｄｄｒｅｓｓ 【Ｊ＇ｄｒｅｓ】 ｖ，设法解决；处理

④ｐａｃｋａｇｅ 【＇ｐｅｋｄ３】ｎ。一套；一揽子
③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ｎｉｍ？ｍ】 ａ．最低的；最小的
②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ｊｕｓ】ｖ．推行；实施；采用
①ｐｌｅｄｇｅ 【ｐｌｅｄ３】ｖ．保证给予；正式承诺

同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烈地卷土重来。
理乘客正当的愤怒情绪，它将会更加猛

ｏｒｄｅｒ． ［３８８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ｂｅｅｎ ｓｅｅｎ ｏｆｆ ｆｏｒ ｎｏｗ，ｂｕ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ｎｇｅａｎｃｅ ｉｆ

胁可能目前已暂时解除，但若不立即处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ｌｙ． ④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ｈａｖｅ

不会一直心甘情愿接受提价。因有化威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ｒ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 ｗｈｅｎ
等混乱情形而中断的铁路服务，乘客将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且常因时刻表变动、养护计划执行不力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ｉｆ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ｕｒｅ ｅｒａｍｐｅｄ，
投资，但如果还必须忍受拥挤、不准点， ｍ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路长期存在的瘤疾。确实，这需要更多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③ Ｙｅｓ，
施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以解决英国铁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ｗｉｄｅ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务也仍可继续运行。除此之外，还应实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ｏｃｃｕ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②Ｔｈｉｓ
服务要求，以保证即使发生罢工，铁路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政府已经承诺修改法律，推行最低
Ⅳ ④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ｄ°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ｏ

将＂理应情形＂当作＂事实信息＂，描述运营商的补救措施（Ａ），均排除。

补偿乘客的损失，Ｃ正确。其余选项或偏离主线，指向运营商遭受损失（Ｄ）或改善与工会的关系（Ｂ），或
需重点关注转折之后的内容，并从＂理应如何＂中反推＂实则怎样＂，即运营商未能提供基本的服务且并未

ｅｘｐｅｃｔ．．．以及．．．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ｔｒｏｎｇ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表明作者观点（虽然……但理应……）。考生

＂让步一转折＂逻辑（Ｉｔ ｉｓ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ｔｒ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ｒｕｍｐｅｔｉｎｇ．．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难点在于本段中并未直接描述＂火车运营商＂的行为，而是利用两重
文强调罢工给＂通勤者＂造成严重影响，而非给＂火车运营商＂带来巨大损失。
来，实际原文并未提及。Ｄ源自①句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ｒｉｌｓｔｒｉｋｅｓ，④句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ｓ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但张冠李戴∶原
事实相悖。Ｂ根据③句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以及常识＂罢工发生后，企业将与工会协商以解决矛盾＂主观臆测而
Ａ源自④句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但这是作者的看法，实际上运营商并未进行补偿，选项与

【命题解密】Ｃ项中的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明确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传达的＂实际未能＂这层否定含义。
停摆，火车运营商未能提供基本的服务 ，Ｃ 正确。

出，乘客既然支付了高昂的乘车费用，就理应能够要求基本水平的服务。联系两句可知，罢工导致铁路

【精准定位】第三段①句指出事实∶过去一年，通勤者遭遇了严重的铁路罢工活动。②句中，作者提

１５
３．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铁路系统，英国铁路经历了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三轮变革，如今通
警告之中有力传达建议。

２．末两句均以．．ｂｕｔ．．ｗｉｌｌ．ｉ．．结构形成＂让步－转折＂逻辑，强调运营商不采取行动的后果，
商的行为，保障乘客的基本权益。运营商作为直接管理者，需尽快改善服务，化解乘客积聚已久的愤懑。
【深层解读】１．末段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政府作为监管者，需有效规范运营
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回应开篇 Ｈｏｗ ｃａｎ．．．ｊｕｓｔｉｆｙ，再次明确作者立场∶支持乘客，敦促运营商尽快改善服务。

运营商的应有做法；尽快处理乘客对＂票价持续上涨、服务质量极差＂的愤怒；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ｏｒｄｅｒ 强调此举刻不容
（更猛烈地）暗示运营商到时可能再无转圈余地，面临生存危机。ｉ．．ａｎｇｅｒ．．ｉｓ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反向说明
商发出警告∶若不立即处理乘客的愤怒情绪，收归国有的风险将会更加猛烈地卷土重来。ｗｉｔｈａ ｖｅｎｇｅｎｎｃｅ
以解除（注∶这里指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英国铁路收归国有这条道路暂时被封死）。后半句转而向运营

明示全句为＂让步－－转折＂逻辑。前半句指出铁路运营权被收归国有、运营利益受到威胁的危机暂时得
④句进而以运营商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铁路经营被收归国有＂教促其立即处理乘客的惯懑。ｂｕｔ
＂时刻表变更、，养护计划执行不力＂。ｅｎｄｕｒｅ则表明乘客对运营商的不满忍耐已久，很有可能爆发。

英国铁路服务当前的问题∶拥挤、不准点，甚至经常因各种混乱情形而中断。ｗｈｅｎ．．说明引发混乱的原因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重申票价＂每年必涨＂的特点；ｃｒａｍｐｅｄ、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强调
ｉ．．指出，要使乘客愿意接受涨价、分担成本，运营商必须改变＂管理混乱、服务极差＂的现状。其中 ｐａｙ
转折＂逻辑；ｍ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肯定加大铁路投资的必要性（即认可提升票价的必要性）；ｗｉｌｌ ｎｏ．．．
③句指出票价上涨应伴随服务质量的提升，否则乘客将不再买账。全句以 Ｙｅｓ．．ｂｕｔ．．形成＂让步－
③④句对火车运营商提出建议及警告。

的∶解决英国铁路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票价高、基础设施老旧、罢工事件频发等），暗示政府任重道远。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指出政府还必须制定一整套措施／一揽子计划；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说明这一系列措施的目
②句指出，政府还应实行更多举措解决铁路系统的痼疾。Ｔｈｉｓ回指上句＂最低服务要求＂；。 ｗｉｄｅｒ

障乘客基本的乘车需求。

提出要求；目的状语从句 ｓｏ ｔｈａｔ．．回应上段，具体说明这一规定的作用∶即使再遇到罢工事件，也能保

ｌａｗ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回应罢工事件，表明政府开始有所行动，对运营商的服务

①句说明政府现有计划∶推行＂最低服务要求＂。主句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①②句向政府提出建议。

ａｎｇｅｒ，．． １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第四段提出解决方案，分别向政府和运营商提建议。关键词∶①ａ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②
语篇分仿 法

两个原因＂列车时刻表变更＂＂养护计划执行不力＂。

中断＂。ｗｈｅｎ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进一步说明特点三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指出造成服务中断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是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前置和后置定语，描述当前铁路服务的三个特点＂拥挤、不准时、常因混乱而
善，乘客将不会一直容忍票价上涨。ü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中，ｃｒａｍｐｅｄ、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与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
功能注释；分句２主干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ｌ．ｉ．．．表示＂条件 结果＂关联，强调要是火车服务得不到改
主语２＿＿＿谓语
语２＿＿状语

主语１谓语１益

ｗｈｅｎ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ｒ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ｙ．
时间状语从句

后置定语修饰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宾语

谢语

引导词 主语

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ｕｒｅ ｃｒａｍｐｅｄ， 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ｏｓ
条件状语从句
谓语

连词主语

谓语

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主语 感叹词

Ｙｅ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分句２∶

分句１∶

结构切分∶

１６
不符∶文章并未指责乘客抱怨，而是批判运营商行为不合理。
是否可行。Ｂ虽总体符合全文话题＂票价上涨引发乘客不满＂，但错将矛头指向乘客，与作者的整体立场

务之差，而非讨论谁该为罢工负责；末段末句意在以国有化威胁警告运营商作出改变，而非探讨国有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仅在末段末句提及），并非全篇的论述对象，且第三段只是借罢工说明乘客获得的铁路服

Ａ、Ｃ两项的核心词汇均只在文中某一个或两个段落出现（ｓｔｒｉｋｅｓ 仅在第三段着重论述，

体现作者对此事的评判＂乘客不会一直容忍持续涨价／持续涨价不可取＂。
【命题解密】 Ｄ中的 Ｅｖｅｒ－ｒｉｓｉｎｇ Ｆａｒｅｓ 准确锁定问题核心＂一而再、再而三涨价＂，Ａｒ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开，意在表明这一不合理之举已引起众怒，绝非长久之计，Ｄ 正确。
平＂，乘客将不再买账，铁路线路将面临国有化威胁。可见，全文围绕火车运营商＂连年调涨火车票价＂展

合格标准，持续涨价并不合理。末段向政府提议，向运营商发出警告∶若仍旧＂只涨票价，不提高服务水

道理，再转而指出虽然乘客付出的费用不断攀升，其获得的服务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根本未达到基本

理。第二、三段分析事件，先让步指出，本着＂谁使用、谁付费＂的逻辑，＂乘客分担上涨的铁路成本＂有其
「精准定位了首段引入事件＂火车运营商再次调涨客运票价＂并指出这给乘客增添沉重负担，并不合
【Ｄ】 持续涨价并非长久之计
［Ｄ］ Ｅｖｅｒ－ｒｉｓｉｎｇ Ｆａｒｅｓ Ａｒ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 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 Ｈｏｐｅ？
【Ｃ】 国有化能否带来希望？
【Ｂ】 无休止的抱怨无济于事

【Ａ】 罢工频起谁之过？

２５． 下列哪项是本文的最佳标题？２５．

［Ｂ］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ｏｅｓ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ｔｉｔ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ｘｔ？

联，Ｄ 正确。其余各项虽方向正确，指向可能影响，但不仅不准确，而且并非最终结果。

＂不安抚乘客→将再次面临国有化的威胁（ｉ 指代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ｘ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这一＂条件一结果＂关
其所在句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ｉ．．为解题关键。随后逐层拆解，得出
题干Ｉｆ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ｌｍ ｄｏｗ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定位至ｉｆ 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ｄ，确定

表面看似均有道理，解题关键在于顺藤摸＂瓜＂，找到铁路运营商面临的最终结果／最大威胁。首先根据
【技巧总结】本题是广义的因果细节题，考查＂条件 －结果＂关联，难点在于各选项在文中均有涉及且

推测而来，误以为乘客的愤怒情绪会导致铁路运营瘫痪，但原文实际指＂罢工＂会导致服务瘫痪。
失仅是直接影响，未能体现运营商面临的终极威胁 国有化）。Ｂ由①句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反向

事实（运营商减少的是车票收入，不一定是所有投资 收入），另一方面又弱化了威胁（收益下降、投资损
公司不能让乘客满意，则乘客将不愿付出高额票价，造成收益下降、投资损失。但这两项一方面夸大了

Ａ、Ｃ由③句 ｍ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ｂｕ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推测若铁路

现铁路公司面临的威胁∶若不能平息乘客怒火，铁路运营很可能将面临所有权变更＂私有＂变＂国有＂。

【命题解密】【Ｄ】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是对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的正确解读，体

理乘客的愤怒情绪，这一威胁将会更猛烈地卷土重来。可见 Ｄ正确。

【精准定位】末段末句指出，虽然国有化威胁可能目前暂时得以解除，但是火车运营商若不立即处

［Ｃ］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Ｃ】 收益减少
【Ｂ】 运营瘫痪
【Ａ】 投资损失

［Ｄ］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所有权变更

［Ｂ］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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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２４．若无法安抚乘客，铁路或许要面临＿＿２４．Ｉｆ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ｌｍ ｄｏｗ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真题精解必
工党希望再次将铁路部门收归国有，而随着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这条道路暂时被封死。

勤者一面支付着＂欧洲最昂贵的票价＂，另一面却忍受着运力不足、车厢老旧、线路混乱、罢工频等问题。

１７
指①句＂印尼森林砍伐率由恶向善的突然转变＂）、Ｂ（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指印尼的反贫困

②句分析原因∶可能与印尼的装贫计划相关。Ｏｎ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Ａ ｍａｙ ｂｅ Ｂ搭建 Ａ（ｔｈｅ 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回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ｉｎ ａ ｒｏｗ、ｂｌｅａｋ ｒａｔｅ．．．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则共同强调这种严峻局势的持续好转。

的重要性。其中 ｂｌｅａｋ形似修饰 ｒａｔｅ，实质移位修饰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凸显印尼森林砍伐率的严峻局势，而
式＂某年／月／周＋ｍａｒｋ＋某个重要事件＂，表示＂某年／月／周标志某重要事件的发生＂，文中借此强调事件

①句引出具体事实∶印尼严峻的森林砍伐率连续第三年放缓。句子采用了以 ｍａｒｋ为标志的特殊句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②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第一段引出全文主旨∶印尼实施的扶贫计划有助减缓该国森林砍伐率。关键词∶①ｒａｔｅ ｏｆ

·语篇分析－
《 ｉｎ ａ ｒｏｗ 连续
●经典搭配

④ｓｌｏｗ【【ｓｌｏｏ】 ｖ．减缓

③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ｏｒ＇ｓｔｅｉ【ｎ】ｎ．毁林；滥伐森林

⑥ｔｕｒａｒｏｕｎｄ 【＇ｔｘｍｏｒａｕｎｄ】 ｎ． 好转；转机
②ｂｌｅａｋ 【ｂｌｉｋ】 ａ．不乐观的；无望的；暗淡的
⑤ｐａｃｅ【ｐｅｓ】 ｎ，发生的速度
①ｍａｒｋ 【ｍａｋ】 ｖ，标志……的发生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ｘ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之一可能是该国实施的反贫困计划。 ｓ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ｐａｃｅ３．② Ｏｎ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
率连续放缓的第三年。这一好转出现的原因 ｗｈｅ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ｂｌｅａｋ＂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去年是印度尼西亚不容乐观的森林砍伐 Ⅰ ④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ｉｎ ａ ｒｏｗ ｏｆ

二、语算分析及试题精解
常认知（第二至四段）——详述最新研究发现，说明与惯常认识相反的实际情形（第五至八段）。
减缓森林砍伐带来环保效益。脉络∶引出全文主旨／最新研究发现（第一段）——铺垫相关背景信息／惯
贫计划的最新研究发现指出扶贫与环保并不矛盾，ＣＣＴ扶贫计划除了具有扶贫成效外，实际也可以通过
ｓａｖ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ｃｓｉａ（印度尼西亚给贫困家庭现金为何也能拯救林木）。主题∶本文借一项有关印尼扶

来源∶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ｓ《科学新闻》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的文章 Ｈｏｗ ｇｉｖｉｎｇ ｃａｓｈ ｔｏ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一、文章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Ｔｅｘｔ ２ 印尼的扶贫计划有助于减缓森林砍伐

的优点／不足，上述内容均与本文大意不符，故排除这三项。
次抱怨，以及其抱怨如何被运营商忽视；若以【Ｃ】＂国有化能否带来希望？＂为标题，文章应说明国有化改革

介绍多起罢工事件，并详尽分析罢工原因；若以【Ｂ】＂无休止的抱怨无济于事＂为标题，文章应描述乘客的多

此外，考生还可从选项反推文章内容，验证选项的正误。若以【Ａ】＂罢工频起谁之过？＂为标题，文章应
终确定 Ｄ正确。Ａ、Ｃ 偏离全文论述中心；Ｂ虽总体符合文章话题，但方向偏离。
定，末段 ｗｉｌ ｎｏｔ ｂｅ ｗ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更是亮明其反对态度，Ａｒ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恰能体现这一态度，故可最
合文章观点／方向。开篇 Ｈｏｗ．．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 ｂｕｒｄｅｎ已暗含作者对涨价的否
为全文论述中心，由此初步选定【Ｄ】 Ｅｖｅｒ－ｒｉｓｉｎｇ Ｆａｒｅｓ．．。第二，验证备选项的＂描述／限定信息＂是否符
Ｆａｒｅｓ，而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ｆａｒｅｓ、ｔｈｅ ｃｏｓｔ．．．ｒｉｓｅｓ、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ｒｉｓｅ、ｐａｙ ｍｏｒｅ均表明＂票价上涨＂

为全文论述中心。各项中心词分别为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ｒ－ｒｉｓｉｎｇ

【技巧总缩】本题以标题题的形式考查对全篇的把握，解题时可分两步。第一，判断各项核心词是否

１８
ＣＣＴ 计划显著成效的同时，预示下文将回归主题，讨论 ＣＣＴ 扶贫计划对森林砍伐／环保的影响。

Ｔｈｅｙ、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展开对印尼 ＣＣＴ计划的介绍。整段内容与首段＂森林砍伐率趋缓＂毫无关联，在展现

【深层解读】本段通过语义复现（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凸显印尼 ＣＣＴ 计划的扶贫力度及扶贫成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即印尼实施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ＣＣＴ计划）；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①句介绍 ＣＣＴ计划在印尼的具体成效。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回指①句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体现 ＣＣＴ计划的应用之广，暗示 ＣＣＴ 计划在扶贫上具有一定成效。
调整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③句中 ａｌｒｅａｄｙ、ｄｏｚｅ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贫计划的意旨∶为贫困人民提供社会性救助（为的是解决贫富不公，贫富差异等社会层面的问题，这对于
Ａ ａｎｄ Ｂ明确其两大目标∶减少不平等，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ｓｏｃｉ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侧面暗示这些扶
②③句铺垫有条件现金转移数助计划（ＣＣＴ 计划）的设立初衷及应用情况。②句中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强制性，呼应 ｃｏｄｉｔｉｏｎｓ（必要前提，先决条件）。

方可领取资金；ｓｕｃｈ ａｓ．．举例说明该计划规定的具体条件，其中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要求，规定）体现计划规则的
涵∶为最贫困的居民提供资金；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强调该计划的条件性∶目标群体需满足特定条件
起始时间。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ｉｔｓ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明确上段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核心内

①句承上介绍印尼自 ２００７年开始逐步实施的扶贫计划。Ｉｎ ２００７、ｓｔａｒｔｅｄ明确印尼实施扶贫计划的
第二段先介绍 ＣＣＴ计划的设立初衷及实施效果。关键词∶①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②ｈａｓ ｐｒｏｗｖｉｄｅｌ ｅｎｏｕｇｈ 。
第二至四段铺垫 ＣＣＴ扶贫计划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关背景信息。
·语篇分析２
⑥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ｓｏｂ＇ｓｔｅｎｆｏｌｉ】 ａｄ．非常；大大地

②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ｏｎ＇ｄｒｊａｎｌ】 ａ．附带条件的
①ｒｅｇｕｌａｒ 【＇ｒｅｇｊｏｌｏ（ｒ）】 ａ．常规的∶定期的

●经典搭配
⑦ｓｅｖｅｒｅ 【ｓｌ＇ｖｎｏ（ｒ）】 ａ．十分严重的

③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３∶（ｒ）】 ｎ，．转让；转移

①ｐｈａｓｅ ｉｎ 逐步引入；分阶段开始

⑤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ｕｎｒ＇ｋｗｏｌｏｔｉ】 ｎ．不平等
④ａｓｓｔａｎｃｅ 【３＇ｓｔｏｎｓ】 ｎ．帮助；援助；支持

③ｄｏｚｅｎｓ ｏｆ 几十；许多
②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在……境况或条件下

营国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争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③ Ｔｈｅｙ＇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ｏｚｅ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界几十个国家得到应用。在印度尼西亚，这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ｏ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ｅｖｅｒｅ

减少了儿童严重发育问题的出现。

一扶贫计划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药品，太大

等，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它们已经在全世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ＣＣＴｓ，ｔｈ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ｒｅ
转移（ＣＣＴｓ）的社会援助计划旨在减少不平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２ｏｒ

受常规医疗保健。这类被称为有条件现金 ｏｒ ｇ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②Ｃａｌｌ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２ｃａｓｈ

供资金，比如要求人们让孩子接受教育或接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ｋｅｅｐ ｋｉｄ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重大计划；在特定条件下向最贫困的居民提
２００７ 年，印度尼西亚开始逐步实施一项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ｉｔｓ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Ⅱ ①Ｉｎ ２００７，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ｐｈ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也许有助于降低森林砍伐率，有利于环境保护。
果逻辑词（Ｏｎｅ ｒｅａｓｏｎ）直接为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搭建起因果关联，从而引出全文主旨∶扶贫计划
【深层解读】本文为典型的观点引出型开篇方式，借由上下义词（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与显性因
同时将语义重点落脚到了 Ｂ，预示后文将围绕印尼扶贫计划展开。

计划）之间的因果关联，ｍａｙ（可能）虽似将这种强因果关联予以了弱化，却也暗示两者之间的强相关性，

１９
第三、四段转而介绍经济学界的惯常认知∶扶贫往往与环保相矛盾（即不利于环保）。
语篇分析
②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因果关系
①ｉｎ ｆａｃｔ 事实上；确切地说
●经典搭配

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ｓｔｊｕｔ】ｖ．实行

⑥ｃａｍｓａｌｉｔｙ 【ｋｏ＇ｚ？ｅｌｔｉｎ，因果关系；因果性

⑤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ｏ＇ｄｅｆｎ】 ｎ，毁坏，恶化（过程）
④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ｋｏｒｏｌｅｒｔ】 ｖ．相互关联；相互依赖
③ｃｏｎｆｉｃｔｉｎｇ【ｋｏｎ＇ｆｉｋｔｇ】 ａ．冲突的；矛盾的
②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ｌｉｖｉｌｅｒｆａｎ】 ｎ．缓和
①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ｖａｔｉ】 ｎ．贫困

· 词汇往释与难句分析。之
地来饲养肉牛，费拉罗指出。
ｆｏｒ ｃａｔｔｌ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ｔ，Ｆｅｒｒａｒｏ ｓａｙｓ．
们中有些人就有可能伐木垦出更多的土ｇｏｔ 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ｅｄ ｌａｎｄ
法。在那里，当人们拿到的钱越多时，他 ＣＣ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④Ｔｈｅｒｅ，ａｓ ｐｅｏｐｌｅ

个实施 ＣＣＴ 计划的地区）证实了传统看

ｃａｓ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环境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基于墨西哥一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③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在因果关系。此前唯一一项分析 经济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②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ｏｓ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ｎ＇ｔ ｐｒｏｖｅ

然而，这些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它 们）存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相关，而环境保护有时与贫困恶化相关。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３，ｗｈｉｌｅ

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可能与环境恶化 Ⅳ ④ Ｔｈａ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ｎ ｂｅ
经济学家保罗·费拉罗表示。 ｓａｙｓ Ｐａｕｌ Ｆｅｒｒａｒｏ，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ａｔ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相互矛盾的目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ｌｉｃｔｉｎｇ ｇｏａｌｓ，
响。事实上，扶贫和环保常常被视为两个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② Ｉｎ ｆａｃ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２ａｎｄ
Ⅲ ①Ｂｕｔ ＣＣ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ｄｏ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但ＣＣＴ计划一般不考虑对环境的影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快速锁定正确项【Ｂ】。

ＣＣＴ定位至第二段后可快速找到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短语，然后据由此短语后面的并列动词结构 ｒｅｄｕ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ａｉｍ ｔｏ／ｆｏｒ、ｂｅ ａｉｍｅｄ ａｔ、ｆｏ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ｓｏ ｔｈａｔ 等）快速锁定答案。如本题，依据

此类事实细节题可在利用题干高辨识度词汇定位后，通过搜寻定位处相关目的表达（ｔｏ、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ｂｅ
技巧总结】 本题就 ＣＣＴ计划的创立目的设题，不仅题干辨识度高，而且各个选项的辨识度也高。

ｓｌｏｗｅｄ，但由首段②句可知，该情形是印尼 ＣＣＴ计划产生的意料之外的附带效果，而非计划的初衷。
均将该计划所涉的前提条件曲解为计划的宗旨。【Ｄ】源自首段①句所述情形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育体系，原文提及教育、医疗信息是为了举例说明 ＣＣＴ计划为贫困群体提供资金是有前提条件的，两项

【Ａ】，【Ｃ】根据段中碎片信息＂要求人们让孩子接受教育或接受常规医疗服务＂捏造出改善医疗和教

ｇｅ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ｆｆ分别同义改写句中的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企题解密】＂题干＋正确项【Ｂ】＂是对②句信息的同义改写，题干中 ａｉｍ ｔｏ、选项中 ｈｅｌｐ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助计划旨在减少不平等，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故 ＣＣＴ计划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改善经济状况，【Ｂ】正确。
「精准定位】根据 ＣＣＴ定位至第二段。②句指出，被称作＂有条件现金转移（ＣＣＴｓ）＂的这类社会援
【Ｄ】 降低森林砍伐率
【Ｃ】 改进地方教育系统
【Ｂ】 帮助贫困家庭过得更好

２６．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ＣＣ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６．根据首两段，ＣＣＴ 计划旨在＿

Ｄ］ ｌｏｗｅｒ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Ｂ］ ｈｅｌｐ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ｅ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ｆｆ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ｆａ

【Ａ】 促进医疗改革

ａｉｍ ｔｏ

真题精解

２０
【Ｄ】 经济增长往往会造成环境的恶化 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ｈ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ａ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ｔ
【Ｃ】 反贫困活动需要当地农民的参与 Ｃ］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
方式

【Ｂ】 ＣＣＴ 计划有助于保护传统的生活 ［Ｂ］ ＣＣ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Ａ】养牛一直是穷人的主要生计 ［Ａ］ ｃａｔｔ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ａｍａｊｏｒ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
研究是为了表明
２７．Ｔｈｅ
２７．文章提及基于墨西哥某一地区的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ｉｓ ｃ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具题箱解，
致环境恶化，这与下文引出的事实（研究发现）实现逻辑顺承。

相关性只代表二者有比较模糊的联系，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者有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很可能不会导
内逻辑∶由②句 Ｈｏｗｅｖｅｒ凸显的句群转折实际暗含了本文对惯常认识的质疑，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
（相互矛盾）的内涵具体化，即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为＂一方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另一方的恶化＂。第四段段

段惯常看法的展开说明；一方面点明扶贫的本质，即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将上文抽象概念 ｃｏｎｌｉｃｔｉｎｇ
【深层解读】第三、四段段际逻辑∶第四段①句虽以Ｔｈａ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凸显原因解释，实际仍是对第三
着）的时间逻辑体现二者的同步性，表明当地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成正相关（即扶贫与环保成负相关）。
ｃｌｅａｒｅｄ ｌａｎｄ（毁林开地规模扩大）分别对应①句中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连词 ａｓ（随

该地的研究来看，其结果确实印证了惯常认识（即扶贫与环保相斥）。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扶贫金额增多）与 ｍｏｒｅ
指上文地点信息＂墨西哥某地＂，强调该句所述的研究结果只是针对该地而言，其暗含的逻辑为∶单就针对
④句介绍研究结果∶当地的扶贫金额与伐木规模成正相关（体现了扶贫与环保相斥）。句首 Ｔｈｅｒｅ回
句的 ｄｏｎ＇ｔ ｐｒｏｖ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词 ｏｎｌｙ 的内涵∶只有一项研究得出了因果关系，说明研究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完全证实因果关系（呼应上
表明该研究得出了扶贫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支持了惯常认识）。联系上句主旨可体会本句强调

上文的惯常认识，即扶贫与环保相斥；推进扶贫可能会导致环境恶化，而推进环保可能会造成贫困加剧）

析扶贫计划与环境恶化间因果关联的研究；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其中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回指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呼应②句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ｅｃｔ）强调此项研究是过去唯一一项分
③句介绍唯——项证实因黑关系的研究；针对墨西哥某个 ＣＣＴ 计划实施地的研究。Ｔｈｅ ｏｎｌｙ
③④句引用一项对墨西哥某个 ＣＣＴ 计划实施地的研究说明①②句。

关性是因果关系（一方导致 引起另一方），但不排除有个别研究发现了因果关系，为下文埋下伏笔。

ｄｏｎ＇ｔ ｐｒｏｖ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ｖｅ指用事实、证据等证实）说明目前无充分的研究证据明确证明上述相

②句转折指出此种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ｔｈｏｓ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回指①句所述两种相关关系。

事实情形可能存在偏差。

低频度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与第三段描述惯常看法的频度词 ｏｆｔｅｎ形成对比，暗示学界对扶贫与环保的看法与

关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相关、环境保护与贫困加剧相关）。两分句中表示委婉语气的ｃａｎ 和表示
学界存在的＂扶贫和环保相矛盾＂的惯常认识。对比词 ｗｈｉｌｅ以及复现词 ｃｏｒ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明确了两组相
①句引出惯常认知（扶贫和环保相矛盾）的逻辅依据∶经济与环境为负相关关系。Ｔｈａｔ回指第三段
第四段进一步解释上述惯常认识∶经济与环境为负相关关系。关键词∶①ｃｏｒｒｅａｔｉｏｎｓ；②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兼得，隐含因果关联∶加大扶贫力度可能会损害环境，而推进环保可能会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利于扶贫。
ｖｉｅｗｅｄ指向＂（学界的）惯常认识＂。Ｉｎ ｆａｃｔ基于①句递进引申，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ｇｏａｌｓ指两个目标相互抵触，不可
②句借经济学家保罗·费拉罗之言引出学界对扶贫和环保的惯常认识∶扶贫与环保相矛盾。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ＣＣＴ计划中大多数／普遍都不考虑环境因素。

影响（暗示可能对环境有负面影响）。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呼应上文＂ＣＣＴ 被广泛应用＂的情形）强调各地实施的
面，指出该计划扶贫成效显著，被广泛应用；而本段转而指出 ＣＣＴ计划的阴暗面∶通常不考虑对环境的

①句指出 ＣＣＴ 扶资计划一般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Ｂｕｔ凸显段际转折∶上文聚焦 ＣＣＴ计划的光明
第三段引出惯常认识，。关键词 ∶ｃｏｕｆｌｉｔｉｎｇ。

２１
认知＂的立意高度。

有关），表明开篇所述事实信息实际指向该研究的最终结论，由此可把握本文＂以最新研究结论突破惯常

会影响森林砍伐）实际呼应开篇引出的利好情形（印尼森林砍伐率放缓，这可能与该国实施的扶贫计划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ｉＡ ｗ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Ｂ句式引出 Ｆｅｒｒａｒｏ新近开展的研究，其研究课题（印尼的扶贫计划是否
承上文的惯常认识，体现了段群之间＂先铺垫惯常认识，再引出真实情形＂的逻辑。②句以 Ｆｅｒｒａｒｏ
【深层解读】把握本段对全篇行文逻辑及写作意图的提示作用；①句以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ｔｈｏｕｇｈ转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刻画该国的森林资源概况∶总量巨大，但形势严峻。

是否会加剧森林砍伐。③句用两个最高级表达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ｒｅｕａ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贫计划对森林砍伐是否有影响；结合上句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可推测研究意在调查扶贫
②③句顺而引出费拉罗对印尼扶贫计划的研究。②句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ｉ．．点明研究目的，即弄清扶
成环境恶化，深层暗示扶贫也有可能对环境有利，为下文埋下伏笔。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转承上文的传统观点（扶贫与环保相斥），指出扶贫未必造
①句转承上文惯常认识，指出扶贫计划并不—定对环境不利。ｔｈｏｕｇｈ体现段群间的语义转折。ｄｏ
ｈａｖｅ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第五段引出费拉罗为了解＂印尼扶贫计划与森林砍伐之间的关联＂而开展的研究。关键词∶ｄｏ ｎｏｔ

伐速率放缓相关（即扶贫助益环保）∶

第五至八段进而借最新研究说明实际情形（对开框主旨展开论述）；印尼的扶贫计划与该国森林砍
憾篇分析－
ｈａｖｅ ｔｏ必须；不得不

● 经英搭配

③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ｒｏｐｉｋｌ】 ａ．热带的
②ｔｈｏｕｇｈ 【６５０】 ａｄ． 不过；可是；然而
①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ｅｇ３ｔｉｖｉ】 ａｄ．有害地；负面地

国汇注释与难句分析·ｙ
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有世界第三大热带森林面积，也是森林砍伐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③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贫计划是否会影响森林砍伐。印度尼西亚拥 ｓｅｅ ｉ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生负面影响。费拉罗想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扶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 ②Ｆｅｒｒａｒｏ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不过，这类扶贫计划不一定会对环境产

Ｖ①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近义复现可推断出传统观点的具体内容为＂扶贫与环保相矛盾，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相关＂，就此锁定【Ｄ】。

点＂，再据由Ｔｈａ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ｏｗｅｖｅｒ 所体现的段际、句际逻辑以及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所形成的

心。如本题，首先根据研究事例所在句中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可知＂研究事例证实了传统观
明超于其本身的论点，答题的关键在于借助逻辑衔接手段、语义指代关联、上下义等语义关联提炼语义重

点之间的论证逻辑∶论据（研究事例）本身细节往往并非作者意在关注的焦点，它常常用作正例或反例来说
【技巧总结】本题就引用研究事例的目的设题，为写作目的题。解答此类题型首先需要明确论据与论
划＂，而且此三项均囿于研究事例本身，并非作者引用例子的目的。
【Ｃ】则将第四段④句所述的＂当地农民领取扶贫资金后养殖肉牛的行为＂曲解为＂农民积极参与扶贫计
句中的碎片信息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ｔｔｌ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ｆｏｒ ｍｅａｔ 杂糅，捏造出＂帮助保护传统生活方式＂，

【Ａ】由第四段④句中 ｃａｔｌ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ｔ主观推测出养牛是穷人的主要生计，【Ｂ】将第四段③④

ｏｆｔ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选项中的 ｔｅｎｄｓ ｔｏ、ｃａｕｓｅ分别对应文中的
法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ｅｔｉｎｇ ｇｏａｌｓ 以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命题解密】＂题干＋正确项【Ｄ】＂近义对应第四段③句（其中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回指上文的惯常看

ｂｅｃａｕｓｅ可知传统看法为＂扶贫与环保相矛盾，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成正相关＂，故【Ｄ】符合此意。
以应追溯上文明确＂传统看法＂的具体所指，而由上文第三段②句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和第四段①句 Ｔｈａｔ＇ｓ

情准定位】第四段③句指出—项基于墨西哥某地的研究证实了传统看法（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所

安全保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ｔｈ防备不测的保障措施，

● 经典搭配
⑧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ｐｌｉｍｅｎｔ】ｖ．增补；补充

⑦ｃｌｅａｒ【ｋｌａ（ｒ）】ｖ．清理；给……排除障碍；开辟

２２
⑥ｄｅｌａｙ 【ｄｒ＇ｌｅ】 ｖ延期；推迟

⑤ｉ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ｋｌｅｍａｎｔ】 ａ．（天气）恶劣的
④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 【＇ｍｅｋＪｆｔ】ａ．临时替代的；权宜的
③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３＇ｓｏｆｉｅｎｄ】 ａ．有关联的；相关的
②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ｉｄ】 ａ．满是森林的；林木覆盖的

①ａｎｕａｌ【＇ｅｎｊｕｏｌ】 ａ．每年的；年度的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学
能会伐木垦地种植更多水稻以补充收成。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ｃｌｅａｒ２ｌａｎｄ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ｒｉｃ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之计。通常情况下，如果雨季推迟，人们可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ｅｒｒａｒｏ ｓａｙｓ． ②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ｉｆ ｒ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⑥，
困人口将这笔钱用作应对恶劣天气的权宜 ｍｏｎｅｙ ａｓ 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ｃｌｅｍｅｎｔ
费拉罗表示，这很可能是因为农村贫
Ｍ ④Ｔｈａｔ＇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ｏｒ 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ｓａｙｓ．

３０？？关．＂

发现，这个反贫困计划与森林砍伐降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３ｗｉｔｈ

ａ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少情况的卫星数据。费拉罗指出，＂我们 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１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②＂Ｗｅ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期间）１５ 个省、７４６８ 个林村的年度林木减

ｐｈａｓｅ－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 ７，４６８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年（含印度尼西亚分阶段实施反贫困计划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费拉罗分析了显示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Ⅵ ①Ｆｅｒｒａ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Ｐ

聚焦森林，均可排除。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只有【Ｃ】涵盖了扶贫和森林这两个关键点，故为正确项。其他三项要么仅聚焦扶贫，要么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具体指 ＣＣＴ扶贫计划，结合下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发现可知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近义对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应是正确项来源，结合上文详述的印尼扶贫计划可知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位至第五段②句（Ｆｅｒｒａｒｏ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ｅ．．．），可确定 ｉ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对文中信息的整合归纳。根据题干信息（Ｆｅｒｒａｒｏ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很容易定
（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臆断而来；三个选项均非费拉罗的研究内容。
＂年度减贫率＂；【Ｄ】由第五段末句信息＂印尼森林资源丰富，森林砍伐严重＂以及末段信息＂二氧化碳排放
及第六段费拉罗分析的对象 ａｎｎｕａｌ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年度森林减少量＂偷换为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看法＂而非＂印尼居民接受 ＣＣＴ计划＂；【Ｂ】将首段的关键信息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年度）森林砍伐率＂
【Ａ】由第四段③④句中 ＣＣ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望文生义而来，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指向＂研究结果证实传统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ＣＴｓ、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分别对应文中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及第六段研究发现（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做出的合理概括，其中

【命题解密】正确项【Ｃ】是基于第五段研究目的（ｉ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森林减少的关联，【Ｃ】正确。

减少情况）及研究发现（扶贫计划与森林砍伐的变化有关）。综合可知，此项研究意在探究 ＣＣＴ 计划与

是否影响森林砍伐。第六段①句指出其研究方法（根据卫星数据分析了该国七千多个林村的年度林木

【精准定位】第五段②句引出费拉罗的研究∶他想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扶贫计划（即上文的 ＣＣＴ 计划）
［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 该国森林在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Ｃ】 ＣＣＴ 计划与该国森林减少的关系
【Ｂ】 该国的年度减贫率
【Ａ】 该国对 ＣＣＴ计划的接受程度
清＿

２８．Ｉｎ
ｓｔｏ２８．费拉罗在其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想要弄

［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ＣＴｓ ｔｏ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
［Ｂ］ｉｔ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ｉｔｓ ａ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ＣＴｓ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Ｆｅｒｒａｒｏ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

真赋精解点Ｚ

２３
洲其他地区，因为这些区城在水稻种植的重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ｄｕ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ｓ

知。费拉罗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也许适用于亚 ｉｓ ａｎｙｂｏｄｙ＇ｓ ｇｕｅｓｓ． ②Ｆｅｒｒａｒ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这项研究是否适 用于其他她区还 不得而
Ｗ④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贫与环保相斥＂抗衡，给带有悲观色彩的扶贫气氛注人了生机。
ｌｉｋｅｌｙ、ｍａｙ等词看似传递出不太肯定的语气，但单就其＂可能性＂而言就足以与上一段群的语义重心＂扶

＂扶贫助益环境＂的同时，更意在说明＂为何扶贫能助益环境＂，使得整个论证更加饱满且具有说服力，
【深层解读】第六、七段借 Ｔｈａｔ＇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将＂研究推论＂与＂研究推论的理据＂相关联，在呈递

当地贫困人口出于生计，迫于无奈的做法，反向说明扶贫资金对减缓森林砍伐的重要意义。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ｓ以期望／目的侧面反映了水稻歉收导致粮食短缺的现实情形，也暗示伐木垦田是

对办法∶ｃｌｅａｒ ｌａｎｄ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ｒｉｃｅ体现了以伐木垦田、广种薄收为特点的粗放型水稻生产方式，ｔｏ

ｉｎｃｌｅｍｅｎ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这种气象不利于水稻作物的生长，很可能导致水稻歉收。随后主句引出当地村民的应

候特点（雨季降水多，而旱季降水少）可知雨季推迟意味着当地长期处于缺水的旱季（呼应上句的

受扶贫项目后的新情形相对。条件句ｉｆ ｒａｉｎｓ ａｒｅｄｅｌａｙｅｄ引出＂雨季推迟＂这一异常气象，结合东南亚气
的租放方式种植更多水稻。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暗示句子所述情形是村民世代沿袭的农耕惯例，与上句中村民享
②句承上指出恶劣天气与森林欢伐的关联；为弥补恶劣天气导致的水稻歉收，人们通常以伐木垦田
指保险单，在文中表示＂（防备不测的）保障措施＂。

实际暗示人们应对恶劣天气的常规做法并非如此，预示后文将予以说明。注∶句中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本
气＂相关联，进而引发读者疑同∶恶劣天气跟森林砍伐又有何关联？其中 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临时替代的，权宜的）
逻辑推测，体现其严谨性；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ｃｌｅｍｅｎ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将＂救济资金／扶贫＂与＂恶劣天

①句概述原因∶人们把扶贫资金当作应对恶劣天气的临时保障。ｌｉｋｅｌｙ 表明此原因属研究者的一种
第七段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原因解释。关键词∶Ｔｈａｔ＇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物含因果关联）将森林砍伐降低 ３０？？扶贫计划相挂钩，说明扶贫计划有助于减少森林砍伐。
②句介绍研究发现∶森林砍伐降低 ３０？？印尼实施扶贫计划有关。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可表示两事

连，呼应上段的研究目的（考查两者是否存在相关性）。

２０１２年）与印尼实施扶贫计划的时段（２００７年至今）相重叠，实质将森林变化情况与印尼的扶贫计划相

破折号内的信息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表明研究选取的森林变化时段（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７，４６８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ｖｌｌａｇｅｓ、１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强调数据涵盖面大，间接说明此次数据分析的可信度；
的年度森林藏少情况。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明确研究的数据来源及具体信息，其中 ａｎｎｕａｌ、ｒｏｍ
①句介绍研究方法∶基于卫星数据分析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含反贫困计划实施期间）数千个林村

第六段介绍研究方法与研究发现。关键词∶①ｉｎａｌｙｚｅｄ；②Ｗｅ ｓｅ ｔｈａｔ。

第六，七段详述关干印尼扶贫计划的研究，意在说明扶贫计划也可以减少森林砍伐。

语篇分析
ｐｒｏｇｒａｍ对研究所选时段（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２年）进行补充说明，说明该时段内印尼也在逐步实施扶贫计划。

２０１２ 年间分布于１５ 个省份的七千多个林村每年的森林减少情况。破折号内的短语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ｉｎ７，４６８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１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解释数据反映的具体信息∶２００８年至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Ｆｅｒａ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ｄａｔａ后接较长的后置定语（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ｏ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ｈａｓｅ－ｉｎ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插人语对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进行补充说明

谓语宾语

Ｈ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２０１２ ｉｎ ７，４６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１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ｅｌｌｉｅ ａｔａ
现在分词短语作ｄａｔａ的后置定语

结构切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ｈａｓｅ－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 ７，４６８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１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ｔｅ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Ｂ】 它将减少地区不平等
【Ａ】 它会使亚洲其他国家受益

２４
［Ｂ］ 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ｏｓｔ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ａｔ
非常有价值，因为＿
ｓ ２９．费拉罗认为，印度尼西亚的 ＣＣＴ 计划
２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ｅｒｒａｒｏ，ｔｈｅ ＣＣ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ｓ
真题精解ｘ
重心落于 ＣＣＴ计划的环保价值上，实现对开篇主旨的升华；ＣＣＴ扶贫计划有巨大环保价值。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Ｅｖｅｎ ｉｆ、强调词（ｊｕｓｔ、ａｌｏｎｅ），虚拟语气（Ｅｖｅｎ ｉ．．ｄｉｄｎ＇ｔ．．）、比较级结构（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将语义
呼应开篇段中的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另一方面借让步表达

【深层解读】第八段为总结升华段，一方面以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分别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的具体内涵。

扶贫计划，更是值得推广的环保计划，由此可明确上句ｗｈａｔ＇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在环保方面带来的效益就超越了其投入的成本，更不用说它还有减贫作用；深层暗示 ＣＣＴ计划不仅是
ｖａｌｕｅ．．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ｃｏｓｔｓ（ｖａｌｕｅ指益处，ｃｏｓｔｓ指成本）呈现，指向对ＣＣＴ计划的成本效益分析∶单是

碳排放问题），ｕｓｔ、ａｌｏｎｅ 意在强调这一价值考量无关乎减贫，而只关注环保。主句主干以比较结构 ｔｈｅ
对于 Ｂ（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价值（结合常识可知森林能吸收二氧化碳，因此减少森林砍伐有利于应对

果）。主句主语可简化为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ｊｕｓｔ ｆｏｒＢａｌｏｎｅ结构，指Ａ（因 ＣＣＴ扶贫计划而免遭砍伐的林木）
Ｅｖｅｎｉ传达让步语气，又以过去时态 ｄｉｄｎ＇ｔ传达虚拟假设语气（暗示事实情形∶扶贫项目确实有减贫效
④句进一步解读上句，指出单从环保效益角度来看，ＣＣＴ 扶贫计划也是非常划算的。从句既以
合下句理解其具体内涵。

要的关注点＂环境效益＂，ｗｈａｔ＇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为抽象表述，需结
句群关联，实现句群过渡，既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总结上一句群的关注点，又以让步语气引出本句群更为重
③句概述指出扶贫与环保并不冲突。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凸显①②句与③④句之间的
③④句聚焦扶贫计划的环境效益。

基于的逻辑∶印尼与亚洲其他国家有诸多共通之处，所以印尼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也适用于这些国家。

ｇｕｅｓｓ、ｍａｙ指向对研究可迁移性的猜测）实现强关联。ｄｕ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明确这种猜测所
的最新研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指向研究的＂适用性／可迁移性＂，ａｎｙｂｏｄｙ＇ｓ
①②句聚焦研究发现的适用性／可迁移性。两句借近义表述（ｔｈｉｓ ｒｅｓｃａｒｃｈ、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指向费拉罗

贫计划单从环保效益来看也是非常划算的。关键词；①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ｈｉｌｉｔｙ；②ｇｏ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第八段介绍研究带来的两点启示；亚洲其他国家的 ＣＣＴ 扶贫计划可能也有类似环保效果；ＣＣＴ扶
语篇分析·ｓ
③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二氧化碳
②ｒｅｇａｒｄｅｓｓ ｏｆ 不管；不顾；不理会

①ａｎｙｂｏｄｙ＇ｓ ｇｕｅｓｓ 谁也拿不准的事
● 经典搭配
⑥ｅｍｓｓｏｎ 【ｉ＇ｍＪｎ】ｎ．排放物；散发物

⑤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ｒ？ｎｓ，ｆｚｒ？ ｂｌｏｔｉ】 ｎ．可转移性
④ａｃｃｅｓｓ 【＇ｅｋｓｅｓ】 ｎ．进入权；使用权；接触的机会
③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ｔｙ 【ｉｋｏｍ？＇ｎｅｌａｉｎ．共性；共同特征
②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ｒａｎｓ＇ｔｒ３（ｒ）】 ｖ．转移（地方）；转用
①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ｒ？ｎｓ＇ｌｅｒｔ】ｖ．（使）适应不同情况；转化

；·电汇注筹后难句登析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ｓｔｓ．＂［４０９ ｗｏｒｄｓ］
一方面的价值就超越了该反贫困计划的成本。＂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ｓｓ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ｅ ｉｓ

免的森林砍伐具有二氧化碳吸储价值，仅是这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Ｆｅｒｒａｒｏ ｓａｙｓ，＂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出，即使这个反贫困计划未能减轻贫困，＂由此避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ｉｄｎ＇ｔ
人们有益的东西也可以对环境有益。费拉罗指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且，不管研究结果共通与否，这项研究表明了对 ａｃｃｅｓｓ．③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性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跟印度尼西亚共通。而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５
属于＂计划／政策＂范畴，＂有助于减缓森林砍伐率＂可抽象为＂（计划／政策产生的）效果＂，故【Ａ】正确。
象概念。本文主旨大意为＂印尼的一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减缓森林砍伐率＂，其中＂印尼的一项扶贫计划＂

快速梳理全文内容，进一步明确主旨大意，最后分析主旨大意中各具体概念的本质属性，将其提炼为抽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对全文主旨的进一步提炼。解题关键是先根据首段初步把握全文主旨，然后
聚焦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层面，两项均偏离全文论述的重点（研究发现）。
常看法做铺垫，然后引出挑战惯常看法的新发现，后者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Ｃ】聚焦研究过程，【Ｄ】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以及第五至末段的新研究发现（即新看法），但文中并非并列陈述两种观点，而是先以惯
【Ｂ】中ｄｅｂａｔｅｓ（指向不同的或对立的看法）虽然呼应第三、四段的惯常看法（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ＣＣＴ计划），ｅｆｆｅｃｔｓ 对应该扶贫计划产生的效果／影响（体现于文中的多处近义表述；ＣＣ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命题解密】正确项【Ａ】是对全文主述内容的高度概括，ａｐｒｏｇｒａｍ对应印尼实施的一项扶贫计划

篇主旨）。综合可知，本文意在论述一项扶贫计划（ＣＣＴ计划）所带来的环保效果，【Ａ】最贴合此意。

一传统看法；第五至末段围绕 Ｆｅｒｒａｒｏ的研究展开论述，指出印尼的扶贫计划实际上有环保作用（呼应开

随后第二段详述印尼实施的扶贫计划（即 ＣＣＴ计划），第三、四段转而阐述＂扶贫可能与环保相矛盾＂这

【精准定位】本文首段先点明全文主旨（印尼的一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减少森林砍伐，即有环保作用），
【Ｄ】 一项研究的可迁移性。
【Ｃ】 一项研究的开展过程。
【Ｂ】围绕一项计划的争论。
【Ａ】 一项计划的（实施）效果。

［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ｓｔｕｄｙ．
［Ｃ］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 ｓｔｕｄｙ．
［Ｂ］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ｒｎ．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０．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３０．本文的中心话题是什么？
【Ｃ】体现了 ＣＣＴ 计划通过减少森林砍伐而产生的环保作用。
Ｆｅｒｒａｒｏ 的核心观点应与本文主旨（印尼的扶贫计划／ＣＣＴ 计划有助于减少森林砍伐）一致，选项中只有
段，表明本文在开篇点明主旨之后主要借 Ｆｅｒａｒｏ 的相关研究及相关言论对开篇主旨展开论述，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ｓｔｓ锁定【Ｃ】；二是从文章主旨入手∶纵览全文可发现人名Ｆｅｒｒａｒｏ从第三段开始一直贯穿至末

法的长难句（末段末句）人手，由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技巧总结】本题既考查人物看法，也考查全文主旨，有两种解题思路∶一是直接从引述Ｆｅｒｒａｒｏ 看
森林砍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来看，ＣＣＴ计划实际上不利于粮食生产（减少毁林开地不利于扩大水稻生产）。

林砍伐（贫困农民可以把 ＣＣＴ扶贫资金当作粮食歉收的临时保险，不必再毁林开地扩大水稻生产），故从
距。【Ｄ】用第七段②句的水稻生产相关信息设置干扰，但该段实际意在解释 ＣＣＴ计划为何有助于减少森
等／发展不平衡＂，但文中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泛指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并未论及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
②句的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ｅｑｕｌｉｔｙ与地区信息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Ａｓｉａ杂糅，捏造出＂地区间经济不平
区的 ＣＣＴ计划也可能使这些地区受益），且把原文的委婉语气（ｍａｙ）偷换为肯定语气（ｗｉｌｌ）。【Ｂ】将第二段
【Ａ】曲解末段②句信息（针对印尼 ＣＣＴ计划的研究结果也许适用于亚洲其他地区，暗示亚洲其他地
缓解环境问题）。

义，补齐了扶贫计划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链条（ＣＣＴ扶贫计划→减少森林砍伐→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ｅ强调减少森林砍伐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的价值意

【命题解密】正确项【Ｃ】是对末段末句人物引语的合理推断与提炼，文中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Ｃ】正确

的成本。由此可知，费拉罗认为ＣＣＴ计划有巨大环保价值（即可以通过减少森林砍伐缓解气候变化），

少森林砍伐，而减少森林砍伐有利于应对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单就这一方面的价值就超越了该扶贫计划
【精准定位】文末句引述了费拉罗对 ＣＣＴ计划价值的看法；该计划即使没有减贫效果，也有利于减
【Ｄ】 它有利于粮食生产
【Ｃ】 它可以保护环境

［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续表

２６
纪严肃拘谨的刻板印象＂，其中 ｓｈ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ｕｄｅｒｙ是对 ｍａｋｅｓ ｕｓ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微笑的照片＂。括号内反问句进一步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能够打破人们对１９世
者对其倾注心血的工作成果的好奇。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ｗ ｏｕ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ｓｍｉｌｉｎｇ锁定文章话
评价历史。（ｉ）ｓａｌｗａｙｓ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ｗｉｔｈ（专注于）凸显作者对待工作之认真、专注，引发读
象。Ａ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ｗｈｏ．．．交代作者身份，并指出其工作内容及工作目的∶寻找文章或照片，让人们重新
①句介绍作者的个人工作∶搜寻维多利亚人微笑的照片，以打破人们对１９ 世纪严肃拘谨的刻板印
②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③ｌａｎｇｈ。

首段以作者的个人工作为切入点，引出新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会笑的。关键词∶①ｐｈｏｔｏｇｒｕｐｈｓ；
第一、二段引出全文话题∶为何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拍照时不笑。
语能分析－总
②ｆａｄｅ ａｗａｙ 逐渐消失

①ｃａｕｓｅ ａ ｓｔｉｒ 引起轰动；引发议论
●经典搭配

④ｓｔｉｒ 【ｓｔ３ｘ（ｒ）】ｎ．激动；愤怒

③ｐｒｕｄｅｒｙ 【＇ｐｒｕｄｏｒｉ】 ｎ．过分狗谨；故作正经
②ｓｈａｔｔｅｒ 【Ｊｅｃｔｏ（ｒ）】 ｖ．粉碎；破灭

①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ｒｉ＇ｂｋｊｕｐａｄ】 ａ。专注的；全神贯注的 ⑤ｈｕｍａｎ【＇ｈｊｕｍｏｎ】ａ．有人情味的；通人情的

询汇注释与难氰分析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年因我们共同的欢笑经历而逐渐消失。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ｏｒ－ｓｏ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ｕｓ ｆａｄｅ ａｗ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４ ｗｉｔｈ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ｘｔ 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ｕｓ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Ｉ＇ｖｅ

于寻找展现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祖先笑容的

ｆｏｕｎｄ ｑｕｉｔｅ ａ ｆｅｗ，ａｎｄ—ｓｉｎｃｅ Ｉ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ｐ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ｏｎ

把这些照片发布到推特上以后，它们就持续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ａｄ

的人玩得很开心而且确实会笑。人们还注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３ ａｓ

人情味儿了，因为我们之间相隔的这 １００ 多
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突然变得更有

ｆｕ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ａｎｄ ｄｉｄ，ｌａｕｇｈ．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引发热议。人们惊讶地发现，维多利亚时代 Ｔｗｉｔｔｅｒ—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ｑｕｉｔｅ ａ ｓｔｉｒ．③ Ｐｅｏｐｌｅ

谨的形象呢？）。我找到了不少，而且自从我 ｓｈａｔｔｅｒＰ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ｕｄｅｒｙ？）．② Ｉ＇ｖｅ
照片（哪还有更好的方法来打破 １９ 世纪构 ｓｈｏｗ ｏｕ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ｓｍｉｌｉｎｇ（ｗｈａ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ｙ ｔｏ

让我们重新评价历史的文章或图片，我专注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一直在搜寻能

Ｉ ＯＡ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ｗｈｏ＇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笑＂的深层原因探讨（第四段）——深刻剖析维多利亚人拍照时不愿微笑的思想观念原因（第五、六段
三段）－—介绍维多利亚晚期情形＂摄影技术显著进步，可轻易捕捉微笑＂，引出对＂维多利亚人拍照时不
笑＂（第一、二段）——指出第一个原因（摄影技术原因）∶早期摄影曝光时间长，很难保持长时间微笑（第
漠、不展笑颜＂，并剖析现象产生的原因。脉络∶引出全文话题＂为何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拍照时不

由作者发现的＂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入题，介绍维多利亚时代的奇特现象＂绝大多数肖像照神情淡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ｄｉｄｎ＇ｔｓｍｉｌｅ ｆｏ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微笑的维多利亚人∶为何我们的祖先拍照不笑是个谣言）。主题∶文章

来源∶ＢＢ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ＢＣ历史》２０２０ 年１月刊文章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ｗｈｙ ｉｔ＇ｓａ ｍｙ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ｕｒ

一、文章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知识补充

Ｔｅｘｔ ３ 维多利亚人拍照不笑是个谣言

２７
⑥ａｂｓｅｎｔｌｙ【＇ａｂｓｏｎｕ门ａｄ．心不在焉地；出神地
⑤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ｂｅｋｄｒｏｐ】ｎ．背景幕布

④ｔｉｆｎｙ 【＇ｓｔｎｉ】 ａｄ．僵硬地

③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ｍｚｒｏｂｌ】ａｄ．痛苦地；非常难受地
②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ｐｔｒａＪ３（ｒ）】ｎ．肖像；画像
①ｃｏｎｃｅｄｅ 【ｋ？ｎ＇ｓｉｄ】 ｖ，承认

词汇迁膝与难向分析·；
＠ Ｈｏｗ ｄｏ ｗ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２ ｃｒｅａｔｅｄ

大量肖像照中的极小一部分。大部分的
的维多利亚人＂只占了 １８４０ 至 １９００ 年间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ｓ，ｏｒ 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２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不远处。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势坐在彩绘背景前，或心不在焉地凝视着 ｐｏｓｉｎｇ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ｌｙ４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ｄ
照片中，被拍摄对象或以痛苦而僵硬的姿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ｓｉｔｔｅｒｓ
当然 了，我需要承认，我收集的＂微笑

ｏｆ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ｏｎｌｙ ａ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Ⅱｌ ④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Ｉ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ｄｅ＂ｔｈａｔ ｍ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ｔｉｎｇ．．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ｓｅｍ ｔｏ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具体说明人们看到这些推文的新发现、新变化，故【Ａ】正确。

具体影响，因此需要继续阅读下文。紧接着，③④句中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ｎ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ｌａｕｇｈ、Ｔｈｅｙ ａｒｅ
的是作者推文带来的影响，首先定位至②句。但该句只是概括地指出＂这些推特持续引发热议＂，并未说明
线巧总结】本题为事实细节题，解题关键在于精准定位，并正确梳理句间关系。具体而言，本题考查
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推文＂；【Ｄ】根据首段关键词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捏造选项，与第一段所述内容无关。
信息支持；【Ｃ】偷换主语，重新评估维多利亚人对公众形象的理解的是＂看到照片的人们＂，而非＂作者在
【Ｂ】由②句中＂这些推文持续引发热议＂推断出＂社交媒体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研究很重要＂，但无任何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ｕｄｅｒｙ）→开心嬉闹且确实会笑（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ａｄ ｆｕ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ａｎｄ ｄｉｄ，ｌａｕｇｈ…．．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
【命题解密】正确项【Ａ】契合首段人们对维多利亚人的印象的变化∶过分拘谨（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１９ｔｈ－
亚时代的人似乎突然变得更有人情味儿了。这都表明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印象发生了改变，【Ａ】正确。

随后③④句具体阐述∶人们惊讶地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玩得很开心而且确实会笑；人们注意到维多利
精准定位】第一段②句指出，作者将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的照片发布到推特上后，它们持续引发热议。

【Ｄ】 说明了维多利亚时代照片的发展过程 ［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理解 ［Ｃ］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Ｃ】 重新评价了维多利亚人对公众形象的
中的作用

【Ｂ】 突出了社交媒体在维多利亚时代研究 ［Ｂ］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ｓｏｃｉｌ ｍｅｄｉ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改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人的印象

［Ａ］ｃｈａｎ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ｏｒｉａｎｓ

３１．根 据第一段，作者在推特上 的推 文３１．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ｏｓｔ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 真题格解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进一步凸显新发现的真实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真的会笑。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ｕｄｅｒｙ构成＂新发现 ｖｓ 旧观念＂的鲜明对比，而 ｃｏｕｌｄ，ａｎｄ ｄｉｄ，ｌａｕｇｈ（ｄｉｄ表强调）和 ｏｕｒ
发现，暗示人们的传统印象正在发生转变；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ａｄ ｆｕｎ ａｎｄ．．．ｌａｕｇｈ、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与ｉｍａｇｅ ｏｆ
奖，并且也有人情味。两句中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ｅ．．、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表明人们开始突然有了新
③①句指出这项工作转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人的传统印象∶人们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确会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ｉｎｇ表明这些照片引发的热议影响深远，体现作者工作（本文话题）的重要价值。
本句中连用两个 ｑｕｉｔｅ（ｑｕｉｔｅ ａｆｅｗ、ｃａｕｓｉｎｇ ｑｕｉｔｅａｓｔｉｒ）凸显作者工作成果之丰、产生的影响之大，并借助
②句展示作者的工作成果与影响∶找到不少维多利亚时代人微笑的照片，并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ｐａｓｔ 的具体阐释。该句借反问句和比较级（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ｙ）增强语气，激发读者兴趣。

２８
收集的＂微笑的维多利亚人＂只占了１８４０至１９００ 年间大量的肖像照的极小一部分，故【Ｂ】正确。

【精准定位】根据题干关键词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ｈｅ ｈａｓ ｃｏｌｅｔｅｄ定位至第二段①句。该句指出，我

［Ａ］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 它们在历史学家中得到广泛应用。

［Ｄ］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Ｃ］ Ｔｈｅｙ ｍｉｒｒｏｒ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Ｂ］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ａｇｅ．

【Ｂ】 它们在那个时代的照片中很稀有。

【Ｄ】 它们展现了不同曝光时长的效果。

【Ｃ】 它们反映了１９ 世纪的社会习俗。
照，作者说了什么？
３２．关于他收集的维多 利亚时期的肖 像３２．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ｓ ｃｏｌｌｅｔｅｄ？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ａ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具题精解汉

一个为反问句，加强语气，激发阅读兴趣；第二个为特殊疑问句，引发思考，提出全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大笑的人，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镜头前甚至连一个微笑都不愿展露呢？两段中作者使用了两个问句，第
人物其实都是不笑的。两段内容形成反差，从而引出文章论述的问题∶既然他们是玩得很愉快且会放声

唤起人们对 １９世纪拘谨严肃的刻板印象的重新审视。第二段作者转而指出，该时期绝大多数照片中的
【深层解读】前两段为全文第一部分，首段作者从个人工作出发，引出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以此
翻译为人们互相效仿、表现出某种共同行为的＂现象＂。
僵硬、面无表情的整体特点＂；ｔｒｅｎｄ意为＂趋势，倾向＂，体现出这一特点的普遍性与广泛性，可根据语境
②句顺势抛出全文论述的问题；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回指上句＂维多利亚人照相时姿势
势＂、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心不在焉地凝视＂），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肖像照的整体特点。
通过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补充说明当时大部分人照相时的神态（ｐｏｓｉｎｇ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ｌｙ＂痛苦和僵硬的姿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ｍｉｄｄ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指代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

不少，但也只占了该时期肖像照的极小一部分，暗示当时大部分照片中的人物其实都是不笑的。第二层为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与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形成数量上的鲜明对比，说明即便作者收集到的微笑照片已经
上，开始关注当时肖像照的整体特点（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 即前文所提到的维多利亚时期）。ｏｎｌｙ ａ
为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 １９００，将论述对象从上段＂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过渡到＂该时代的所有肖像照＂

①句介绍维多利亚时期肖像照的总体特点∶姿势僵硬、面无表情。本句可分为两层来理解；第一层
ｐｏｓｉｎｇ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ｌｙ；②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

第二段提出本文论述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照相时不愿微笑呢？关键词∶①
工语篇分析ｓ

摄的时间；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ｍｉｄｄ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补充说明这些肖像照的整体特征。
ｅ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 为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修饰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ｒａｉｔｕｒｅ，交代肖像照被拍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Ⅰ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ｄｅ ｔｈａ．．．。ｔｈａｔ 从句作 ｃｏｎｃｅｄｅ的宾语，介绍作者观点。
渭语 宾语 宾补１ 连接词 宾补２

主语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ｓｉｔｔｅｒｓ ｐｏｓｉｎｇ．．． ｏｒ ｓｔａｒｉｎｇ．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宾语

谓语 状语

主语

引导词

ｔｈａｔ ｍｙ ｃｏｌｌ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ｏｎｌｙ ａ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ｍｐｈｉｃ ｐｒｔｒａｉｔｒｅ
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

宾语从句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９００

评注状语 主语谓语 宾语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 ｎｅｅｄ ｔｏｃｏｈｃｅｒｄ主句∶
结构切分；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ｉｆｌｙ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ｓ，ｏｒ 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ｓ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ｓｉｔｔｅｒｓ ｐ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Ｉ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ｄｅ ｔｈａｔ ｍ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ｍｉｌｉｎ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ｏｎｌｙ ａ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９
明。分句二主干为ｔｈｅ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０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分句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为插人语，语义上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１８４０ｓａｎｄ１８５０ｓ并列，对这段时间进行补充说
功能注释∶本句是由冒号隔开的并列句。分句一主干为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ｇ；ｉｎ ｔｈｅ
引导词主语 谓语１ 宾语１ 连接词 谓语２＿ 宾语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ｏｎ ａ ｓｉｌｖｅｒｅｄ ｃｏｐｅｒ ｐａｔｅ
ａｓ ｓｉｔｅ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ｂｓ．
同位语
原因状语从句个
宾补 宾语
谓语
主语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ｈｅｄｇｕｇｒｏｔｙｓｐｈｏｏｇｒｕｐｈｉｃｍｅｈｏ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分句二∶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ｃ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ｇｕｓｒｃｏｌ
现在分词作结果状语

吾系动词
时间状语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ｕｒｉｎｇ表语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ａｎｄ １８５０ｓ，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
】插人语

分句－

结构切分∶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ｕｌｉｎｇ ｉｎ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ｓｔｔｅｒ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ｂｓ．

ｔｈｅ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ｏｎ ａ ｓｉｌｖｅｒ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ｌａｔｅ）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ａｎｄ １８５０ｓ，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ｇ；
①ｐｅｒｆｏｒｍ ｏｎｅ＇ｓ ｄｕｔｙ 履行职责

● 经典搭配

不明朗的
⑨ｎｏｎ－ｃｏｍｍｔｔｌ 【ｎｏｎｋｓ＇ｍｔ】ａ．无明确意义的；态度
的可能性）
⑧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ｋｏｎｔｏｍｐｌｅｎｔ】ｖ．考虑接受（发生某事

⑦ｇｒｉｎ 【ｇｒｉｎ】 ｎ，露齿笑；咧嘴笑
⑥ｌｉｍｂ【ｌｉｍ】 ｎ． 肢；臂；腿

⑤ｂｌｕｒｒｅｄ 【ｂｌ３∶ｄ】 ａ．模糊不清的
④ｃｏｐｐｅｒ 【＇ｋｏｐｏ（ｒ）】 ｎ．铜
③ｄ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ｄｓ＇ｇｅｒａａｐ】ｎ．（早期的）达盖尔银版照片
②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ｕ＇ｔｏｒｉａｓｌｉ】 ａｄ．众所周知地
①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ｋ＇ｓｐａｕ３ｏ（ｒ）】 ｎ．曝光时间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ｃｏｍｍｉｔｔａｌ＊ ｂｌａｎｋ ｓｔａｒ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

以面无表情的木然凝视就成了常态。 ｄｕｔｉｅｓ ｗ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ｎｄ ｓｏ ａ ｎｏｎ－

责时，保持不变的露齿笑简直难以接受，所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 ｆｉｘｅｄ ｇｒｉｎ＂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ｍａｇｉｃａｌ
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摄像机履行神奇的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ｂｓ．②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着的人改变姿势或者调整四肢时，图像就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ｌｕｒ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ｓｉｔｔｅｒ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作图像）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完咸，当 坐 ｏｎ ａ ｓｉｌｖｅｒ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的∶达盖尔式摄影法（在键银的铜盘上制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ａｇｅ

影的平期时代，曝光时间长是众所周 知
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５０ 年代—－－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ｇ： ｔｈｅ
Ⅲ Ｏ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ａｎｄ １８５０ｓ，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分别对应ａ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故【Ｂ】正确。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００，【Ｂ】中 ｒａｒｅ 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ｍｉｌｉｎ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与之相关的信息为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ｏｎｌｙ ａ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ｈｅ ｈ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作者收集到的肖像照），可据此定位至第二段①句前半句 ｍｙ
【技巧总结】本题属于事实细节题，解题关键依然是审读题干，精准定位。题干关键词是 ｔｈｅ
论的是为什么大多数维多利亚人在照片中不笑，与作者所收集的＂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无关。
俗，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也有偷换概念之嫌。【Ｄ】由第三段的关键词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捏造而来，但第三段讨

量照片的极小比例，无法反映社会习俗。另外，原文讨论的是当时人们拍照时的神态表情，而非社会习
但在文中找不到依据。【Ｃ】张冠李戴，作者收集到的是＂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这些照片只占当时大
【Ａ】根据作者在首段首句中表明的身份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推测出这些照片也被其他历史学家应用于研究，
【命题解密】正确项【Ｂ】是第二段①句的同义改写，其中 ｒａｒｅ对应 ｏｎｌｙ ａ ｔｉｎ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３０
ｓｏ提示因果逻辑∶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ｍｉ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与前文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 ｆｉｘｅｄ

②句指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拍摄微笑并非难事（但人们依然不笑）进而引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层思考。
完成＂，ｔｈｏｕｇｈ 则以退为进，指出虽然比不上如今的数码摄影速度，但当时的摄影技术已然突飞猛进。
乎接近一瞬＂，其中分句二以 ｍｅａｎｔ（产生……结果）呈递因果逻辑＂便携式相机投入使用→曝光几乎瞬间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同指，ｍｕｃｈ ｑｕｉｃｋｅｒ、ａｌｍｏｓｔ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ｃｏｕｓ呈现摄影技术的突破性成就＂曝光时间大幅缩短，几
①句指出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摄影技术取得显著进步。ａｎｄ标示语义递进；两分句中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ｓｍｉｌｅｓ．．．－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

拍照时不笑＂的深层原因探讨。关键词；①ｅｘｐｏｓｕｒ ｔｉｍｅｓ．。．ｍｕｃｈ ｑｕｉｃｋｅｒ ｈｙ ｔｈｅ １８８０ｓ；②Ｓｐｏｎｌａｎｅｏｕｓ

第四段介绍维多利亚晚期情形＂摄影技术显著进步，可轻易捕捉微笑＂，进一步引出对＂维多利亚人

语篇分析·ｙ
④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ｐｏｎ＇ｔｅｎｉａｓ】ａ．（动作等）无意识的，不 ⑦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ｈｅｚｔｅｎ】ｖ．有疑虑；不愿意

⑥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ｊｅｋｓｐｌｏ＇ｎｅｌｎ】 ｎ． 解释；理由

⑤ｃａｐｔｕｒｅ 【＇ｋｅｐｔＪｏ（ｒ）】ｖ．拍摄
由自主的

③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ｓｔ？ｎ＇ｔｅｎｉａｓ】ａ．立即的；立刻的
②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ｐｏｘｔａｂｌ】 ａ．便携式的

①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ＡｋＪｎ】ｎ．初次投人使用；采用

间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当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ｉｌｅ．

不愿微笑＂的其他原因。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ｈ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ｔｉｌｌ
们必须转而寻找＂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为何仍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ｂｙ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ｓｏ 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年代时，自然的微笑已比较容易捕提，因此我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３。②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ｍｉ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今天的数码标准，这仍然很慢）。１９ 世纪 ９０ ｔｏｄａｙ＇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投入使用更使曝光时间几近一瞬（虽然按照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ｃａｍｅｒａｓ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ａｔ，ｔｈｏｕｇｈ ｓｌｏｗ ｂｙ
缩短，布朗尼盒式相机及其他使携式相机的 １８８０ｓ，ａｎｄ

但到了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曝光时间大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ｘ Ｂｒｏｗｎｉｅ ａｎｄ

Ⅳ ④Ｂｕ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 ｑｕｉｃｋｅｒ ｂｙ ｔｈｅ

例＂）说明这种木然神情的普遍性，呼应上段末句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
应上段 ｐｏｓｉｎｇ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ｉｆｌｙ．．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ｎｏｒｍ（意为＂常态；惯

不明确的＂，ｂｌａｎｋ＂木然的，面无表情的＂，ｓｔａｒｅ＂长时间盯着看＂）凸显照片中人物表情的僵化与木然，呼
显长时间保持微笑之难∶想一想都觉得太难。后半句中 ｎ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ａｌ ｂｌａｎｋ ｓｔａｒｅ（ｎ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ａｌ＂态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都有＂想到、考虑＂之意，并借助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ｏ．．．结构的强烈否定语义（太难而无法……），凸

ａｎｄ ｓｏ构成因果逻辑∶照相时很难长时间保持不变的露齿笑→不笑便成了常态。前半句中 ｔｈｏｕｇｈｔ和
②句进一步明确＂曝光时间长＂这一技术局限对人们拍照表情的影响∶在镜头前长时间保持露齿笑很难。

光期间改变姿势或调整四肢，就会导致成像模糊（因此人们在拍照期间需要长时间静止不动）。

们拍照姿势的影响。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表明曝光时间长，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ａｓ．．．构成因果逻辑；一旦在曝
间过长的普遍厌恶。分句二具体介绍当时最典型的达盖尔式摄影法的成像原理，解释曝光时间长对人

共同锁定早期摄影时代，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ｇ（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意为＂【贬义】众所周知＂）体现当时人们对于拍照时
概述早期摄影的技术特点；曝光时间长。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ａｎｄ １８５０ｓ与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①句介绍早期摄影技术的局限性∶技术落后，曝光时间长。本句由冒号分为前后两个分句，分句一

原因）；早期摄影＂曝光时间长＂，很难长时间保持微笑。关键词∶①ｅ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②ｎｍｌ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ｎｇ。

第三段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开始分析＂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拍照时不笑＂的第一个原园（摄影技术
语篇分析，

代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

解释其具体的操作方法。随后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为现在分词结构作结果状语，ａｓ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交

二中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ｏｎａ ｓｌｖｅｒ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ｌａｔｅ为 ｔｈｅ ｄａｇｕｅｒｒｏｔｙ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的同位语，

３１
ｅｖｅｎ ｔｈｅｎ实现递进，指出＂（没有牙科学指导的情况下，）即使牙齿看似健康，也不一定卫生＂。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指＂【某人或群体】独占的领域＂）直指＂健康牙齿为巨富专属，拥有者寥寥无几＂，括号内再以

ｐｅａｒｌｙ ｗｈｉｔｅｓ 集中展现健康牙齿的外在状态，而后ａｒａｒｅ ｓｉｇｈｔ及其同位语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ｈ
③句以＂看似健康的牙齿少之又少＂反村时人牙齿卫生堪忧。句首 ｆｌａｓｈ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ｌｅａｎ、ｒｅｇｕｌａｒ、
知识极度匮乏＂，频度词 ｏｆｔｅｎ 修饰形容词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强调＂人们的口腔卫生状况普遍极差＂。
意）；然后以状语 ａｌｌｕ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追溯该箴言产生的时代背景∶ｂｅｆｏｒｅ．．．提示＂牙科学尚未诞生，口腔
ｕｓ．．．将＂以嘴唇掩藏牙齿＂归于自然法则（ｔｏ ｃｏｎｃｃａｌ 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与 ｇｒｉｎ形成强对比，明确露齿而笑有违天

僻义＂原话为＂引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则箴言（ｐｏｐｕｌａｒ强调该箴言广为流传，被奉为主桌）∶Ｎａｔｕｒｅ ｇａｖｅ
②句指出这种观念形成的时代原因；牙科学尚未诞生，人们的口腔卫生状况极差。句内先借 ｒａｎ 的
而笑）有别于前文 ｓｍｉｌｅ，暗示尊严的丧失与牙齿有关。

内因果联系＂做作地露齿而笑→有失尊严＂，由＂露齿笑后果严重＂解开人们不愿微笑之谜，且 ｇｒｉｎ（露齿

上文的逻辑衔接（解释原因），并暗示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下文可能继续探讨其他原因）；ｔｈｒｏｕｇｈ搭建句

①句概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愿微笑的原因∶认为露齿笑有失尊严。Ｏｎ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体现本段与
糕。关键词∶①ｔｈｅ ｌ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ｔ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ｈｒｏｕｇ日ｃｈｅｅｓｙ ｇｉｎ；②ｍｏｕ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ｅｎｉｎａ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第五段分析原因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露齿笑有失尊严＂，因为当时人们的口腔卫生状况非常糟
第五、六段追根溯源，深刻剖析维多利亚人拍照时不愿微笑的思想观念原因。
语篇分析·

①Ｄａｌｌｕｄｅ ｔｏ 暗指，影射
●经典搭配

①ｇｍａｒａｎｔｅ【ｇ？ｒａｎｉ】ｖ．确保；使必然发生
⑩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ｒ＇ｚｖ】ｎ（某人或群体活动等的）专门领域

⑦ｈｙｇｉｅｎｅ 【＇ｈａｌｄｓｉ∶ｎ】 ｎ．卫生

⑥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Ｊｏｋｉ】 ａ．非常糟糕的
⑤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 【＇ｄｅｎｔｓｔｒｉ】ｎ．牙科学

④ｐｒｏｐｅｒ 【＇ｐｒｏｐａ（ｒ）】ａ．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
③ｍａｘｉｍ 【＇ｍｅｋｓｍ】ｎ．格言；箴言

⑨ｐｅａｒｌｙ 【＇ｐｘｔｉ】ａ．珍珠的；似珍珠的

②ｃｏｎｃｅａｌ 【ｋ？ｎ＇ｓｉ】 ｖ．隐藏，掩盖

⑧ｒｉａｓｈｉｎｇ 「＇ｆｌ？Ｊ可】 ａ．闪光的

①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ｉｇｎｏｔｉ】 ｎ．庄严；尊严

工词汇注与难句分指
ｅｖｅｎ ｔｈ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即便那样，牙齿卫生也无法保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ｈ（ａｎｄ

的皓齿＂难得一见，那是超级富豪的专属（而ｃｌｅａ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ｅａｒｌｙ ｗｈｉｔｅｓ＇ｗａｓ ａ ｒａｒｅ ｓｉｇｈｔ ｉｎ

口闪闪发亮、清洁健康、整整齐齐的＂珍珠般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③ Ａ ｆｌａｓｈｉｎｇ＂ ｓ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往往非常糟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一 ｐｒｏｐｅｒ 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３，ｍｏｕ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ａ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意义上的牙科学诞生之前，口腔的卫生状况 ｍａｘｉｍ３，ａｌｌｕ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自然予我们嘴唇以掩藏牙齿＂，这暗示严格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ａｌ＊ 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ｒａｎ ｏ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严。一则维多利亚时代广为流传的藏言称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ｈｅｅｓｙ ｇｒｉｎ．②＂Ｎａｔｕｒｅ ｇａｖｅ ｕｓ ｌｉｐｓ
Ｖ ④ Ｏｎ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ｎｉｔｙ＂

一种解释是做作地露齿笑会显得有失尊

因素向思想观念因素的过渡（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

早期和晚期截然不同的摄像体验，由此在维多利亚人拍照时不愿微笑的原因剖析上，实现了从摄影技术

ｇｒｉｎ．．．ｗ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ｃｏｕｓ ｓｍｉ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ａｓｙ ｔｏ ｅａｐｔｕｒｅ呈现维多利亚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聚焦摄像技术的巨大进步，再由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ｆｉｘｅｄ

索，以 Ｂｕｔ提示逻辑脉络，借助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ｎｇ→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 ｑｕｉｃｋｅｒ

【深层解读】第三、四段以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ａｎｄ １８５０ｓ．．．ｂｙ ｔｈｅ １８８０ｓ．．ｂｙ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勾勒时间线

笑并非技术原因，而是另有他因＂。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引出下文更深层次的原因。
笑ｖｓ后来摄影技术显著进步，相机可以轻松捕获自然微笑＂，由此得出结论＂９０ 年代的维多利亚人不愿微
ｇｒｉｎ．．ｗ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第三段）形成鲜明对比＂早期摄影技术不成熟，需要人们长时间保持微

ｓｉｌｌｙ，ｆｏｏｌｉｓｈ ｓｍｉｌｅ ｆ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Ｌ４４４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ｈ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ｍｉｇｈｔ ｇｕｒｎ＂ａｎｄ ｇｒｉｎ ｗｉｔｈ ａ

的戏子也许会像路易斯。卡罗尔笔下露着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ｄａｍｎ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ａ

一个又傻又查的微笑被永久定格更糟了＂。

的人，也曾言＂说起人像照片，没有什么比 ｈｅａｒｔｙ＊ ｌａｕｇｈ，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即使是马克· 吐温这样一个乐于开怀大笑 ｐｅｒｓｏｎｓ．② Ｅｖｅｎ 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ａ ｍａｎ ｗｈｏ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ａ
笑，但这种举止与教养良好的人并不相称。 Ｃａｔ，ｂｕ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ｒｅｄ＊
牙龈嬉笑的柴那猫那般扮着鬼脸、列嘴大ｓｍｉｌｅ ａｓ ｗｉｄｅ ａｓ 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ｌｌ＇ｓ ｇｕｍ＊－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
黑时）有失身份∶酒鬼、流浪汉和音乐厅里 ｏｒ ｂｌａｃｋｅｎｅｄ ｇｎａｓｈｅｒｓ？）ｌａｃｋ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ｄｒｕｎｋｓ＂，ｔｒａｍｐｓ，
Ｖ ④ Ａ ｔｏｏｔｈｙ＂ ｇｒ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ｇａｐｓ

露齿一笑（尤其是在牙齿有豁口或发

人拍照不笑的根本原因，【Ｄ】正确。干扰项或曲解文义（【Ａ】项），或定位错误（【Ｂ】【Ｃ】项）。
揭示这种观念背后的社会现实＂口腔（牙齿）卫生状况非常糟糕＂，由此确定＂牙齿状况不健康＂是９０年代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衔接，引出９０年代人拍照不笑之因＂认为露齿笑有失尊严，必须掩藏牙齿＂，随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该句没有答案，只是说我们需要寻找维多利亚人拍照不笑的其他原因。接着第五段以Ｏｎｅ
以本题为例，根据题干中的时间词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可直接定位至第四段末句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ｎ
【技巧总结】 本题为事实细节题，考查因果逻辑，解题关键依然是＂精准定位＋准确梳理逻辑关系＂。
＂人们对拍照持抵触、怀疑态度＂。

是木然凝视＂，但由第四段可知＂９０ 年代时摄像技术已实现巨大飞跃，相机已不算新发明＂，且全文未提及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ａｌ ｂｌａｎｋ ｓｔａｒｅ捏造出＂因为相机是新发明，所以人们在拍照时不愿表露情感，只

张。另外，该选项定位错误，与题干中ｉｎ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的定位信息不符。【Ｃ】由第三段碎片信息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ｙｓ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ｌｙ）＂臆断出＂人们在相机前感到紧张＂，但这是＂摄影曝光时间太长＂所致，而非由于紧
自身形象、在乎他人观点的敏感心态＂）。【Ｂ】由第二段①句被拍摄对象状态＂姿势痛苦而僵硬（ｐｏｓｉｎｇ

【Ａ】干扰在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一词，其指＂能察觉他人情绪、理解他人观点的交际能力＂（而非＂关注

ｆｌａｓｈｉｎｇ ｓｅｔ ｏｆ．．．ｗａｓ ａ ｒａｒｅ ｓｉｇｈｔ，体现维多利亚人掩藏牙齿、以笑为耻的缘由。

【命题解密】正确项【Ｄ】概括改写第五段 ｍｏｕ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ａ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Ａ

生状况极差＂。可见，９０年代的人拍照不笑是因为＂微笑会暴露牙齿的不健康状态，有失尊严＂，【Ｄ】正确。
一种可能解释＂露齿笑显得有失尊严＂并借由古箴言追溯时代背景＂当时牙科学尚未诞生，人们的牙齿卫
该句指出，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时，自然的微笑已比较容易捕捉，人们拍照时不笑另有他因。第五段继而提出
【精准定位〕根据题干关键词 ｋｅｐ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ｍｉｌｉｎｇ和ｉｎ ｔｈｅ１８９０ｓ定位至第四段末句。
［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 他们的牙齿状况不健康。

【Ｃ】 他们不信任新发明。
【Ｂ】 他们在相机前感到紧张。
【Ａ】 他们天生对社交敏感。
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拍照不笑？

［Ｃ］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Ｂ］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Ａ］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３３．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可能是什么原因３３．Ｗｈａ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８９０ｓ？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ｋｅｐ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ｆｏｒ

．真题精解么
有失尊严的根由＂牙齿的不卫生状态＂。

两面展示时人的牙齿状态＂大多数人极为糟糕，极少数人看似健康（但也不一定卫生）＂，最终明确露齿笑

示＂维多利亚时代，牙齿有为人所耻的缺陷＂，并以 ｏｆｔｅｎ ｗｓａ ｒａｒｅ ｓｉｇｈｔ 分述常见情形和鲜见情形，从正反
传递因果逻辑，总述＂露齿笑会丧失尊严＂，随后借箴言之意＂牙齿必须掩藏起来（ｔａ ｃｏｎｃｅａｌ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暗
四、五段，形成＂指出维多利亚晚期的人不愿微笑另有他因→细述可能原因＂的逻辑。段内；先借 ｔｈｒｏｕｇｈ
【深层解读】段际∶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串联第

３３

（ｄｒｕｎｋｓ，ｔｒａｍｐｓ，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ｈ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ｗ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指出，粗俗之人才会咧嘴大笑，而

点，由此锁定第六段首句。该句首先指出，露齿笑有失身份，也即拍照时不应该笑，随后对比两类人

【精准定位】题干问及作者引用马克·吐温之言的目的，应到马克·吐温的话语之外寻找作者观
【Ｄ】 一个发人深省的看法
【Ｃ】 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Ｂ】 一种错误的态度
【Ａ】 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赞同拍照时微笑 曾是

［Ｄ］ 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 ｉｄｅａ
［Ｃ］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Ｂ］ ａ 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ａ ｄｅｅｐ－ｒｏｏｔ ｂｅｌｉｅｆ

ｓｍｉ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ｗａｓ

ｌ ｏｆ３４．引用马克·吐温的话是为了证明，不
３４．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 ｉ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３４．

点ｒ，真题精解期必

义，露齿笑缺乏教养、有失身份＂，共同解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拍照不笑的思想观念原因。

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前者强调＂口腔卫生糟糕使得露齿笑有损美观＂，后者强调＂笑被赋予身份、等级意
随后第五、六段分别从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ｈｅｅｓｙ ｇｒｉｎ和Ａ＇ ｔｏｏｔｈｙ ｇｒｉｎ．．ｌａｃｋｅｄ ｃｌａｓｓ

第五段通过Ｏｎ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引出对＂维多利亚后期人们拍照时依然不笑＂的深层原因分析，

与教养良好的人并不相称，末句引用马克·吐温的例子予以证明，构成完整的＂论点—论据＂关系。段际∶

ｐｅｒｓｏｎｓ．．．Ｅｖｅｎ 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串起段内逻辑，首先提出观点＂露齿笑有失身份＂，接着进一步说明这种举止

【深层解读】段内；本段通过Ａ ｔｏｏｔｈｙ ｇｒｉｎ．．ｌａｃｋ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ｒｅｄ
也是憨傻、愚蠢的＂，凸显维多利亚时期＂摄像时不可微笑＂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格），ａ ｈｅａｒｔｙ ｌａｕｇｈ ｗｓａｓｉｌｌｙ，ｆｏｏｌｉｓｈ ｓｍｉｌｅ形成强烈矛盾＂明明自己喜欢纵情大笑，却认为拍照时即使微笑
高级意义，意即……是最糟的＂）明确其极力反对拍照时微笑（ｆｉｘｅｄ 指＂定【影】＂，即笑容被拍摄下来水久定
征＂乐于开怀大笑＂；而他所言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ｄａｍｎｉｎｇ ｔｈａｎ（＂否定词【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ｏ等】＋比较级＋ｔｈａｎ＂表示最
出典型代表马克·吐温之言以论证上文观点，ａ ｍａｎ ｗｈｏ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ａ ｈｅａｒｔｙ ｌａｕｇｈ明确马克·吐温的个性特
②句援引马克·吐温之言强调＂摄像时不可微笑＂的观念根深蒂固。Ｅｖｅｎ 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引
义＂与……·相称的＂，暗示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社会观念和对人的评价标准）。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分别指向＂身份卑微、缺乏教养之人ｖｓ高雅绅士、教养良好之人＂，ｂｅｃｏｍｉｎｇ取其僻
是＂粗鄙的底层之人所为，却为高雅体面的君子所不齿＂（ｄｒｕｎｋｓ，ｔｒａｍｐｓ，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ｈ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ｖｓ
的笑态，并结合转折句式、一肯一否结构．．．ｍｉｇｈｔ．．ｂｕ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ｌｏｏｋ．．．）明确咧嘴大笑
ｇｒｉｎ（扮鬼脸、呲牙咧嘴大笑）、ｇｕｍ－ｅｘｐｏｓｉｎｇ（露出牙龈）、ｓｍｉｌｅ ａｓ ｗｉｄｅ ａｓ（咧嘴大笑）等展现其狂放粗俗
汉、戏子）的大笑＂与＂柴郡猫的露龈笑＂进行类比（ｇｕｒｎ ａｎｄ ｇｒｉｎ ｗｉｔｈａ ｓｍｉｌｅ ａｓ．．ａｓ．．），通过 ｇｕｒｎ ａｎｄ
豁口或发黑）＂这一因素，极力凸显露齿笑在时人眼中的不合时宜；冒号后将＂社会底层人群（酒鬼、流浪

明确露齿笑给人的印象＂身份低下、缺乏教养＂，同时在括号中又叠加了上段＂口腔状况非常糟糕（牙齿有
①句直陈原因∶露齿笑有失身份。冒号标示总分结构∶冒号前 ｌａｃｋｅｄ ｃｌａｓｓｃｌａｓｓ指＂社会阶层＂）简短

第六段分析原因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露齿笑有失身份＂。关键词∶Ａ ｔｏｏｔｈｙ ｇｒｉｎ．．ｌａｃｋｅｄ ｃｌａｓｓ。
语施分析义
①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当谈到某事时
●经典搭配

③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ｐｏｔｒｅｎｔ】ｎ．肖像；人像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ｆａｕｔ？＇ｇｒｅｆｉｋ】ａ．摄影的；照片的
①ｈｅａｒｔｙ 【＇ｈａｔｉ】 ａ．尽情的
⑩ｂｒｅｅｄ 【ｂｒｉｄ】 ｖ，以……方式教育
⑨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ｂｌ＇ｋＡｍ可】ａ．合适的；与……相称的

③ｇｕｍ 【ｇＡｍ】 ｎ． 牙龈；齿龈

⑦ｇｕｒｎ 【ｇａｘｎ】 ｖ， 做俏皮相；扮鬼脸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ｐ？＇ｆｏｘｍｏ（ｒ）】ｎ．演出者；演员
⑤ｔｒａｍｐ 【ｔｒｅｍｐ】ｎ．流浪汉；流浪乞丐
④ｄｒｕｎｋ 【ｄｒＡｇｋ】 ｎ．醉汉；酒鬼
③ｃｌａｓｓ 【ｋｌａｓ】ｎ．阶级；阶层
②ｇｎａｓｈｅｒｓ 【＇ｎｅＪｏｚ】ｎ．【ｐＬ．】牙齿

①ｔｏｏｔｈｙ 【ｔｕ０ｉ】 ａ．露齿的

常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

３４
辑，对＂为什么大部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在照片中不笑＂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Ａ】符合文章主题，

ｍｉｇｈｔ ｂｅ．．）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综上，本文遵循＂介绍某历史现象－— 剖析其产生原因＂的行文逻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ｉｌｅ和第五段 Ｏｎ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ｓｍｉｌｅ．．．ｇｕｍ－ｅｘｐｏｓｉｎｇ．．ａ ｈｅａｒｔｙ ｌａｕｇｈ．．ａ ｓｉｌｌｙ，ｏｏｌｉｓｈ ｓｍｉｌｅ）以及因果逻辑衔接（第四段末句 ｓｏ ｗｅ
ｃｏｍｍｉｔａ ｂｌａｎｋ ｓｔａｒｅ、第四段 ｓｍｉｌｅｓ、第五段ａ ｃｈｅｅｓｙ ｇｒｉｎ、第六段 Ａ ｔｏｏｔｈｙ ｇｒｉｎ．ｇｕｒｎ ａｎｄ ｇｒｉｎ ｗｉｔｈ ａ

＂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随后，第三至六段通过大量与＂笑／不笑＂相关的同义词复现（第三段 ｎｏｎ－
段指出＂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的照片并不多见，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照片中人们都是不笑的＂，并提出问题
些＇微笑的维多利亚人＇照片，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其实已暗示那个时期的微笑照片不多），第二

【技巧总结】 本题考查文章主题，串联各段主旨句即可轻松解题。第一段介绍作者经历＂我找到了一

＂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拍照方式＂。
分析＂相机曝光时间缩短／摄影术发展进步的原因＂。【Ｄ】中 ｐｏｓｔ－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属无中生有，全文并未提及

时间大幅缩短＂以及第四段①句所述曝光时间缩短的原因之一＂便携式相机投入使用＂，但文章并未深入

＂人们察看、欣赏照片＂。【Ｃ】源自第三、四段＂维多利亚早期相机曝光时间长，而维多利亚晚期相机曝光
【Ｂ】中ｖｉｅｗ（看；仔细察看）源自第二、三段复现词 ｓｔ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ｒｅ，但其指＂被拍摄者的空洞凝视＂而非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ｓｔｉｆｌｙ．．ｏｒ 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ｂｓｅｎｔｌｙ）的同义改写。
【命题解密】正确项【Ａ】为文章主题句 Ｈｏｗ ｄｏ ｗ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代指 ｓｉｔｅｒｓ ｐｏｓｉｎｇ

多利亚时代的人拍照不笑／表情严肃＂（第二段段末问句即为文章主题），【Ａ】正确。
露齿笑有失尊严；社会普遍认为露齿笑有失身份、缺乏教养＂。综合可知，全文旨在剖析＂为何大部分维
三至六段分别阐释了三个原因＂早期的相机曝光时间过长，人们难以保持微笑；当时人们牙齿卫生极差，
像照中，面带微笑者仅占少数，多数被拍摄者姿势僵硬、表情淡漠＂并提出问题＂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第

【精准定位〕本文首段介绍作者发现＂不少维多利亚人面带微笑的照片＂，第二段陈述事实＂当时的肖

常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ｏｒｍ？

【Ｄ】 拍照时微笑如何成为后维多利亚时代的│ ［Ｄ］ Ｈｏｗ ｄｉｄ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ｏ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进步？
【Ｃ】在维多利亚时期，什么推动了摄影术的 ［Ｃ］ Ｗ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Ｂ】 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开始欣赏照片？

里看起来很严厉？

【Ａ】 为什么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照片
３５． 本文回答了以下哪个问题？

［Ｂ］ Ｗｈｙ ｄｉ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ｔａｒｔ ｔｏ ｖｉｅｗ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Ｗｈｙ ｄｉｄ ｍｏｓ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ｌｏｏｋ ｓｔｅｒｎ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３５．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ｓｗｅｒ？

心。当然，此时再结合例子本身来理解，就可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了。
份＂，再结合文章主题词＂拍照＂可得知，该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拍照时不应该微笑，也即该观念已深人人
ｍｕｓｉｃ ｈ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ｗ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说明维多利亚时代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露齿笑有失身
要证明的观点就是①句。①句首先指出露齿笑有失身份，然后通过对比两类人（ｄｒｕｎｋｓ，ｔｒａｍｐｓ，ａｎｄ
远是为观点服务的。如本题，根据题干中 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定位至第六段②句，该段只有两句话，因此该例子
【技巧总结】本题为写作目的题，解题技巧是跳出例子本身，寻找上下文中的作者观点，因为例子永

风格＂以幽默笔触讽刺社会现实＂臆断出＂其观点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马克·吐温观点与他人观点相矛盾（不赞同拍照微笑的观点是有争议的）＂。【Ｄ】由马克·吐温的写作

ｔｈａｎ ａ ｓｉｌｌｙ，ｆｏｏｌｉｓｈ ｓｍｉｌｅ ｖｓｅｎｊｏｙｅｄ ａｈｅａｒｔｙ ｌａｕｇｈ传递的＂马克·吐温观点与其自身性格矛盾＂误解为
影作品中的人物表情严肃＂，末段亦体现社会主流观点＂＂微笑有失身份＂。【Ｃ】将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ｄａｍｎｉｎｇ
【Ｂ】结合首段＂作者发现了不少维多利亚时期人微笑的照片＂推断而来，但第二段即指出＂大部分摄

克·吐温虽喜欢开怀大笑，却认为拍照时绝对不能微笑＂之意。
【命题解密】正确项【Ａ】符合第六段首句＂露齿笑有失身份＂这一社会观念，同时也符合例子本身＂马
照时微笑是愚蠢之举＂，可见＂在维多利亚时代，拍照时不得微笑的观念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Ａ】正确。
（大笑）这种举止与教养良好的人并不相称。再结合马克·吐温的例子＂尽管他喜欢纵情大笑，却认为拍

３５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ｕｃｅｓ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强调自由与创新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则的最终目的＂维护自由与创新、保护互联网的命脉＂（ｌｆｅｂｌｏｄ意为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ｋｅｐｓ ｓ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凸显运营商的任意操纵）。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ｄｏｍ．．、ｔｈｅ ｌｉｆｅ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明确要求制定网络中立规
ｏｎｌｉｎｅ 展现运营商的潜在巨大破坏力＂成为网络世界的主宰＂（ｐｉｃｋ意为＂挑选＂，此处以较为不正式的用词
要求之强烈，侧面反映运营商潜在破坏力之大。ｐｒｅｖｅｎｔ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于担心宽带运营商不公行为，所以要求出台规则。ｓｕｃｈ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ｒ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体现对网络中立性规则的
②句明确结果∶＂出台规则以限制运营商＂的要求非常强烈。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建立①②句间因果逻辑∶由

带提供者）、有动机（偏袒己方、打压敌方）＂。

关联网站、歧视对手的网站（缺乏公平性和中立性）＂，且强调这一可能性之大＂运营商有能力（本身是宽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ｔｏ ｆａｖｏｒ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体现冲突根源＂宽带运营商可能偏粗自家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明确利益冲突双方＂消费者及互联网公司ｖｓ有线电视及电话公司／宽带运营商＂；ｈａｄ ｔｈｅ
宽带发展历程。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ｃ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ｌｉｎｇ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ｗｏｒｒｉｅｄ．．．确立视角＂消费者及互联网公司权益倡导者的担忧＂，并强调这一担忧伴随整个
①句指出对＂宽带运营商不中立、不公平＂的担忧由来己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强烈。关键词∶①ｆａｖｏｒ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②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第一段说明背景；对＂出台规则，防止宽带运营商区别对待客户，保证数据传输中立性＂的要求非常
·语篇分析 必
⑥Ｈｉｆｅｂｌｏｏｄ 【＇ｌａｉｆｂｌＡｄ】 ｎ．（事物的）命脉；生命线
⑤ａｆｉｌａｅｄ 【？＇ｆｔｌｉｅｎｔｉｄ】 ａ． 隶属的
④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ｉｎ＇ｓｅｎｔｉｖ】 ｎ．剩激；动机

③ｃａｂｌｅ 【＇ｋｅｂｉ】 ｎ，有线电视
②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ａｄｖｏｋｏｔ】ｎ， 支持者；倡导者
①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ｂｒｏｄｂｅｎｄ】 ｎ．宽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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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ｂｌｏｏｄ°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自由与创新——互联网的命脉所在。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商来决定网上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从而维护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ｉｃｋｉｎｇ
在强烈要求出台相关规则，避免由宽带运营 ｗｈｙ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网站。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人们一直以来都 ｆａｖｏｒ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② Ｔｈａｔ＇ｓ
机去偏袒自己的关联网站、歧视竞争对手的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ｔｏ
的有线电视和电话公司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动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ｂｌｅ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司的权益倡导者们就在担心，销售宽带连接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２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自打宽带问世初期，消费者及互联网公
Ⅰ ④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决的不足（第四、五段）——－对国会提出建议（第六段）。

出网络中立无法实施并聚焦 ＦＣＣ的不合理政策（第二、三段）——分析上诉法院有关网络中立的最新判

相悖；鉴于此，国会应当介人以确保 ＦＣＣ实施网络中立。脉络∶介绍对网络中立的需求（第一段）——指
待与其竞争的网络公司，然而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ＣＣ）的当前政策和上诉法院的最新判决均与这一目标
ｈａｒｄ ｔｏ ｔｅｌＩ（网络中立是生是死？难下定论！）。主题∶作者指出，网络中立可确保宽带运营商不会区别对

来源∶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洛杉矶时报》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２日文章 Ｉｓ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ｌｉｖｅ ｏｒ ｄｅａｄ？ Ｉｔ＇ｓ

一、文章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知识补充

Ｔｅｘｔ ４ 国会需赋权 ＦＣＣ，确保实施网络中立

３６
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ｅｉｔｈｅｒ．

政府及地方政府同样不得监管宽带运营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合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要求的权力。（２０１７ 年的）规定同时声明，州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ｄｏ ｍｕｃｈ ｏｆ

且否决了委员会对宽带运营商提出任何行为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ｂｕｔ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民主党人）通过的严苛的网络中立性规则，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ＦＣＣ ｈａ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ｈａｄ ａ
仅废除了ＦＣＣ于２０１５ 年（彼时大多数成员是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ｎｅｔ
过的最新意见。共和党人起草的这一规定不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ａ 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ｖｏ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７．④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ｉｔｙ）于２０１７年经由一次政党路线投票通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ＣＣ） ｏｎ ｎｅｔ
邦通信委员 会（ＦＣＣ）就 网络中立性（ｎｅ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ａｋｅ°ｏｆ ｔｈｅ
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面前的争议焦点是联 ｆｉｇｈｔ． ③Ａｔ ｉｓｓｕｅ ｂｅ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议，而只是延长了这场争论。摆在美国哥伦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ｂａｄ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ｗｅｉｇｈｅｄ ｉｎ ａｇａｉｎ Ｔｕｅｓｄａｙ，ｂｕ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上诉法院再次介入，但它并未提供急需的决

的保守派以及各级法院的反对，周二，联邦 ａｎｔ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② 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足——部分原因就在于宽带运营商、反监管

然而这一需求一直都几乎不可能被满

ｆｉｌｌ—ｉｎ ｐａｒ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ｓｈｂ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Ⅱ ④Ｙｅ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与 ｐｉｃｋｉｎｇ．．．一致，从而确定同样体现＂偏担＂之义的Ｃ为正确答案。
要制止），从而确定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ｌｉｎｇ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同指，并随之确定 ｆａｖｗｒ

辑表达 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为纽带，确立 ｗｏｒｉｅｄ与ｐｒｅｖｅｎｔ．．ｒｏｍ所涉及内容的语义关联（因为存在担忧，所以需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找到的信息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不够具体。因此应将视野提升至段落层面∶以因果逻
选项＂；而当单个句子不足以解答试题时，应向其所在句群求助。如本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技巧总结】事实细节题的基本解答策略是＂利用题干关键词返回文章中进行定位→锁定信息并比对

指宽带运营商（流量掌控者）对于对手网站（流量使用者）的掣肘，并未涉及宽带运营商之间竞争加剧。
争对手网络流量的传输速度＂泛化为＂降低所有网络流量的传输速度＂。Ｄ源于①句 ｒｉｖａｌｓ＇一词，但这里
控制互联网公司，但文中缺乏信息支持。Ｂ将宽带运营商令人担忧的做法＂偏祖自身关联网站，限制竞
Ａ 利用个别词汇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及宽带运营商可能做法＂歧视某些网站＂，捏造出运营商意欲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ｈｏｗ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改写 ｆａｖｏｒ ａｌ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

【命题解密】题干十正确项Ｃ正确改写首段①句∶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概括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
营商可以决定网上的赢家和输家。Ｃ是对权益倡导者担忧的正确概括。
做法∶偏袒自己的关联网站而歧视竞争对手的网站，即区别对待客户。②句进一步说明其影响∶宽带运

【精准定位】第一段①句指出，自打宽带问世初期，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就担心宽带运营商会有如下
［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

【Ｄ】 强化与对手之间的竞争

［Ｃ］ ｓｈｏｗ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ｔｒｆｆｉｃ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 区别对待客户
【Ｂ】 降低网络流量的传输速度
【Ａ】 控制互联网公司

［Ａ］ ｂｒｉｎｇ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ｕｌｄ
会
│３６．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３６．长
ｏｖｉｄｅｒｓ │３６．长 久 以来 都有人担心，宽带运营商
真题精解ｓ
作用提升至维护互联网命脉的高度，展现出了此类规则的必要性。
性＂为核心，从网络中立倡导者的担忧切入，首先表明了缺乏网络中立性的后果，随后将网络中立规则的
因果论证，聚焦对＂网络中立法则＂的要求，凸显这一需求有理有据。３．从语义上看，本段以＂网络中立
表明＂担忧网络运营商不公，要求网络中立性＂伴随整个宽带发展历程；２．从衔接上看，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体现
时态标记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ｗｏｒｒｉｅｄ．．．ｈａｄ、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深层解读】首段在精炼阐述网络中立性问题的同时，明确传递了作者的观点态度∶１．从语法上看，

３７
党，完全废除网络中立＂；２．ｍｕｃｈ ｏｆ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凸显去监管化的程度之深；３．结合美国文化常识理解⑤句

成对比，展现 ＦＣＣ的立场反复＂＂２０１５ 年遵循民主党路线，严格推行网络中立；到了２０１７年则倒向共和
词，意为＂起草＂）明确③句ａ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 ｖｏｔｅｉｎ ２０１７具体所指，并与本句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形

求；３．宣布地方政府也不得监管运营商。对该内容的理解需要注意∶１．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ｐｅｎ用作动

的多项内容，凸显其总体方向＂去监管化＂∶１．废除网络中立规则；２．规定 ＦＣＣ无权向运营商提出行为要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ｕｔ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并列结果，介绍 ＦＣＣ于 ２０１７年投票通过的法规

④⑤句具体介绍 ＦＣＣ于 ２０１７年投票通过的政策。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意为＂（符合）政党路线的投票＂，表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无关事件本身是非，而是关乎政党利益。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ａ 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 ｖｏｔｅ ｉｎ２０１７明确 ＦＣＣ最新政策的通过时间及其与政治挂钩。编者注∶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 ｖｏｔｅ
为＂最新的，最近的＂）为全句语义重点，聚焦＂ＦＣＣ最新站位＂，暗示其立场带有一定主观性、存在多次反复。

件的焦点（编者注；即 Ｍｏｚｉｌｌａ公司诉ＦＣＣ案）；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ＣＣ（ｔａｋｅ意为＂看法，意见＂；ｌａｔｅｓｔ意

Ａｐｐｅａｌｓ．．．明确上句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所指；Ａｔ ｉｓｓｕｅ（意为＂讨论的焦点＂）引出法庭面前的问题／案

词（ｗａｓ）＋主语（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ａｋｅ ｏｆ．．）＂加强句间衔接并凸显语义重点（主语）。ｔｈｅ Ｕ．Ｓ．Ｃｏｕｒｔ ｏｆ
③句指出案件焦点∶ＦＣＣ显新政策（２０１７ 年通过的规定）。本句以倒装结构＂表语（Ａｔ ｉｓｓｕｅ）＋系动

解决的网络不公问题＂；ｆｉｇｈｔ 意为＂争论＂，指网络中立支持方和反对方的长久交锋。
题，而只是延长了争议＂，体现出作者的失望之情。句中ａ ｂａｄ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回应前文，指向＂急１
ｂｕｔ 引发转折，取舍结构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ｉ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明确法院此次介入的结果＂没有解决问
ａｇａｉｎ（ｗｅｉｇｈ ｉｎ 意为＂加入【争论或争吵】＂）回应①句 ｐｕｓｈｂａｃｋ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指出法庭再次介人。

②句引出最新事件＂上诉法院介入＂并简单评价＂并未解决问题＂。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ｗｅｉｇｈｅｄ ｉｎ
ａｎｄ Ｃ指出三大阻挠力量∶除了被运营商抵制，还遭遇政治（反监管的保守派）和法律（法院）方面的阻挠。
际情形；ａｌ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ｓｂｌｅ ｔｏ ｉｌｌ明确网络中立＂几乎无法实行＂；ｉｎ ｐａｒ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ｓｈｂ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Ａ，Ｂ
①句转承上文，指出网络中立规则井未得以实施，并指出三大阻挠力量。Ｙｅｔ 实现段际衔接，引出实
ｗｅｉｇｈｅｄ ｉｎ ａｇａｉｎ。
第二段引出当前相关事件；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最新判决。关键词；ＡＴｅｄｅｒａｌ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语偶分析这
置定语，介绍 ＦＣＣ 原有权限。

ｒｕｌｅｓ 后接一个省略了 ｔｈａｔ 的定语从句，介绍 ＦＣＣ原定规则的情况；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为修饰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的后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ｕｔ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时间状语从句

谓语 主语

ｔｈｅ ＦＣＣ ｈａ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ｈａｄ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ｎｔｉｃ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
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宾语２

省略了ｔｈａｔ的定语从句修饰ｒｕｌｅｓ
谓语２ 实语１ 谓语１

主语

ｌｙ ｅ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ｕｌｅｓ ｂｕｔｒｅｊｅｃｔ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ｓｓｏｎ＇ｓａ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ｑｕｒ ｂｏａｄｂａｎｄｐ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ｈｅ Ｒｑ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
结构切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ｄｏ ｍｕｃｈ ｏｆ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ｉｔ ｈａｄ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ｂｕｔ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ＦＣＣ ｈａ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⑥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 【；ｐａｔｉ＇ｌａｉｎ】 ａ．政党路线的

②ａｔ ｉｓｓｕｅ 是讨论的焦点

⑤ｔａｋｅ 【ｔｅｒｋ】ｎ看法；意见

①ｗｅｉｇｈ ｉｎ 加入（争论或争吵）
● 经典搭配

④ｐｒｏｌｏｎｇ 【ｐｒ？ｌｏ】 ｖ．延长

③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ｕ∶ｊｎ】ｎ．决议；正式决定
②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ｋａｎ＇ｓｖａｖ】ｎ．保守派
①ｐｕｓｈｂａｃｋ 【＇ｐｕｊｂｅｋ】ｎ．反对；抵制

⑧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ｒ＇ｈｍｉｎｅｔ】ｖ排除；清除

⑦ｐｅｎ 【ｐｅｎ】ｖ．起草；草拟

－词汇往箱与难句分析，录

３８
却没对自己的服务这么做。
ｒｉｖａｌｓ＇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商给对手的流媒体服务设置了数据限额，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ｏｓｅｄ°ｄａｔａ ｃａｐ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对某些宽带运营商的多项调查，这些运营 Ａｐｐｌｅ ＴＶ．②Ｙｅｔ ｔｈｅ ＦＣＣ ａｌｓｏ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ＴＶ的利益。然而，ＦＣＣ也叫停了 ｏｗｎ ｖｉｄｅｏ－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Ｎｅｆｌｉｘ ａｎｄ
团偏袒自家流媒体服务而损害 Ｎｅｔｆｌｉｘ和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ｌｉｋｅ ＡＴ＆．Ｔ ｆａｖｏｒｉｎｇ ｉｔｓ
行为，比如，像 ＡＴ＆Ｔ 这样的宽带服务集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ＦＣＣ提出，自有其他部门对抗反竞争
Ⅲ ①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２

文章中寻找，从而确认 Ｂ 为正确项，排除原文并未论及的 Ａ。
体走向判断 ＦＣＣ应采取了消极行动，排除 Ｃ和 Ｄ；最后按选项关键词 ｏｕｔ－ｏｆ－ｄａｔｅ和ａｎｔｉｒｃｇｕｌａｔｏｒｙ返回
此外还可适当从选项出发，首先将其分成积极行动（Ｃ、Ｄ）及消极行动（Ａ、Ｂ）两类；随后根据段落整
求的权力，禁止当地政府监管运营商＂明确 ＦＣ的政策整体具有去监管化的倾向，从而锁定答案为Ｂ。
答案出现在最后一部分∶关键信息＂废除严苛的网络中立性规则，否决委员会对宽带运营商提出行为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指出法庭面对的核心问题＂ＦＣＣ最新政策／２０１７规定＂→介绍 ＦＣＣ的最新规定。由此可知

出网络中立未能实行（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ｌＩ）→明确法庭判决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
【技巧总结】本题要求考生把握论述主题的变换、辨别相关信息。具体来看，首先梳理本段脉络∶指
管宽带运营商＂相悖。
立给出解决办法＂，并非＂ＦＣＣ提出了特别解决方案来保证网络中立＂。Ｄ与⑤句＂ＦＣＣ不允许州政府监
作者对 ＦＣＣ现行规则的描述。Ｃ源于②句ａｂａｄ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但这里指＂上诉法院未能就网络中

Ａ源于第四段②句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与现实脱节＂，但这是法官对判决结果的解读，而非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等信息的高度概括。
【命题解密】正确项Ｂ是对原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此可知，ＦＣＣ 如今对网络中立性采取了反监管立场，Ｂ正确。
出，这份决议废除了原先严苛的网络中立性原则，且规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不得监管宽带运营商。由
【精准定位】第二段③句指出，ＦＣＣ于 ２０１７年通过了网络中立性方面的最新决议；④⑤句进一步指

【Ｄ】 允许各州介人其中

【Ｃ】 颁布了特别解决方案
【Ｂ】 采取反监管立场
【Ａ】坚守过时的规则

ｔｈｅ ３７．在对网络中立性规则的要求

［Ｄ］ ｈ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Ｃ］ ｈ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 ｔ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ｎｔ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ｓｔｉｃｋｓ ｔｏ ａｎ ｏｕｔ－ｏｆ－ｄａｔｅ ｏｒｄｅｒ

ＦＣＣ

３７．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之下，ＦＣＣ
真题精解必

的抛弃，判决又是基于何种理由？预测下文将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展开。
圭臬的网络中立，那么相关方面的市场监管如何进行？法院到底是支持了还是驳回了ＦＣＣ对网络中立

２．读完本段会产生两个疑问；既然 ＦＣＣ的新规定抛弃了被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包括作者在内）奉为
有失客观），且借助 ｎｏｔ ｏｎ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ｌｓｏ实现语义上的不断递进，揭露去监管化之彻底。
心＂ＦＣＣ的最新规定＂，并以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ａ ｐａｒｔｙ－ｌｉｎｅ ｖｏｔ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ｎｎｅｄ ｏｒｄｅｒ 凸显规定的＂政治性＂（暗示
ｎｅｅｄｅｄ、ｏｎ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反映了作者对法庭最新判决的不满，奠定批判基调；③④⑤句以 Ａｔ ｉｓｓｕｅ引出案件核

【深层解读】１．本段整体行文脉络为＂总结上文、引出新事件→聚焦新事件焦点＂。①②句 ｂａｄｌｙ

可知，这是身为联邦政府部门的 ＦＣＣ 试图影响地方政府，足见其推行去监管化的不遗余力。

３９
用Ｂ、Ｃ选项内容返回文中寻找，排除与原文相悖的 Ｃ（②句明确提到＂ＦＣＣ终止调查＂），最终锁定 Ｂ。

选项（Ｂ、Ｃ）；随后利用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确认 ＡＴ＆Ｔ为宽带运营商，由此排除囊义选项 Ａ、Ｄ；最后利

此外，也可从文章主题（宽带运营商危及互联网自由）出发，首先将选项分为囊义选项（Ａ、Ｄ）和贬义
ＡＴ＆Ｔ）如何区别对待网络流量、进行反竞争活动，锁定答案为 Ｂ，同时排除不合逻辑的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将事例具体内容和主句结合进行推理可知∶事例在说明宽带运营商（包括

１．事例是在说明其他机构对抗不公平竞争（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２．事例是在说明反竞争行为（ａｎｔｉ－
来看，定位句主干指出 ＦＣＣ以外的部门负责监管反竞争行为，ｓｕｃｈ ａｓ进而引出事例，这时有两种可能，
【技巧总结】本题就长难句设题，解题关键在于利用语法知识及逻辑推理正确理解句内关系。具体
为代价偏袒自家流媒体服务＂这一负面行为歪曲为＂追求高质量服务＂的正面行为。

正在接受调查，调查者也并非ＦＣＣ，而是①句所提及的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Ｄ将ＡＴ＆Ｔ＂以竞争对手的利益
受监管对象而非监管方。Ｃ错误有二∶文中并未直接提及 ＡＴ＆Ｔ受到反竞争行为调查；且即便其可能
Ｎｅｔｆｌｉｘ．．的正确解读，选项中的＂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体现其性质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将①句所述对抗反竞争行为的负责方由＂（除 ＦＣＣ之外的）其他部门＂歪曲为 ＡＴ＆Ｔ，而后者实为
【命题解密】正确项Ｂ是对 ＡＴ＆Ｔ行为ｆａｖｏ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ｖｉｄｅｏ－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ＴＶ的利益为代价，偏袒自家流媒体服务。由此可知，ＡＴ＆Ｔ进行了反竞争行为，Ｂ正确。
【精准定位】第三段①句指出，某些宽带运营商会进行反竞争行为，比如 ＡＴ＆Ｔ以牺牲 Ｎｅｔｆｌｉｘ和
【Ｄ】 它追求高质量服务。
【Ｃ】 它正接受 ＦＣＣ调查。
【Ｂ】 它进行了反竞争行为。
【Ａ】 它对抗不公平竞争。
３８．从第三段可得知 ＡＴ＆Ｔ的什么信息？ ３８．Ｗｈａｔ

［Ｄ］ Ｉｔ ｉｓ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 Ｉ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ＣＣ＇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 Ｉｔ ｅｎｇ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 Ｉ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ｕｎ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ＡＴ＆Ｔ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３？

·真题精解·；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如出一辙，表明倡导者一直担忧的宽带运营商滥用权力现象已然成真。

ｉｔｓ ｏｗｎ．ｓｅｒｖ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与首段所述行为 ｆａｖｏｒ

现 ＦＣＣ的言行不一，揭示其２０１７年规定的＂去监管化＂本质。２．本段所述宽带运营商的不良行为ｆａｖｏｒｉｎｇ

【深层解读】１．本段实际借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ｇｕｅｄ．．．Ｙｅｔ ｔｈｅ ＦＣＣ．．．ｅｎｄｅｄ形成＂树靶→批驳＂逻辑，体

媒体服务设置了数据限额，却没对自己的服务这么做＂的多项调查（明显是在＂去监管＂、，放任其行为）。
竞争行为的监管交给其他部门（并不是要放松对宽带提供商的监管），实际却停止了对运营商＂给对手的流
管商＂去监管＂）。Ｙｅｔ提示转折，ａｌｓｏ表示一致，两者的矛盾结合引出了ＦＣＣ的言行不一；自称是在将对反

②句转而指出，ＦＣＣ 实际上还停止了对运营商反竞争行为的多项调查（ＦＣＣ 实际上就是要对宽带运

商＂偏粗自家服务而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恰恰呼应第一段 ｆａｖｏｒ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ｓ＇。

其他部门＂；ｓｕｃｈ ａｓ引出反竞争行为实例，ｆａｖｏ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体现宽带运营

人监管）。ａｒｇｕｅｄ引出 ＦＣＣ的说辞；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明确 ＦＣＣ 口中的反竞争行为监管者是＂ＦＣＣ以外的
①句介绍 ＦＣＣ对自身政策的解释；其他部门负责监管宽带运营商的反竟争行为（反竞争行为井非无
①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②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第三段介绍 ＦＣＣ 对自己去监管化政策的辩解，揭露其实质；维护网络运营商的利益。关键词∶
语篇分析

②ａｇｅｎｃｙ 【＇ｅｎｄ３ｏｎｓｉ】 ｎ．（政府的）专门机构
①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ｋｏ＇ｍｌ／ｎ】 ｎ．委员会

⑤ｃａｐ 【ｋｅｐ】ｎ．最高限额

④ｉｍｐｏｓｅ 【ｉｍ＇ｐｕｚ】 ｖ．追使；把……强加于
③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ｋ３ｎ＇ｇｌｏｍａｒｘ】 ｎ，联合大企业；企业集团

①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在牺牲（或损害……的情况下

●经典搭配

词汇法屏与难句分析ｇ

４０
辑。ｒｉｇｈｔｌｙ传递出作者对法官说法的赞同意见；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说明法官意见出处；协同意见书（编
句际衔接，并使语义重心落于本句。句内以 ａｎｄ一分为二，形成＂说明裁决局限→给出相关建议＂的逻

②句转而指出法官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ｉｌｌｔｔ的补充意见∶判决结果脱离现代宽带服务的实际。句首 Ｂｕｔ实现
的一致赞同，且有合理的判决依据，在法律程序上无懈可击。
引出判决依据∶２００５年最高法院＂认可类似去监管化举措＂的判决。整句暗含之意∶判决得到了所有法官
明确裁决结果∶法官一致支持 ＦＣＣ ２０１７年规定，同意解除对宽带运营商的监管。ｃｉｔｉｎｇ ｒｕ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第二段 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ｗｅｉｇｈｅｄ ｉｎ ａｇａｉｎ Ｔｕｅｓｄａｙ，开启对此次裁决的细述。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ｕｐｈｅｌｄ

①句交代主要投票结果；一致维持２０１７年的去监管化规定。Ｏｎ Ｔｕｅｓｄａｙ，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呼应
第四段综述裁决结果以及法官观点。关键词∶①ｕｐｈｅｌｄ ｔｈｅ２０１７ｏｒｄｅｒ；②ｕｎｈｉｎｇ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第四、五段围绕＂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展开论述。

语篇分析点Ｚ
入，以避免网络监管滞后于科技发展＂。
离现实＂；第二个省略 ｔｈａｔ 的从句作谓语动词 ｓａｉｄ的宾语，说明基于其看法的建议＂国会或最高法院应介
并列以及递进的作用。第一个ｔｈａｔ 从句作谓语动词 ａｒｇｕｅｄ的宾语，表明该法官对此次判决的看法＂脱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Ｊｕｄｇ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ｉｌｌｔｔ．．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ａｎｄ ｓａｉｄ．．，连接词 ａｎｄ在句中起

谓语

不定式短语作目的状语

主语

Ｃｏｎｇｙｓｓｏｒ 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ｖｅｎｅ ｔ＂ａｖｏｉｄ ｔ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省略ｈａｔ的宾语从句２

引导词 主语 系动词表语
状语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ｎｉ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ａｔ引导的宾语从句１
谓语１
状语

连接词 谓语２

＿主语连词

ａｎｄ Ｂｕｔ Ｊｄｇｅ Ｐａｔｉｃｉａ Ｍｉｌｌｅｔ ｒｉｇｈｔ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主句
结构切分∶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ｓａｉ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ｔｏ＂ａｖｏｉｄ

Ｂｕｔ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ｌｌｔｒｉｇｈｔ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ｃ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思想）；不合时宜

⑥ｍｏｖｅ 【ｍｕｚｖ】ｎ．行为；举措

⑤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最高法院
④ｃｉｔｅ 【ｓａｎｔ】 ｖ．引用，援引

①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３＇ｎｅｋｒｏｎｚｏｍ】ｎ．过时的人（或风俗、
⑩ｔｒａｐ 【ｔｒｅｐ】 ｖ．使……陷入险境／困境

⑨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ｎｔ３＇ｖｉｎ】 ｖ．干涉；介入
⑧ｕｎｈｉｎｇｅ 【Ａｎ＇ｈｉｎｄ３】ｖ从铰链上取下；与……脱节

多 ⑦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ｋａｎ＇ｋｓｒｇ】 ａ．意见一致的

③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ｄｒｅｇｊｕｌｅｔ】ｖ解除对……的管制／限制
②ｕｐｈｏｌｄ【Ａｐ＇ｈｏａｕｌｄ】ｖ．维持；确认（原判、裁决等）
①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ｊｕ＇ｎｅｎｉｍａｓｌｉ】 ａｄ．全体一致地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管在技术发展面前沦为过时＂。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ｔｏ＂ａｖｏｉｄ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国会或最高法院可进行干预，以＂避免网络监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ｓａｉ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ｒ ｔｈｅ
一结果与现代宽带服务的现实脱节＂，并表示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来利特法官在协同意见书中公正地指出＂这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ｉｌｌｅｔ ｒｉｇｈｔ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除对宽带运营商监管的规定。但帕特里夏· ｔｈａｔ ｕｐｈｅｌｄ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ｖｅ＊．② Ｂｕｔ

似的去监管化举措），一致维持了 ２０１７ 年解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ｃｉｔｉｎｇａ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ｒｕ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最高法院 ２００５ 年一项藏决（该载决认可了类 ｕｐｈｅｌｄ３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ｏｒｄｅｒ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２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周二，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援引
Ⅳ ④Ｏｎ Ｔｕｅｓｄａｙ，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４１
中立法。 ｅｎａｃｔｅｄ＊ａ

ＦＣＣ＇ｓ 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ｕｇｈ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在 ＦＣＣ放弃监管后颁布了一项严厉的网络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ｗｈｉｃｈ
类似当前＂司法部和加州之争＂的较量，后者ｂｅｔｗｅｅｎ
②Ｔ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ｎｏｗ ｇｏｉｎｇ ｏｎ

其现有规则的个别州法。这意味着会有更多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ｉｔｓ ｏｒｄｅｒ．
如下权力；凭借＂联邦法优先＂原则，否决动摇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 ｔｏ
有州的网络中立法规的请求，但维护了 ＦＣＣ

与此同时，法院驳回了 ＦＣＣ试图终止所

ＦＣＣ＇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ｂｌｏｃｋ２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ｎｅｔ
Ｖ ④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ｒｅｗ ｏｕｔ ｔｈｅ

千扰项，Ａ、Ｂ在文中找不到信息支撑，Ｃ则违背文中事实，均可排除，最终确定正确项为Ｄ，
的前缀 ｕｎ－具有否定含义）可知法官认为裁决脱离现实／落后于技术发展，初步判定Ｄ为正确项；三、识别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注∶构词法可用于辅助推测，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依据，故②句法官之言应转而传达该结果的不足或缺陷；二、结合定位处关键信息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确项来源，但该句较为抽象难懂，因此需结合上下文理解，而借 Ｂｕｔ可知，首句让步肯定此次裁决的法理
结合上下文（借助逻辑词、情感词、段落主旨等）对其做出合理推断。解题步骤∶一、锁定第四段②句为正
【技巧总结】本题表面考查人物观点，实际考查考生对长难句核心信息的总结推理能力，解题时应
＂上诉法院援引了最高法院 ２００５ 年的一项裁决＂相悖，且与帕特丽夏·米利特法官的个人看法无关。
夏·米利特法官认为裁决＂仅聚焦于琐事／并未处理重大问题＂或＂模棱两可，未切中现实情形＂。Ｃ与①句
Ａ、Ｂ均对②句＂判决结果偏离现实（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断章取义，理解成帕特丽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的同义改写。

【命题解密】题干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结合正确项ｉ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ｉｔｙ是对②句ｔｈｅ

可进行干预，以避免网络监管滞后于技术进步，Ｄ正确。

【精准定位】第四段②句指出，帕特丽夏·米利特法官认为判决结果与现实脱节，国会或最高法院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裁定＿＿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ｒｉｖ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 聚焦于琐事

［Ｃ］ ｉｓ ａｔ ｏｄｄ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ｒｕｌｉｎｇｓ
［Ｂ］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Ｂ】 传达模棱两可的信息

［Ｄ］ ｉ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Ｄ】 与现实脱节
【Ｃ】 与过往的裁决不一致

３９．帕特丽夏 ·米利特法官认为上诉法院的３９．Ｊｕｄｇ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ｉｌｌｅｔ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ｓ

真题精解Ｚ
现实，需依赖国会立法或最高法院的干预。

②句补充法官协同意见，以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明确问题所在∶判决结果不符合当代
后抑∶①句先指出裁决结果，以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ｕｐｈｅｌｄ、ｃｉｔｉｎｇ等客观性表达肯定判决在法律程序上无懈可击；
【深层解读】阅读时需借助逻辑衔接词、情感色彩表达词感知作者的情感态度。本段借Ｂｕｔ实现先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凸显更新法律、使其跟上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意为＂过时＂）呼应句内的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高法院（联邦法律的最终解释者）介人（暗示问题的真正解决超出了上诉法院的权限／能力）；ａｖｏｉｄ
后半部分中，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点明挽救之策；让国会（立法机构）或最

ｍｏｄｅｒｎ 一词表明现代宽带服务较过去已发生变化，判决结果落后于技术发展。

决结果脱离如今宽带服务的现实。ｕｎｈｉｎｇｅｄ本义为＂从铰链上取下的＂，此处引申为＂与……脱节的＂；
前半部分中，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ｕｎｈｉ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表明法官看法∶判

者注∶当法官同意主要意见书的决定，但有不同的理由或观点时，可独立撰写协同意见书加以陈述）。

４２
句以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ｇｉｖｅ．．ａｎ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呼应首句ｃｒｙ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ｔ，详细描述国会应采取的行动。
②句细述建议；国会为 ＦＣＣ赋权以确保网络中立，并制定相关法规确保网络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本

的 ｃｒｙ ｏｕｔ ｆｏｒ（意为＂迫切需要＂）引出作者建议＂国会介人＂，呼应第四段末米利特法官的建议。

ａｔ ｔｈｅ ＦＣＣ分别呼应前文的法律纷争和ＦＣＣ的立场反复，表明网络中立问题现状之繁杂；暗含因果关联
①句概述建议∶ＦＣ内外部均问题不断，亟须国会介入。Ｔｈｅ ｅｎｄｌｓｓ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ｔｔｌｅｓ和 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ｔｈ

第六段最终提出建议∶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网络中立性。关键词∶ｃｒｙ ｏｕｔ Ｔｏｒ Ｃｏｎｇｒｔｓｓ Ｌｏ ａｃｔ。

语篇分析量２
③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ｌｌ 彻底地；一劳永逸地
②ｅｒｙ ｏｕｔ ｆｏｒ 迫切需要

①ｂａｃｋ－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 反复；来回

￥ ●经典搭配

④ｔｒａｆｆｉ 【＇ｔｒｅｆｋ】 ｎ．流量
③ｍｅｄｄｌｅ 【＇ｍｅｄｌ】 ｖ．干涉；管闲事
②ｂａｒ 【ｂａ∶（ｒ）】 ｖ．禁止
①ｅｘｐｌｉｃｔ 【ｉｋｓｐｉｓｔ】 ａ．直截了当的；不含糊的

司汇注幅与潜句分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４２７ｗｏｒｄｓ］

性和创新性。 ｔｒａｆｆｉ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ｌｅａｒ ｒｕｌｅｓ
络流量，并制定明确法规来保护网络的开放

ｔｏ ｂａｒ２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直减了当授权 ＦＣＣ 禁止宽带运营商干预网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ｌｌ
切亟须国会采取行动。国会需要一劳永选， ａｔ ｔｈｅ ＦＣＣ ｅｒｙ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ｔ．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法律之争没完没了，ＦＣＣ 反复无常，这一
Ⅵ④Ｔｈｅ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ｔｈ

全面阐述，关于如何推行网络中立的具体建议呼之欲出。
政府（要求运营商保持网络中立）之间的对抗。至此，作者已经对争议焦点、判决内容以及判决影响做出
的具体阐述，精辟地指出此次判决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ＦＣＣ（对宽带运营商放任自流）和地方
语义逻辑是对第二段②句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ｂａｄ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内涵

诉法院＂和稀泥＂式判决的无情揭露和批判∶ｔｈｒｅｗ ｏｕｔ．．．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的

『深层解读】如果说上段是作者对上诉法院有限司法权的整体理解和接受，那么本段就是作者对上
际进一步加剧了法律之争（地方政府自行立法→ＦＣＣ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指导原则而发起诉讼）。
律之争的数量之多，暴露了上诉法院＂折中＂办法的缺陷∶看似维护了 ＦＣＣ 作为联邦部门的主导地位，实
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体现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监管方面＂此消彼长＂的角力。ｍｏｒｅ（ｂａｔｔｌｅｓ）强调未来类似法
导方向＂这一问题发生的诉讼，ｗｈｉｃｈ从句借行为对比（ｅｎａｃｔｅｄ ａ ｔｏｕｇｈ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ｌａｗ ｖｓ ｔｈｅ ＦＣＣ＇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ａｎｄ Ｂ指司法部与加州政府目前就＂后者发布的法律是否有悖于 ＦＣＣ的去监管化指

②句掘示该裁决的消极影响∶法律之争无休无止。Ｔ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引出上述规定的影响。ｔｈｅ ｏｎｅ ｎｏｗ
有＂，此处为法律术语，指＂联邦法在全国性问题上优于州法＂。

使用（可否决个别州的部分网络中立法），肯定 ＦＣＣ的主导地位。编者注∶ｐｒｅｅｍｐｔ一般义为＂抢先占
ＦＣＣ禁止各州设立网络中立法规的诉求（回应第二段⑤句），另一方面维护ＦＣＣ对＂联邦法优先原则＂的
句内以对比逻辑词 ｗｈｉｌｅ和对比组 ｔｈｒｅｗ ｏｕｔ ｖ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明确法院所采取的＂折中＂办法∶一方面驳回

①句介绍裁决内容。句首以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体现段际约顺承关联，提示将进一步介绍裁定内容。
第五段进一步介绍栽决内容及其潜在影响。关键词∶①ｈｒｅｗ ｏｕｔ；②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②ｍｏｒｅ ｂａｔｌｅｓ。

谐赢分析点必
｛②ｉｎ ｔｅ ｗａｋｅ ｏｆ 随着……而来；作为……的结果
①ｔｈｒｃｗ ｏｕｔ 否决

⑤ｂａｔｔｌｅ【＇ｂｅｔｌ】 ｎ．较量；争论
④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Ａｎｄｓ＇ｍａｉｎ】ｖ．逐渐削弱（信心、权威等）
③ｐｒｅｅｍｐｔ 【ｐｒ＇ｅｍｐｔ】 ｖ，先占，先取

● 经典搭配

②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ｚａｘｖ】ｖ．保留；维护

⑦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ｂｄ＇ｋｅＩｎ】ｎ．退位；放弃

①ｂｌｏｃｋ【ｂｌｏｋ】ｖ．妨碍；阻碍

⑥ｅｎａｎｔ 【＇ｎｅｋｔ】 ｖ．颁布；通过（法律）

·司汇注管与连句分析，

４３
引出话题＂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第一、二段）——分述人工智能对企业的种种助益（第三至七段）。

印象＂人工智能必将导致人类失业＂，介绍了人工智能如何在不取代人类的情况下为企业提供帮助。脉络∶
（人工智能实际上如何让你的工作更加轻松省力）。主题∶文章试图颠覆人们对商业领域人工智能的刻板
来源∶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ｉｃ《大西洋月刊》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文章 Ｈｏｗ Ａ．１． Ｍｉｇｈ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Ｅａｓｉｅ
一、总体分析
百 合．从新请

Ｐａｒｔ Ｂ 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
此初步判断 Ａ正确；最后排除张冠李戴的Ｂ、Ｄ及原文并未明确提到的Ｃ便可最终锁定答案 Ａ。

对，即可发现选项内容与＂国会应当赋权 ＦＣＣ，禁止宽带运营商干预网络流量／保证网络中立性＂相符，由

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网络中立性／网络公平与开放，而选项中体现这一点的只有 Ａ；再将其与原文信息比
四、五段分析上诉法院有关网络中立的最新判决的不足，第六段进而对国会提出建议。由此可知，作者

络中立性的需求由来已久，第二、三段指出网络中立性无法实施并聚焦监管部门 ＦＣＣ的不合理政策，第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末段主旨／作者核心建议，因此完全可以从全文高度出发解题∶首段介绍对网
样化是保障网络开放与创新的结果之一，其本身不足以体现制定法规的目的。

ｏｎｌｉｎｅ）＂曲解为＂需制定法规以确保线上服务的多样化（…．．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而线上服务多
商＂。Ｃ将②句＂需制定明确法规来保护网络的开放性和创新性（．．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格监管的对象从＂宽带运营商＂偷换为＂ＦＣＣ＂，Ｄ则将权利受到保护的对象从＂ＦＣＣ＂偷换为＂宽带运营
Ｂ、Ｄ均与末段②句＂国会需直截了当授权 ＦＣＣ禁止宽带运营商干预网络流量＂不符，Ｂ将应受到严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所述建议的合理概括。

【命题解密】正确项 Ａ是对末段．．．ｅｒｙ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ｔ、ｔｏ ｇｉｖｅ．．．ｔｏ ｂａｒ，．．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ｌｅａｒ

管／中立得以实施，并制定相关法规以确保网络的开放性和创新性。Ａ符合上述建议，故正确。

概述建议＂ＦＣＣ内外部问题不断，亟需国会介入＂。②句细述两条建议∶国会需赋权 ＦＣＣ以确保网络监
【准定位】 本题旨在考查末段的段落主旨，首句总结事件＂法律之争没完没了，ＦＣＣ反复无常＂并

４０．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ｒ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４０． 作者在最后一段论述了什么？

［Ｄ］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Ｄ】 宽带运营商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Ｃ】 需制定法规，使线上服务多样化。 │［Ｃ］ Ｒｕｌ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ｅ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 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 ［Ｂ］ Ｔｈｅ ＦＣ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ｉｃ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 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网络中立性。 ［Ａ］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真翻精解ｓ
会需采取行动确保网络中立性＂。

投票通过的规定＂；第四、五段围绕＂裁决＂展开，细述裁决结果、内容及影响；末段总结事件，重申主旨＂国
自由与创新＂；第二、三段则引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最新裁决，并介绍争议焦点＂ＦＣＣ于 ２０１７年
【深层解读】梳理文章脉络，明确作者＂核心观点＂；首段引人话题＂亟须出台相关法规以确保网络的
ｉ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实现首尾呼应，重申全文结论＂国会亟须出台相关法规以确保网络中立性＂。

ｏｐ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呼应首段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清晰，侧面批判当前相关界定模糊不清、无法保障网络自由与创新。同时，ｃｒｅａｔｅ ｃｌｅａｒ ｒｕｌ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 ｃｒｅａｔｅ．．引出建议二∶制定明确规则保护网络的开放性和创新性。ｃｒｅａｔｅ ｃｌｅａｒ ｒｕｌｅｓ强调规则要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ｔｈ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ｙｏｕ＊干涉，管闲事＂，强调宽带运营商行为不合理、不合法）。
ｍｅｄｄｌｉｇ．．明确 ＦＣＣ 的职权范围＂禁止宽带运营商干预网络流量＂（其中 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意为 １ｏ ｂｅｃｏｍｅ
地，一劳永逸地＂表明国会赋权需一步到位，不能再让 ＦＣＣ立场反复；ｔｏ ｂａｒ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旧ｇｉｖｅ引出建议—赋权ＦＣＣ监管宽带运营商。ｅｘｐｌｉｃｉｔ＂直截了当的＂与 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ａｌｌ＂彻底

４４
ｗａｙ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ｏ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设间引题。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ａｓ引出人们对商业领域人工智能的刻板印象∶带来自动化和日益逼近的失业；ｉｎ ｗｈａｔ
全文关注点由上句＂人工智能＂缩窄至＂商业领域的人工智能＂；ｏｆｔｅｎ ｈｅａｒ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承上
②句过渡到人们对商业领域人工智能的刻板印象，并由此抛出问题。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ＡＩ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将
刻板印象的来源∶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ｓｉｎｉｓｔｅｒ、ｕｐｅｎｄ强调人们眼中的人工智能邪恶不祥、破坏力强。
①句辅陈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刻板印象。Ｉｎ．． ｍｏｖｉｅ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ａｓ点明人们

第一段设问；商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可否既助益企业，又不取代员工？

第一、二段引出 话题；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

语篇分析－；
出质疑，其中嵌套定语从句修饰 ｗａｙｓ。
领域的人工智能＂，主句介绍人们对此的刻板印象。分句２中主句为特殊疑问句，转而就该刻板印象提
功能注释∶本句可分为两个并列分句。分句１中时间状语从句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引出话题＂商业

宾语

引导词作主语＿谓语

ａｔ ｄｏ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ｄｏｏｍ－ａｎｄ－ｇｌｏｏｍ ｍｓ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ｉｏｎ

定语从句修饰ｗａｙｓ

宾语

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ｇ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动词 主语 现在分词（与ｂｅ动词构成谓语）

ｈａｎｇｉｎ

状语连接词

ｂｕｔ ｉ 分句２∶
ＡＩ ｉｓ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ｓ

谓语
引导词主语
宾语
定语
谓语 宾词 主语语从句
分句１∶
ｗｅ ｏｆｔｅｎ ｈｅａｒ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 ｌｏｓｓｏｆｊｏｂｓ ｓｓ，时间状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ＡＩ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
主句

结构切分∶

ｇｌｏｏｍ ｍａｓ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ｏｂｓ，ｂｕｔ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ｓ ｉｓ ＡＩ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ａｔ ｄｏ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ｄｏｏｍ－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ＡＩ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 ｏｆｔｅｎ ｈｅａｒ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 ｌｏｓｓ
③ｕｐｅｎｄ 【Ａｐｌｅｎｄ】 ｖ．颠覆
②ｓ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ｉｎｓｔｏ（ｒ）】 ａ．邪恶的
①ｔｙｐｉｃｌｌｙ 【ｕｐｋｉ】 ａｄ．通常；一般

⑥ｒｅｐｌａｃｅ 【ｒ＇ｐｌｅｓ】 ｖ．代替；取代
⑤ｄｏｏｍ－ａｎｄ－ｇｌｏｏｍ ａ．前景黯淡的
④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ｅｎｄｉｇ】ａ．（不愉快的事）即将发生的

词汇注筹与难句分析∶
取代员工的情况下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方式∶Ｈｅｒｅ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ｗａｙｓ ＡＩ ｉｓ ａｉ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是人类活动的自动化。以下是人工智能在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工智能应用于计算机对计算机的活动，而不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 Ａｌ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
务业的一项调查发现，当前企业更多她将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ｔ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近期针对制造业和服
Ⅱ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悲惨的大规模失业呢？
ｍａｓ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环境的种种方式中，有哪些方式并不预示着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ａｔ ｄｏ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ｄｏｏｍ－ａｎｄ－ｇｌｏｏｍ３
牵连。然而，在人工智能变革企业和经济大 ｌｏｓｓ ｏｆ ｊｏｂｓ，ｂｕｔ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ｓ ｉｓ ＡＩ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到的是，它与自动化以及日益逼近的失业相 ｈｅａｒ ａｂｏｕｔ
每每谈及商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我们通常听 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ｉ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４
ｌｉｆ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ＡＩ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 ｏｆｔｅｎ

种邪悉不祥之物，会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ｓｉｎｉｓｔｅｒ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ｕｐｅｎｄ
在影视剧中，人工智能通常被描绘为一
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二、语篇分析

４５
工操作高出 １０个百分点，这可能意味着上百万的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ｈｕｍａｎｓ
ｂｙ ｕｐ ｔｏ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Ｐｈｒａｓｅｅ 的公司称其软件在邮件打开率方面比人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Ｐｈｒａｓｅｅ，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ａｎ
销邮件的主题来提高邮件打开率。英国一家叫做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ｐｅ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ｎｅ
有些人工智能软件可以通过分析和优化营
Ⅳ Ｓｏｍｅ 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增强营销效果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ｓ 构成回指，整体语义指向小标题＂招聘优势＂。

明人工智能招聘在公正性上的优势表现，也可能提及某种用人工智能去除偏见的具体方法，与下文

【空格推测】根据空格外围的双引号可知，空格句与②句同为专家多明戈斯之言，很可能进一步说
段，即＂要想去除偏见，就必须在人类招聘时的种种无意识表现中将其辨别出来＂。
文提及的某种做法构成回指；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ｂｉａｓ实为①句 ｒｅｍｏｖ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ｂｉａｓ 的前提条件／必备手
随后为空格 ４１。空格后两句举例说明某些企业正利用人工智能招聘法去除偏见。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ｓ与上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顺理成章地，自然地，当然地＂则凸显这一优势的显而易见性。
ｍｏｒｅ ｂｉａｓｅｄ以＂人工招聘比人工智能招聘偏颇得多＂反向说明人工智能在招聘公正性上的巨大优势；

身无法克服的无意识偏见。②句引用专家多明戈斯之言明确人工智能招聘的优势＂更加公正＂。ｍｕｃｈ
明确人工招聘决策中存在无意识偏见，ｒｅｍｏｖｅ 明确人工智能之于这一人类缺陷的助益∶帮助克服人类自
①句指出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去除人工招聘中的无意识偏见。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ｂｉａ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ｒ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第三段介绍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之一；促进招聘公平。

第三 至末段详细列举商业领域人工智能的益处。

语之分析＂
⑥ｉｄｅｎｔｉｒｙ 【ａｌ＇ｄｅｎｔｉｆａ】 ｖ．认出；识别
⑤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ｅｎｏｌｔｕｋｓ】ｎ．（计算机的）数据分析
④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ｇｏｒｉｏｏｍ】 ｎ，（计算机）算法

③ｂｉａｓ 【＇ｂａｔｏａｓ】 ｎ， 偏见；偏心
②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ｎ＇ｋｏｎ【＊ｓ３】 ａ．无意识的
①ｒｅｍｏｖｅ 【ｒ＇ｍｕｖ】 ｖ，去除；排除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必

ｍａｙ ｂ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过程中可能存在偏见的地方。 Ｂｌｅｎｄｏｏｒ．Ｉｔ ｕｓｅ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ｗｈｅｒｅ
这样做，它利用数据分析来帮助识别招聘 ＿＂Ｏ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ａｔ＇ｓ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有家名为 Ｂｌｅｎｄｏｏｒ 的公司正在

明戈斯如是说。＂（４１）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４１）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的作者佩德罗·多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ｏｗ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Ｊｏｒ ｔｈｅ Ｕｔｉｍａｔ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算机科学教授、《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 ｗｈａｔ ＡＩ ｄｏｅｓ，＂ｓａｙｓ Ｐｅｄｒｏ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结果偏颇得多，这不用说，＂华盛顿大学计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ｂｉａｓｅｄ ｔｈａｎ
明，面试官的面试结果比人工智能的面试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决策中的一些无意识偏见。＂有实验表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ｂｉａｓ２ ｆｒｏｍ ｈｉｒｉｎｇ

企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消 除招聘

Ⅲ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优化招聘活动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ｉ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句的疑问口吻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ｓ转换为本句的肯定语气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ｗａｙｓ，实现＂设问一作答＂的圆合。

明确下文语义重心。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近义复现上段末句 ｄｏ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并将该

位的威胁被严重夸大。②句直接作答∶人工智能在不取代员工的情况下为企业提供种种帮助，并借冒号
比较结构 ｕｓｅ．．．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ｔｈａｎ ｉｎ．．．强调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更多限于计算机之间，其对人类岗

①句援引调查发现侧面作答；当前企业大多将人工智能用于计算机间的活动，并不意在取代员工。
第二段作答∶人工智能可以在多个方面既不取代员工，又助益企业。

４６
②句 ａｌｓｏ、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表明人工智能节省电费的用途不仅适用于客户，也适用于能源公司本身，连接词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ｎｅｙ同指＂省钱＂；ｗｈｉｌｅ使语义更进一步，引出间接的、更广泛的影响∶通过省电保护环境。

①②句介绍能源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帮客户省钱（力求环保）。①句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ｂｉｌｌｓ、
第五段介绍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之三∶帮客户省钱。

语扁分析·必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ｏｎ ｓｔｈ 削减……的数量或数目

● 经典搭配
④ａｃｃｅｓｓ【ｅｋｓｅｓ】ｖ，获取（信息）

③ｐｒｅｍｉｕｍ 【＇ｐｒｉｍｉｏｍ】 ｎ，保险费

②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ｍｉｎｗａｎ】ａｄ．同时
①ｒｅｄｕｃｅ 【ｒ＇ｄｊｕｓ】 ｖ．减少

词汇注程与难句分析二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ｓａｙｓ，＂（４３）

戈斯称；＂（４３）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ｏｎ ＡＩ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ｃｅｓ ｒｉｓｋ
获知风险的人工智能来设定保险费用。多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２，ｃａｎ ｂ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削减电费支出。保险公司则可基于能够精准 ｏｗ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ａｎｄ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环境。能源公司也可以优化自身能源使用，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减少电费开支，帮助客户省钱的同时也保护 ｒｅｄｕｃｅ２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ｂｉｌｌｓ，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ｎｅｙ ｗｈｉｌｅ
Ｖ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Ａ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Ｓａｖ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ｍｏｎｅｙ

能源公司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客户
帮助客户省钱

件，整体语义指向小标题＂营销效果改善＂。
存在多种软件工具，故空格处可能继续列举 Ｐｈｒａｓｅｅ公司的其他款软件，也可能继续列举其他公司的软

【空格推测】空格上文仅列举了Ｐｈｒａｓｅｅ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软件，而空格下文 Ｔｈｅｓｅ．．ｔｏｏｌｓ暗示
智能在营销中的辅助作用＂非但没有取代人类的地位，反而充当人类的助手，让人类去掌握主动权＂。

类＂。Ｔｈｅｓｅ 回指上文提及的多种人工智能工具（包括②句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ｈｅｌｐ对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凸显人工
随后为空格４２。空格后句子借用专家之言为上述几类人工智能工具定性＂帮助人类而不是取代人

不断进步，邮件营销收益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
数字，表＂高达，多达＂）说明这一看似不显眼的提升带来不可小觑的营销收人，暗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ｂｙ．．．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构成因果逻辑，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ｒｅｖｅｎｕｅ 呼应 ｕｐ ｔｏ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ｕｐ ｔｏ常用来修饰较大的
工智能工具可显著提升营销邮件打开率及收益。两句借助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ｍｅａｎ（Ｔｈｉｓ回指②句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关键。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强调了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思维的优势。②③句以Ｐｈｒａｓｅ为例说明人

先映入收件人的眼帘，直接影响其对邮件的印象，因此是提升邮件打开率、完整传达邮件内营销信息的
①句介绍人工智能在营销中的用途＂提高营销邮件的打开率＂。注∶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ｉｎｅｓ 指邮件主题，它首

第四段介绍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之二；增强营销效果。

语篇分析
②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ｉａｕｔｐ？＇ｆｏ∶ｍ】 ｖ．超过；胜过
①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ｏｐｔｉｍａｚ】ｖ．优化

③ｒｅｖｅｎｕｅ 【＇ｒｅｖｏｎｊｕ；】 ｎ． 收人；收益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ＭＩＴ．

科学教授帕特里克·Ｈ· 温斯顿表示。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ｙ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 Ｗｉｎｓｔｏｎ，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人类的工具，＂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与计算机 ａｒｅ＂ｔｏｏｌｓ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ｅ ｄａｔａ，，ｎｏｔ ａ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些都是＂用来帮助人们使用数据，而非用来替代 ＿＿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４２）

收入增长。（４２） ｔｏ ｅｍａｉｌ ｏｐｅｎ ｒ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ｍｅａｎ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４７

工智能之于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整体语义指向小标题＂防患未然＂。
【空格推测】根据空格外围的双引号可知，空格句与②句同为专家多明戈斯之言，可能继续介绍人

句 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强调后果∶花费巨大。随后为空格 ４５。

不易察觉的问题，规避不测。②句说明不这样做的后果。Ｉ．．．ａｎｄ ｔｈｅｎ．．．虚拟情景∶事发后再补救；主
基础设施的能源和交通企业；ｉｎｓｐｅｃｔ．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ｈａｐｐｅｎ 明确人工智能的助益∶检测人们

①句指出很多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来维护基础设施。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引出焦点对象；拥有大型设备和
第七段介绍人工智能的助益之五∶提前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

语篇分析Ｚ
④ｌｅａｋ 【ｉ∶ｋ】ｎ．渗漏；泄漏
②ｉｎｓｐｅｃｔ 【ｎ＇ｓｐｅｋｔ】 ｖ．检查；查看
￥ ③ｒａｉｌｕｒｅ 【ｔｅｉｔｊｏ（ｒ）】 ｎ．故障；失灵（动词
ｆａｉｌ）
①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ｆｒａｓｔｒＡｋｊｏ（ｒ）】ｎ．基础设施 ③ｆａ
调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必

戈斯说。＂（４５）
出了问题再去修理，那费用就非常昂贵，＂多明
施，以防出现设备故障和泄漏。＂如果等设备
业，利用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技术来检修基础设
许多企业，尤其是能源和交通领域的企
保护和维护基础设施

＂［５２６ ｗｏｒｄｓ］

＂（４５）

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ｆｉｘ ｔｈｅｍ，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ｓａｙｓ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ｒ ｌｅａｋｓ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ｐｐｅｎ．＂Ｉｆ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ｓｐｅｃｔ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ｅ 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们做出更明智决策的事例，整体语义指向＂数据更精确，更有价值＂。
【空格推测】可能具体解释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可能列举人工智能帮助人

的决策。注∶机器学习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随后为空格 ４４。

ｓｍａｒｔｅｒ通过使役动词ｍａｋｅ搭建因果链∶人工智能可改良统计形式→提高数据价值→帮人做出更明智

①②句引证说明人工智能的功能和效果。②句三个形容词比较级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第六段介绍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助益之四∶提高准确度。
·语篇分析

①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ｔｓｔｎｋｓ】 ｎ．统计数据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４４）

ｓｍａｒｔ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４４）

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温 斯顿指出。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ｓａｙｓ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Ｉｔ ＂ ｈｅｌｐ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ｋｅ
计形式，这种统计形式可以提高数 据的价值，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ｄａｔａ ｍｏｒｅ
＂机器学习通常可以提供一种更可靠的统

Ⅵ＂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ｏｒｅ

提高准确度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话语解释保险公司如何做到利用人工智能为客户省钱，整体语义指向＂保险费用减少＂。

【空格推测】根据空格外围的双引号可知，空格句为专家多明戈斯之言，空格句很可能意在引述其

Ｂ作为 Ａ的依据）点明人工智能的风险估算功能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合理的保费。随后为空格 ４３。

助投保人省钱。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比较两方面情况）引出另一类型的、帮客户省钱的人工智能；ｂａｓｅ Ａ ｏｎ Ｂ（把

表顺承，暗藏因果，即合理规划用电是手段，减少电费开支是结果。③句介绍保险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帮

４８
营销邮件主题行以提高邮件打开率＂语义场相近，都涉及营销。【可选空格】空 ４２。
议以最大化广告收益＂与第四段空格４２前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ｏｐｉｍｉｚ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ｐｅｎ ｒｔｅｓ＂分析并优化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ｙｅｌｄ ｂ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分析广告投放渠道并作出调整或建

【要点解析】①ａｄｖｅｒｉｓｉｎｇ与第四段小标题中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契合。②ａｌｓｏ 提示与上文并列关联，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ｏ 等公司对各个广告投放渠道效果的评估。

￥ ②ｙｉｅｌｄ 【ｊｉｔｌｄ】 ｖ．产生（收益，效益等）

①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ｅｎｌ】 ｎ． 集道；途径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ｆｕｎｄｓ ｗｉｌｌ ｙｉｅｌｄＰ ｂ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最佳成效的渠道作出调整或建议。 ｍａｋ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ｅｒｅ
种渠道的广告投放效果，并就广告资金取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ｌｉｋｅ Ａｄｗｏｒｄｓ，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司，它们分析 Ａｄｗｏｒｄｓ、必应和社交媒体等多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还有一些类 似 Ａｃｑｕｉｓｉｏ 这 样的公

［Ｃ］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ｏ，ｗｈｉｃｈ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ｅ ｄａｔａ＂衔接，ｔｏｏｌｓ可能指代审查合同的人工智能系统。【可选空格】空４２或４。

既传递人工智能的助益，又传递人工智能与人的合作，可能与第四段空格４２ 后一句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ｔｏｏｌｓ

【要点解析】①ｆａｓｔｅｒ、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与第六段小标题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契合。②ｈｅｌｐｓ、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Ｂ】 人工智能辅助人工审计既精准又高效。
②ａｕｄｉｔ 【＇ｓｘｄｉｔ】ｎ．审计

①ｒｅｖｉｅｗ 【ｒｌ＇ｖｊｕ∶】 ｖ．评审；审查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度更快，结果更准确。

ｉ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工智能系统协助员工一起进行合同审查，速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ｓ 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ａｕｄｉｔ． Ｔｈｉｓ
【Ｂ】安水会计事务所在审计期间利用人

［Ｂ］ Ｏｎ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ＥＹ，ｕｓｅｓ ａｎ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人工智能能提供更可靠的统计形式＂具有一定照应性。【可选空格】空 ４２ 或 ４４。
寻找原始资料和信息＂与第六段空格 ４４ 前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有一定呼应性。②第二句中 ｈａｖｅ Ａｌ ｇｏ ｏｕｔ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可以让人工智能去
务＂与第四段空格 ４２ 后 Ｔｈｅｓｅ．．．ｔｏｏｌｓ．．ｎｏｔ ａ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这些工具不会代替人类本身＂具
【要点解析】①第一句中 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ｊｏｂ＂人工智能可代替人类完成枯燥任

【Ａ】人工智能可替人完成枯燥乏味的工作。
§②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ｏｏｗａｒｚ】ａｄ．否则；不然

①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ｌａｖａｎｔ】 ａ．相关的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当
相关的原始资料和信息，不然你也没有时间去做。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ｙｏｕｊｕｓｔ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任务。如果你在做研究，就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寻找 Ｉｆ ｙｏｕ＇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ｙｏｕ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Ｉｇｏ ｏｕｔ
【Ａ】人工智能能够代你完成工作中枯燥乏味的

［Ａ］ ＡＩ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ｊｏｂ．

选项分析／

４９

综上，各空格可能对应的选项为；

ｍａｋｅ ｓｍａｒｔ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人工智能能帮人们作出更明智的决策＂的解释说明。【可选空格】空４１或４。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ｇ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人工智能筛选出来的求职者潜力更大＂可能是对第六段空格 ４４前 Ｉ ｈｅｌｐｓ．．

小标题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ｉ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第三段空格４１前文意＂人工智能的招聘结果更公正＂相吻合。②ｓｃｌｃｔｓ ｔｈｅ
【要点解析】①ｌｏｏｋｓ ａｔ ｒｅｓｕｍé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与第三段

【Ｇ】 人工智能在简历筛选方面的优势。

￥ ②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ｍｓｎ】 ａ．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①ｒéｓｕｍｅé【＇ｒｅｊｕｍｅｉ】ｎ．（求职用的）履历，简历￥ ②ｐ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式必
［５８０ ｗｏｒｄｓ］

更多简历，挑选出更具潜力的求职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Ｇ】相较于人类，人工智能能浏览 ［Ｇ］ ＡＩ ｏｋｓ ａｔ ｒéｓｕｍéｓ°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ｓ
应性。【可选空格】空 ４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给顾客以更好的渠道＂与第五段小标题 Ｓａｖ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ｍｏｎｅｙ具有一定呼

【要点解析】Ｗｅ为第一人称主语，推测有可能是直接引语部分（即空 ４１、４３、４５），而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ｕｒ
【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渠道。

①ｖｅｒｓｕｓ 【＇ｖｓｓａｓ】 ｐｒｅｐ． 与……相对；与……相比
调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
更好的渠道来完成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Ｆ】相较于打电话，我们也为客 户提供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ｕｒａｎ ｓｃａ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 ｔｏ ａｃｃｏｒｍｐｌｉｓｈ
［Ｆ］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ｕ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ｂｅｔｔｅｒ

说明过去保险公司的保费设定办法，语义上可以构成今昔对比。【可选空格】空 ４３。
比，第五段空格４３ 前一句介绍保险公司当前利用人工智能精准获知风险，并以此为依据设定保费，选项

ｔｈｅｙ指代＂保险公司＂，与第五段空格４３前一句的主语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一致。②Ｂｅｆｏｒｅ提示今昔对

【要点解析】①结合 ｉｎｓｕｒｅ ｓｂ＂＂为某人提供保险＂、ｃｈａｒｇｅ ｓｂ ｓｔｈ＂收取某人费用＂及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可知
【Ｅ】 保险公司过去对待高风险客户的做法。

者会向他们收取过低的保险费，但这样就会让公司赔钱。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ｏｎｅｙ．
ｔｏｏ ｍｕｃｈ，ｏｒ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ｃｈａｒｇｅ ｔｈｅｍ ｔｏｏ ｌｉｔｔｌｅ

的人提供保险，或者会向他们收取过高的保险费，也或 ｏｎｅｓ ｗｈｏ ｆｅｌｔ ｌｉｋｅ ａ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ｒ ｃｈａｒｇｅ ｔｈｅｍ
【Ｅ】之前，保险公司可能不会给那些似乎有高风险 ［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 ｉ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ｆｉｘ ｔｈｅｍ＂出了问题再去处理＂存在对比关联。【可选空格】空４３或４５。
五段空格４３前一句的 ｒｉｓｋ。②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ｔ０．．＂预测并作出指引＂与第七段空格４５句前Ⅱ
【要点解析】①ｐｒｅｄｉｃｔ ｉ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ｃｅｄ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ｎｏｗ＂预测某事是否现在就要关注＂很可能指向第
【Ｄ】防患于未然的愿望。

即予以关注，然后指引员工去做有用的事情。 ｎｏｗ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ｉｔ＇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ｇｏ ｔｏ．
【Ｄ】你希望能预测某些问题是否需要立 ［Ｄ］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ｉ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５０
【Ｂ】叙述安永会计事务所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员工审查合同，从而使审计过程更快、结果更准确

但选项侧重人工智能帮人分担枯燥的任务，未提及使数据或信息更准确，与本段主旨不符，故排除。
前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人工智能能提供更可靠的统计形式＂照应，
【Ａ】中 ｈａｖｅ ＡＬ．．ｌｏｋ ｆ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可让人工智能去寻找原始资料和信息＂似与空格

由选项分析可知，【Ａ】【Ｂ】【Ｇ】为本题备选项。
４４． 答案Ｂ 考查知识点∶上下文逻辑衔接＋词义复现
电话更好的渠道＂无法与空格前句的＂保险＂产生关联，而且该项未体现小标题中的＂省钱＂，故排除。

【Ｆ】虽然复现小标题中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而且第一人称也符合空格处外围双引号的特征，但＂提供比打

词 ｔｈｅｙ，放入空格 ４３ 处则 ｔｈｅｙ指代前一句出现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前后语义一致，为正确项。
助保险公司及其客户省钱，逻辑衔接合理，而且契合空格所在段小标题＂帮客户省钱＂，且该项的主语是代
文＂当前保险公司可利用人工智能准确获知风险从而设定保费＂形成今昔对比，侧面说明人工智能可以帮

【Ｅ】描述保险公司过去的保费设定方法∶要么过高，对客户不利；要么过低，对自己不利，可与空格上
用人工智能助益企业自身，与空格所在段标题所示＂助益客户＂无关，故排除。

ｗｈｅｒｅｉｔ＇ｓ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ｇｏ ｔｏ指向的是与员工相关的行为举动，换句话讲，本选项讲述企业利

利用人工智能对风险作出准确的预判，从而预测某些问题是否需要立即予以关注，但选项中 ｐｏｉｎｔ １０
【Ｄ】中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ａｔｅｎｔｉｏｎ ｎｏｗ看似可以与空格前句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ｃｅｓｓ ｒｉｓｋ衔接，即

由选项分析可 知，【Ｄ】Ｅ３【Ｆ】为本题备选项。
４３， 答案 Ｅ 考查知识点∶语义一致性＋代词指代
对应空格上文及【Ｃ】中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ｍａｉ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因此【Ｃ】正确。
构成回指（Ｔｈｅｓｅ．ｔｏｌｓ 回指空格上文中的Ａｌ ｓｏｆｗａｒｅ及【Ｃ】中隐含的＂人工智能分析工具＂之意，ｕｓｅ ｄａｔａ
在段标题＂提升营销效果＂，又可与空格下文专家评论＂这些工具能帮助人类利用数据＂中的 Ｔｈｅｓｅ．．ｔｏｏｌｓ
成并列（Ｏ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共同说明人工智能在营销领域的应用，契合空格所

格上文例子＂Ｐｈｒａｓｅｅ公司借人工智能分析营销邮件主题以提高邮件打开率，并因此带来巨大收人提升＂形
【Ｃ】介绍 Ａｃｑｕｉｓｉｏ这类公司可以分析各个网络平台的广告投放效果并就此作出调整及建议，可与空
也无法与空格所在段标题＂提升营销效果＂契合，故排除。
准确度＂，同样看似与空格下句温斯顿之言相契合，用以强调＂技术对人的帮助＂，但是选项整体语义显然

【Ｂ】举安永会计事务所借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查合同的做法为例说明＂人工智能可提升工作的速度和

示核心主旨＂提升营销效果＂不符，故排除。
能对员工个人的益处＂在员工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代其完成相对枯燥的任务＂，与空格所在段小标题所
都是帮人类利用数据、而不是代替人类的工具＂相契合，但是仔细阅读选项可知，该项实际着眼于人工智
【Ａ】指出人工智能能代替人类做一些查找信息之类的枯燥任务，看似与空格下句温斯顿之言＂这些

由选项分析可知，【Ａ】【Ｂ】【Ｃ】为本题备选项。
４２．答案 Ｃ 考查知识点∶上下文逻辑＋代词指代＋上下文内容一致性
去除偏见＂（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ｓ回指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ｂｉａｓ），故为正确项。
现，以论证空格上文观点＂人工智能招聘更加公正，可以去除偏见＂，并导出空格下文例子＂人工智能如何
选。【Ｇ】与空格所在段标题＂助益企业招聘＂相符，且可视作是在阐明人工智能招聘在公平性上的出色表

工智能可以让更多求职者得到被考虑的机会，并更多基于求职者的能力（而非性别、种族等因素）确定人
【Ｇ】指出人工智能招聘相较于人工招聘的优势＂能查看更多简历，筛选出更具潜力的求职者＂，即人
由选项分析可知，【Ｇ】为本题备选项。

４．答案 Ｇ 考查知识点∶上下文逻辑＋上下文内容一致性

三、试题精解
空 ４４

空 ４５

［Ａ］［Ｂ］［Ｇ］

［Ｄ］

［Ｄ］［ＥＦ
空 ４３

［Ａ］［Ｂ］［ｃ］
空４２

［Ｇ］
空４１

５１
⑥ａｒｉｓｅ 【ｏ＇ｒａｚ】ｖ．（由……）引起；（因……）产生

⑤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ｌｏｖｏｎｔ】ａ．紧密相关的；切题的；适宜的
④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ｋｏｎｓａｎｔ】 ａ．不变的；固定的

③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Ａｆｉ】 ａｄ．大约；大致
②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ｎ＇ｒｏｏｌｍｏｎｔ】ｎ．人学；注册
①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ｏｘｔｏｊｅｄ】ｎ．转折点；分水岭

面汇注释与亮点表达·

１９７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８０ｓ．

在 ７０、８０ 年代发展迅速（但不平衡）。 １９６０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ｈｏｕｇｈ ｕｎｅｖｅｎｔｙ）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迅速扩张，扩张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层。这些需求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的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

前从未想过上大学的群体 和社会阶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ｎｏ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甚至蔓延到了战 ｔｈｏｓｅ

（４７）这些社会中，人们对接受高等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４７）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学以上学历毕业生的需求不断增加。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欧美经济体对中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社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基本恒定未变的水平。但在战后，反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Ｂｕ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入学率为３？？５？？这是战前几十年ｒｏｕｇｈｌｙ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 ３－５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２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ｕｒｉｎｇ
争刚刚结束时，这些社会的适龄群体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会高等教育的分水岭事件。（４６）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西方社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４６）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ｅｖ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二、语算分析及试题精解

纪 ６０ 到 ８０ 年代）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总述，重在展现其三种表现形式以及带来的重大影响。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ＷＩＩ的开篇部分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作者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ｒｏｗ。本节选可视为对二战后（２０世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ｌｉｔｅ ｔｏ Ｍａｓｓ ｔｏ Ｕｎｉｖｒｓ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本篇节选自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一书收录文章 Ｒｅｆｌｅｃｉｏｎｓ ｏ ｔｈｅ

污一、文章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回轮…词踏

Ｐａｒｔ Ｃ 二战以来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

维护基础设施＂相契合，故正确。
比，凸显人工智能在检修基础设施、防止发生设备故障及泄漏等方面的作用，也可与本段小标题＂保护和

题）的事情＂，可与空格前一句虚拟情形＂（未利用人工智能）出了问题再去弥补会耗费太多财力＂＂形成对
【Ｄ】描述理想情况＂（利用人工智能）预测需要立即予以关注的问题并指引员工去做有益（于解决问
由选项分析可知，【Ｄ】为本题备选项。

４５．答案 考查知识点∶语义一致性十上下文逻辑衔接
下文语义及所在段的核心主旨，故排除。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更精准／准确＂所传递的＂（数据／结果）更可靠、更准确＂之意。且该项更契合空４１上
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相契合，但无法彰显空格前两句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更可靠＂，以及空格所在段标题

【Ｇ】说明人工智能浏览更多简历从而筛选出更具潜力的求职者，看似与空格前句＂人工智能帮助人
的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恰好呼应小标题 ｌ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为正确项。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数据的价值，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Ｂ项是对前两句的具体例证，而且选项中
（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即人工智能的审查功能可以提高数据准确度和工作效率。空格前两句概述

表语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 ３－５％

状语

ｒｏｕｇｈｌｙ

谓语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５２
时间状语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引导词

ｔｈａｔ

②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的定语从句∶

谓语部分
主语
伴随状语
定语
①主干∶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１．句法分析

【解题步骤】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ｔｈａｔ 引导的定语从句、隐含的同级比较。
ｏｕ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 ３－５？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１）
（４６）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０．５）／ｗｉｔｈ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０．５）／／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真题精解 之
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ｈｏｕｇｈ ｕｎｅｖｅｎｌｙ）指出７０、８０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整体迅速扩张，但水平参差不齐。

系的大扩张。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具体说明扩张进程∶开始于６０年代，贯穿７０、８０年代；ｖｅｒｙ

四句引出结果。ａ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为整句核心，强调高等教育体
第五句明确结果∶高等教育在 ２０世纪 ６到 ８０年代急速扩张。Ｔｈｅｓ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承接第三、
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且暗示社会需求之强烈。
ｃｌａｓｓｅｓ，强调＂就连战前从未想过上大学的群体和社会阶层也开始想要接受高等教育＂，说明高等教育开

饰 ｄｅｍａｎｄ，回应上句的同时明确＂社会需求催生个人需求＂。第二个 ｔｈａｔ 从句修饰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初步体现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蔓延＂。第一个ｔｈａｔ 从句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修
第四句进一步展示欧美人口的＂求知若渴＂。句子整体以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形∶战前几十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大学教育属精英教育，大部分人只有中学学历。
连用，强调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一直持续增加；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指＂中学学历＂，回应第二句情
济体；经济意义上的国家＂，侧重体现＂经济发展＂产生＂教育需求＂；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ｓ

中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与第一句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同指，其中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意为＂经
斯战争的胜利（Ｂ）→造成了社会和政治大变革（Ａ）→产生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持续上涨的需求（Ｃ）。句
第三句说明欧类壮会的＂求贤若测＂。句子以 Ａ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Ｂ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 体现因果关系链∶反法西

张（高等教育大众化）。
第三至五句转而介绍这些国家二战后的情形∶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高等教育体系经历大扩

前情形∶人学率几十年未变，大致稳定在 ３？？５？？
为＂入学率＂；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指＂高等教育适龄群体＂；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３－５？？明战
ｔｈｅ ｗａｒ体现等量关系∶二战刚刚结束时高校的人学率和战前几十年一致。句中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意
英阶层的特权）。句子整体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第二句说明欧美国家战前几十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适龄群体入学率∶３？？５？？即∶高等教育为精
ｗａｒ．．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Ｂｕ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体现时间链条。
第二至五句具体说明∶对比二战前后，说明欧美社会高等教育的战后大扩张。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岭事件；标志着重大变化的事件＂，强调二战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句总起，统摄全文∶二战是现代西方社会高等教育的分水岭事件。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ｅｖｅｎｔ 意为＂分水

第一段概述二战后西方社会高等教育的大扩张。

搭篇分析滤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造成；导致
经典搭配

⑨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ｋ＇ｓｐｅｎ【ｎ】 ｎ．扩张；扩展

⑧ｅｎｔｒｙ 【＇ｅｎｔｒｉ】 ｎ进人（指权利、，机会）
⑦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ｋｏｎｏｍｉ】 ｎ，（就经济体制而言）国家

⑩ｕｎｅｖｅｎｌｙ 【Ａｎ＇ｌｉｖｎｌｉ】 ａｄ． 不均衡地

５３
语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若将两处定语均译为前置修饰成分＂在这些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对接受高

（３）ｔｈａｔ引导的定语从句ａ的翻译∶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修饰 ｄｅｍａｎｄ，加之 ｄｅｍａｎｄ的另一定

＂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并结合主干译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蔓延至……的群体和社会阶层＂。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可合译为
（２）分隔定语的翻译∶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作 ｄｅｍａｎｄ 的分隔定语（注∶原句顺序可调整为∶
至……的群体和社会阶层中。

ｃｌａｓｓｅｓ，嵌套两个定语从句分别修饰 ｄｅｍａｎｄ 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可译为∶……的需求蔓延
（１）主干成分的翻译∶本句主干成分较为清晰∶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２．句子注释
时间状语

宾语

谓语

引导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ｓｓ 的限制性定语从句ｂ∶ ｔｈａｔ ｈａｄｎｏ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地点状语
引导词 谓语 地点状

宾语

②ｄｅｍａｎｄ的限制性定语从句 ａ∶ 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谓语

定语

主语连接词

）主干；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ｓｓｅｓ
１．句法分析

【解题步骤】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两个 ｔｈａｔ 引导的限制性定语从句。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０．５）／／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ｎｏ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０．５）
（４７）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ｏｒ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真题精解。必
战争刚刚结束时，这些社会的适龄群体入学率为３？？５？？这是战前几十年基本恒定未变的水平。
４．全句整理，得出译文
龄群体／适龄人口＂。

（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意为＂相关的年龄群体＂，指人学相关的年龄节点，可进一步明确翻译为＂适

学率多年未变＂凸显＂战后飞速增长＂之意，可加重语气将其译为＂恒定未变的＂。
体比例的人学率应为保持在某一时段的水平，故取其＂不变的；固定的＂之义。文中有借其强调＂战前入
（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作形容词时，既可表示＂连续发生的；不断的＂，也可表示＂不变的；固定的＂，此处给出具
（１）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根据文章译为＂战争刚刚结束时＂。
３．词义确定

句隐含的同级比较为＂刚经历战争的人学率＂与＂战前几十年的人学率＂一致，翻译时应体现这一情形。

３？？５？？战争期间的人学率未知（可能受到战火干扰）→战争结束时入学率恢复至 ３？？５？ｈａｔ 从
维持在３？？５？？和持续时间（战前几十年间）两方面对人学率加以限定，即∶战前几十年入学率保持在
（３）定语从句中，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 ３－５？？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从数值（大致

语，在翻译时可译为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的前置定语∶适龄群体的入学率。
（２）分隔定语的翻译∶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作 ｔｈａｔ 指代的先行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的分隔定
为＂入学率＂）。

翻译时突出的重点为＂时间点＂（ｃａｍｅ 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指二战刚刚结束时）以及＂关注对象＂（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意
ｔｈａｔ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因为本句与下句意在对比凸显战后入学率快速增加，故

（１）本句主干结构为∶Ｔ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ｗｉｔｈ 引导伴随状语说明当时状态；嵌套
２．句子注释

５４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体现高校学生数的多次翻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每５年翻一倍；随后７到１０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冒号后具体解释∶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限定范围＂以西欧普遍情形为例＂；

第二句说明第一个方面∶高校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冒号前概述指出最根本的表现为增长率（ｔｈｅ ｒａｔｅ
继续各自发散，说明高速增长带来的影响复杂多面。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ｔｕｒｎ 此处意为＂相应地，继而＂；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意为＂产生，引起＂）则在三个不同方面的基础上

现；ａｔ ｌｅａｓｔ暗示表现有多个方面，此处仅关注最基本的三个；ｉｎ ｔｕｒｎ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意为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ｒ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显现；使人注意到＂）引出高等教育大增长的明显表
第一句总领随后两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些方面又各自引发多种问题。

第二段说明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三个具体表现。

…语篇分析义
⑥ｒｅｆｌｅｔ 【ｒ＇ｆｉｅｋｔ】ｖ．反映；映出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引起；导致

ｉｎ ｔｕｒｎ 相应地；继而

● 经典搭配
⑧ｅａｒｏｌ 【ｍ＇－ｒｏｕｌ】ｖ．（使）加入，注册，登记

⑤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ｓ＇ｊｕｎ】ｎ．（大学、银行等规模大的）机构
④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ｂｓｌｕｔ】 ａ．完全的；全部的；绝对的
③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ｂｌ】ｖ．（使）加倍；是……的两倍
②ｒａｔｅ 【ｒｅｎ】 ｎ．速度；进度

⑦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Ｊｎ】 ｎ．比例

①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ｍ？ｎｉｆｅｓｔ】ｖ．显现；使人注意到

黄汇注释与亮点表达／

ｇｒｏｕｐ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３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龄群体的入学比例变 化上。 ｒ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２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第三，增长也反映在高等教育机构中适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ｇｒｏｗｔｈ ｗａｓ
高校的绝对规模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ｉｚｅ ｂｏｔｈ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番。其次，增长对整个教育系统及单独 ｅｉｇｈｔ，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Ｓｅｃｏｎｄ，
期，这一人数在７、８ 或１０ 年内又翻了一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６０年代每 ５ 年使翻一番，到 ７０ 年代中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ｄ④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ｖｅ－
许多西欧国家，高校学生人数在 ２０ 世纪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４８）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同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率。（４８）在 ｒｉｓ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ｅ２
全不同的方面，这些方面继而引发了不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ｉｎ ｔｕｒｎ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高等教育的增长至少表现在三个究
Ⅱ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ａｔ

会阶层。
这些社会中，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甚至蔓延到了战前从未想过上大学的群体和社
４．全句整理，得出译文

速扩散／影响到其它阶层和群体＂之感，故将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 翻译为＂蔓延至＂。
（３）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表示＂涉及（范围）；延伸（距离）＂，多形容有形事物，因＂需求＂为无形事物，且此处有＂迅

等教育的需求＂。
（２）ｅｎｔｒｙ ｔｏ表示＂进入（指权利、机会）＂，与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搭配作 ｄｅｍａｎｄ的定语，可翻译为＂接受高

下文内容＂人学率的快速提升＂，此处翻译应侧重＂增强；提高＂之义。
（１）ｒｉｓｅ作动词时，既表示＂增强；提高＂，也可表示＂起源；发源＂，结合其搭配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ｏｓｅ．．．以及上

３．词义确定
ｔｈｅ ｗａｒ，可译为前置定语∶战前从未想过上大学的（群体和社会阶层）。
（４）ｔｈａｔ引导的定语从句ｂ的翻译∶ｈａｄ ｎｏ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为过去完成时的否定式，结合时间状语 ｂｅｆｏｒｅ

语从句单独译出∶这些社会中，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
象。因此，可根据中文表述习惯，先翻译分隔的地点状语，再增译＂需求＂的隐形施动者＂人们＂，并将该定

等教育的需求＂，则定语过长，且无法突出＂需求增长→蔓延至其它阶层（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这一现

５５
当院系的教员人数在三四年内从 ５ 人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Ｗｈｅｎ ａ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ｓ ｆｒｏｍ，ｓａｙ，

化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方说，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 ｏｆ
ｒａｔ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有的管理结构、行政结构，尤其是社会

身特有的问题。例如，高增长率给现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Ｐ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ｉｔｓ ｗａｋｅ．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 ｈｉｇｈ ｇｒｏｗｔｈ
每一种增长的表现形式都伴有自

Ⅲ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８或 １０ 年内又翻了一番。

在许多西欧国家，高校学生人数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每５年便翻一番，到７０年代中期，这一人数在７、
４．全句整理 ，得出译文

７０年代中期＂，

（３）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可译为＂到２０世纪
（２）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并非指＂５ 年内＂，而是指＂每５年＂。
（１）ｄｏｕｂｌｅ 意为＂翻一番／成……的两倍＂。

３．词义确定
的 ７、８ 或１０ 年内，

（３）ｉｎ 引导的时间状语的翻译∶此处具体结构为＂ｉｎ＋时间段＋ｂｙ＋时间点＂，可译为；到７０年代中期
指＂一个五年＂，而是指连续的＂多个（两个）五年＂；因此该时间状语可翻译为∶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每５年。
内＂；但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作为复合形容词修饰的 ｐｅｒｉｏｄｓ为复数，且后面紧跟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１９６０ｓ，由此可知，此处并非
（２）ｗｉｔｈｉｎ 引导的时间状语的翻译∶ｗｉｔｈｉｎ 意为＂在（某段时间）之内＂，所以本短语易错译为＂在五年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可译为＂高校学生人数在……期间便翻一番，并且在……期间又翻了一番＂。

（１）主干结构的翻译∶本句的主干成分为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ｎｄ
２．句子注释

④ｉｎ 引导时间状语∶ｉｎ ｓｅｖｅｎ，ｅｉｇｈｔ，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③ｗｉｔｈｉｎ 引导时间状语∶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②ｉｎ 引导地点状语；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谓语１ 连词 谓语２ 状语

定语

主语

①主干∶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
１．句法分析
【解题步骤】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倍数的翻译、状语的翻译。

ｍｎ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１）／／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ｅｉｇｈｔ，ｏｒ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４８）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ｄ

·真题精解．／

口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的不断提升）＂。
著表现；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指向＂适龄人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异曲同工，引出高等教育增长的另一显
第四句指出第三个方面∶适龄人口的入学比例增加。ｇｒｏｗｔｈ 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与前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在扩大。注；＂绝对规模＂与第一句的＂增长率＂相对，主要指同期在校的师生人数。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指出＂国家整个教育系统＂和＂教育体系内的单独高校＂的绝对规模都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引出高等教育增长的另一显著影响；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ｉｚｅ ｂｏｔｈ ｏｆ

第三句指出第二个方面∶整个教育体系和单独高校的绝对规模均快速扩大。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年再次翻倍（即∶在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里连翻 ３ 番，变为原来的 ８ 倍）。

５６
均指＂院系＂，结合语境（ｆｉｖｅ ｔｏ２０ｍｅｍｂｅｒｓ）可知此处论述针对院系教员，即句中的ｓｔａｆｆ；ｓａｙ用于假定情

研究生→占大多数的新人会重新定义学院内部／教员队伍的学术生活规范。ｆａｃｕｌｔｙ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并列，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形成＂条件／新情形—结果／影响＂的逻辑；教员人数快速增长、且新职员大都为刚毕业的
第三句指出教师团队的迅速扩大会使学术生活的规范被重新定义。Ｗｈｅｎ．．．ａｎｄ ｗｈｅｎ．．．ｔｈｅｙ

第三至五句具体说明高增长率给现行社会化结构（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ｓｃｌａｌｉｚｔｉｏｎ）带来的巨大压力。
后文重点关注对象。
力；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强调最大压力落在＂现有的社会化结构（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预示其为
给多方带来的压力（即∶现有结构无法满足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需求）；ｏｆ 的重复使用凸显多重压

巨大的压力。ｐｌａｃ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ｏｆ Ｂ，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 ｏｆ Ｃ列举高增长率
第二句具体举例（Ｆｏｒ ｅａｍｐｌｅ）∶高增长率给现有的管理结构、行政结构，尤其是社会化结构带来了

ｉｎ ｉｔｓ ｗａｋｅ 源自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ｓｔｈ（随……之后而来；跟随在……后），说明紧随而来的影响。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意为＂某人／物／地所特有的＂）再次强调每种增长形式都带来了其特有的一系列问题；ｃａｒｒｙ ｓｔｈ
首句未得论证的内容 ｔｈｅｓｅ ｉｎ ｔｕｒｎ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ａｃｈ ｏｆ、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第一句总述∶每一种增长的表现形式都伴有特有的问题。本句顺承上段第二至末句，继续论述上段
第三段说明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带来的重大影响。

－语篇分析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ｓｔｈ 随……之后而来；跟随在……后

ｐｌａｃ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ｎ 使……（极度）紧张；使处于紧张状态

●亮点表达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ｕｏｍ？ｎｔ】 ｎ．赋权
⑩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ｉｎｄｓｍｏｎｔ】ｎ．安排；筹备
？ｍａｒｋｅｄ【ｍａ∶ｋｔ】ａ．显而易见的；明显的；显著的
④ａｄｍｉｔ 【３ｏｄ＇ｍｔ】认允许……加入（俱乐部、组织）
？ｗｅａｋｅｎ 【＇ｗｉｋａｎ】 ｖ．使强度减弱；削弱

⑩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 【５＇ｐｒｅｎｔＪｉｐ】ｎ．学徒期；学徒工作
⑨ｎｏｒｍ 【ｎ３∶ｍ】 ｎ．＜ｎｏｒｍｎｓ）规范；行为标准

⑧ｄｅｆｉｎｅ 【ｄ＇ｆａｉｎ】 ｖ． 阐明；明确；界定
⑦ｐｒｄｏｍｉｍａｔｙ【ｐｒｌ＇ｄｏｍｎｘｎｔｌｉ】 ａｄ．主要地；多数情况下

⑥ｆｎａｃｕｌｔｙ 【＇ｒｅｋＨｉ】 ｎ．（高等院校的）系；院
⑤ｓ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ｘｏｊａｌａ＇ｚ【ｎ】ｎ适应社会的过程；社会化

管理、行政
④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ｄｍｉｎ＇ｓｔｒｅｒｎ】ｎ．（企业，学校等的）
③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Ａｖａｎａｎｓ】ｎ，统治；管理
②ｐｅｃｕｌｌａｒ 【ｐｔ＇ｋｊｕｌｉｏ（ｒ）】ａ，特有的；特殊的
①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ｍ？ｎｒｔｅ＇ｓｔｅｒ【ｎ】 ｎ．显示；表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ｔ？＇ｌｅｋｔｊｕｌ】ａ．有才智的；智力发达的
①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ｋｏｎｓｉｋｗａｎｓ】ｎ，结果；后果

同汇注释与亮点表达劣
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４４４ ｗｏｒｄｓ］
一定程度赋权于学生，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ｆａｃｕｌｔｙ
经了显著变化，赋权于初级教师，也在 ａｎｄ １９７０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ａｗ ｍｍｒｋ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大学的管理模式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学者固体所需的形式和流程。在 ２０ 世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或缓慢增长期，教师和学生获准加入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Ｐ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弱化了在稳定期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５０）Ｈｉｇ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德和日本。（５０）高增长率增加了学术 ｓｅｅ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Ｉｔａｌｙ，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现象可见于美国以及法国、意大利、西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影响高校的智识和学术生活———这一
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

系不再，那么学生文化会成为研究生断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ｏｓｓ ｏｆ ａ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Ａｎｄ ｉ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增长，老师和学生之间亲密的学徒式关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生活规范。而如果研究生人数也迅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院系的学术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ｙ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青年男女时，他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ｆｆ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ｆｒｅｓｈ

增至 ２０ 人，（４９）且当新进教员主要是 ｆｉｖｅ ｔｏ ２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ｏｒ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４９）ａｎｄ ｗｈｅｎ

５７
活规范。

且当新进教员主要是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青年男女时，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院系的学术生
４．全句整理，得出译文

为合理。

（２）ｄｅｆｉｎｅ本意为＂给……下定义；阐明＂，此处强调新教员会制定新的规范和标准，故译为＂决定＂更
ｆａｃｕｌｔｙ 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并列），故 ｆａｃｕｌｔｙ虽然主要指＂全体教员＂，但还是译为＂院系＂更稳妥。

（１）ｓｔａｆｆ为集合概念，指＂院系教员＂；ｆａｃｕｌｔｙ被 ｔｈａｔ限定，且回指上句ａ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即，
３．词义确定

要是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青年男女时，他们会……。

（３）时间状语从句和主句存在＂条件一结果（新情形一影响）＂的语义关联，可翻译为∶当新进教员主

一个定语从句∶ｗｈｏ ａｒｅ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翻译时可前置译为＂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
（２）后置定语的翻译∶ｆｒｅｓｈ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作后置定语修饰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相当于
的学术生活规范。＂
（１）主干结构的翻译∶ｔｈｅｙ指代前句的＂新进教员＂，可翻译为＂新进教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院系
２．句子注释

后置定语

表语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地点状语

谓语

主语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

引导词
连接词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ｆｆ ｗｈｅｎ ａｎｄ②状 语从句∶
宾语

状语 谓ｊ主语

：ｔｈｅｙ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①主句∶ｔｈｅｙ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ｌａｒｇｅｌ
１．句法分析
【解题步骤】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形容词作后置定语、状语从句

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０．５）／／ｔｈｅｙ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１）

（４９）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ｆｆ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０．５）／／ｆｒｅｓｈ ｆｒｏｍ

真题精解Ｚ
开始赋权于初级教师和学生。

意为＂见证了；历经了＂；ｍａｒｋｅｄ表明其变化之显著；ｗｉｔｈ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解释管理模式的具体变化∶
初级教师和学生。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ａｎｄ１９７０ｓ再次指向＂高等教育大扩张时期＂；ｓａｗ在这里用作有灵动词，
第六句借助具体事例点明∶高增长率对社会化结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引发了管理模式的变化∶赋权于
体＂，在高速增长期，学者团体吸纳师生新人的指标多样化，流程加快，容易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

ｇｒｏｗｔｈ 指＂低速增长期或稳定期＂，和高速增长期形成对比。注∶大学的学术生活主要体现于＂学者团
后果∶增加学术创新的可能ｖｓ弱化师生被纳入学者团体的形式和流程；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ｌｏｗ
第五句进而概括点明高增长率对学术创新和学术标准的影响。分号连接的两个分句体现两种反向
作用减弱，同辈之间通过社团等相互作用，实现社会化。

园文化。传统上，引导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力量是教师，但在高等教育急剧扩张时期，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ａｎｄ．．．举多国实例说明这一影响。注∶学生文化是一种同辈之间的校

式关系不再→学生文化成为新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量→智识和学术生活受影响。破折号之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ｕｌｕｒｅ．．．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结构实现因果关系的层层嵌套∶学生人数猛增→亲密的师徒
第四句进一步指出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会极大影响校园的智识和学术生活。．．．ａｎｄ．．．，ｔｈｅ
学术体系和学术规范同化；而新进教员激增，则迅速涌入的新人会颠覆原有的学术生活规范。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强调新教员对学术规范的决定性影响。注∶若教员人数增长缓慢，则往往是新人被原有的
形，直观展现教职员工的快速增长；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强调刚毕业的研究生在新教职人员中的比例之大；

国找工作提供建议。
祝贺；②为外国朋友就如何在中

供找工作的建议

５８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ｉｍ／ｈｅｒ ａｎ ｅｍａｌ＇ ｔｏ ｍａｋｅ

５．交际目的∶①表示祝贺；②提
要求
３．内容要点∶①向对方表示毕业
４．写作类型；电子邮件 ｆｉｎｄａｊｏｂ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ｒｉｔｅ ＆
亲切、自然。
３．写作话题∶在中国找工作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ｉｏ 情景
信函，应使用非正式语体，语言应
２．写作对象∶外国朋友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２．语域∶给朋友的信件属于私人 １．写作人身份∶＂你＂，即大学生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ｙｏｕｒｓ
１．格式∶书信（建议信）。
抓取指令关键词
梳理信息
归纳要点

．．．．．．．．．．．．．．．．．．．

１．解析题目指令，确定行文要点

一、审题谋篇

Ｐａｒｔ Ａ 建议信

第三部分 写作

学者团体所需的形式和流程。
高增长率增加了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弱化了在稳定期或缓慢增长期，教师和学生获准加入某
４．整理全文，得出译文
此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取僻义＂团体＂。
（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本意为＂社区；社会＂，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指＂由学者组成的一个群体／团体＂，因

被原有学者团体接纳融入，可译为＂获准加入＂。
（１）ｂ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本意为＂被……准许进入＂，此处强调老师和学生被准许进入学者团体，即师生

３．词义确定
译时可前置译为∶在稳定期或缓慢增长期，教师和学生获准加人某学者团体所需的（形式和流程）。
ａ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ｂｙ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整个定语从句对＂形式和流程＂进行补充说明，翻

（２）ｂｙ ｗｈｉｃｈ引导的定语从句的翻译∶ｂｙ ｗｈｉｃｈ在从句中作状语，可还原为∶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了…的形式和流程。
以衔接，同时省译第二分句的共用主语 ｔｈｅｙ，译为∶高增长率增加了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弱化
（１）全句由分号断成两个分句，翻译时可基本保持这一形式，但为了更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加＂同时＂

２．句子注释

时间状语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主语补足语

谓语

引导词

主语

③分句二嵌套的定语从句∶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主语
宾语
语谓语

②分句二∶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主语

谓语

宾语

①分句一∶Ｈｉｇ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句法分析
【解题步骤】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定语从句、被动语态、指代关系。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０．５）／／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ｓ ａｒｅ ａｄｍ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ａ
（５０）Ｈｉｇ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０． ５）／／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５９

点拨∶ｖｉｂｌｅ ｏｐｔｉｏｎ 意为＂切实可行的选择＂，此外还有ｖｉａｂ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等表达。
译文∶那么，自由贸易区对英国来说是可行的选择吗？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 Ｓｏ ｉ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６．ｖｉｓａ 【ｎ．】（护照的）签证
５。ｓｕｂｍｉｔ 【ｖ．】提交，呈递（文件等）

４．ｓｐｅ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专门设计的

【活用外刊】

３． 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着手；开始做
２． ｔａｋｅ ｓｔｈ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考虑到；顾及
１．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有助于
【必备表达】

第三段（１句）∶表达期待与祝愿。

在线投递简历；③④句提出建议三∶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以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引出采纳此建议的必要性）。
司的相关信息；②句提出建议二∶浏览人才招聘网站，包括在华外国人求职网站，获取第一手求职信息并
第二段（４句）∶①句提出建议一；综合自身教育背景、优势和兴趣做好职业规划，收集心仪行业和公
第一段（２句）∶①句寒暄表示祝贺；②句陈述写作目的，引出求职建议。
篇章衔接】

李明

诚挚的

ＬｉＭｉｎｇ
Ｙｏｕｒ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祝你一切顺利！
ｙｏｕ 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ｓｔ！
①希望以上建议对你有所帮助，并 ①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 ｍ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ｎｄ ｗｉｓｈ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④否则，你将不能在中国工作。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ｓｔｕｄｙ ｗｏｒｋ ｖｉｓａ． ④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③第三，不要忘记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 ｓｕｂｍｉｔ ｙｏｕｒ ｊｏ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③Ｔｈｉｒｄ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ｏ
手的求职信息，并在网上提交求职申请。 ｏｐｉｏｎｓ，ａ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ｊｏｂ ｉｎｌ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你可以收到第－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ｒｅ ｖａｈｌｅ
站，包括专门为在华外国人设计的网站，②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的相关信息。②其次，各种人才招聘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此基础上可以开始收集心仪行业和公司 ａｃｃｏｕ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ｍａｙ 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育背景、优势和兴趣做好了职业规划，在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ｔｏ
①首先，我希望你已经结合自身教
求职。

①Ｆｉｒｓｔｌｙ，Ｉ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ｙｏｕｒ ｊｏｂ ｓｅｅｋｉｎｇ．

我想提出几点建议，可能有助于你的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

你打算在中国开启你的职业生涯，在此 Ｉ ａｍ ｇｌ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ｐｌａｎ ｏ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
①祝贺你大学毕业！ ②很高兴听闻

①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 ②

Ｍｙ Ｄｅａｒ Ｆｒｉｅｎｄ，

亲爱的朋友∶

参考译文

优秀范文

二、优秀范文赏析

第三段∶表达期待与祝愿。
第二段；提供具体建议；
第一段∶寒暄表示祝贺，并表明写作目的；
３．行文思路

交简历；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申请者／雇主／雇员

ｂｒｏｗｓｅａｊｏｂ ｓｉｔｅ／ｂｏａｒｄ浏览求职网站；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ａｊｏｂ／ｊｏ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申请工作；ｓｕｂｍｉｔａｒｅｓｕｍｅ提
２．罗列关键词

６０
争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ｙｏｕ ｃａｎ．．ｉｆ ｙｏｕ 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ｇｅ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ｎｏｔｈｅｒ ｖｉａｂｌ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中间段，罗列建议
听闻……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提出一些关于……的建议。

Ｏｎ ｈｅａｒｉｎｇ．．．Ｉ ａｍ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１）开篇段；说明写作目的

【建议信常用表达】
三、写作储备

Ｌｉ Ｍｉｎｇ

Ｙｏｕｒ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 ｍ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ｎｄ ｗｉｓｈ ｙｏｕ＿祝愿＿！

ｗｉｌｌ＿不采纳建议三的后果＿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ｓ ｙｏｕ ｃａｎ 建议带来的好处Ｔｈｉｒｄｌｙ，ｄｏ ｎｏ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ｏ 建议三＿．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ｙｏｕ

ｉｒｓｔｌｙ，１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ｍａｙ 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建议一＿ｂｙ＿实现该建议内容的途径，Ｓｅｃｏｎｄｌｙ，建议二＿ｉｓ

ｏｆｆ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目的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收信人近期成就＿！ Ｉａｍ ｇｌ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ｒ ｔｈａｔ＿交代背景，ａｎｄ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ｙ Ｄｅａｒ Ｆｒｉｅｎｄ，

本模板由【优秀范文】提炼、改编而来，适用于撰写回复朋友寻求某一领域帮助的建议信。

【模板提炼】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ｍａｙ ｓｅｔ ａｂｏｕ ｃｏｌｌｃｕ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Ｉ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③添加衔接成分以连贯上下文，替换动词（短语）和介词以丰富用语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ｍａｙ ｂｅｇ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ｈｏｐｅ（ｔｈａｔ）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建议，契合交际目的
②利用介词、关系词将简单句整合，在句首添加体现主观期望的表达，以将事实性陈述转换为委婉

Ｙｏｕ ｍａｙ ｂｅｇ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ｙ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①写出简单句
句子成形步骤∶
谓语
动名词短语作宾语
ｍａｙ 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ｌｌｅ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引导词

主语

ｈｉｃｈ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ｏ
ｙｏｕ

ａｃｃｏｕｎｔ，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ｙ引导的方式状语

衔接词 主语 谓语
语省略了ｔｈａｔ的宾语从句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
【精彩句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ｏｒｔ 等表达，意为＂（信息、知识、报道等）间接得来的；二手的＂。

点拨∶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意为＂（信息、资料等）第一手的；原始的；直接的＂，与之相对的还有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译文∶第二名告发者站出来了，这个人提供了与引发弹劾调查事件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ｅａ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２．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ｉｓ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ｓｔ－ｈ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６１
足够了．＂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口吻回应道∶＂你自己不是喜欢吗？那就ｏｆ ｉ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ｒｅｐｌｉｅｓ ｉｎ ａ ｔｏｎｅ
统戏曲不好玩。②他的父亲带着鼓励的 ｌｅａｒ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②＂Ａｒｅｎ＇ｔ ｙｏｕ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ｆｏｎｄ
孩告诉父亲，很多同学觉得学唱中国传 ｔｅｌｌｓ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ｏｆ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ｆｉｎｄ ｉｔ ｂｏｒｉｎｇ
①图中，一位身着孙悟空戏服的男
①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 ｂｏ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ｅｙ Ｋｉｎｇ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ｔｏ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二、优秀范文赏析
第三段∶重申主题，发出呼吁。
第二段∶揭示图片寓意，展开说明论证；
第一段∶描述图片；
３．行文思路

与梦想；⑥ｃａｒｅ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

ｆｉｎｄ ｓｔｈ ｄｕｌｌ／ｂｏｒｉｎｇ／ｕ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觉得某事不好玩；⑤ｆｏｌｌｏｗ／ｐｕｒｓｕｅ ｏｎｅ＇ｓ ｈｏｂｂ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ｓ追求爱好

①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ｅｙ Ｋｉｎｇ孙悟空（美猴王）；②ｃｏｓｔｕｍｅ戏服；③ｌｅａｒ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学唱戏；④

２，罗列关键词
追求，无需在意他人的眼光。
要受他人观点的左右。
够了。＇
片意在鼓励人们勇于追梦，不 己所处的群体中显得多么不同，都要勇敢去 不是喜欢吗？那就足

＂坚持自己的爱好与梦想＂，图 意在告诉男孩，不管自己的爱好与梦想在自 父亲回应道∶＂你自己
成对比。父亲的话语点明主旨 父亲对男孩的鼓励强调＂自己喜欢就够了＂，
评价而放弃自己的爱好与梦想。

去做，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形

不好玩。＂

持＂与父亲的鼓励＂自己喜欢就 好与梦想的评价，甚至可能因为他人的消极 很多同学觉得学唱戏
爱好毫无兴趣，是否要继续坚 唱戏。这表明男孩在意同龄人对自己的爱 孩对父亲说∶＂爸爸，
男孩的疑虑＂周围人对自己的 此兴趣寥寥，因此他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学 穿着孙悟空 戏服的男
男孩对中国传统戏剧感兴趣，但他的同学对
推导寓意

信息解析

一、审题谋篇

提示信息

１．解读图画信息，推导图画寓意

Ｐａｒｔ Ｂ 坚持自己的爱好与梦想
Ｄｏ ｎｏｔ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１０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ｓｉｇｎ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ｎａ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Ｕｓｅ＂Ｌｉ Ｍｉｎｇ＂ｉｎｓｔｅａｄ．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ｂｏｕｔ １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ＨＥＥＴ．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ｙｏｕｒｓ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ａ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ｒｉｔｅ ｈｉｍ／ｈｅｒ ａｎ ｅｍａｉｌ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请根据下列要求进行写作。
四、写作练习

希望我的建议有帮助／有用／实用。

争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 ｍ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ｕｓｅｆｕ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３）结尾段∶表达期待与祝愿

首先，如果你想要获得／实现……你可以……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此外，还建议你……
ｉｓ ｔｏ．．．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６２
２．Ｏｌｄ ａｇｅ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的替换表达。

点拔∶ｂｅ ｓｗａｙｅｄ ｂｙ．．表示＂受……的影响，为……所左右＂，用于引出某个影响因素，可作为 ｂｅ

译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一些著名的癌症研究人员而动摇，他们写信说数据很糟糕。

ｗｅｒｅ ｌｏｕｓ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１．Ｔｈｅ ＦＤＡ ｗａｓｓｗｗｙｅｄ ｈｓｏｍ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ｗｒｏｔ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活用外刊】
１７．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ａ．】勇敢的

１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坚决的
１５．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ｈｅｒｄ 从众；随大流

１４．ｇｉｖｅ ｉｎ ｔｏ．．．屈服于……
有所好
１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ｏｋ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ｌｋｓ 人各
１２．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与众不同的
１１．ｒｅｍａｒｋ 【ｎ．】言论；评述
１０．ｂｉａｓｅｄ 【ａ．】有偏见的；片面的

９．ｔｈｒｏｗａｗａｙ 【ａ．】脱口而出的
８，ｔａｋ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掌管……
７，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有助于……

６，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建设性的；有助益的
５．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ｎ．】不赞成；反对
４．ｆｏｒ ｆｅａｒ ｏｆ 唯恐；以免

３．ｆｕｌｆｉｌｉｎｇ 【ａ．】 令人心满意足的
２．ｐａｓｓｉｏｎ 【ｎ． 】热衷的爱好

１．ｉｎ ａ ｔｏｎｅ ｏｆ，．．以……的口吻

【必备表达】
句利用取舍结构（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发出呼吁。

①句总结观点（以 Ｔｏ ｓｕｍ ｕｐ体现＂总结＂），②句顺势补充说明另一理由（以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体现因果），③
第三段（３ 句）∶总结观点，发出呼吁。

逻辑（Ａｄｍｉｔｅｄｌｙ．．．Ｂｕｔ．．）以及⑤句句内的条件假设逻辑（ｗｅ ｗｉｌ．．ｆ ｗｅ．．）辅助论证观点。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ｓ 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ｔｏ．．．ｂｕｔ ｔｏ．．ｔｈｕｓ．）正面阐述主题。④⑤句利用句间的让步转折
①句揭示图片寓意，直陈主旨（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引出全篇主题）。②③句利用句间的因果逻辑（Ｔｈｅ

第二段（５ 句）∶论证图片主旨。
话，②句以直接引用的方式介绍男孩父亲说的话（ｒｅｐｌｉｅｓ体现对话顺序∶男孩先说话，父亲再回应）。
图片重点在于男孩和父亲的对话，①句以间接引用的方式（ｔｅｌｌｓ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ｔ．．．）介绍男孩说的
第一段（２ 句）∶描述图片。
篇章衔接】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应下定决心并敢于坚持自己热衷的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ｗｈａｔ ｗｅ ｆｅｅｌ
爱。③我们不能屈服于从众的压力，而 ａｌｌ．③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ｈｅｒｄ，ｗｅ
么可丢人的。②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 ｂｅａｓｈａｍｅｄ ｏｌ．②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ｏｋ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ｌｋｓ，ａｆｔｅｒ
①Ｔｏ ｓｕｍ ｕｐ，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ｈｏｂｂｙ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①总之，拥有与众不同的爱好没什

掌控自己的命运。

的言论而轻易动摇，那我们就永远无法 ｏｗｎ

ｂｉａｓ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ｆ ｗｅ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ｗ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ｏｗａｗａｙ ｏｒ ｅｖｅｎ

⑤但如果我们因他人随意甚至带有偏见 ｓｕｃｃｅｓｓ．⑤Ｂｕ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ｏｕｒ
议有助于我们成长并在未来取得成功。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ｉ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ｏｕ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的事。④诚然，时刻听取有建设性的建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ｓ．④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ｌｙ，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ｏｐｅｎ
要因担心他人的反对而不去做自己喜欢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 ｔｏ ｄｏ ｗｈａｔ ｗｅ ｅｎｊｏｙ ｆｏｒ ｆｅａｒ
有意义的生活。③因此，我们完全没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ｌｉｆｅ． ③ Ｉ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他人，而在于让我们自己过上更满足、更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ｌｅａｓｅ ｏｔｈｅｒｓ，ｂｕｔ ｔｏ ｌｅａ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②追求爱好或梦想的初衷绝不在于取悦 ②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ｂｙ

好与梦想，不管他人可能 作何评 价。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ｓ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ｍａｙ ｓａｙ．
①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ｕｓ ｔｏ ｃｈａｓｅ ｏｕｒ
①此图意在激励我们追求 自己的爱

６３

该品质的消极后果。结尾段重申该品质重要性的同时就＂如何培养该品质＂给出建议。
现状，②句引用俗语加以证明，③④句阐述拥有该品质的积极影响，⑤⑥句递进（Ｅｖｅｎ ｗｏｒｓｅ）说明缺乏
＂正反对比（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的方式论证某优良品质不可或缺。其中①句阐明＂某优良品质受广泛认可＂的

模板注释∶；该模板适用于＂人生哲理＂中的优良品质类（勇敢、乐观、执着、耐心等）。主体段主要通过

ｌ ①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ｖｅ，ｗｅ ｍａｙ ｄｒａｗ ａ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承受挫折并重新振作起来。

②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此，我们需要＿
＿＿＿在当今社会确实很重要。②

①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

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⑥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ｗｏｒｓｅ，ｗｅ ｍａｙ ｆｉｎ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们在＿＿＿＿方面取得 真 正 的进步。

ｈｉｎｄｅｒ ｕ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

比如＿＿＿。⑤相反，缺少它会阻 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⑤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ｔ ｗｉｌｌ│
远来看，我们甚至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ｇｏａｌ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ｆ ｗｅ

张地说，如果我们能培养这一品质，从长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ｖｅｎ

＿＿，④毫不夸 质对我们有益，因为它＿
ｎ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ｕ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④
②正如俗话所说， ＿＿．③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②Ｊｕｓｔ ａｓ ｔｈｅｙ ｓａｙ，＿＿＿
。③这一内在品
ｇｒｅａｔ
ｉｓ ｏｆ
①人们普遍认可
Ｉｌ ①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ａｔ
，非常重要。

作用。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凸显＿＿＿＿＿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关键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③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简单直接，却传达了深刻的内涵。③它旨 ②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ｓ ｉｔ ｉｓ，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ｄｅｅｐ

②图片虽看似

①如图所示，

Ｉ ①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应用模板】

性，但不建议以此作为全篇文章的立意。

段简要给出相关建议。此外，在论述观点的过程中，也可适当提及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此图考查＂人生哲理类＂话题。第一段描述图片后，可在第二段引入更具体的事例论述观点，在第三
【思路拓展】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ｌｅａｓｅ ｏｔｈｅｒｓ，ｂｕｔ ｔｏ ｌｅａｄ
③添加形容词并替换动词和形容词，以提升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替换副词以增强语气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ｐｐｙ，ｂｕ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ｈａｖｅ
②利用连词将简单句整合，并将重复部分省略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ｐｐｙ．
①写出简单句
句子成形步骤；
表语２

表语１

状语

连接词

ｂｕｔｌｉｆｅ．
ｔｏ
ｂｕｔ ｔｏ ｌｅａ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系动词

主语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ｌｅａｓ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ｈｏｂｂｙ ｏｒ ａ ｄｒｅａｍ
【精彩句式】

点拨∶ｓｔｈ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ｏｆ表示＂某件事不足为耻＂，可用于发表观点，其后进一步论述该观点。
译文∶老了没什么可丢人的。

６４

③ｂｅ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急于求成；④ｇ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ｏｖ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更重视速度而非质量
①ｈａｓｔｅ ｍａｋｅｓ ｗａｓｔｅ 欲速则不达；②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ｎ．】耐心；

【话题词汇】
欲速则不达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ｒｉｔｅ ｎｅａ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ＨＥＥＴ．（２０ ｐｏｉｎｔｓ）

３）ｇｉｖｅ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１）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Ｗｒｉ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ｆ １６０－２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 ｙｏｕｒ ｅｓｓａｙ，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请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写作，可参考＂应用模板＂。

四、写作练习
如果你真的失败了，至少你可以专心地从中汲取教训，而不是责怪别人。
择中学习。唯一能让你真正学到东西的方法就是自己做决定，为自己的决定负起全部责任。这样一来，
没有人会像你一样投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只有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这需要从你自己的选

ｉｔ ｗｈｏｌｅｈｅａｒｔｅｄｌｙ，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ｌａｍｉｎｇ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ｅｌｓｅ．

ｏｗ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ａｙｉｆｙｏｕ ｄｏ ｆａｉｌ，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ｙｏｕｃａｎ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ｒ ｔｒｕｌｙ ｌｅａｒｎ 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Ｎｏｂｏｄ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ｒ ｂｅ 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ａｓ ｙｏｕ． Ｏｎｌｙ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ｓ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ａｎｄ ｔｈａｔ
你取悦的人之一是你自己就可以了。
你不可能一直取悦所有人。你不可能达到每个人的期望，所以没有必要拼了命这样做。只要确保

ｐｅｏｐｌｅ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ｉｓ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ｏｕｔ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ｓｏ．Ｊｕｓｔ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争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ｌｉｖｅ ｕｐ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

有些人说你走错了路，其实这只是你自己的路。（安吉丽娜·朱莉）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ａｙ ｙｏｕ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ｗａｙ，ｗｈｅｎ ｉｔ＇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ａ ｗａｙ ｏｆ ｙｏｕｒ ｏｗｎ．（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Ｊｏｌｉｅ）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在过别人的生活上。（史蒂夫·乔布斯）
●Ｙ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ｏ ｄｏｎ＇ｔ ｗａｓｔｅ ｉ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ｓ ｌｉｆｅ．（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

【写作素材积累】

三、写作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