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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二）试题

Directions: 

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Choose the best word(s) for each numbered blank and mark 
A, B, C or D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Given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money, you might think that we would move 
quickly to the cashless society in which all payments are made electronically. 1 , 
a true cashless society is probably not around the comer. Indeed, predictions have 
been 2 for two decades but have not yet come to fruition. For example, Business 
Week predicted in 1975 that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would soon "revolutionize 
the very 3 of money itself," only to 4 itself several years later. Why has the 
movement to a cashless society been so 5 in coming? 

Althoug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 be more efficient than a payments 
system based on paper, several factors work 6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aper 
system. First, it is very 7 to set up the computer, card read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necessary to make electronic money the义 form of 
payment. Second, paper checks have the advantage that they 9 receipts, 
something that many consumers are unwilling to 10 . Third,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float" — it takes several days 11 a check 
is cashed and funds are 12 from the issuer's account, which means that t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est on the funds in the meantime. 13 electronic 
payments arc in皿ediate, they eliminate the float for the consumer. 

Fourt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 14 security and privacy concerns. 
We often hear media reports that an unauthorized hacker has been able to access a 
computer database and to alter information 15 there. The fact that this is not 
an_l_Q occurrence means that dishonest person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bank 
accounts in electronic payments systems and 17 from someone else's accounts. 
The 18 of this type of fraud is no easy task, and a new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is developing to」..2. security issues. A further concern is that the use of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leaves an electronic 20 that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marketer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these data, thereby violating our privacy. 

- 1 -



1. [A] Moreover [B] However [C] Therefore [D] Otherwise

2. [A] off [B] back [C] over [D] around

3. [A] power [B] concept [C] history [D] role

4. [A] reverse [B] resist [C] resume [D] reward

5. [A] silent [B] sudden [C] slow [D] steady

6. [A] for [B] against [C] with [D] on

7. [A] expensive [B] imaginative [C] sensitive [D] productive

8. [A] similar [B] original [ C] temporary [D] dominant

9. [A] collect [B] copy [C] provide [D] print

10. [A] give up [B] take over [ C] bring back [D] pass down

11. [A] before [B] after [C] since [D] when

12. [A] kept [B] borrowed [C] withdrawn [D] released

13. [A] Unless [B] Because [C] Until [D] Though

14. [A] hide [B] express [C] ease [D] raise

15. [A] analyzed [B] shared [C] stored [D] displayed

16. [A] unsafe [B] unnatural [C] unclear [D] uncommon

17. [A] steal [B] choose [C] benefit [D] return

18. [A] consideration [B] prevention [C] manipulation [D] justification

19. [A] call for

20. [A] chunk

Part A 

Directions: 

[B] fight against [ C] adapt to

[B] chip [C] trail

[D] cope with

[D] path

Section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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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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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1 

In an essay entitled "Making It in America," the author Adam Davidson relates a 
joke from cotton country about just how much a modern textile mill has been 
automated: The average mill has only two employees today, "a man and a dog. The 
man is there to feed the dog, and the dog is there to keep the man away from the 
machines." 

Davidson'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 that have recently appeared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suc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declining middle-class incomes today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 big drop in demand 
becaus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ut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advances in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are more rapidly than 
ever replacing labor with machines or foreign workers. 

In the past, workers with average skills, doing an average job, could earn an 
average lifestyle. But, today, 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 Being average just won't earn 

you what it used to. It can't when so many more employers have so much more 
access to so much more above average cheap foreign labor, cheap robotics, cheap 
software, cheap automation and cheap genius. Therefore, everyone needs to find their 
extra — their unique value contribution that makes them stand out in whatever is their 
field of employment. 

Yes, new technology has been eating jobs forever, and always will. But there's 
been an acceleration. As Davidson notes, "In the 10 years ending in 2009, [U.S.] 
factories shed workers so fast that they erased almost all the gains of the previous 70 

years; roughly one out of every three manufacturing jobs — about 6 million in 
total — disappeared." 

There will always be change — new jobs, new products, new services. But the one 
thing we know for sure is that with each advance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 T. 
revolution, the best jobs will require workers to have more and better education to 
make themselves above average. 

In a world where 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need to do 
to support employment, but n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assing some kind 
of G. I. Bill for the 2l 8t century that ensures that every American has access to post
high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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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e joke in Paragraph 1 is used to illustrate .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B] the alleviation of job pressure

[C] the shrinkage of textile mills

eclme of middle-class mcomes[D] the d 

22.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to be a successful employee, one has to . 

[A] work on cheap software

[B] ask for a moderate salary

[C] adopt an average lifestyle

[D] contribute something unique

23. The quotation in Paragraph 4 explains that . 

[A] gains of technology have been erased

[B] job opportunities are disappearing at a high speed

[C] factories are making much less money than before

[D] new jobs and services have been offered

24.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o reduce unemployment, the most important is

[A] to accelerate the I. T. revolution

[B] to ensure more education for people

[C] to advanc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 to pass more bills in the 21st century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text?

[A] New Law Takes Effect.

[B] Technology Goes Cheap.

[C] Average Is Over.

[D] Recession Is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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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2 

A century ago, the immigrant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 included settlers and 

sojourners. Along with the many folks looking to make a permanent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e those who had no intention to stay, and who would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go home. Between 1908 and 1915, about 7 million people arrived 

while about 2 million departed. About a quarter of all Italian immigrants, for example, 

eventually returned to Italy for good. They even had an affectionate nickname, 

"uccelli di passaggio," birds of passage. 

Today, we are much more rigid about immigrants. We divide newcomers into 

two categories: legal or illegal, good or bad. We hail them as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or brand them as aliens to be kicked out. That framework has contributed 

mightily to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and the long political paralysis over how 

to fix it. We don't need more categories, but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categories. We need to look beyond strict definitions of legal and illegal. To 

start, we can recognize the new birds of passage, those living and thriving in the gray 

areas. We might then begin to solve our immigration challenges. 

Crop pickers, violinists, construction workers, entrepreneurs, engineers, home 

health-care aides and physicists are among today's birds of passage. They are 

energetic participants in a global economy driven by the flow of work, money and 

ideas. They prefer to come and go as opportunity calls them. They can manage to 

have a job in one place and a family in another. 

With or without permission, they straddle laws, jurisdictions and identities with 

ease. We need them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productive for a while without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staying forever. We need 

them to feel that home can be both here and there and that they can belong to two 

nations honorably. 

Accommodating this new world of people in motion will require new attitudes 

on both sides of the immigration battle. Looking beyond the cu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means opening up the middle ground and understanding that managing 

immigration today requires multiple paths and multiple outcomes,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not easy to accomplish legally in the exis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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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irds of passage" refers to those who . 

[A] stay in a foreign country temporarily 

[B] leave their home countries for good 

[C] immigrate across the Atlantic 

[D] find permanent jobs overseas 

27. It is implied in Paragraph 2 that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system in the US 

[A] needs new immigrant categories 

[B] has loosened control over immigrants 

[C] should be adapted to meet challenges 

[D] has been fixed via political means 

28.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oday's birds of passage want . 

[A] financial incentives 

[B] a global recognition 

[C] the freedom to stay and leave 

[D] opportunities to get regular jobs 

29.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birds of passage today should be treated . 

[A] as faithful partners 

[B] with legal tolerance 

[C] with economic favors 

[D] as mighty rivals 

30.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is text would be . 

[A] Come and Go: Big Mistake 

[B] Living and Thriving: Great Risk 

[C] With or Without: Great Risk 

[D] Legal or Illegal: Big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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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although we are prone to snap overreactions, if we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about how we are likely to react, we can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ur quick, hard-wired responses. 

Snap decisions can be important defense mechanisms; if we are judging whether 
someone is dangerous, our brains and bodies are hard-wired to react very quickly, 
within milliseconds. But we need more time to assess other factors. To accurately tell 
whether someone is sociable, studies show, we need at least a minute, preferably five. 
It takes a while to judge complex aspects of personality, like neuroticism or open 
-mindedness. 

But snap decisions in reaction to rapid stimuli aren't exclusive to the 
interpersonal realm. Psycholog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found that viewing a 
fast-food logo for just a few milliseconds primes us to read 20 percent faster, even 
though reading has little to do with eating. We unconsciously associate fast food with 
speed and impatience and carry those impulses into whatever else we're doing, 
Subjects exposed to fast-food flashes also tend to think a musical piece lasts too long. 

Yet we can reverse such influences. If we know we will overreact to consumer 
products or housing options when we see a happy face (one reason good sales 
representatives and real estate agents are always smiling), we can take a moment 
before buying. If we know female job screeners are more likely to reject attractive 
female applicants, we can help screeners understand their biases — or hire outside 
screeners. 

John Gottman, the marriage expert, explains that we quickly "thin slice" 
information reliably only after we ground such snap reactions in "thick sliced" long
term study. When Dr. Gottman really wants to assess whether a couple will stay 

together, he invites them to his island retreat for a much longer evaluation: two days, 
not two seconds. 

Our ability to mute our hard-wired reactions by pausing is wha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animals: dogs can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nly intermittently or for a few minutes. 
But historically we have spent about 12 percent of our days contemplating the longer 
term. Although technology might change the way we react, it hasn't changed our 
nature. We still have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to rise above temptation and reverse the 
high-spee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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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e time needed in making decisions may . 

[A] pre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our judgment

[B] prove the complexity of our brain reaction

[C] depen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ssessment

[D] vary according to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32. 0 ur react10n to a fast-food logo shows that snap dec1s10ns . 

[A] can be associative

[B] are not unconscious

[C] can be dangerous

[D] are not impulsive

33 T . o revers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snap dec1s10ns, we should . 

[A] trust our first impression

[B] think before we act

[C] do as people usually do

[D] ask for expert advice

34. John Gattman says that reliable snap reactions are based on . 

[A] critical assessment

[B] "thin sliced" study

[C] adequate information

[D] sensible explanation

35.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reversing the high-speed trend is . 

[A] tolerant

[B] optimistic

[ C] uncertain

[D] Doubtful

- 8 -



Text4 

Europe is not a gender-equality heaven. In particular, the corporate workplace 

will never be completely family-friendly until women are part of senior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Europe's top corporate-governance positions remain overwhelmingly 

male. Indeed, women hold only 14 per cent of positions on European corporate 

boards.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w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to compel corporate boards 

to maintain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women — up to 60 per cent. This proposed mandate 

was born of frustration. Last year, European Commission Vice President Viviane 

Reding issued a call to voluntary action. Reding invited corporations to sign up for 

gender balance goals of 40 per cent female board membership. But her appeal was 

considered a failure: only 24 companies took it up. 

Do we need quotas to ensure that women can continue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fairly as they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Personally, I don't like quotas," Reding said recently. "But I like what the 

quotas do." Quotas get action: they "open the way to equality and they 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according to Reding, a result seen i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legally binding provisions on placing women in top business positions. 

I understand Reding's reluctance — and her frustration. I don't like quotas either; 

they run counter to my belief in meritocracy, governance by the capable. But, when 

one considers the obstacles to achieving the meritocratic ideal, it does look as if a 

fairer world must be temporarily ordered. 

After all,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 has now shown that corporations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are evading the meritocratic hiring and promotion of women to top 

positions — no matter how much "soft pressure" is put upon them. When women do 

break through to the summit of corporate power — as, for example, Sheryl Sandberg 

recently did at Facebook — they attract massive atten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y 

remain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If appropriate public policies were in place to help all women — whether CEOs 

or their children's caregivers — and all families, Sandbe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 than any other highly capable person hvmg m a more Ju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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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n the European corporate workplace, generally . 

[A] women take the lead 

[B] men have the final say 

[C]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overwhelmed 

[D] senior management is family-friendly 

37.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nded legislation is . 

[A] a reflection of gender balance 

[B] a response to Reding's call 

[C] a reluctant choice 

[D] a voluntary action 

38. According to Reding, quotas may help women . 

[A] get top business positions 

[B] see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C]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D] anticipate legal results 

39.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Reding's appeal is one of 

[A] skepticism 

[B] objectiveness 

[ C] indifference 

[D] approval 

40. Women entering top management become headlines due to the lack of . 

[A] more social justice 

[B] massive media attention 

[C] suitable public policies 

[D] greater "soft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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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B 

Directions: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y choosing the most suitable 

subtitle from the list A - G for each numbered paragraph (41 - 45). There are two 

extra subtitles which you do not need to use.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A] Live like a peasant 

[B] Balance your diet 

[C] Shopkeepers are your friends 

[D] Remember to treat yourself 

[E] Stick to what you need 

[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G] Waste not, want not 

The hugely popular blog the Skint Foodie chronicles how Tony balances his love 

of good food with living on benefits. After bills, Tony has £ 60 a week to spend, £ 40 

of which goes on food, but 10 years ago he was earning £ 130,000 a year working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eating at London's best restaurants at least twice a 

week. Then his marriage failed, his career burned out and his drinking became serious.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 saved my life. And I felt like that again, to a 

certain degree, when people responded to the blog so well. It gave me the validation 

and confidence that I'd lost. But it's still a day-by-day thing." Now he's living in a 

council flat and fielding offers from literary agents. He's feeling positive, but he' 11 

carry on blogging — not about eating as cheaply as you can —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a much worse state, with barely any money to spend on food" — but eating 

well on a budget. Here's his advice for economical foodies. 

4 1 .  

Impulsive spending isn't an option, so plan your week's menu in advance, 
making shopping lists for your ingredients in their exact quantities. I have an Excel 
template for a week of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Stop laughing: it's not just cost 
effective but helps you balance your diet. It's also a good idea to shop daily instead of 

- 11 -



weekly, because, being human, you'll sometimes change your mind about what you 
fancy. 
42. 

This is where supermarkets and their anonymity come in handy. With them, 

there's not the same embarrassment as when buying one carrot in a little greengrocer. 

And if you plan properly, you'll know that you only need, say, 350g of shin of beef 

and six rashers of bacon, not whatever weight is pre-packed in the supermarket chiller. 

43. 

You may proudly claim to only have frozen peas in the freezer — that's not good 

enough. Mine is filled with leftovers, bread, stock, meat and fish. Planning ahead 

should eliminate wastage, but if you have surplus vegetables you'll do a vegetable 

soup, and all fruits threatening to "go off' will be cooked or juiced. 

44. 

Everyone says this, but it really is a top tip for frugal eaters. Shop at butchers, 

delis and fish-sellers regularly, even for small things, and be super friendly. Soon 

you'll feel comfortable asking if they 've any knuckles of ham for soups and stews, or 

beef bones, chicken carcasses and fish heads for stock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 ll let you have for free. 

45. 

You won't be eating out a lot, but save your pennies and once every few months 

treat yourself to a set lunch at a good restaurant — £ 1.75 a week for three months gives 

you £ 21 — more than enough for a three-course lunch at Michelin-starred Arbutus. It's 

£ 16.95 there — or £ 12.99 for a large pizza from Domino's: I know which I 'd rather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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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Translation 

46. Directions: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text into Chinese. Write your translation on the ANSWER 

SHEET. (15 points) 

I can pick a date from the past 53 years and know instantly where I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news and even the day of the week. I've been able to do this since I 

was four. 

I never feel overwhelmed with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my brain absorbs. My 

mind seems to be able to cope and the information is stored away neatly. When I think 

of a sad memory, I do what everybody does - try to put it to one side. I don't think it's 

harder for me just because my memory is clearer. Powerful memory doesn't make my 

emotions any more acute or vivid. I can recall the day my grandfather died and the 

sadness I felt when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day before. I also remember that the 

musical play Hair opened on Broadway on the same day
— they both just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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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V Writing 

Part A 

47. Directions:

Suppose your class is to hold a charity sale for kids in need of help. Write your

classmates an email to 

1) inform them about the details, and

2)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use your own name. Use "Li Ming" instead.

Do not write your address. (10 points)

PartB 

48. Directions:

Write an essa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hart. In your writing, you should

1) interpret the chart, and

2)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5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 (15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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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真试题
……………………............ 

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电子支付时代不会很快到来

，苟 －、文章总体分析
本文是一篇论说文，论述了“电子支付时代不会很快到来”的原因 。 首段点 明话题“无现金社会

（ 即 川电子支付时代）不会很快到来” ， 二、三段分析了限制纸币消失的四个原因 。

登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I O Given(])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 c money, you 

might think that we would move qui ckly to the cash！制②

society in which all payments are made electronica lly. 

f} 1 , a t rue cashless society is probabl y not around the 

cornerCD . @ Indeed , predict ions have been 2 for two 

decades bu t have not yet come to fruition® . 。 For example, 

Business Week predi cted in 1975 that electroni c mean俨 of

payment would soon “ revolutionize® the very 3 of money 

itself , ” only to 4 itself sev巳ra l years later. 0 Why has 

the movement to a cashless society been so 5 in coming? 

①鉴于电子货币的优势，你或许认为

我们将迅速步入无现全社会，所有支付将

电子化。②然而真正的元现金社会可能不

会马上到来。③实际上，二十年来一直有这

样的预测，但至今还没有实现。④例如， 1975

年《商业周刊 》预测称，电子支付手段不久将

“彻底改变（人们对）钱币本身的观念”，不料

几年之后该言论也不攻自破了 。⑤为什么

步入无现全社会的步伐如此缓慢？

J 
析分

－
旬

－

e难
一

与
－

释
－

洼
－

「
」

…

词
－

( given [ 1 g1van］ ρrep . 考虑到 ，鉴于（表示原因 ）

( cashless [ 1 kreflas］ α．元现金的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很近，就在附近

自 ( come to fruition 完成 ，实现

~ @ means [ mi:nz＿ η 方法，手段
$ ＠陀volutionize [, reva1 lu：如阳z] v . 彻底改革，彻底变革

：·语篇介括：i : :I
第一段点明话题。首句是引子，先给出相反观点“人们可能认为元现金社会将很快到来”，②句 以

however 转折 ，提出文章观点“无现金社会不会很快到来”。③④句论证观点 ：③句以 indeed 引出对观点

的进一步解释， predi ct ion s 指上文人们对“无现金社会即将到来”的预测 ， not yet come to fr uition 则近义

复现 not aro und th e corner ；④句以《商业周刊》的事件为例（ fo r example）来例证观点。末句总结上文观

点（ so s low in coming 复现 not around the corner ） 并以 why . . . ？ 设问引出下文对原因的解释。

； ·真题精解. : ~;f 

1. [A] Moreove r 而且 ，此外（表递进） [ BJ However 然而，可是（表转折）

[ C] Therefore 因此 ，因而（表因果） [ DJ Otherwi se 否则 ，不然（表条件）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逻辑关系。上文指出鉴于电子货币的优势 ，你或许认为我们将迅速步

入无现金社会…… 。 后文则指出真正的无现金社会可能不会马上到来。上下文为语义转折关系，［BJ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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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 off 离开，停止 [ BJ back 回来，返回

[ CJ over 结束，完结 [ DJ a round 出现 ，有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语义＋副词特殊用法。空格所在句指 ，＇：I:＼＂实际上，二十年来（关于人类将

迅速步入无现金社会的 ）预测一直．…… ，但至今还没有实现 。 根据句内的文革：转折，应是 20 年来相关预

测一直持续，但没有实现过 。 around 意为 exi s ti吨， p resen t in a p lace“存在， 出现”，符合文意 。

3. [ A] powe r 力量，能力 [ BJ concep t 观念，概念

[CJ hi s tory 历史 ，来历 [ DJ ro l e 角色 ，作用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 。 空格所在句例证（ for examp l e）上文“关于‘人类将迅速步入无

现金社会’的预测一直存在但都未实现”，即《商业周刊》1 975 年预测“电子支付手段不久将‘彻底改变钱

币本身的…… ”’ C cash• cashless/ electro ni c means of paymen t）是“人类将迅速步入无现金社会”的同义

表述 。 从纸币支付到电子支付，这体现的是货币本身慨念的变化 ，而非其力量、历史 、角色职能的变化 ．
[BJ正确 。

4. [ A] r巳verse 承认错误，放弃（立场） [ BJ res i s t 抵抗 ，抵制

[ CJ resume 重新开始，继续 [ DJ reward 奖励 ， 回报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i吾义 。 由第 3 题分析可知，空格所在句例证上文，主句介绍《商业周

刊 》 1 975 年的预测内容，空格所在部分为结果状语， on l y to do 结构强调结果令人失望或意外 ，指出预测

未能实现 。 reverse oneself Co n sth）意为“承认错误，放弃（立场）” ， ［ A］符合文意。

5. [A] s il ent 沉默的 ，缄默的 [ BJ s udden 突然的 ，意外的

[CJ s l ow 缓慢的 ，迟缓的 [ DJ s teady 稳定的，持续的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i吾义。空格所在句根据上文提出疑问 。 上文已经指出“关于人类将迅

速步入元现金社会的预言 20 年来一直存在 ，但却一直没有实现”，并给出 了例证 。 这都说明元现金社会

不会很快到来。选项中符合文意的是［CJ ，代入表示“为什么步入无现金社会的步伐如此缓慢”？

Il O A lthoug h electronic means o f payment may be more 

effi cient t han a payment sys tem based on paper, severa l fa cto rs 

wo rk 6 the d isappearance of the pa per syst em. @Firs t , it 

is very 7 to set up( the comp uter , ca rd reader , and 

telecommunicationscr> net wo rks necessa ry to make elect roni c 

money the 8 fo r m of payment. @ Second, paper checks 

have the advantage tha t they 9 receipts® , somethi ng that 

many cons umers a re unw illing to 10 . 0Th1时， the use of 

pa per checks g ives consumers severa l days o f “ fl oa t” 一 i t ta kes 

severa l days 11 a check is cashed0 and fu nds ar e 12 

fro m the issuer’s® account® , w hi ch means that t 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 rn interest on th e fu nds in the meantime®. 0 

13 electron ic payments a re immediate, t hey eliminate the 

fl oa t for the cons umer. 

①尽管电子支付手段可能会比纸

币付款系统更为高效，但是一些因素

却阻止了 纸币付款系统的消失。②其

一，建立使电子货币成为主要 支付方

式的计算机、读卡器以及电信网络是

非常昂贵的 。③其二，纸质支票的优

势在于它们提供了很多消费者都不愿

意放弃的收据。④其三，纸质支票给

消费者提供了几天的“浮动期”一一支

票兑现及资金从出票人账户中提取需

妥几天的时间，这意味着出主导人在此

期间能够获取资金的利息。⑤由于电

子支付是 li!r 时的，消费者便没有了浮

动期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J
( set up 建立，创立，建造 自 ( cash [ kreJ] v . 将……兑换成现金

( telecommunication ［ 』te l I kamju:1111 ke1f an ］ η． 

信 ． 远距离通信

( receipt [ ri 1si:t] n. 收据 ，收条

2 

电磁通 ~ ( issuer [ '1fju:a] n . 开出支票者，出票人

♂ ⑥削：‘：oun t [ a' kaunt］ 凡账户，户头

$ ( writer [ 'ra1ta] n . 写……的人 ，文中 即“写支票的人 ，



出票人”，与上为 i ss ue r 同义 \) ( in the meantime 在此期间，同时

Third,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 float” 一 it takes several days before a 

check is cashed and funds are withdrawn from the issuer’s account , which means that t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咽t on the funds in the meantime. 

句子主干： I the use of paper checks 

主语

gives consumers several days of “ float” 

谓语间接宾语 直接宾语

解释说明

it takes sev巳ral days. 

时间状语从句

before a check is cashed and funds are withdrawn from the issuer’s account 

（引导词） 分句 l （并列连词） 分句2

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it takes several days before ... 

which means that the writer of the check can earn interest on th巳 funds in the meantime. 

（关系代词） 谓语 宾语从句

功能注释：本句破折号后的句子是对主旬的解释说明，主话 i t 实则指代 before...从句的内容， before

引导的从句的主干是两个并列的分句；句末 which 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又是对 it takes several days 

before ... 整句的解释脱明 。

： ·请篇耸听－~ ：： :t
第二 、三段分析“无现金社会不会很快到来”的原因。第二段介绍了三个原因：首句总说：②句介绍

原因一 （Fir st ） ： 实现“无现金”花费昂贵；③句介绍原因二（Second）：人们不愿放弃纸质支票提供的收据；

④⑤两句介绍原因三 (Third ） ：纸质支票会给消费者几天的浮动期（，消费者能多得几天的利息） ，而电子

付款即时到 111长使消费者丧失了这种浮动期 。 句间通过 consumer, iss uer, wr it e r 的同指实现衔接。

: .真题精解； ：J
6. [ A] (work) for 受雇于，从事……工作 [ BJ ( wo rld aga in引 起到对扰、削弱……的效果

[ CJ (work) with 与……共事 [ DJ (work) on 从事于，致力于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动词短语 。 文章首段末句提出问题“为何步入无现金社会的步

伐如此缓慢”，纵观下文，列举了 4 个因素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答 。 因此空格所在句的 sev巳ral factors 应是

步入无现金社会缓慢的原因，其对纸币付款系统的消失自然是起到对抗、限制的效果。［BJ符合文意 。

7. [ A] e xpensive 昂贵的，花钱多的 [ BJ imagin a tive 富有想象力的

[ CJ sen s iti ve 敏感的，灵敏的 [ DJ producti ve 多产的 ，富有成效的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i吾义 。空格所在句兹在说明“建立电子支付方式所必需的计算机、读

卡器以及电信网络是非常……的” 。 根据文意，这是制约纸币忖款系统消失因素中的第一条，应为纸

币忖款系统的优势或电子支付系统的弊端，排除 ［DJ 。［ BJ [ CJ 明显不符合文意。［ AJ项代人，表示建

立电子支付所需设施非常昂贵，为电子支忖手段的一个弊端，符合文意。

8. [ AJ s im ilar 相似的，类似的 [ BJ or i gin a l 原始的，最初的

[ CJ temporary 暂时的，临时的 [ DJ domina nt： 首要的，占优势的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空格所在句慧、为“建立使电子货币成为……支付方式的设施是

非常昂贵的” 。 全文论述了两种支付方式， 目p 纸币和电子货币 。 论述围绕为何电子货币时代不会很快

到来展开 ，即，电子支付方式不会很快成为首要的、占优势的支付方式。空格所在句便是决定电子支付

方式不会很快成为首要支付方式的原因之一，［DJ符合文意 。 其他项与文章；相关度不大．排除 。

9. [ AJ co ll ec t 收集，采集 [ BJ copy 复制 ，复 印

3 



[CJ provid e 提供 ，供给 [ DJ print 印刷，打印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 i吾义十常识 。 空格所在句从纸质支票优势入手论述了第二个制约纸币

支付系统消失的因素， 即 ，“纸质支票……收据（即忖款凭证）” 。 纸质支票显然不能 LI交集、复制、打印收

据，但纸质支票却能够成为忖款凭证；［CJ项代入表示“纸质支票提供收据”，符合文意 。

10. [A] give 叩放弃 ，舍弃 [BJ take over 接管，接手

[ C] bring back 带回 ，使恢复 [ DJ pass down 遗传，沿袭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 i吾义 ＋动词短语。空格所在部分作定语修 'Cfn something （即上半句的

rece ipts），意在说明纸质支票的优势在于它们提供了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的收据 。 既然是优势 ，其

提供的东西， l\!P 收据，自然是很多消费者需要的，即不愿舍弃的 ， ［ A］符合文意 。

11. [ A] be fore 到……为止，到……之前 [BJ after 在……以后

[ CJ since 自…… 以来（以后） [ DJ when 当……时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逻辑。空格所在句论述的是第三个因素， £1/J 纸质支票为消费者提供几天

的“浮动期”，破折号后的空格部分对此做出解释，因此应是支票兑现及资金从出票人账户中……之前

需要几天时间，这段时间构成了“浮动期”，出票人可在此期间获取资金的利息 。［A］符合文章： 。

12. [A] kep t ( from）使与某物分开 [BJ borrowed 借人（款项），（向……）借贷

[CJ withdrawn 提，取（银行账户中的款项） [ DJ r e l eased 公开，公布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语义。空格所在部分含义为“资金从 111 票人账户中……”，纸质支票支付

给收款人（卖方）的金额应该是从出票人（消费者）账户 中提取的 。［CJ与文意相吻合 。

13 . [ A] Un l ess 除非 ，如果不 [ BJ Becaus巳因为，由于

[ CJ Until 直到……时 [DJ Though 虽然，尽管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旬内逻辑关系 。 上文指出，由于纸质支票的兑现和提取需要几天的时间，从

而给消费者提供了几天的“浮动期”；可知空格所在句“……电子支忖是即时的，消费者便没有 了浮动

期”的从句和主句为因果关系，即由于电子支付是即时的，因此没有了浮动期。［因为正确选I页 。

皿 0 Fourth, electronic means of payment may 14 

security and privacy concerns( . @We often hear media reports 

that an unauthorized( hacker( has been able to access® a 

computer database( and to alter information 15 there. @ 

The fact that this is not an 16 occurrence® means that 

dishonest person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bank accounts in 

electroni c payments systems and 17 from someone else ’s 

accounts. OThe 18 of this type of fraud( is no easy task, 

and a new fi eld of computer science is developing to 19 

security issues. 0 A further concern is that the use of electronic 

means of pa严ne口t leaves an electrornc 20 that contams a 

①其四，电子支付方式可能会引发安

全和隐私忧虑。②我们经常听媒体报道

称，非法黑客已经能够访问计算机数据

库，并改变储存于其中的信息。③而这并

非是罕见事件的事实意味着欺诈分子能

够访问电子支付系统的银行账户，并从别

人的账户中进行窃取。④此种欺诈行为

的预防并不容易，人们还妥研究新的计算

机科学领域以应对安全问题。⑤更令人

担忧的是，电子支付手段会留下电子踪

larg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0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迹，其 中包含大量的个人数据信息。⑥有
governr口ent , employers, and marketers might be able to access 人担心，政府、在主和营销人员可能能够
these data, thereby violating® our privacy. [356 words] 访问这些数据，从而侵犯我们的隐私。

；二：词ij（注在与难句：分玩.· i ii
( concern [ kan ＇曰：n ] n. 担心，忧虑

( unauthorized [ 1J\!11::>:9araizcl］ α．未被授权的，未经认可的

( hacker [ 'h挝Q] n. 电脑黑客（私自存取计算机中资料者）

( access [ 1但kses］队存取（计算机文件），获取

4 

~\· ( database [ 'cte1tabe1s] n. 数据库

； ＠…re叭吕1kArc>ns] 11. 事卡｜二
币 ( fraud [ fr咱：：，：d］ η．欺骗，诈骗

)) ( violate [ 'va1ale1t] v. 干扰 ，侵犯（个人 l~I FEI 等）



· 语篇分析. ::J 
第＝段承接第二段，介绍原因 四 （ Fourth ） ： 电子支付方式带来安全及隐私方面的担忧 。 首句点明本

段主！Ml . ②句至段末分别分析了这两方面的担忧。②至④句介绍安全风险：②句以媒体报道黑客人侵

电脑为例，引 LI：＼ 安全问题；③句以②句事例之常见说明电子支付系统存在安全风险；④句介绍针对安全

问题的对策．发展一门新的计算机科学。⑤＠两句介绍隐私方面的担忧⑤句分析引起隐私担忧的原

因使用电子支付会留下大量个人信息；＠句指出这些信息可能被政府、雇主、市场人员等利用，即，个

人隐私世露 。 两句中 A furth er conce rn . .. There are concerns . . . JI于应首句 concerns，实现衔接 。

·真题精解. : c:1 
.l4. [ A] hid e 隐藏，隐瞒 [ BJ exp ress 表达，表示

[ CJ ea吕E 减轻，缓和l [ DJ ra i se 引起、激起（某种情感或反应）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 。空格所在句意为“电子支付方式可能会……安全性和隐私问

题”， F文民到了黑客人侵计算机账户，政府、企业等可能获取包含有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些都表明电子

支付方式对安全和隐私构成了威胁 。 选项中能表达这层意思的只有［DJ 。

15. [A] a nalyzed 分析．剖析 [ BJ shared 分享 ，共享

[CJ 丛to red 储存，容纳 [ DJ di sp layed 展示，显示

［试题精解］ 本文考查旬内语义 。空格后的 there 即指（ in ) a comp uter database（计算机数据库），空

格填人同语用于说明信息与计算机数据库之间的关系。空格所在句论述安全及隐私，因此信息并非公

开的、可分亭的，排除［BJ [ D] , [ A］ 明显与文意不符。［CJ代人指储存于数据库中的信息，符合文意 。

16. [ A] unsafe 不安全的，不安稳的 [ BJ unnat ura l 不自然的，反常的

[ CJ un c l ea r 不清楚的，不易了僻的 [DJ 川com1non 罕见的，不常见的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 。空格所在句中， that 引导的从句做 the fact 的同位语，其中 thi s

指代上一句中“黑客潜入电脑数据库更改信息”的 内容 。 而上一句句首提到我们经常（ often ） 昕到媒体

报道这类事件，证明这类事件是常见的，即不是罕见的 。［DJ正确。

17. [ A] stea l 偷 ，窃取 [ BJ choose 选择，挑选

[ C] benef i t 受益，得益于 [ DJ return 返回，归还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 。空格处的动作 El3 欺诈分子发出，作用于其他人的账户，结合上

文内容，可知该行为损害人们的财产安全，［A］符合文意 。

18. [ A] co n s ide ra tion 考虑，斟酌 [ BJ prevention 预防，阻止

[ CJ manipulation 操纵，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 [ DJ ju st ification 为……的辩解；正当理由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 。 空格所在部分“此种欺诈行为的……并非易事”中， th is type of 

fraud 指代上文介绍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的弊端之一“安全问题”，空格处填入词应为对这种安全问题采

取的行动， ［BJ符合文意 。

19. [ A] ca ll for 需要，要求 [ BJ fight against 极力反对，与……作斗争

[ C] adapt to 适应，适合 [ DJ cope wi th 处理，应对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语义＋动词短语 。结合 18 题分析可知，空格所在部分介绍“预防这种

欺诈行为”的一项具体措施，空格所在不定式结构 to

应对安全问题”， ［DJ正确 。

5巳cunty issues 介绍措施的目的， 即“处理／

20. [A] chunk 厚块，大块 [ BJ chip 芯片，碎片

[ CJ tra il 踪迹，痕迹 [ DJ pat h（有助于实现某事的）道路，途径

［试题精解］ 本题考查上下文i吾义 。空格所在句论述电子支付手段另一弊端，即会留下包含大量个

人资料的电子……。［A］无法与 electron i c 搭配，［BJ违背常识，首先排除 。［DJ为积极色彩，与“这些‘电

子……’有可能为政府、雇主和营销人员所利用”不衔 。［CJ项代人表示“电子踪迹”，符合文意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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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ll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 Text 1 信息时代是平庸者的坟墓

道： 一、文章总体分析及考题遮览
［总体分析］

本文摘向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20 1 2 年 1 月 25 日 一篇题为 Average ls Over （告别平

庸）的文章。 作者围绕“人们应该如何应对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传统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

- ra: 题展开论述，指出平同表现已远远不够，个人应当超越平凡， II ＼ 类拔萃 ；同时也向社会提 ：·H 建议 ：应

出台相关就业政策，以确保每个公民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 论证过程中采用了举

例、列数据 、因果等说理方法 。

［考题速览］

21. The joke in Paragraph 1 is used to illustrate 一一一一一－ 第一段中笑话的写作目的。

22 . 八ccording to Paragraph 3 , to be a successful employee, one has 第＝段中成为一名成功雇员的

to 必要条件 。

23 . The quotation in Paragraph 4 expla ins that 第四段中引言说明的内容。

24. Acco rding to the author, to reduce unemployment, the most 作者认为降低失业率的关键是

important is 什么 。

25 . Which o f th e fo llow ing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自te title fo r 
主旨题。

th e text? 

问题速览：根据题干关键同 a SL』cc巳ss f ul employee（成功雇员）和 to reduce un巳mployment ( I绎低失业

率）可知，本文话题主要涉及“就业问题

问题解读：①第 2 1 、 23 题考查写作目的，通常与文章（段落）主旨毡〈切相关，应注意上下文逻辑关系，

切忌局限于“笑话－／寻 ｜ 言，，本身；② FR 第 22 题可知，第三段论及“成为一名成功职员”的必要条件；③第 2 1[

题说明作者在第四段中就“如何降低失业率”给出建议 ；④第 25 题考查文章主旨，应宏观把握全文。

问题总结： 由上述分析可知，本文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分析就业问题；作者一方面就“如

何在不利的就业市场中胜 ：.e ”向个人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就“如何降低失业率”做出宏观建议。

~~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l O In an essay entittedCD “此tJ.ak ing It in America ” , the 

author Adam Davidson relate吉·® a joke from cotton country 

about just how much a modern textile® mill has been 

automated(J) : The average mill has only two employees today , 

飞 man and a clog. @The man is there to feed the dog, and 

the clog is there to keep the man away from the machines. ” 

6 

《在美国制造》一文中，作者亚当·戴维

森讲述了一个来自棉花产地、有关现代纺织

厂自动化到达何种程度的笑话：普通纺织厂

如今只有两名员工，“一个人和一只狗 。 人

负责喂狗，而狗负责让人远离机器飞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I ,;;/
( entitle [ 1旷ta1La! ] v . 称做……；定名为…

( relate [ r1 1le1t ] v . 叙述，许｜述，讲（故事）

( textile [ 'teksta1! ] 11. 纺织品，织物

@automate [ ';i:Lame1t] v. 自动化

． 经典搭配

\I ①mal毛e it （达到目标，获得成J)J)

！？叫l e m 
« Q) keep sb away from ... Ct史某人远离．．．．．． ）; 

； ·语篇分析 · id
第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借“介绍戴维森著作”引出全文话题“全球化及科技进步导致高失业率”。

第一段借笑话展示“自动化技术（即科技）迅猛发展，机器代替劳工”的现状。 关键词： a joke 0 

冒号作为段内重点衔接符号起着前后解释说明作用 。

冒号前：介绍笑话大致内容 与现代棉纺厂自动化程度相关。 how much ... automated 明确该

笑话事关“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

冒号后：介绍笑话具体内容一一只需“一人一狗”两个劳力，其中人的职责是H畏狗，狗的职责是防人

干扰机器 。 onl y two emp l oyees 强调员工人数寥寥，反映“自动化生产几乎无需劳力”的现状。②句指

出一人一狗各司其责，借由“人与狗并列的幽默效应”将笑话推向高潮：仅有的两个劳力要做的也不过

是不干扰机器运转，而非投入生产，进一步凸显自动化程度之高，并深层暗示其巨大影响：机器已经完

全可以取代人力，为下文（第四段）介绍“工厂员工的锐减”埋下伏笔。 注：句中 the average mill 表层说

明棉纺织厂十分普通 ，深层 H音示现代化工厂中高度自动化生产已非常普遍 。

开锅’以现代棉纺厂典型个例为切人点，以点带面铺设全文大背景：技术发展带来生产高度自动化，

与之俱来的是，机器正在快速代替劳动力成为生产的主角，劳动力需求程度在锐减 。 本段3f似介绍“笑

话”，实则借助“笑话”展现“现代生活中自动化生产以及劳工被机器取代”的现状 。

Il Davidson '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 that 

have recen tl y appeared making th巳 point that the rea son we 

have suc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巳nt and declining③ 

midd le-class incomes today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 big drop 

m demand becauδe of th e Great Recession@, but it is a lso 

because of the advanc巳s in both globa li za tion and the 

111formation technology r evolution, which are mor巳 rapidly

than ever replacing labor with machines or foreign workers. 

戴维森此文只不过是新近涌现的

诸多同类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都提

出这样一种观点：当前失:fr. 率居高不下

以及中产阶级收入缩水，很大程反上是

由于大萧条造成的需求大幅降低，但同

时也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

展，这种发展使机器或外来在工取代劳

力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

ζ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al 
( stubbornly [ 'stAbanJ1] ad. 顽固地，倔强地

( decline [ ct1'kJa111] v. 下降；衰退

( recession [ n'sefan ] 11. 衰退；不景气，后退

． 经典搭配

$ ( make the po int 表明观点: ( more. than ever （比以往任何时候者回 ) 

$ ( replace ... with .. （ 以……代替……〉: 
Davidson’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 that have recently appeared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suc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declining middle-class incomes today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 big drop in demand becaus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ut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advances in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are more rapidly than ever replacing 

labor with machines or foreig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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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主干： I Davidson ’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巳ces

主语 系动词 表i吾

定语从句

that hav巳 recently appeared making the point 

同位语从句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such stubbornly high un巳mployment and declining middle-class incomes today 

引导同主语 定语从旬修饰reason

is largely because of.,. but it is also because of. . . 

系动词状语 表语l ↑ 表语2

n o 
ρ
u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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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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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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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ces in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飞rolution ,

定语从句

which are more rapidly than ever replacing labor with machines or foreign workers . 

主语谓语 状语 谓语宾语 宾语补足语

功能注释：主干为 Davidson ’S art icle is one of. . . pieces; that 定语从句中又包含一个 that 同位语从

句，引出这些新近涌现的同类文章所持有观点的具体内容（making the point that），该内容为独立的一句
话，其主干为 the reason is largely beca us巳 of. .. , but it is also because of. . .，句中有三二．处 beca use of ，应

明确其作用：第二处说明需求大幅下降（ the big drop in demand ）的原因 经济大萧条（ the Great 

Recess ion）；第一和第三处为并列关系，明确造成高失业率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两大原因：需求大幅

下降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后者以 bu t 引出，是作者想要强调的对象。

； ·语篇分析. :if 
第二段借笑话引出“全球化及科技进步是当前高失业率及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一个重要原 因 ”这

一话题。关键词为： the point0 

全句主干：Davidson ’ s articl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ieces. .由“一篇吁｜ 出“一类”，提示下文将由个

别到一般，提出一种普遍性的观察或观点 。 a rticl e 、 pieces 与首段 essay 均表达“文章”之意。

(pieces) t h at 定语从句：主干部分 that have recentl y appeared making the point ...为过渡部分，承前

‘一类”引出叫共识（ the point）”。 recently appeared 表明现阶段同类文章较多，反映问题的严重性 。

( the point) t h at 同位语从句：具体展现“共识”：高失业率和中产阶级收入缩水的主因是“经济大萧

条”，但“全球化＆信息技术发展”的助推之力也不可小觑。转折词 but 引出语义重点，表明第二个原因

为本文论述重点 。 such 和 stubbornly 连用，强调高失业率与收入缩水问题十分棘手，暗示下文可能会

探讨其解决方案。

( the advances . .. revolutio川 which 限制性定语从句：补充说明“全球化 ＆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力”；

more rapidl y than ever 今昔对比，表明两个要素使各国劳动力市场越发处于“内忧（自动化水平提升，大

量劳工被机器取代，呼应首段）”、“外患（全球化发展使得更多国外劳力参与竞争）”的境地 。

； ·真题精解. :i/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dva nces 

21. 第一段中的笑话是为了说明

[A］技术进步的影响

。21. The joke in Paragraph 1 is used to illu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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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 the a ll eviat ion of job press ure ［βJ T.作压力的缓解

[ CJ the shri nkage of textil e mills [ CJ 纺织厂的萎缩

[ DJ th e declin e of middl e- class incomes [ DJ 巾产阶级收入的下降

［精准定位］ 第一段引述戴维森一篇文章中一则笑话，介绍“现代普通棉纺织厂自动化程度极高，机

器大啊替代人力”这一普遍现象，第二段指 1-H 这种现象背后的惟手之一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可见

首段引述笑话是为r说明技术进步的影响， ［ A］正确 。

〔命题解密］ 文章开篇引子常用于命制写作目的题 。 解答时切］忌孤立看待题干提及的文本内容，而

应联系上下文乃至全文主旨，但同时也不能过度延伸．任意联系上下文而脱离题干考查的文本 。 文 中

第一段提及戴维森文中笑话 ． 目的在于引出下文，为全文服务 ：笑话作引→话题切入现状（技术高速发

展）→该现状是两大问题产生的很大原因→提醒人们采取应对梢’施。［A］符合上下文逻错 。

[ l:3] I~斗 onl y t wo employees 臆 l£JrrnBJE . 将视角落在“个人工作压力”上，脱离了上下文 。〔C］将“纺织

厂员工的缩减”偷换为“纺织厂的萎缩”，既非笑话中反映的内容，更不是作者引人笑话的目的所在 。

[DJ源于第二段... declining m iddl e-class in comes ... ，但笑话内容并未涉及中产阶级收入问题，该项过

度推理 。

ill O l n the past, workers w ith av巳rage skills, 

doing an average job, co uld ea rn an ave rag巳 l ifesty l e .

8 Bu t, today, average( is offic ia ll y ove r. @ Being 

average jus t wo n ’t earn yo u what it used to. Olt can’ t 

when so many more employe rs have so much more 

access。 lO so much more abov巳 average cheap foreign 

la bor , chea p robotics® , chea p software, cheap 

aut omat ion and cheap genius. 0 The re fo月， everyon e

needs to find their extra（！）一 th e i r uniqu e va lue 

contribution tha t makes them s tand out in wha tever is 

their fi eld of employment. 

过去，劳动者拥有一般技能，干一份普通

工作，就能过上普通生活 。 但是现在，“平席”

已正式结束 。 表现平平完全无法再让你过上

普通生活了。当如此多得多的雇主有着如此

多得多的渠道获取如此多得 多 中等以上水平

的廉价外国劳力、廉价机器人、廉价软件、廉价

自动装置以及廉价夭才的时候，表现普通将难

以立足。 因此，所有人都需妥找到自身的额外

价值一一一种可以令其在各种工作领域中脱

颖而出的独特价值贡献。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
( average [ 'eevar1d3] 11. 平均水平 ．一般水准

( access [ 'rekses] 11 . 使用权；通路

( robotics [ rau1bnt1ks] 11. 机器人科学：（或技术）

( extra [ 'ckstra] 11. 额外的事物

． 经典搭自己

①币 la nd o ut （突 11:, )b'l.颖而出）

Therefore, ev创·yone needs to find their extra一－ their unique val ue contribution that makes them stand 

out in whatever is their field of employment. 

句子主干： Therefore everyone 

关系连词 主语

that makes 

引导词谓语

11巳eds
、田、五

L罔1口

to find their extra 

宾语

定语从句

th巳m stand out in whatever is their field of employment. 

宾语 宾语补足语

功能注释：句 首· Therefore （因 此）表 明 该句是基于上句得「1 ： 的结论；破折号后进一步解释 their

ex tra ： 独一无二的价值贡献．其中 tha t 定语从句修饰 va l u e contr ib ut i on ，说明采取该行为的意义和｜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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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 . ::t 
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借分析“全球化及科技进步对劳工市场的影晌”明确作者观点：平庸时代正

式结束，劳动者应突破平庸 。

第三段分析影响之一：令普通员工再也难以过上普通生活，并适当补充应对措施：突破平庸，脱颖

而出。关键词为：①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 ; ( stand out。

①至④句为一个层次，今昔对比，阐明问题 。

①句追溯过去（ In the past ） ： 一般技能者可过上普通日子。 average ski lls, averag巳 j ob, average 

l i festy l e 以及 could earn 暗示劳动者自身的技能水平决定其生活水准 。

②①④句转诉现状（ But, today）：平庸之人难以维持普通生活 。

②句铿锵有力，直指现状：平庸时代已正式结束，奠定全文基调 。 officially 修饰 over 强调此说法非

危言耸听 ，而是根据社会现状做出的客观评判 。 注： ①句 average 是形容词，此句 ave rage 为名词，用以

传达“人或物处于普通水平的年代（由末段首句 a world where average is ove r 可推知）” 。

③句进一步细化现状：平Jffj之人无法再过上普通日子 。 just 强调技能平庸与普通生活之间的关联

已不同过往；won’t ea rn you what it used to( i t：句 be i ng average）进一步明确这种今昔差别 。

④句解释原因 ：雇主更容易雇用到能力更高、价格更低的劳力、机器 。 It can ’ t 回指③句如今情形，

when 引 ：±＼ 客观条例／时局，展示“表现平庸无法维持普通生活”的原因，从句中借助限定同重复（ so 

many/ m uch more 3 次， cheap 5 次） 以及 above average（超出普通水平的），强力烘托出普通员工所处的

艰难局面 ：外国劳力、机器人、软件、自动化以及天才都价廉物美，与普通员工竞争普通 的工作岗位；其

中 chea p foreign labor 以及 cheap robot ics, cheap software, cheap automat io n 分别彰显“全球化”与“信

息技术发展吁：j劳工市场的影响， fl乎应第二段主题“高失业率和中产阶级收入缩水也部分归咎于全球化

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⑤句为另一个层次，适当补充应对措施 。

句首 Therefore 明确两层次间因果关系，引出结论（即应对措施）：个人需要找到自身的额外价值 。

破折号引出 uniqu巴 解释 extra，凸显与 average 的对比，重在强调“突破常态、突破自身局限，创造独特价

值贡献”；绝对表达词 whatever 强调“超越平庸就能在全部工作领域所向无敌”，进一步反衬“突破平庸”

的重要性。

： ？ 真理精解. :ji 
22.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to be a successful employee, 22. 第三段指 出 ，要 想成为成功 的员

。ne has to 工 ，必须 。

[ A] work on cheap software [A］在廉价软件上下功夫

[ BJ a;;k for a moderate sa lary [ BJ 要求一份适中的薪水

[ CJ adopt an average lifes tyl e [ CJ 采取一般的生活方式

[DJ con r.ribute somethi咽 un i q ue [DJ 贡献一些独一无二的事物

［精；佳定位］ 根据题干定位至第三段，末句以 There fore 总结指出个人必须超越自身局限，出类拔

萃 ，才能立足职场。［ DJ 同义改写 find their ex tra- t heir unique value contribution . .. ，正确 。

［命题解密］ 第三段①至④句指出技术发展和l全球化提高了对劳动者的要求，⑤句引出个人应当采

取的行动 。 可以就行动的具体内容设置细节题 。 题干 one has to 和正确项［DJ是对⑤旬的复述。

[A］借④句 cheap software 干扰，但它是雇主的生产工具，不是成为成功雇员的必要条件；［町、［CJ

利用 ave rag巳及①③句 earn 和 li festyle 设障，但“生活方式”与“薪水”均与雇员的成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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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Yes, new technology has been eating jobs 

forever, and always wi ll. @ But there’s been an 

acceleration( . @ As Davidson notes®,“ In the 10 years 

ending in 2009 , [ U. S. J fa ctories shed( workers so fast 

that they erased( almost a ll the gains of th e previouf " 70 

years ; roughly one out of ev巳ry three manufact uring 

jobs about 6 mi ll ion in tota l -di划ppearecl. ”

的确，新技术一直在吞噬工作岗位，而且

将永远持续下去 。 不过速度一直在加快。正

如戴维森所言，“2009 年以前的十年间，（美

国〉工厂裁员如此之快，以至于抹掉了前 70 年

所有新增员工的总额；制造业岗位中，大约有

二分之一，共计将近 600 万个岗位不复存在 。”

：＿ .词汇丰释与难句分析 . ::/ 
( acceleration [ aksela' re1J;:m ］ η . 1111 l虫，促进

( note [ naot ] v. 指出，特别提到

( shed [ Jed ］ υ． 去除，摆脱（已经不flf币耍的东四）

( erase [ 11 re1z] v. 抹去，消除

( previous [ ' pri:v1 as］ α．以前的，以往的

． 经典搭配

( shed workers （ 裁员）

③on巳 o ut or every three . .. （ 三分之一的……）

④川 total （总共）

· 语篇分析 ＜ ii
第四段分析影响之二：新科技加速吞噬工作岗位。关键i司为 ：①eating jobs ； ②acceleration 。

①句为过渡句， Yes , ... has bee 『1 ..• for ever 承上肯定“新技术给就业市场带来影 H白”， a nd a lways 

wil l 启下引出“就业岗位将持续减少”，这种影 IIJ句 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 而且将永不停休，强调新技术对就

业市场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暗示员工只能从自身人子，顺应新技术的发展 ，追求卓越 。

②句（段落主旨句）指；1:: rvc业岗位的减少呈加］ j主度态势 。 Yes 与 But 常连用，先承认旧语义，再引出

新内涵， H音示“新技术吞噬就业机会”众所周知，而··新技术在以加速度吞噬就业机会叮才］鲜为人知 。

③句引证说明②句，以数据形象说明新技术吞噬工作岗位的惊人速度 。 shed 深层 H音示员工对工厂

而言己毫无价值，惨遭淘汰； erased 与 ga in s 经 r:I＝二I 70 years 、 10 yea rs 的时间限定，突山强调新科技吞噬就

业岗位的速度之惊人：仅仅 10 年间员工下岗人数就基本与 70 年间新增员工人数持平 。 分号后继而以

制造业为例再进一步说明 ：共计约 1 / 3 、多达 600 万岗位消失 。

: ~ .真题精解 · i d

23. The quotation in Paragraph 4 explains that 一一一一－· 23 . 第 四段中的引言说明了 。

[A] ga in s of technology have been erased [A ］ 技术的收益被抹去了

[ BJ job opport uniti es are disappearing at a hi gh :-;pe巳d [ BJ 工作机会正在快速消失

[ CJ fa川ories a re making much less money than before [CJ l二厂盈利比过去低 1tr多

[DJ new jobs and service且 have bee n offered [ DJ 新工作和新服务已经被提供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定位至第四段m③句础维森！原话 。 ［ BJ 同义改写 shed workers so fast. . 

roughly one out of every three . .. di sappeared ，为正确选项 。

［命题解密］ ③句引 言是对段落中心句①②句的例 iiE说明，可以就引言的内涵或用意命题，考查对

具体信息以及段落主旨的理解能力 。 ③句引言应与①②句主旨相一致，以制造业为缩影，说明整个就

业市场的惨淡现状。［ 13］与两句中 eating jobs forever. . th ere s been an a cce leration 相衔 。

[ A］源于~主四段①句 erased al l th e ga i n s ，但此处 gain 是刊增加｜的人员数量”之意，而非“技术收益迦

抹除”； ［CJ 为主观臆测，第四段寻 1 言并未涉及“工厂利润”问题； ［ DJ借引 言后文， 即第五段①句设障，但

11 



该句指出变化不可避免，与引言中戴维森感慨工作岗位力［I 速消失的震惊、惋惜之情不料 。

V O There w ill a lways be change- new jobs, new 

products, new se rvices . @But th e one th ing we know for 

sure is that with each advance in g loba li zat ion and th e I. T. 

revolution( , th e b巳st jobs wi ll requir e workers to have 

more and bette r education to make themse lves above 

变化将会永远存在一一－新岗位，新产

品，新服务。 但有一点我们确信无疑，随

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最佳岗

位将妥求员工掌握更多更好的教育以使

自己超越平盾 。
average. 

( revolution [ revc>1l u:fc>n ］ η．革命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I
I, ②阳1uire sb to do s th（要求某人做某事）! 川，ve…越平im…肝）．经典搭配

( for su re 确实 ； 毫无疑问地，肯定 4JI 
F忡
川

-A’”
’ 

－

分
…

…篇
’

．

语
．

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从个人 、社会角度分别给出“JII页应全球化及科技发展以突破平庸”的措施。

第五段先退而承认新科技也会带来新就业机会，尔后从个人角度重点说明劳动者要接受更多更好

教育以突破平庸。 关键词为 ：①have more and better education; CD above average 。

①句退而承认变化永久存在，指出新科技也会创造新岗位 。 句中 new 三次重复出现，旨在解释

cha nge,JH合困顿的普通员工们带来一丝光明 。

②句转折CBut）指出唯一不变之事 ：接受更多、更好教育以超越平庸 。 for s ure 对应①句 change

new. . new .. . new ... ，体现变与不变的反差 ；句中 with 一同暗示“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发展”与“就业机

会”之间的因果关联，呼应第二段末句... a lso beca use of the advances ... ; requir e 强调必要条件．要想获

取最佳工作，普通员工必须接受更多更好教育以超越平庸，间接印证了第三段②句作者观点“平同年代

已一去不复返”。

'i1 In a wo rld where average is offi cia ll y over, 

there are man y things we n巴巴d to do to support① 

employment, but nothing wo uld be more im por tant 

than pass ing some kind of G. I. Bill for th e 21st 

century that ensures( that eve ry Ame ri ca n has access 

to post high sc hool 巳ducat阳l. [ 369 words] 

在一个己正式告别平庸的世界里，我们需

要做很多事情以扶持就业，但对 21 世纪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出台 《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

法案》之类的法案，以确保每个 美 国人都有机

会接受高 中后教育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i d
\\ 说．没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

： ②…s川h（接触 、通往 的权利）
自 ( post-high schoo l education （高中以后教育 ）

①叫ng w川em…川t than （ 比起 来！

( support [sc>1 p：：＞ι V. 文峙，支撑

( ensure [ 111 '.fu<>J v. 保证，确保

．经典搭配

ln a world where average is officially ov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need to do to support employment, 

but n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assing some kind of G. I. Bill for the 21st century that ensures 

that every American has access to post-high school education. 

功能注释：该句以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need 10 do ... , but n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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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结构引出当前应对失业情况最重要的举措；定语从句 that ensures that. ..说明此类法案（ some

kind of G. I. Bill) 的作用：确保公民接受高等教育 。

In a world where average is officially ov巳r, , 

句子主干： ｜地点状语
并列句 l : I 'f there are many things 忡斗 we need to do 问→ to support employment, I 

the·巳 be 句型 定语从句 目的状语

三间一歹1］句2: I bu丁 川othing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assing some kind of GJ .Billfor the 21st cen阳ry
莲可－王豆r- －系否可 表语 千 比较状语

定语从句 E

that ensures that every American has access to post-high school education. 

主语谓语 从句做宾语

： ·语篇分析＜ ；／
第六段从；1士会角度补充说明应如何帮助劳动者提高教育水平：出台保障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政

策。关键词为 ： passing some . . . bill 。

独句 j现段 。 but 将句子一分为二 ？现以 but 为基点展开馆~析 。

bu t ntr ： 先再度呼应第三段②句“‘平庸已经结束”这一文章主旨，后引 出“如何扶持就业”问题；

support － 同实现建议对象的转移，由上段就业主体的“个人”转向本段鼓励就业的“社会” 。

bu t 后：引出当务之急： 1L8 台相关括律措施保证所有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 否定词加比较级结构

nothing would be more in叩ortant than . ..相当于“最高级”，实际加强了肯定语气，着重强调“立法推广高等

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处借助 some kind of 的类 比作用，G. I. Bi ll 被用以类比“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

相关法律法规（详见背景知识） ; ensureιthat. ..引出法律的目的：保障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

［背景知识〕 G. l. Bill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美国国会于 1944 年颁布的一项法案，旨在帮助退

伍军人在二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币。法案的基本 内容有：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政府，对在二战中服兵

役超过 90 天的美国公民提供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因战争中断深造机会的美国公民提

供资助，让他们有机会接受适当的教育或训练。该法案使数百万美国退伍军人受惠 ，为美国迅速从战

时经济向民用经济转变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

；·真霆精解· ·： d
24.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o reduce unemployment, the 24. 作者认为，减少失业人数最重要的

most important is 一一一一一· 是 。

[ A] to acce lerate the 1. T. revo lution 〔A］加快信息技术革命

[BJ to ensur巳 more ed ucat ion for people [BJ 确保人们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CJ to adva nce economi c global ization [CJ 发展经济全球化

[DJ to pass more bills in the 21" cen tury [ DJ 在 21 世纪里多颁布一些法案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t he most importa nt 定位至末段 nothing wo uld be more important 

t han ...，作者认为扶持就业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台类似 G. I. Bill 法案的法律法规，保障每个公民接受高

等教育的权利 ，目ll ，保证人们接受更多教育，所以 ［BJ是正确答案。

［命题解密］ 针对日益严重就业问题，文章末尾对社会提出建议，并强调重中之重，可以就此命制细

节题。题干和［BJ项概括原文末段内容。 to ensure more education for peop l e 对应原文中 ensures that 

eve ry American has access to post high schoo l ecluca t ion o 

[A］ 、 ［CJ两项反向干扰 ，文中虽提及全球化和l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但它正是造成就业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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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的一大原因； ［DJ断章取义，末段虽提及颁布法律，但其目的在于保证深化教育，而且 more bill s 将

原文的 some kind of G. I. Bi ll 扩大化，失去了钊对性 。

；·全局真题拮~（· ： d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25 . 以下哪一项最适合做本文的题目？

for the text? 

[ A] New Law Takes Effect. [ A］ 新的法律生效了 。

[ BJ T echnology Goes Cheap. [BJ 技术变得廉价。

[ C] Average Is Over. [CJ 告别平庸。

[ DJ Recession Is Bad. [DJ 经济衰退不是好事 。

［精准定位］ 第一 、二段引出“信息技术和全球化高速发展导致高失业率和l 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第

三至五段深入阐释了该影响的严重程度并向个人提出“努力突破平庸，成为佼佼者”的应对建议，并在

末段呼吁社会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提升劳动力素质，从而免于淘汰。第三

段②句提出 主旨： today, average is over ，⑤句进而提出建议 ： to find their extra ，以警醒人们不应再安于

现状， :il在第五段②句中进一步回应主旨： to make t hemselves above a verage，综上，文章意在说明，靠平

庸过活的年代已然结束，应创造独一无二的自身价值来应对就业难的问题，［CJ正确 。

［命题解密］ 考查对文章主旨的概括能力常常通过“标题”来体现。文章题目应该概括全文主旨，体现文

章探讨的主要对象，干扰项常为文章中的细枝末节，不能涵盖全文内容。［CJ是对全文主旨的合理概括。

〔A］ 、 ［町、 ［ DJ 三项均以偏概全，将文中论述的某个环节当做文章主旨。［A］ 利用末段 passing

some kind of G. I Bi ll. .. 设置干扰，但这只是作者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建议之一 ；［BJ 借第三段④句

cheap robotic: 

[DJ利用文章大背景设置陷阱，但作者提及“经济衰退问题，，意在介绍它是影响就业的原因之一 ，三项均

服务于文章主旨，但并非作者耍论述的中心 。

回路费部回

Text 2 将全部移民视为合法或非法：大错特错 撞撞巅
回~理却都
原文外教朗读

二守 －、文章总体分析及考题遮览
［总体分析］

本文节选自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 邮 报》） 20 1 2 年 7 月 14 日 一 篇题为 We See All 

1mm叩ants as Lega l or Ill egal. Big Mistake. （我们将全部移民视为合法或非法：大错特错。）的文章 。 作

者介绍和评析了“美国现行移民政策”，指出当前美国一刀切将外来移民分为“合法”或“非法”的做法非

常错误；正确做法是给予移民更多的包容，打开中间地带，认同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新候鸟”。 文章按

照“今昔对比引出全文观点（第一、二段）一一论证并强化全文观点（第三至五段）”的脉络行文 。

写作背景：奥巴马政府踌躇满志打造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近三十年未获通关的移民改革，靶

心是美同境内 1100 万非法移民这个“老大难”，并于 2012 年 6 月紧急推出暂停遣返年轻非法移民的“准

大赦”措施，一时之间政坛各派力量活动频繁，公众反应强烈 。

［考题速览］

26 . ‘‘ I 

27 . It is impli ed in paragraph 2 that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system I 第二段就“美国现行移民体制”

in the US . l 所暗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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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ccording to the a uthor, today ’s birds of passage want 
作者认为今天的 birds of passage 

需要什么 。

29 . The aut hor s uggests that the birds of passage today should be 作者认为应 如何对待今天的

treated birds of passage 。

30 . The most appropri ate title for th e text wo uld be 文章题目 。

问题速览：快速浏览考题可知，本文围绕 bird s of passage 展开论述 ，内容与“美国现行移民体制”

( the current immigrat ion system in t he US）相关 。

问题解读 ：①由第 26 题可知，开篇部分对 bird s of pa吕sage 这一群体进行了界定；②第 27 题告诉我

们，第二段对“美国现行移民体制”进行了介绍和评论；③ ！丰｜第 28 题可知，作者对“现今 bird s of passage 

的需求”进行了探讨；④由第 29 题可知．作者就“应如何对待现今 b i rds of passage”表明 了观点：⑤第 30

题提醒我们：阅读时需宏观把握全文，抓取文章全局观点 。

问题总结：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文围绕 birds of passage 这一群体展开论述，涉及“美国现行移民

体制”，包括 bird s of passage 的界定、该群体的需求，以及作者就“应如何对待这－群体”的看法。

牙 二、 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I O A century ago, th e immigrants( from across the 

A tl antic included settl ers and sojourners( @ Along with 

the many folks looking to make a perm anent home in the 

United Sta tes came those who had no in tent ion to stay, 

and who wo uld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go home. @ 

Between 1908 and 1915, about 7 million peop le arrived 

whil e about 2 million departed③ ．。 About a quarter of a ll 

Italian immigrants, for example, eventually r et urned to 

Italy for good. 0 They even had an affectionate® 

nickname® , “ ucce lli d i passaggio ,” birds of passage. 

一个世纪前，横跨大西洋来到美国的

移民中既有定居者，也有旅居容 。 许多人

希望在美国建立永久家园，但也有人无意

长留于此，打算赚些钱后佼回返家乡 。

1908 到 1915 年 间 ，约 有 700 万人抵达美

国，而离开的大约有 200 万人。 例如，约

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移民最终永久返回

了意大利 。 他们甚至有个亲切的昵称

uccelli di passaggio, "1，美鸟” 。

:- ii司i ／¢注释与难句分析； ：J
( immigrant [ ' uni grant］ 凡移民，外侨 $ ( from across 1he A tl a ntic(来自大西洋彼岸）

( sojourner [ 1sAd33:n；：，］ η. Aft居者 ；逗留者 ~ ( look to do s 1h（寻找做菜事的机会）

( depart [ d1 1pc1:t] v. 离开； /1：＼ 发，起程 < ③ 

( affectionate [ a'fekJ anat］ ι 深惰的；充满深情的 > ( make money（赚钱 ）

( nickname [ 1111kne1m］ 凡（尤指给朋友或家人取的） < ( a quarter of （四分之一）

绰号，昵称 $ ( for good 永远地 ，永久地；一劳永逸地

由 ( birds of passage（候鸟，漂泊的人）
． 经典搭配

Along with the many folks looking to make a permanent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e those who had 

no intention to stay, and who would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go home. 

句子主干： ｜倒装句： 旦旦 坐~1立！旦旦 Alongw川e many蚀s looking to make 

谓语前置 主i时广 I a permanent home l川1巳 Uni时 States

定语从句 l

who had no intention to stay, and who would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go home. 

引导词 谓语l 宾语l 定语连词引导词 谓语l 宾语2 连同 谓语3

功能注释：本句以 εlo口g with A came B 这一结构，表明“做某事的既有 A，又有 B，但重点在于 B”。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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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意为 ： 当时美国的移民有些“希望定居”，有些“无意长留”，作者关注点在于“无意长留美国的外来移民”。

； ·语篇分析 · i d
第一、二段为文章第一部分，今昔对比引出全文观点。

第一段借 回顾一个世纪前美国移民去留情况，引出主题关键词一一候鸟。关键词为： birds of 

passage。

①②句概述一个由纪前（美国）移民去留情况。 A cent ury ago 涵盖全段（Between 1918 and 1915 实

属 A century ago 的语域范围〉．表明本段论述内容的时间 ： 一个世纪前；根据“介绍过去旨在说明现在”

的行文逻辑可预测，下文可能会介绍“现在美国移民状况”。

①句概述移民大致构成 ：包括永久定居者和l短期旅居客 。 句中三个核心同汇 immigran t s 、 settlers 、

sojourners 深层暗示本段（及全文）关注对象 ： （包含“永久定居者”和“短期旅居者”在内的）移民 。 fronl 

across t he Atlantic 展二现 LL\

沙1、｜有欧洲，书2洲，南、北美沙｜｛ ，南极洲．此处主要指 ！欢洲（详见“背景知1识”〉 。

②句解释①句，重点引出短期旅居客不在少数 。 根据句子结构（ those 为主语）及“英语句子语意童

心多半在后”的原则，可推知“短期旅居者（ those who . . . and who . . . ）”实为本句以及全文语意重心，句

子借此实现叙述重心由 “移民”至··旅居者”的转移 。

③④⑤句以“ 1 908-1915 年高峰期移民去留情况”例证说明①②句 。 Betwe巳n 1908 and 1 915 回 ！直

A century ago，将时间锁定至“1908 一 1915 年间

③句展现当时移民去留情况： 700 万移民中迈· 200 万离 fl：。 7 million . . . arr ived VS 2 milli on 

depa rted 表明“踏上美国土地的人数虽多，但选择离开者也不在少数（超过 1 /4 ）”。

④＠句列举（ for exampl e）“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的去留情况”脱明③句 。

④句指出近 1 /4 的意大利移民最终选择回国 。 About a quarter of a ll. .. JI乎应③句数据，共同凸显最

终回国的人并非少数； eventua l ly 、 for good 两同共同强调相当一部分移民最终依然会选择落叶归根 、重

归故里 。

⑤句补充指出这些“返回意大利的移民”昵称为“候鸟”，由此引出文章主题关键词 。 句中 bi rds of 

passage 是 ucce lli di passaggio（意大利语）的同位话，原指“候鸟” · 喻指“漂泊不定的人”，形象传达出“像

侯鸟一样迁徙的移民形象”．此处既承接④句专指“从美国回返意大利的移民”，也泛指“元意长留美国

的各国移民”； affectionat e 与 n ickname 连用，充分传达出人们对移居美国多年后返回祖国的“候鸟”的喜

爱，为下文（第三段〉描述这些“候鸟”在美国的影响和贡献埋下伏笔 。

段落整体榄理：本段对“一个世纪前外来移民居留美国的情况”的讲述中，营造了当时“移民留去自

由”的氛罔 ．侧重说明那些最终返回家乡的“候鸟”、并表明人们对“候鸟”的亲切和善。但“谈古”是为了

“论今”，读完本段我们 向然会思考：如今美国的外来移民是否依然去留自由？其中是否依旧有一批难

舍故土的“候鸟”？他们是否还能得到亲切和善的对待？

［背景知识］ Between 1908 and l 915一－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移民高峰：此次移民高

峰以欧洲人为主，他们给美国带来了德国精湛的工艺技术，英同完备的市场策略，法兰西的服装工艺和｜

美酒，意大利的雕塑和热情奔放，爱尔兰人的节俭与守旧……移民们把美罔视为“上帝保留的最后一块

美丽富饶的新大陆，来接纳那些愿意凭自己的勤劳智慧过上富裕生活的普通人”，美国人也几乎施行了

完全开放的移民政策，基本不存在非法移民问题。

： ~：：~题精解 · ！ ~
26. “ Birds of passage” refers to those who 

[ A] stay in a foreign count ry temporaril y 

[ BJ leave t heir home count ri es for good 

26. Birds of passage 指那些 的人。

[A］在国外短暂居留

[BJ 永远离开祖国

16 



户L

－

’
1·

-
Q
M 

’L
-
nu 

n
-

c 

nu
-
sd 

l
- -

l 

l

-

T 

A
川
－
m

-
o 

ρ
L

一

1

-
s 

zu
-b 一

O

QJU

-
-,, 

飞
M

白

}

-
t 

k
-
n 

c
-
E 

a
-
n 

mu-
m 

-

l 

a
-
r 

I
-
E 

Ub

-
nV 

-

E

- 

n
-
c 

m-
w 

l:
l 

『il

－

－
「
i
J

C
-D 

「
L

－
「
L

[ CJ 跨越大四洋移居

[DJ 在海外找到永久工作

［精准定位J Birds of pa ssage 首次 II\ 现在第一段末句， 与该句主语 they 同指。再由上一句可知－

they 指代“回国定居的意大利移民 。 继续 l.u-1 ／顿上文 riJ J发现，作者提到意大利移民 ．是为了例证巧 f.l,J- ；有不

少人选择离开美国回 国定居 。 因此， bi rcl s o f passage 指以这些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那些无意定居国外

的人， ［ A ］正确 。

［命题解密］ 命题人将 bi rcl s o f pa ssag巳应作考查”根据上下文猜测同义”的考点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

一 ，该词为英语但话 ，从字面对l' 9;fJ 其意：二 . l京 词为全文关键词 ，是理解文章的夭键；三 ，本题针对第一段设

题，段 l 「＇ Li·＼现多个名 词 （ immigra nt 日， se ttl e rs , sojourners . birds of passage 等 ） ．｜泛分信息有一定xll＇度 ．且若要

理解 bird~♀ o f passage 含义必须明 l'°if{J they 的指代对象 。 正确项 ［ A］ 是 对第一段 soj ourne rs.. . had no 

in tention to s tay ... would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go home ... eventua ll y returned to Italy fo r good 的概括 。

［ 曰：｜每 returned to Ita ly ( th e ir hom e co untry) for good 改为 leave th eir hom e co untri es for good ， 与 ··候

鸟 ”含义利｜悖 。［CJ借 imm i grant s ac r。“ th巳 A tl anti c I」扰，但“跨越大西洋的移民”包含“定居者’吁H“旅

居客”， bird s o f pa ssage 仅指后者 。［DJ 矛I ］ 月J pe rm a阳1

o f passag巳含义不同 。

II O T oday , we a re mu ch mo re rigid( a bo ut 

1mm1gra nt s. @ W e di vide newcom巳 rs into two 

ca tegori es : lega l or illega l , good o r bad. @ W e ha il 

th em as Am eri ca ns in th e m aking , o r brandCJ them as 

alien泸 to be ki ck ed out. 。 Tha t framework({) has 

contributed mighti ly( t o ou1 broken i mmi g ra tion 日y s t em

and th e lo ng pol iti ca l paralysis® ove r how Lo fix it. 0We 

do n ’ t need mo re ca tego ri es , bu t we need to change th e 

way w e think a bo ut catego ri es . 。 We need to look 

beyond s tri ct defin itio ns of lega l a nd ill ega l. @To sta rt, 

we ca n recog ni ze th e new birds o f passage , those li v111g 

and thriving( in th e g ray a reas. @W巳 m i g ht t hen begin 

to so lve o ut immig 1a ti on chall enges. 

今天，我们对移 民严格了许多。我们将

新来者分为两 类 ：合法或非法，好或坏 。 我

们或将其誉为“缔造中的 美 国人”，或将其归

于 . ， 需要驱逐的异族” 。 这一思 维构 架在很

大程度上导致 了 我们的 移 民体系漏洞百出，

也致伎政府对 ·＇ ~a 何修复这一体系 ”处于长

期瘫痪状态 。 我们无需更多类 别 ，但需妥改

变对类别的思考方式 。 我们需要超越对“合

法”和“非法”的严格定义 。 首先，我们可以

认可那些“新候鸟”，那些于灰色地带生活并

繁荣发展的人。 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解

决在移民方面面临的挑战 。

： · 词汇注释与难句耸听. I ,i'· 
①峭d [ 'nd叫 αJ喻的：僵硬的，死板的 ? ①di v ，巾 in to two 川gories （将 ·分为两类）

( brand [ b .. rend] v. 打烙印于……； Gp商标于…… > ( hai l. . . as . . . 将 …··誉为
@ alien [ 1 c1 J1;:in ］ η 外同人 i ( in th e mak ing 在酝酿中的 ，在剧中的

④frame、 ·k [ ' fr喃e 1 mw立l《］ 川． 框架 ’ ，目架：体系、｛牛 甘.1J » ( brand as （将归为 ．．．．． ［不H r内甘 王t'i:物］ ) 

@ mightily [ 1ma1t1 

r哟sis [ p叶rel 1叫 11. 麻痹 ； 尤力， 1亭顿； <i币汕 、工 ; ⑥巳ont ril且LI
作的自吕 jJ) 完全丧失，瘫痰 & ⑦ l oo ！《 b心yoncl （超j凶 ．．．．．看问题）

，。， →！ ~ ( thrive [ 0r-a1v] v. 兴旺发达 ．繁荣 ， 遥’1-)1 ;&. )& 引 ( g ra y a rea （灰色区域 . , 1， 间 阪城［仍不 lflWJ 的情况］ ）

．经典搭配

： ·语篇分析；＼／
第二段借描述当前美国移民现状，明确全文观点：现行移民体制过于严格，需要做出调整一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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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候鸟” 。 关键词为：①much more rigid ； ② reιognize。

①②③④句介绍并评析美国当前移民政策 。

①句承前概括指出现如今我们对移民更严格 。 Today 和文首词 A century ago 呼应，将本段写作视

角由上段的“一个世纪前”拉至“现如今” 。 比较级结构 much more r i g id 体现今昔对比，突出强调“当前

美国对待移民要比一个世纪之前严格得多”； ri g i d 一反前文 bird s of pa ssage（候鸟）所折射出的“来去自

由”， 明确奠定作者对现如今移民政策的批评基调。

②③句解释说明①句，具体展现美国严格的移民政策 。

②句指出移民分类上的严格：所有移民被一分为二一一非“合法”即“非法”、非“好”即“坏” 。 l ega l

or ill ega l , ri ght or bad 共同强调美国移民分类非黑即白、无中间状态、存在的僵硬严格 。 注： newcomers （ 由

new十 come十 er 合成而来）易被理解成“刚刚移民美国的人”，而事实上本土居民而言的新来者一一移民。

③句指出两类移民受到的不同待遇·合法移民受赞誉，非法移民遭遣返 。 句中两个 them 指代不

同：前者指代“合法移民（ legal/good）”；后者指代“非法移民（ ill ega l / bad ）” 。 hail. . as VS brand .. . as 蕴

含强烈情感反差 ：前者饱含肯定色影；后者充满否定意咪。 America n s in the making VS a li ens to be 

ki cked o u t 更显迥异情感色影 ：“合法移民”被看作“缔造中的美国人”，将从文化上、法律上融入美国，最

终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 ， ，.非法移民”则被视为“充满危险的异族” ，威胁美国文化、破坏社会稳定等，故

被排斥驱逐。

至此可推知，美国现行移民政策倾向 ：一改以往的开放政策，只 以 .，合法移民”的形式欢迎、鼓励部

分移民定居美国，却将其他形式的移民视为“非法移民”并将其限制排斥在国门之外。

④句承接①②③句指出这－移民政策倾向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 That framework 回指前三句所述

“将所有移民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这一严格的移民政策”；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巳111 、 th e long 

politica l para l ys i s 传达作者对当今移民政策的强烈批评态度，程度副词 mightily 更是强化了这种批判语

气，凸显这种分类的严重的后果，暗传作者讽刺基调 。

⑤⑤⑦③句就“如何调整当前移民政策”呈递作者观点 。

⑤＠句首先指出我们需要改变对移民类别的思考方式 。 排比句式 We don ’t need to ... but we need 

to ... , We need to ... （我们要或不要做……）体现两句间语意逻辑关联 。

⑤句初步亮出作者观点：要改变思考方式，暗示当前美国对合法和HI三法这两类移民的看法有误。

＠句进而以 We need to . .. 明确“改变类别思考方式”具体所指：超越合法、非法的严格定义来看待

移民。意即，放弃“非合法即非法”的粗暴分类以及“非接纳即遣返”的处理方式。言外之意为，要在法律

上给予未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更多的包容，不要严厉限制打击、甚至驱逐 。

⑦③句进而指出如何改变思考方式。 To s ta rt , t h en （ 首先，然后）体现两句间语意逻辑关联。

⑦句以 To st art, we can . . . 指 出“突破合法与非法严格定义”的最重要一步：承认生活在灰色地带

的“新候鸟” 。 new bi rcl s o f passage（新候鸟）承首段尾词 bird s of pa ssage 而来 ， 此处意指现如今那些来

美工作却无意永久居留 的移民 。 t h e gray a rea 充分展现出目前“新候鸟”的处境：无法简单划归为“合

法”或“非法”，目前颇受争议的移民群体 ； recognize 明确作者态度：认可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新候鸟”，

在政治法律上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 。

③句 JI目！而补充指出，只有认同“新候鸟”才有可能迎接挑战 。 th e n begin to so l ve 强调⑦句建议的重

要意义 ：是着手解决移民问题的关键；并折射本文写作目的 ．针眨现今移民政策，并提出调整意见 。

段落整体梳理：一、本段采取了“就‘热点’问题（移民问题）展开针眨时弊（①②③④句）一一提 出建

议（⑤＠⑦③句）”的论述结构；二、段中情感态度词密集出现，展现作者观点 ： 1 、褒贬色彩迥异的 4 组词

对 l巳ga l VS ill ega l 、 good VS bad 、 ha i l VS b ra nd 、 Ameri cans in the making VS ali 巳ns to be ki cked o ut 说明

美国现今移民体制的僵硬严格；2、带有贬义色彰的 3 个词语 rigid, bro ken , para l ys i s 表明作者对这一移

民体制的否定立场 ； 3 、带有强烈建议性的两组表达 We don ’ t need ... but we need . . We ne巳d, To start , 

W巳 ca n . .. We mi ght t h e n 凸显作者就“调整移民体制 ”的主要观点一一认同“新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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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题精辟. : :1 
27. It is implied in Paragraph 2 that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27. 第 二 段暗 示 美 国 现行移 民 政

system in the US 策 。

[ A] needs new immigran t ca tego ri es [ A］ 需要新的移民类别

[ BJ has loosened contro l over immigrants [ BJ 己放松对移民的控制

[ C] s hould be adapted to m eet cha ! lenges [CJ 应做出调整以迎接挑战

[ DJ has be巳n fi xed via po lit ica l means [DJ 已通过政治手段修正

〔精；佳定位］ 根据题干直接定位到第二段 。 段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国现行移民政策过于严格 ，将所

有移民分为“合法”和“非法”，且只欢迎前者，却驱赶后者。 随后指出 ： 我们需要超越“合法”与“非法” 的

严格定义，承认生活在灰色地带的候鸟 ，这样才能应对移民方面的挑战 。 另外，从关于美国现行移民政策

描述所用贬义同语 r igid , broken 及 pa ra l ys i s 也能判断出作者对其批评态度。［CJ选J]l1符合作者观点 。

［命题解密］ 木题考查考生根据文中信息进行；啊！理判断的能力 。 正确 项 ［ C J 既蕴含了 rig i d,

broken , pa ra l ys i s 所传达的“作者对当前移民政策的批评态度”，又体现了 we need to change . . . we need 

to loo k beyo nd . . . 所表达的“作者对改变当前移民体制 的 II于 H于”， J3. mee t c h a ll enges 还概括了 we m ight 

then beg in to so lve our immigrat ion cha llenges l听说明的“改变移民体制的主要目 的” 。

[ A］将原文 We don ' t need mo re ca tego ri es 的“否定”改为 “肯定”， ［ BJ将原文 Today,we a re m uch 

more ri g id about immigran t s 中 的 r i g i d 改为与其完全反义 的 h a s loose ned cont ro l o [ D］ 利用 the long 

po liti ca l para lys is over how Lo fi x i L 干扰 ，但将原文“政策无能无力”改为与之相反的“已通过政治手段得

以修正” 。 考生很可能因为不理解 pa ra l ys i s 一词而误选此项，但根据 po l it ical paraly s i s 的 并列成分

broken immigration sys t em 很容易推断出该同为负面含义，故可排除表达正面含义的 ［DJ 。

如今的“候鸟” 中 ，有农作物收容l 工 、

小提琴手、建筑工人、企业家、工程师、 家

庭医疗保健助手以及物理学家等 。 受 工

作、资金以及观念流动 的 驱使，他们成为

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者 。 他们愿意跟随

机会的召唤或来或走。 他们可以设法在

一个地方工作，在另 一小地方安家。

四 0 Cro p pi ckers, violinists(!) , cons tr uct. ion worke rs, 

entrepreneurs( , enginee rs, home heal th-care aides® and 

phys icist s are among toda y ’s birds of passage. @ T hey a re 

energet ic participants0 in a g loba l economy dri ve n by rhe 

fl ow of wo rk , money and ideas. @ T hey prefer to com e and 

go as opportun ity ca lls th em . 。 They can m anage to have a 

job in one p lac巳 and a fa mily in ano th e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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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

词
…

i\ ·经典搭配! ( dri ven by( 1*1 · 驱动）
I\ ( prefer to （ 喜欢…… ，愿意…· · ）

！①m叫e 10 （设州到）

； ．语篇分析~ ： d

( violinist [ va旧 1 1 111 1 st ] n . 小提琴手

( ent repreneur [ ,onlr8pN1n3:] 11. 企业家 ； 承包人

( aide [ e1d] 11. JlJJ手 ，助理

( participant [ p口· ＇ 1.t s1p8nt ］ 凡 参与者

第三至五段为文章第二部分，论证并强化全文观点。

第三段退而阐述“新候鸟”的特征。关键词为 ： today’s birds of passage。

①句列举“新候鸟”的构成 。 句 中列举貌似冗杂拖沓，实则恰恰表 lljl ： 新候鸟遍布各行各业 ， 对美 国

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among 为列举标记词 。

②③④句分析“新候鸟”的特征 。 三句 rj:i They 均指代 toda y· 只 bird s of passageo 

②句指出他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 ene rge t i c 一 词体现了 作者对“新候鸟”的积极肯 定； dri v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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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明了“新候鸟”参与全球经济的驱动因素：工作、金钱和观念的流动，体现“新候鸟”的流动性 。

③句指出他们喜欢随机而动 。 prefer to com巳 a叫 go 传达“新候鸟”意愿．来去自由； as opµortuntty 

ca ll s t hem 紧随上句 dri ven 忡，补充“新候鸟”迁徙的又一驱动因素“机会”，再次反衬其流动性 。

④句指出他们能够做到“背井离乡”。 can manage to 突 Ll＇， 强调了“新候鸟”能够承受“家在千里之外吓l甘精

神折磨，而随工作迁徙的强大心理承受力 。

段落整体梳理：本段在分析说明“新候鸟”的过程 1扣，通过表明其“有贡献、有价值、没危害”，辅助说

明第二段作者观点“我们应该认同新候鸟飞同时段落揭示了新候鸟“希望追随机会来去 自｜书”的心理，

我们可以顺此推测 ：“认可新候鸟”是否指遵从他们这一意愿？

： ·真题精解二 J
28.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oday’s birds of passage 28. 在作者 看来，现今的候鸟需

want 要 。

[A] fin ancia l incen t ives [ A］ 经济激励

[ BJ a g lo ba l recog ni tion [ BJ 全球认可

[ C] th e fr eedom to s tay ;md l 巳ave [ CJ 来去的自由

[ DJ oppor tun it ies to ge t reg ul ar jo bs [ DJ 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

［精准定位］ 从题干可知，本题考查“现今候鸟的需求（ today ’吕 b i rds of passage wan t ）”，因此可定位

至第三段第三句 t hey p ref巳J , .. 。该句指出，候鸟们希望随机会的召唤而或来或走，［CJ选项科合此意 。

［命题解密J ;,j又题考查的是考生理解细节信息并作出判断的能力 。 “题干 ＋［CJ”构成对第二段第三

句的改写：题干中的 want 和l原文 prefer 都表示“意愿”；［CJ 同义改写 to come and go as opportunity ca lls 

t hem 。

[A］对第三段第二句 driven by ... money 断章取义 。 该内 容是出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新候鸟的流

动性，与新候鸟是否需要“经济激励”无关。［ BJ利用 energetic part icipa n ts in a g lo ba I economy 捏造干

扰。该内容是说明“新候鸟是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者” ．而不是“新候鸟希望得到全球认同”。［D J 与候

鸟们希望“随机会的召唤而或来或走”（ to come an d go as opportun ity ca lls them ）相悖 。

IV O Wi th o r without permi ssion, they straddle① 

laws, jurisdictions@ and ident it ies<:!> with ease. @ We need 

th em to imag ine th e U nit ed S ta tes as a p l ac巳 whe i e th ey 

caηbe productive fo1 a whi le without committing© 

themse lves to stayi ng fo reve r. @) We need them to fee l 

th at hom e can be bo th here a nd th巳 r巳 and that they can 

belong to two nat ions ho norab ly. 

不管有元许可，他们都能轻松跨越法

律、管辖区域以及身份。我们需要他们将

美国视作一个能让他们有所成就而无需承

诺永久居住的地方。我们需要他们感觉到

既可以在美国安家、也可以在祖国安家．他

们可以体面地属于两个国家 。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d
( straddle [ 'stned@I] v. 跨立于；跨越

( j urisdiction [ 1d3u@r1s1d rkf@n] n . 管辖范围

( identity [a11denl1t1] 11 . 身份

( commit [ k@'m, t] v. 承诺，保证（做某事、遵守协议或

遵从安排等）

． 经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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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or wit hout permissio口（不管有没有得到许可 ）

( wi th ease （轻而易举j也 ）

( imagine . . . as. . （将…··想象为）

( for a while （暂时，一会儿）

⑤巳ommit oneself to 巴 th / doing srh （承词＇＼＇··…· ）

( belong to （属于）



1：：运算：含量• ：： i/
第四段进而间接从“新候鸟”自身角度，说明“应如何认同‘新候鸟’”：让他们来去自由，令其感觉在

美国宾至如归。关键词为： We need them to imagine . .. /feel. . . c 

①句承上继续民明 ··新候鸟”的特征：不管有元许可，他们都能轻松跨越法律、管辖区域以及身份的

樊篱 。 They 复现，与第三段中 they JiJr 指相同； straddl e 一词暗示“新候鸟”很少受法律、管辖区、身份等

的限制．靠美国现行严梢移民政策对其进行管理无所构！益，对他们的管理不宜过紧，反衬第二段前四句

所述“美国现行移民政策过于严格，致使移民体制漏洞百出，政府无能为力”，也为后四句所述“突破目

前看待移民的方式，认同‘新候鸟’”提供了合理依据，下文进而说明“我们应如何认同‘新候鸟’”。

②①句就“如何对待‘新候鸟’”提出呼吁。打｜：比句式 We need them to .. . We need them to .. . ( t hem 

= toda y、 bird s of pa,;sage）加强句间衔撞并凸显强烈建议 ．两者表面看似对“新候鸟”提出要求，实际被

作者借助”need th em to imag ine . . as .. / feel. .. （需~：他们能够把……想象为……／感受到……）”用于

传达对美罔移民管理当局的建以：对待“新候鸟”应i亥做到令其来去自由，使其感受到宾至如归 。

②句 where . . .限定 a place ，指出美国到底应该给··新候鸟”提供一个如何的环境，其仨P be producuv巳

for a while without commit ti ng th emselves to staying forever 突出强调··新候鸟”需要在美国感受到来去自

由，有成就感 。 水句 H乎应第三段③句“他们应机会之邀而喜欢来去自如” 。

③句 home can be both here and there ( here = the US, there = i mmigrant 日’ home countri es）意 即“家既

可以是美国也可以是祖国”，表明“新候鸟”安家之地可以两处兼有，而非“非这即那”； they ca n be long to 

two nations honorably 反向悦明“新候鸟”在美国并未受到应有尊重，体面归属感问题应力［｜以解决 。 本句

呼应第三段④句··他们能在美国工作，在祖国安家” 。

段落整体梳理：由上述段落间各句的承应关系来看 ，本段实际／I顶承上段对“新候鸟特征”的阐释，指

出我们应“如何对待新候鸟”，段中以 we need them to imag ine ... we need them to fee l. ..侧重强调“我们

需要让新候鸟有何种感受” ． 实’则对移民管理当局提出 意见，预测下文将进一步论述“这具体要求我们

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 调整” 。

［背景知识］ straddle laws, jurisdictions and identities with ease（轻松跨越法律、管辖区域以及身份 ） ：

非法移民为了办理合法身份 ．手段五花八门，他们知晓怎样和移民局、律师、警察打交道，怎样钻美国政

策法规的空子 。 女｜｜ ：美国法律要求底员提供安全卡、绿卡等合法身份证明，鉴于“雇主因害怕被指控种

族歧视，而不敢轻易质疑移民身份，且移民局每年仅核查一次绿卡”，许多非法移民往往会伪造绿卡、提

供虚假的合法身份 。

V O Accommodating( this new wor ld of people in 

motionc!.> w ill require new attitudes on both sides of the 

门ηmig ra tion battle. 8 Looking beyo nd the cu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means op巳n i!1g up th e middle ground® and 

understand ing t hat managi ng immigration today req uires 

mult ip le paths an d mult iple outcom时，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not easy to accomplish :I> legally in the exist ing system. 

[376 words] 

认可这样一个流动人员的新世界，

需妥“移民之争”双方都有新的态度。

超越这种非对即错文化战争的逻辑 ，意

味着妾打开中间地带，并知晓当今的移

民管理需要多种途径及多样结采，包括

一些现有制度下通过法律难以达成的

途径和结采 。

；·词汇丰在与问：分析＜ ii
①…川《late [ a' kumade1l ] v. 为（某人）提供住宿 N ④…刚sh [a1kA mpl1J]υ 完成；实现；达到

（或阳、座位等），容纳 ; ＠ 经典搭配
( in motion 在运动中的 <> ( bo th sides of the ba1tle （争论双方）
③mi叭’叫巾间立场， r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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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eyond the cu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means opening up the middle ground and 

understanding that managing immigration today requires multiple paths and multiple outcomes,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not easy to accomplish legally in the existing system. 

句子主干： I Looking beyond the cu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means 

现在分词短语作主语 谓语

op巳ning up the middle ground and understanding 

宾语l 连词 宾语2

宾语从句

that managing immigration today requires multiple paths and multiple out忘omes ,

引导词 主语 谓语 牛宾语

定语从旬 ｜ 同位语，举例说明宾语
that ar巳 not easy to accomplish legally in the existing syst巳m.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 means ...，主语和宾语均由动名词短语扭当。主语 Look ing beyond the 

culture war logic o f right or wrong 说明本句讨论对象“超越非对即错的文化战逻辑”， 宾语 opening

up .. . and unders tanding that. ..具体说明“如何超越非对即错的文化战逻辑”，其中并列宾语 2

understanding ...的宾语为 that 从句 。 That 从句中，主话又为动名词短语 managing immigration today, 

宾语为并列名词短语 multiple paths and multipl巳 outcomes，动名词短语 in c luding 进一步补充说明宾语，

且其中嵌含 that 定语从句修饰 some( paths and outcomes）。

： ·语篇分析 ~ · ·： J

第五段最后直接从移民管理当局角度，提出认同“新候鸟”的具体建议 ：转变态度 ， 开启申间地带 。

关键词为： new attitudes。

①句指出移民之争双方需要改变态度。 accommodating 一语双关 ， 既取其原意“为……提供住处／

工作场所”，传达“要为‘新候鸟 P提供栖息之处”的意思 ，亦取其引 申义“为……提供所需要的”，意表“要

为‘新候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如来去的自由，体丽的归属感等）”； this new world of people in motion 

实指“‘新候鸟’的世界”， in motion（运动中的）凸显“新候鸟”的“流动性”； the immigration battl e 指美国

持续多年，目前尤其强烈的移民之争巾oth sides of the immigration be川 l e 指“主张非法移民合法化，给予

其居民身份”和“支持将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的对立双方（详见“注释补充勺 。

②句进一步说明“如何改变态度”。 Looking beyond the cu 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一方面明

确①句 new attitudes 所指：超越常规思维，往更长远看，而不要仅仅局限于非对即错文化战逻辑；另－

方面说明 the immigration battle 所指：非对即错的文化战争，即战争双方或持“绝对的文化相容论”，或

持“绝对的文化相抗论”；再一方面呼应第二段⑤⑥句 change th巳 way we think ... , look beyond strict 

definitions of lega l and illega l ，将矛头指向当前“非合法即非法、非好即坏”的极端移民政策 。

opening up the middle ground 意即“认同‘新候鸟’”既非“将其视为非法、予以排斥”，也不是要“承认

其合法、给予永久居民身份”，而应采取中间途径，让其作为“来去自由的候鸟”体面地暂留于美国（详见

“删除部分说明”） ; multiple paths and multiple outcomes 中 multiple 一同复现，凸显作者观点：移民管理

需要“多种方式”以取得“多样结果”，而非“两种极端做法”使得“移民体系漏洞百出，政府无能为力”；

including some . . . in the existing system 再次表明作者观点：当前移民体制存在问题 。

全篇段落布局：回看本文可清晰发现，文章首两段作者指出“候鸟式移民在一个世纪前就存在，但

当前美国却错误地将移民一分为二，提出应该认可处于灰色地带的新候鸟移民”，末三段进而对其展开

分析论证 ，呼吁指出“美国要认识到新候鸟移民作为全球经济积极参与者的重要角色，要突破错误思维

模式，通过多渠道取得多样化结果，以应对新的挑战” 。

［词义确定 J both sides of the immigration battle｛移 民之争的双方）：似乎出现的有些突然，且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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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根据上文提及主体（新候鸟、美国现今移民政策）将其理解为叩｜、来移民”和！“美国移民管理当局”这

一对立双方 。 但具体回顾上文会发现，作者主要阐述的是当前政策对新候鸟的排斥，却几乎根本未提

及“外来移民的对抗”（除第四段①句外） . i'，文这种理解有些牵强 。 继续阅读会发现，下文也并未提及“外

来移民”一方，而只针对“移民管理”进行论述 ．且指超越非对 Nil 错的文化战逻辑意味着打开中间地带、

多种方式管理移民，故可推知 th e immig ra ti on batt怡和l the culture war logic of right or wrong 同指“主

张非法移民合法化，给予其居民身份”和··支持将非法移民遣返回国1这一组对立双方之间的战争。再

结合本文（发表于 20 1 2 年 7 月）写作背景“20 1 2 年 6 月奥 巴马政府紧急推出暂停遣返年轻非法移民的

‘ 准大赦’，引发敝烈的移民之争”可完全确认这一推断 。

［删除部分说明］ 本篇真题文章节选了原文的前半部分 ，在被删掉的很长的后半部分作者进一步指

出，现有移民体制忽略了两个问题 ： 一 ，美同很难将“合法公民资格”给予所有移民 ；二，并非所有来到美

国的人都希望永久留在美国 。 美国的移民体制应既鼓励“ －!fWJ 定居”又鼓励“短期寄居”，这不仅能确保

美国社会具有重组的人力资源 ，更能解决关于 lJOO 万非法移民的问题 。 作者具体建议：对于技术人才，

将其视同“资本”，欢迎他们随时离开、随时回来；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工人，可以颁发不同类型 、不同有效时

长的工作签证 。 最后作者总结指 ii ＼： 移民对于美国既非圣人也非罪人 （ neither saints or sinners ），我们既不

能将其“牢牢锁住（ lock up）”，也无需将其“拒之门外 C ki ck out . fence off) ” 。

；·真题精解：· J ii 
29 .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birds of passage today 

29. 作者认为，现今的候鸟应被
should be treated 

。

[ A] as fa ithful partners [ A］视作忠诚兑的伙伴

[ BJ w ith lega l to lera nce [ BJ 给予法律上的包容

[CJ with eco nom ic favor吕 [CJ 给予经济上的优惠

[ DJ as mighty ri va ls [ DJ 视作强劲的对于

［精准定位］ 从题干可知 ．本题考查作者对··应如何对待现今的候鸟”的看法 。 关于这一问题，作者

在第二段就指出，不应严格：｜守所有移民分为合法和非法．而是要承认处在灰色地带的候鸟 。 第 四段又

指出，我们需要让新候鸟将美国视为“暂时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 ．元需让其承诺在此度过终生；让他们

感到可以体丽地属于两个国家。末段又进一步说明 ： 我们要超越非对 jj! IJ 错的文化战逻辑，打开中间地

带，以多种途径管理移民并允许多种结果的存在，包括现有体制内难以通过法律达成的一些途径和结

果 。 可见， ［BJ选项符合文意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的是考生综合多处相关信息提炼作者观点和1意图的能力 。［BJ是对原文作者

就如何对待新候鸟信息 recogni ze... accommodating .. . mu lt iple path s and mu ltip le outcomes .. .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not easy to accompli sh lega lly in th e exis ting system 等的高度概括 。

[A］抓住了作者对“新候鸟”的正面看法，且 pa r tne r s 一同很符合第三段首句 Crop pickers .. . hea l th 

ca re a id es and phys icist s a re am ong today ’吕 bi relδ o f passage 对“新候鸟”的描述，因而颇具干扰性 。 但

faithfu l （ 忠诚的 ）一词有悖作者观点“应让新候鸟将美国看做暂时发展的地方，元需其承诺永久留在美

国”，故排除 ， [CJ也抓住了作者对“新候鸟”的正面看法，有一定干扰性 。 但作者并未提及应给予经济

上的优惠，该选项过度引申 。 ［DJ选项完全违背了作者对“新候鸟”的态度，干扰’性最低，很容易排除 。

二字局军题拮解－：：： ti 
30仙 ’fhe most appropriate 仙le for 伽 text would be 一一一. I 3o . 本文最恰当的标题为

[ A] Come and Go : Big Mis take I [ A］来来往往：大错特错

[ BJ Li v i吨 and Th ri v i吨： Great Ri sk 〔BJ 生活和发展 ： 巨大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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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With or Without : Great Ri s k 

[ DJ Lega l or Ill ega l : Bi g Mistake 

[C〕“有 ”还是“无” ： 巨大风险

[DJ “合法”或“非法” ： 大错特错

［精准定位］ 第一段为引子，第二段集中展现作者观点 ·美国现行移民政策将所有移民严格分为“合

法”或“非法” ，导致移民体系漏洞百出，导致就“如何将其修复”形成的长期政治瘫痪。 故我们应突破这

一看法，承认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候鸟（来美工作 ．但无意永久居留 的移民） 。 第 三至五段全面论证作

者观点 。 4文本文主旨为将移民严格分为“合法”或··非法”非常错误 ，应予以调整 。［DJ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考生归纳全文主旨要义的能力，需要考生意识到其主旨是针眨美国现行移民

政策 。 正确项 ［DJ 中 ， Lega l or I l l ega l 概括了 现行移民政策 的体制：将移民严格分为“合法”或“非法” ；

Big M i s take 则表明作者对其批评态度 。

[A］违背作者观点 ．与文章要旨相左 ：作者赞同移民来去自由，反对禁止移民来去自由的美国现行

移民政策 。 ［ BJ利用文中 词汇 Liv i ng and Th ri v i ng 干扰 ，但作者只是以此说明“新候鸟们通过自己 的智

慧和努力 ，在．美国获取发展’飞并未提到这充满危险，且这只是文章细节而非主旨 。 ［ CJ含义模糊，难以

与文章内容建立明确联系 。 fl f) 便勉强将其理解为“有或没有新候鸟，都存在巨大风险”，也大大偏离

王旨 。

/ Text 3 拒绝快速决策 ，学会理智反应

道~ －、 文章总体分析及考题遮览
［总体分析］

本文摘自 The New Yori~ Times （《纽约时报》 ） 2012 年 7 月 7 日 一篇题为 Reac tions by Nu rture, Not 

Nature（拒绝快速决策，学会理智反应）的文章 。 这是一篇观点论证型文章，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人们习

惯于快速过激反应，这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人们在做出反应前稍加考虑，就能避免甚至消除快速过激

反应的不良影响”这一观点。作者意在通过此文提醒人们：尽管快速决策是人类固有行为倾向，社会节

奏也在不断加快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等待、拥有耐心、多加思考 。 文章按照“提出观点（首段）一一分

析观点（第二至五段） 重申观点（第六段）”的脉络展开论述， 主要采用了例证法、号｜证法、对比论证

法和数据引用法。

［考题速览］

31. The time needed in making decisions may 
“做决定所需的时间”可能和｜什么有关或

起到什么作用。
二－

32 . Our reaction to a fast- food logo shows t hat snap 人们对快餐标识的反应表明快速决策什

decisions 么特点 。

3 3. T o revers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snap decisions , 
我们该如何避免快速决策的负面影晌 。

we should 

34. John Cottman says t hat reliable snap reactions are John Cottman 认为可靠快速反应的基础是

based on 什么 。

3 5.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 rd reversing the high-speed 
作者对于改变快速做决定的习惯的态度 。

trend 1s 

问题速览：根据题干中 snap d ec i s i o n （快速决策〕 的复现，以及它与 snap react ion （ 快速反应） 同义可

知，本文可能围绕“快速决策／反应”展开论述 。

问题解读：①第 31 题考查做决定所需的时间可能和l什么有关或起到什么作用， 由此可知，文中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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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决定所需时间的相关因素或影 11［句力；②第 32 题考查内容为，根据人类看到快餐标识的反 J'i!i. 脱明了快

速决策具有或不具有什么特点，表明文章介绍了快餐标识反应与快速决策之间的关联：③第 33 题告诉

我们，文中论及如何去避免快速决策的负面影响，同时｜暗示快速决策具有负面作用；④第 34 题考查文中

人物对可靠快速反应的看法；⑤第 3 5 ）题考查作者对扭转快速决策／反应习惯的态度 。

问题总结：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文围绕“快速决策／反应”展开，介绍了做决定的时间沃短的影响，

同时也H音示了快速决策／反应具有负而作用 . :i圣探叫了如何避免快速决策／反应的负面影响以及可靠快

速决策／反应的基1i:IJ ；作者在文中还渗透了自身对改变快速决策／反应习惯的态度。

道f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l Scientists ha、 e found that a ltho ugh we are 

prone1 to snapQ ove rreact ion日， if we take a moment 

an d t hink about how we are like ly to reac t , we ca n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the nega tive effects of our 

quick, hard-wired(]) responses . 

科学家已经发现 ： 我们虽 然 易于做 出 快速

过激反应 ，但是 ， 如采花点时间揣度一下我们

可能会做何反应，就可 以减少甚至消除快速本

能反应的 负 面影响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1' 
( prone [ praon］ α ， 有……倾向的；易干；倾向于

( snap [smep］ α ． 仓促的、匆忙的

II ( eliminate [ 11l1m1ne1t] v . 消除，打｜除

1 ( hard-wired [ ’ha:d' 

＞＞~：革方布－：： ;/ 
第一段为文章第一部分，作者借用科学家研究发现亮出全文观点：人们天生具有“做出快速过激反

应”的行为倾向，但反应前稍加思忖则可减少甚至消除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为： ① prone to snap 

overreactions ; ( can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

本句独句成段 .i吾义重点落于宾语从句 that.. .，该内容既是科学家已发现的现象，也是本文作者意在

论证的观点 。

其中让步状i在从句 al though . . .指出我们具有 “易 二！工作 :Ii 快速过激反应”的不良行为倾向 。 snap

overreact i on 为文章关键问，作者关注对象，且带明显贬义（ snap 意为 mad巳 or don e quickly and without 

car甘ul thought or preparation“仓促的，匆忙的 ”； ove r re吕ct ion 指 re，川ion with too much emotion“过激反

应勺 。 日nap ov e rreaction 本身所带的贬义色彩结合 p rnne to 暗含的否定意味（ prone LO 意为 like l y to do 

s th or suffer from sth, espec ia ll y sth bad or harmful＇＂有做某事．尤指不好或有害之事的倾向”）明确作者

观点：快速过激反应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不良行为倾向 。

因果条件句 if. . . we can ...与 a lt hough . ..形成语义转听：假若我们能“拿出点时间加以思考”，则可

以喊少甚至消除快速过激反应的不良影响。句 中 our quick, h日Icl- wired response 为 snap overreactions 

定性 ：人类快速的 、 1；~1 有的反应（ hard-wired 意为“天生的，先天的 ” ） : we can red uce o r even eliminate t he 

n巳gati ve e ff ec ts ... 说明快速过敝反应具有“可控性”； if w巳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则点明施以控制

的方法：花点时间，对自己可能的反应加以思考．即 think before ac t （先思后行）。

本段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人类天生具有作出快速过激反应的行为倾向；并指「8 “先忠、后行”可以

降低甚至消除其负面影响 c 预测下文走向 · 解释说明快速过激反应的负面影响，并具体指出应如何对

其1m 以控制。

［注释补充］. hard-wired（固有的，天生的） : ha rd wired 木义为计算机术语．表示“（计算机系统）硬件

控制的 ．硬连线的”：延伸之意为“某事物不容易改变．不具备可塑性”。 若是用在人身上，可以表达··由生

理学或神经学机ti巨决定或者实行，但12 变成习惯性或与生俱来性”，具有 ＂＇ inn ate; not l earned（天生的， l重I 有

的）”之意 。 如： He is hard- wired ro ta ke risks. 他天生就喜欢冒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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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O Snap decisions can be important defense 

mechanism{ il ; if we are judg ing whether someone 1s 

dang巳ro us , our brains and bodi 巳s a1 e hard w ired to react 

very quickly, within milliseconds. @But we need more time 

to assessQJ other factors. @ To accurately tell whether 

someone is sociable, studi.es show, we need at leas 1. a 

minute , preferablycr, fi ve. 。 1t takes a wh il e to judge 

complex aspects of persona lity , like neuroticism( or open

mindedness. 

快途决策可能是重要防御机制；如采

妥判断某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毫秒问我们

的大脑和身体役会本能地快速做出反应。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许定其他因

走。 研究表明：妥准确辨别某人是否好交

际，我们至少‘常妥一分钟 ．五分钟会更好。
想要仔乡，J ；某人性格的复杂函。如神经过敏
或思想开肉，则需妥花上←段时间。

：＂： ~：词汇注辛辛与难旬分析 ＜ ti
( mechanism [ 1 mekGmzam］ η．机制 \i · 经典搭配

①assess 队四J ·u. 评定评估 : ①snap川on（快速决策，仓促决定）
( preferably [ 1 prefarabl1] u d. 较好，更适茧’ ~\ ( important defense mechanism（重要防御机 jj,I) )

@… 

Snap decisions can be important defense mechanisms; if we are judging whether someone is dangerous, 

our brains and bodies are hard-wired to react very quickly, within milliseconds. 

结构切分：

Snap decisions can be 

主语 谓语

impo口ant defense mechamsms 

表语

our brains and bodies are 

主语 系动词

条件状语从句

hard-wired to react very quickly, within milliseconds . 

表语 补语

ri l we are judging whether someone is dangerous, 

主语谓语 宾语从句引导词

功能注释 ： 分号将句子一分为二，起例证说明作用 。 分号前肯定快速反应的重要防御机制作用；分

号后（嵌套 if 条件状语从句） 以“人体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对危险人物做出快速决策，．为例说明。

c ~）~：毒分析~·： tt
第二至五段为文章第二部分，展开论述作者观点。 第二、三段具体说明快速决策的负面影晌。 其

中第二段指出快速决策在“人际关系领域”的负面影晌：准确判断他人个性特征需要一定的时间 （ 即，快

速反应往往会导致判断错误）。关键词为：need more time。

①句欲抑先扬 ．先退步说明特殊个例 ：快速决策有可能成为重要的防御机制（ clef en民 mec han i sm ）。

分号后予以解释说明：借助身体和大／Ji&i 的快速反应，我们自旨在极短的时间内判定某人是不是危险人物

CJ udging whethe r 吕omeone is dangerous ） 。 句首 snap dec isions 既回指上段。ur quick, hard-wired 

r巳spons巳吕，又 i决射句尾 ha rd－飞N ir ecl to I 巳act 飞 ry quickl y, wi thi n milli second; hard- wired 再次出现．强调快

速决策乃人类 l词有行为倾向 。 本句作者借 defense mechan i sm 幸II dangero u s 的一“正”一“邪气 防御机制

防御的就是危险）以及 dec i sions 和 judging 的一“静”一“动”（判断结果即为决定）展现分号前后解释说

明关系，说明快速决策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 情态动词 can 莹；为．．可能，会

能性” ， I负示后文将发生转折 ： （快速决策虽然可能会成为有效防衔l机制），但更多的日：l候它所发挥的作

用并非如此积极 。

②句转而提出段落主旨，民明总体情形：判断他人（除危险性之外的）的诸多个性特征需要较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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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即：快速决策往往会导致判断失误 。 asses吕 o t h e r fac to r s 因①句 judging w hether someone 1s 

dangero u s 而来（其中 oth er fa c to r s 对应 wheth e r. . . da nge rous , assess 替换 j ucl ging) ; need more tim e 和

hard-wired to react quick l y 形成对比；二者共同表明①②句间“指出特殊个例一一－ ib'l 明 与之相反的总体

情形”的逻辑关系，并强调总体情形：凭借快速决策无法准确评判他人个性特征 。

③④句借助研究结果 C studies s how）解释说明②句 。

③句指出准确判断某入“是否好交 l乐 ” 至少需要一分钟，最好五分钟 。 Tell w heth er someo ne is 

soc i a bl e 是对② 句 assess other facto r s 的 举例 。 a t least a minu te , prefera bl y f i ve 和 ①句 react ve ry 

quickly, within milli second s 形成对比，民明判断一个人是否善交际不能靠先天的快速反应，而是需要一

定时间 。

④句进一步指出 ，准确判断性格更复杂的方面则需要（比一分钟、五分钟更长的）一段时·间 。 takes a 

wh i l e（要花上一段时间 ） 比上文 a minute , five m i nut es 更久 ，却 是准确评估他人复杂个性 C com plex 

aspec ts of persona l i t y）所必 需的 ，迸一步说明情形不同所需判断时间不同 。

本段逻辑衔接手段主要有二利l ： 一、叮时间长度”表达百j very qui ckl y, within m il li second s 、 need more 

time,a t leas t a mi nute, preferabl e f i 町、 ta kes a wh ile n1J后呼应；二 、“判断／评判”表达词 judg i吨 ， assess,

tell, j u dge 词 语共 现； 三 、 “ 性 格特 征 ”表 达词 dangerous 、 other facto rs 、日oc i ab l e 、 complex aspects of 

persona l i ty 、 neurot i c i sm or open- mindedness 形成上下义关系、组建i;rf义场 。 这些衔接手段共同穿起本段主

要内容 ：情形不间，判断所需时间不同 。 f据

今解精…＋题…－真
31. The t ime needed in making decisions may 一一一一．

[ A] predetermin巳 th e acc uracy of our judgment 

[ BJ prove the complexity of our bra in react io n 

[CJ depend on th e import ance of the assess ment 

[ DJ va 1:y acco巾ng to the urge盯y of the s i t川t i on

31. 做决定所需时间可能 。

[A］ 预先决定我们判断的准确性

[BJ 证明大脑反应的复杂性

[CJ 取决于评估的重要性

[ DJ 根据情形的紧迫程度而不同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①②句首先指出 ：判断某人是否危险人物，我们在儿毫秒内便可完成，但若评估

其他因素，则需要更多时间。③④句进一步指出：判断某人是否爱交际可能需要一到五分钟；判断性格

更为复杂的方面则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 综合可知 ： 紧急情况不同 ．决定所需时间不同 ，［D〕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是对原文 i f we a陀 judgin g whet her som eo ne is dangero us. . to assess ot her 

fac tors ( T o acc urately t e门 wh e th er someone is soc ia bl e ... judge com plex aspec ts of persona lity . .所述情

形的概括（某人是否危险分子→某人是否爱好交际→某人性格更为复杂的方面，对于初 次见面的陌生

人来说，需要做的判断的紧迫性依次降低） 。

[A］源自首段①句“反应前多花点时间思考，能消除快速反应负面影响” ．但不能将其扩大推知l “针

对所有情形，做决定的时间长短都会决定其准确性’＼考生还可能因第二段③句 to acc ura te ly t ell 而误

选此项，但实际上本段所述各情形都是指“准确判断”．判断之间并元“对！＇. TiffJ 性差异” 。〔BJ将第二段④句

compl ex 所指“人的性格复杂面”偷换为“大脑l反应的复杂性” 。［CJ源自第二段②句 assess . 但将’各情形

相较可知，其区别在于“紧迫程度” ， 而非 “重要性” 。

回 OBu t sna p decis ions in reac ti on to rapid stimul? ' 

aren ’ t exclusive'Zl to the int erpersona l realm@. @ 

Psychologists at the Un i v巳rs i t y of T oronto found that 

viewing a fa s t- food logo for jus t a few milli seconds 

primes© us to read 20 percent fa s ter , even though reading 

但是，因瞬间剌激而做出快速决策并

不专属于；人际范畴。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

家发现，即候阅读和进餐没什么关系，但只

看几毫秒的快餐标识就会促使我们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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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li tt le to do w it h eat ing. @We unconsciously associate 速度加快 20 % 。 我们无意识地将快餐与快

fast food wit h speed and i1i1pat ience an d carry those 边和急躁联系起来，并将这些冲动带到任

impulses'"' into w hatever else we ’ re doing. 0 Su bj ects 何一件我们正在傲的事情中。接触闪烁快

exposed to fast - food fl ash es a lso tend to think a mus ical 餐标识的受试者也往往会认为一首音乐持

pi ece las t s too long. 续时间太’长了 。

:° • i1司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i/ 
( stimuli [ 'st ，叫ula1 ] 11. 剌激（ stimu l us 的复数）

( exclusive [ 1k1sk l山1v］ α．独有的 ．专有的，独占的

( realm [ relm］凡领域，范围

( prime [ pra1m] v . ·(i吏准备好

⑤impulse 〔 ＇ ， mptds］ η. l中动，心血来潮

． 经典搭配

( 111 reaction to rapid stim uli （应对快速刺激）

( be exclusive ru（专为……所独享）

( 111terpe rsonal realm（人际领域）

( a fast - food logo（快餐标识〉

@ prime sb to do s th（使某人准备好应付某种悄 /:Jl)

@ have litt le 10 do with（与……元关）

；计雹分析＜ fl
第三段进而指出，快速决策的负面影晌不仅存在于“人际关系领域”，还表现在“个人自身行为”中

的强烈传导性。 关键i司为： speed and impatience。

①句承上启下 · “人际关系领域内，快速剌激 F 的瞬间 决策（ snap decisions in reaction to rapid 

st imuli in th e interpersonal rea lm）”回顾第二段内容， in reaction to rapid stimuli 修饰 snap decisio时，明确

人类快速决策起因 外界瞬间剌激（具体到第二段，如仅凭看到某人“笑脸”就认定他 ··善交际勺 。

But. .. arcn ·1 excl us ive to .. .则将上段写作视角“人际交往陪｜内”转换至本段的“人际交往圈外” 。

②至＠句借助研究发现（ fou nd that. .. ）解释①句：因外界瞬间剌激而快速做出反应在人 ff] .. 自身行

为”中（同样）具有板强的传导性 。

②句指出，人们看见“快餐标识”便会“加快阅读速度”。 主句以 v i ewing a fast food logo for Just a 

few mill i seconds 和 to r ead 20 perce口 t fast er 分别｜呼应 rapid s timuli 和 snap decision日，以 prime us to 替代

in reaction to，传达人们“受到外界剌激（看快餐标识） 立刻做出反应（阅读速度加快）”这一瞬间行

为 。 注： pr i me... to .. .褒词贬用：原本是带有褒义的“使……准备好应对某种情形”，此处却用做带有贬

义的“促使我们产生‘ 力II快阅读－速度？这一（缺乏耐心的）行为 ＇＇ o even I h o u g h 从句进一步补充评议“纵然

快餐与阅读之间没有关联，但看到快餐标识便会加快阅读速度却是事实”，凸显这中t，反应的“不合理性、

不理智性”。

③句解释②句原因（“人们看到快餐标识便会Jm快阅读速度”是因为“人们会无意识地将快餐等同于

快速、急躁．并将这种情绪带到当前所做一切事情中勺，并进一步凸显快速决策极强的传导性及巨大的负

面影H内（人们会将追求速度、缺乏耐心的情绪带到当前所做的所有事情当中 ）。 前半句 We unconsciously 

associc阳 fast food with speed and impat i ence 指出人们会无意识地将快餐与速度、急跺相关联，峭， ，，留 以悬

疑 ：是否能通过“有意识的控制”来避免这种“无意识行为”？后半句 carry lhose impulses （ 二 speed and 

impatience ) whatever e lse we ’ re doing 说明我们会将速度和急躁；带入“所有行为”，凸显这一无意识快速反

应的传导性之广、负面影响之强 。

④句进一步举例说明③句“人们会将这种情绪带到所做一切事情（ carry those impulses 111to 

whatever else we're doing）” ： 人们由于受快餐标识的剌激而产生的“缺乏耐心”也会带入“听音乐”的过

程中。 Su bj ec t s 由②句 Psycho log i s t s . . . found that. .. 而来，指“（实验）受试者”； exposed to fas t- food 

fla s hes 指 v iew in g a fast-food logo for j ust. a few m illi seconds; th in k a mt』sical piece lasts too l ong 照应

carry those im pu lses into whatever e lse we ’ re doing o 本句强力彰显“人们因看到快餐标识而对所｛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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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耐心叮！甘巨大影响：甚至都无法静下来完整欣赏一首音乐 。

第二、三段形式仁看f以在讲述快速决策的“时间欠缺性”以及“强大传导性”，实际上是在全面分析它

在“人际交往领域”和“个人自身行为”中巨大的负面影响，预测下文走向：说明如何降低这一负面影 JI／句 。

· 真题秸解 ＜ ；／
32. Our reaction to a fast-food logo shows that snap 32. 我们对快餐标识的反应表明快速

decisions 决策 。

[A] can be associat ive [ A ］ 可能具有关联性

[ BJ ar e not unconsciou s [BJ 不是潜意识的

[CJ ca n b巳 da吨erou : [CJ 可能有危险

[ DJ a re not impulsive [ DJ 并非是冲动的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信号词 a fast-food logo 可定位至第三段。第三段指出心理学家发现 ： 人们看

到快餐标识可能导致其他非就餐行为的Jm 速，女11 阅 i卖速度加快、感觉乐曲播放H才间变长等，原因在于人

们无意识地将快餐与速度、急切联系到一起，并将这些冲动情绪带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当 中 ，言外之意，

人们无意识地将不同行为的感觉加以关联， ［A］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例证处设题，意在考查考生根据例证细节信息进行文意推理的能力 。 根据例子为

论点服务原则． 段中所提及快餐旨在说明快速决策的传导性，正确项 ［ A］是段中③句 associate... 

with . . and carry .. . into ...的同义表达 。

[BJ 、 ［ DJ 反向干扰.＋扰源，二1 段中③句 unconsc i ous l y, impul吕巳日，但文革l分别为“无意识地将……与

…联系起来” . .. t巳那些冲动悄绪带进所做事件中”．与选项意思正好相反。［CJ干扰源自第二段①句

dangerous，但该句实际讲述吁，IJ !Mi一个人是存危阶仅需几毫秒”，与木题题干所问“我们对快餐标识的反

应”毫无关联 。

R「 0 Ye1 we can reverse( such influences. @If we 

know we w i 川 overreact to consumer p rod ucts or 

hous ing op tions when we see a happy fa ce ( one reason 

good sales representat ives and rea l es 1 at巳 agen ts are 

always smiling) , we can take a moment before buy ing. 

@If we know fema le jo b screenersw are mo re like ly to 

reject at t ractive female app li ca nt 日， we ca n he lp 

screeners under怀 tancl th eir biases'J) o r hire outs ide 

screene rs. 

然而 ，我们可以扭转这些影响 。 生口采我

们知道，自己在选择消费品或房屋时看见笑

脸会做出过度汪应（这是优秀销售代理和不

动产代理总是面带笑容的理由之一） ，就可以

在购买’之前等一等 。 如采我们知道，女性招

聘官更可能拒绝有魅力的女求职者，就可以

帮助招特官们认识自己的偏见？一或是骋i击’

外部招聘官 。

i .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J :;/ 

( reverse [ r11v3:s] v. Wl!f主1］；逆转

( screener ['skri:na] n . 筛选者

③bias 〔 1 ba1 as］凡偏见，偏爱

． 经典搭配

\\ ( consumer productδor与费品）

; ②hou芮 ing optio阳（住 }t：｝ 逃择）

~ ① reζ1 1 est川 age n t（房产 E; 
： ·语篇分析 . ::i/ 

第四、五段就“如何扭转快速决策带来的负面影晌”展开论述。第四段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暂停反

29 



应”、“认识偏见”等方式来避免快速决策的负面影响。关键词为 ： reverse such influences。

①句总领段落，指出快速决策的负面影响可以扭转 。 s u ch i nfluences 概括上文内容“快速决策的负

面影响”； Yet 以其转折功能实现段间衔接，欣然指出“这种影响可以扭转”，开启下文论述 。

②③句例举两种情形，具体说明应该如何扭转快速决策的负面影响。两句以并列假定条件句式 If

we know ... we can ...体现并列关系 ，共同说明①句。

②句指出：面对销售人员笑脸的剌激，我们应该延迟购买，避免快速决策（ l\!11 冲动购买） 。 we will 

overreact . .. when we see a happy face 说明人们会因“销售人员的微笑”这一外界剌激而做出快速过度

反应（冲动之下购买消费品甚至是不动产一一房屋），呼应段首 we are prone Lo snap overreactions 。 括

号内暗示“微笑”是销售人员诱导消费的惯常策略，反向凸显“因其微笑而冲动购买”带来的负面影响 ：

所买之物不一定为己所需、也不一定物有所值 。 we can take a moment befo re buying 则明确避免冲动购

买的方法 延缓购物、停下来思考（是否真正需要，是否值得购买等），呼应首段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abou t how we are likely to react ，强调“暂停”的重要性。

③句指出，若要避免“女性招聘宫”因受“女求职者的魅力”的剌激而做山快速决策（直接将美女求职

者拒之门外〕，可以帮助其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或干脆聘请外部招聘官 。 we can help screeners understand 

their biases 一or hire outside screeners 说明控制“看到美女求职者，立刻决定不录用”的方式，且反向凸显快

速决策的错误性：（不仅仅是基于不充足的信息，而且）往往会是源于偏见 。 句中 screener 源、自其动词

scree口，意为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you ca口 trust them“（用以对雇员等

进行）审查，盟另I] （看是否可以信任）”，job screeners 在此指招聘人员，强调其“筛选”作用 。

注 ：段中各句均采用第一人称 we 。 它们共同的作用是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但其侧重群体稍

有不同：①句泛指“所有人（所有潜在的冲动行为主体〕～②句侧重指代“可能会冲动购买的人们”；③句

则指代“（易于冲动拒绝美女的）女性招聘主管的老板们”。

： ·真题精解. :if 
33.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snap decisions, we 33. 想要扭转快速决策的负面影晌，我

should 们应该 。

[A] trust our first impression [ A］相信第一印象

[ BJ think before we act 〔 BJ 三思而后行

[ CJ do as peop le u s L叫ly do [CJ 照人们的通常做法去做

[ DJ as k for exper t advi ce [ DJ 咨询专家意见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reverse the negat ive influ ences 可定位至文中第四段 。 第四段首先表

明我们有能力避免这些负面影 Ill句，随后列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 第一个例子即为“我们如果知道销售

员的微笑会促使我们做出快速决策（即冲动购物），那我们就会在购物前多想一想（以避免冲动消费）”，

由此可清楚知道，“想好之后再行动”可以消除仓促决定的负面影响， ［BJ符合文意 。

［命题解密］ 本题依然在例证处设题，旨在考查考生站在例子的低处揣摩作者写作旨意的高点 。

［因是段中例子所传达文意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

[ A］反向干扰，“相信第一印象”也即“不考虑就采取行动”，与文意相反 。〔CJ望文生义，干扰源自段

中 lf we know we wil l. . . when we . .. , we can . . .. lf we know. . we can ...这种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

表达结构，误认为这是在讲述“人云亦云，人做我做”之事，而文意实指“人们在某种剌激下会过度反应，

对此，应该加以思考．暂缓行动”，并非”人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之意。［DJ 以第五段中部分事实做干

扰，第四段中虽提及专家的一些做法，但文意并非旨在说明我们应该咨询专家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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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John Gattman, the marri age expert, exp lains 
, 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解释说，这些快

that we q叫

aft巳r we ground＇孟＇ s uch s nap reacti ons in “ thick s li ced" 

long t巳rm study. @When Dr. Gattman rea ll y wan t s to 

assesδwhether a coup le will s tay toget h凹， h e invites 

them to hi s island retreat0' for a much longer 

之后，我扪才能可靠而又快速汲取“薄片”信

息 。 当戈特曼博士兵想评定夫妾俩是否会共

同生活时，他会邀请他们去他岛上呆上两天，

而非两秒．以进行更长期灼许价。
eval uat ion: two days, no t two seco nds. 

:: .词if（注释与难句分析. :fl 
( slice [ sla1s] v. 切下；把…分成部分；将…切成薄片

( ground [graund］。． 使钱触地面；打基础

( retreat [ n ' tri : t ］ 凡僻 j'{f，处，隐居处，休息寓所

．经典搭配

\\ ( thin sli ce/ thick s l i ceOlli 片／厚片）; ①叫 afte r (· 之后才）

引
~ 

: －~语篇分析＜ ii
第五段引证指出，可靠决策的基础是“对大量信息的长时间研究”（ !lP ：我们应在决策之前对大量信

息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关键词为：“thick-sliced” long-term study 。

①句介绍婚姻专家 Gottman 观点：“快速提炼出可靠信息”只能以“对大批量信息的长期研究”为基

础，即，可靠的快速判断来自充足的信息 。 本句中，根据 such 的前指功能可推知 quick ly "thin s li ce ” 

info rmat ion r e l i a b l y 与 such s nap I巳ac ti ons 同指，但综观全句会发现，此处的 sna p reactions 具体含义相

对前文已发生根本变化：它不再宿“受到外界某种剌激立马作出反应”的固有行为倾向：而是特指“对众

多信息进行长期研究，并从中提炼精要信息、快速做 出 判断 （ g round ... in “ thi ck s liced ” long- term 

st ud y）”的主动决策过程 。 on l y afte r we ground ... in (ground in/ on ..意为“以……为根基”） 凸显必要

因果条件关系：“可靠快速决策”只能源于”对大量信息的长期研究”， 即： 表面来看是快速反应，实际上

背后是民期努力 。

②句以 Gottman 自身事例证明①句： Cottma n 若要判断一对夫妻能否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 2 天而

不是 2 秒 。 to assess w hether. .. stay toge th er 对应①句 ·· thin-s lice” information re li a bly ，说明 Cottman

博士要判断的对象； a much l o吨er eva luat i on 贝lj 对应“ thick s li ced” long-te rm st udy ，说明判断的基础； 冒

号后 two days, not two seconds 解释 a much longer eva lL川ion，以对比形象说明 .，时间长短（即信息挖掘

的多少）”对可靠判断的重要性 。

: － ~ .真惠措辞；：： 11

34. J ohn Gottman says that reliable snap reactions are based 34. John Gottman 认为，可靠的快速反

on 应是基于 。

[ A] criti ca l ass巳ssment [ A］ 批判性的评估

[ BJ '· thin 吕 I iced” s tudy [ BJ “提炼式的”研究

[ C] adeq uate information [CJ 足够的信息

[ DJ sens ibl e exp lanation [ DJ 明智的解释

［精准定位］ 根据／MI干关键同 John Cottman 定位至文 rp第五段 。 段中①句指出， J ohn Cottman 认

为只有把快边反应建立在大量信息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可靠地依据少量信息做出快速反应，

也即 ，快速“提炼”出可靠的信息来自于对“批量信息”的长期研究，由此可推知，可靠的快速判断的基础

是充分的信息， 〔CJ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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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人物观点，主要考查考生对细节信息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 题干中 a re based 

on 同义替换段中 ground ，正确项［C] x,J-应段中 long- t erm study 。

[ A］干扰跟自段中②句 assess 一词，而该句文意实为“评估一对夫妇是否能够长久在一起”，并未涉

及“批判性的评估”，而且该句旨在说明①句“长时间研究、信息充足才能做出可靠快速判断”。［BJ干扰
源自段中 ①句“ thin s li ce ” informat i on ， 而 耍 十分注意 的是文中的 quickl y “ thin s li ce ” informat ion 

r e liabl y 实际对应的就是本题题干中 re liab l巳 snap react ions. 它的基点在于“ t hic k s li ced” long-term study, 

所以 ［BJ实际属于反向干扰。［DJ干扰源自段 l二j:1 ①句 exp l a i ns ， 而该同并无力代表 ］ olm Go t tman 的实质

性观点内容 . exp lains that ...中 that. . .才是该文中人物的信息观点所在 。

VI OOur a bilit y to mute( our hard- wired r eacti ons by 

paus111g is w ha 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a nim a ls : clogs can 

think a bout the future on ly intermittently® o r for a few 

m111ut es. @Bu t hi stori cal ly we hav巳吕pent about 12 perce nt 

of our clays contemplatingrn the longer t e rm. @ Al tho ug h 

tec hnology m ight change the way we reac t, it has n ' t 

chan ged our n a ture. 。 We still have th e 门naginative

ca pacity to ri se above temptation® and reverse t he high

speed rrer 

通过暂停来减缓本能反应的能力使

得我们有别于动物：狗只能间歇地或是持

续几分钟来思考未来 。 但是，从历史上看

来，我们大约花费 12 %的时间来思索更长

远 。 尽管科技可能改变我们的反应方式 ，

但它还没有改变我们的天性。 我们仍然

具有丰富 的想 象能力，去超越诱惑、扭转

快速趋向 。

；·词汇注释与平句录如＿－ ： ： 1'
( mute [ mju:t] v. 减弱……的声音；使…··柔和，这里 1\ ( temptation [ tcmp'te1Jan］ 凡引诱；诱惑物

引申为控制、抑制 » 
咱 · 经典搭配

( differentiate [ ,cl 1f;:i1 renJ1e1t ］ υ 区分，区；）＂j iJ i 
自①diffe ren tia te. .. from ... （将……和……区.WJ 开〕

( intermittently [ mta1 1111tantl1 ] ad . 间歇地，断断续续地 <? ( i ise a bove（超越，克服）
( contemplate [ 'kontemple1t] v. 沉思，思忖 Ii 

（·语篇分析. ·: ;/ 
第六段为文章第三部分，升华全文观点：“通过有意识地停下来思考，改变快速决策的能力”是人与

动物的主要区别。关键词为：our ability to mute our hard-wired reactions by pausing（我们通过暂停来弱

化本能反应的能力） 。

①②句指出“通过暂停控制固有反应”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 。

①句指出入手11 动物的区别：人能通过暂停控制本能反应，而动物基本不能。其 中， our a bility to 

mut e o ur ha rd- wi red react io ns( mute 本意为··降低声音”，这里引申为“控制，抑制”）说明人类具有控

制 固有（快速〉反应的能力 ； by pau s ing 说明实施控制的方法 有意识地暂停反应、进行思考，再

次呼应首段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abo ut. .. 。 ... is w hat cl iffer"ent iates us from anima l s 则强调：人类

这一能力使其有另lj 于动物， 即：这是人类独有智慧的体现 。 冒号后补充指：－H 狗在“思考未来、控制

快速反应”方面能力非常有限（ onl y in termitt en tly or for a few mi nutes ） . 反 rwJ 说明只有人类才真正具

有这一能力 。

②句与①句后半句形成对比（ but），说明人类一直以来都会长时间、深度思索未来。 spent a bo ut 12 

percent o f o ur clays ( 12 % 兴 24=2.88 小时〕... contemp late( think about s th se ri o us ly for a long time“深

思，沉思”） . . . the longer term 凸显人类＂深度思考 、长远打算”的能力 。 historica ll y →词（ re l ating to the 

past“历史 t”）育简义丰：强调凸显“人类擅长思索的历史性、长期’性”，却也隐晦暗示“现在情形很可能

有所变化” 。

③④句先退后进，强调现在情形，表明作者观点 ： 虽然科技影响了我们的反应方式，但人类依然具
有控制仓促决定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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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句前半句转承②句（ histori ca ll y ... ) . 退而承认现在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反应模式（即：科技

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川快，人们反应加速） 。 主句转而指 l·H ： 但科技并不能改变我们（能够停下来思考的）

天性（注： nature 指人类“思考未来，控制快速反应”的天性） 。 本句以主从结构（ Although . . . it 

has n ’ t . .. ）和1弱化观点的可能性表达 m ig ht c hange 表明作者观点 ·人类思索的能力并未 、也不会因科技

的进步而改变。

④句进而正面强调我们依然具有“抵制诱惑、控制快速反应”的思考能力，重 申 首段所提文章主 旨，

实现全文首尾圆合 。 句中 r i 吕E a bove( to manage not to let a diffi cult y or probl em aff ect you ·· 超越，不受

……影响”）、 reve rse ( to chang巳 sth so that it is th e opposite of what it was be fore“推翻，根本改变”）两词

相连，体现人们“克服请惑、避免快速反应”的主观能动性；而 the imagina ti ve capacit y （想象力）， 即思考

能力 （ th i nk, contemplate），则是这种能动性的来源 。 s ti II C仍然）一词暗含逻辑关系为：“思考能力”原本

是人类天性（①②句）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所下滑（③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这一能力不会失去，我

们依然能够以其克服诱惑、扭转快速反应（④句） 。

［把握全局］ 本文应过同汇共现突出了文章主题并清晰展现论证结构 。

( snap overreactions, qu ick hard-wired respo nses, snap dec isions, snap dec isions in react ion to 

rap id s ti m uli , overreact . snap reactions . our hard- wired reactio肘 ， th e hi g h－刊peed trend 等展现文章讨论

对象‘飞本能）快速（过激）反应／决策”；

( are prone to, are likely to, are hard wired to, tend to 等呈现人们快速行为反应的“本能性／倾向性”；

( we ca n red uce or eve n e li minate the nega ti ves, w巳 can reverse such influ巳n c巳s ’ to mute ou r ha1 d『

wired reactions, r 

明本文写作目的：呼吁并引导读者避免快速过激反应 。

( ta ke a moment and think a bo ut how we are like ly to reac t, need mo re time, take a mom巳n t, long 

term study, a muc h longer E飞ral uation, paus ing, cont empla ti ng, imaginative capacit y 则说明控制快速过

激反应的基本方法 ．停下来思考 。

－题真－
川J蒂今解…精－

35.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reversing the high-speed 

trend is 

[A] to lerant 

[ BJ op timistic 

[ C] uncertain 

[DJ doubt ful 

35 . 作者对于改变人类快速做决断的

习惯持 态度。

[A］ 容忍的

[BJ 乐观的

[CJ 不确定的

[DJ 怀疑的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reversing th e high-speed t r e nd 定位至文章末段 。 根据末段，作者首先

认为能否控制快速做决断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并在最后一句特别提出我们依然具备这种能力 。 由

此可推知，作者认为这是有希望做到的事情，也 Fl/J ，将有乐观的态度。〔BJ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考生根据文章意思对作者态度的判断。 ［ BJ 对应文中 We still have t he 

imagina tive capacity . .. ，表达作者对于我们的能力是有信心的 。

[ A］ 、［ DJ干扰分别源自段中③句 Al tho ugh （尽管） 、 might（可能），而该“让步”、“可能性”旨在说明科

技尽管能够加速人们的快速反应，但无力改变入的天性 ， 即无力改变人具有改变快速反应的能力，反衬

作者态度的肯定。［CJ反向干扰，将作者“确凿而肯定的”态度说成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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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酷强自里回
一~... 

/ Text 4 欧盟拟立法设定女性董事配额
• 

堕酣睡
回唱革也明

等 一、文章总体分析及考题遮览
［总体分析］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选自 Pro j eel Syndicate （《评论汇编》） 20 1 2 年 6 月 30 13 一篇题为 Why W Jmen St ill Can ’t Ask 

the Right Qu estions （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诉求权利问题）的文章 。 文章就欧盟针对“欧洲｜各国公司董事

会成员性别严重失衡”现象的立法提案b设定女性董事配额！”进行了时论 ，作者表明了对提案的赞同态

度 ：鉴于当前情形，确实需要暂时实施强制手段来实现更为公平的世界。文章按照“民明 当前现象（第

一段）一一介绍解决方案（第二段）一一评价解决方案（第三至七段）”的脉络展开 。

［考题速览］

36 . In the European α＞rporate workplace , generally 一一一一一· 欧洲职场普遍现象 。

3 7.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nded legislation is 欧盟某项立法提案 （的目的、原因等）。

38. According to Reding , quotas may help women 一一一一· Reding 有关“定额助益女性”的具体观点。

39.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Reding’s appeal is one 
作者对 Reding 呼吁所持态度 。

of 

40 . Women entering top management become headlines due “女性进入管理高层会成为新闻头条”

to the lack of 源于什么的缺失 。

问题速览：根据题干词汇 the European corpora t e workpl ace/ The Europ巳an Union 's intended 

leg islat ion/ help women/ Women entering top management，可知本文内容涉及“欧洲职场中的女性处

境”，且很可能与“关于这一现状的立法提案”相关。

问题解读·①第 36 题告诉我们 ，文中介绍了欧洲职场的某种（些）普遍现象；②第 37 题告诉我们 ，

欧盟提议了某项法案 ，结合文章主题可推测该立法极有可能与女性的职场处境相关；③第 38 、 39 题表

明，文中介绍了 Red i ng 观点“定额助益女性” ，且作者表明 了对 Reding 观点的态度；④由 第 i(O 题可知，

文中指出女性进入公司高管层引发公众极大关注．并解释了其中原因，特别提到这是由于某种事物的

缺失 。

问题总结：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文介绍了··欧洲｜职场的某种（不利）处境”，并指出欧盟意欲立法（很

可能是设定某一配额）改变这一现象，其中涉及 Reding 呼吁、作者对 Reding 呼吁的看法， 以及当前具体现

象“女性高管引发关注”等。

安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赣解
l O Europe is not a gender-equality heaven. @ In 

particular, the corporate( workplace wi ll neve r be complete ly 

fami l y『fri end l y until women are part of senior(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Europe’s top corporate-governance positions 

remain overwhelmingly® male. 8 Indeed, women hold onl y 

14 percent of positions on European corporate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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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并非性别平等的天堂， 特别
是，除非女性能参与高层管理决策，否
则职场永远不会完全成为家庭友好型

却F斤，而欧洲的企业管理高层职位仍然

是男性占据绝对多数。 事实上 ， 女性仅

占欧洲公司董事席位的 14%’。
vx：KZRZ2019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ff 
( corporate [ 'k::>:par<1t ］ ι 法人的，公司的 ~\ · 经典搭配

②seni。r [1 si ：口1<1］ α ． 离i级的，地位较高 t':1甘’级别高的 > ( a gend er equality l飞eaver 性别平等的天堂）
③over、‘1 h1‘！hningly [ 1<10 飞

可抵抗地 i ( ser>ior management decision剖（高 j芸管理决策）
( boar<I [ b::>:d] n. （公司或其他机构的）董事会．委员 > ( top corp 1盯

会，理事会 % ⑤c叫叫e boards 

； ．谙篇分析 ：－ ：·： :1 :, 
第一段说明现象：欧洲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比例极低。 关键词为： women hold only 14 percent of 

positions on European corporate boards｛女性仅占欧洲企业董事席位的 1 4 % ）。

①句开篇直接指出“欧洲并非性别平等的天堂”，初步战明文章关注对象“欧洲性别不平等现象” 。

②句进一步指出“欧洲性别不平等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 企业高管男性占据绝对多数。 In

pa rticular（尤其是，特别是）体现①②句递进关系 。 and 之前分句以必然条件句式. . will never be ... 

until. .. （除非……才有可能……）反向说明职场理想状态一一真正成为家庭友好型（compl ete l y fami ly 

fr i endly ） ， 以及达此状态的必要条件 女性参与高层管理决策（ women are part of senior management 

d巳c i s ions ） 。 and 之后分句指出与之相反的当前实际情形：高管中男性占绝对优势 。 overwhe l mingly（压

倒性地，绝对性地）凸显“放眼公司高层，几乎皆为男性”的情境 。

③句再进一步，最终锁定本文关注点：欧洲｜董事会中女性比例极低 。 Indeed( used to introduce an 

addit iona l statement that emphas izes or supports wha t you have just sa id“甚至，其实（用来补充内容，以

强调或支持刚说过的话）”）表明②③句递进关系 。 women ho ld on ly 14 percent of positions H乎应②句

remain overwhelmingly male，说明女性董事寥寥无几 。

； · 真题精；解＜ ：I
36 . In the European corporate workplace, generally 一一一一－· 36. 在欧洲企业环境里 ，通常 。

[A] women take the lead [ A］ 女性起带头作用

[BJ men have the final say [ BJ 男性享有最终话语权

[CJ co rpora te governance is overwhelmed [ CJ 企业管理遭受重大打击

[ D] senior management is fami ly- fri endly [DJ 高层管理是家庭友好型的

［精准定位］ 题目问欧洲职场的总体现象，相关信息集中在第一段 。 该段指出 ： 欧洲并非性别平等
的天堂．男性在公司高层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女性所占比例甚微。可见，［BJ选项符合文义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考生对第一段 内 容的整体把握。正确项 ［ BJ 是对 not a gender-eq uality 

heaven . .. remain overwhelmingly ma le ... women ho ld on ly l 4 percent of positions 的高度概括 。

[ A] women take the lead( take the lead 意为 to be the fir s t to sta rt doing something or be most 

act ive in doing something 带头．为首）是对第 二句部分信息 women are part of senior management 

decisions 的断章取义，该句整体指 1±1 ＂理想状态下女性应参与高层决策，而现实状态并非如此”，选项与

文义相悖，故排除。［ CJ 选项是对原文... corpora te governanc巳... overwhelming ly ...的 曲解 ： 将原文

·‘欧洲高层企业管理职位中男性占据绝对多数”扭曲为“企业管理遭受重大打击”。 ［DJ选项将原文词汇

senior management 和 family friend l y 揉杂到一起形成干扰 。 选项含义“高层管理关注家庭利益（家庭友

好）”和原文“高层管理中有了女性的参与，职场才能成为家庭友好场所”相去甚远，故排除。

I[ 0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w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to compel。 corporate board s to maintain a 

certa in proportion( of women up to 60 percent. @This 

proposed mandateQl was born of frustration( . @Last year, 

欧盟正考虑、立法，强迫公司董事会保有

一定比例的女性一一－该比例可高达 60 % 。

此强制性提议源于一次挫折 。 去年，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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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 n Commiss ion Vice Pres ident Vivi ane R eding 

l SSU巳d a ca ll to vo luntary ac ti o n. 。 Reding invit ed 

corporation,; to sign up for® gende r ba lance goa ls of 40 

perce nt fema le board members hi p. 0 But her appeal( was 

cons id ered a fa il ure: on ly 24 compani es too k it up. 

委员会副主席被破安·瑞丁发起了 一项

自愿活动的号召 。 且也了邀请各企止参与

实现“女性在董事会中占 40%”这一性别

平衡目标 。 但她的呼吁被认为是失败的 ：

只有 24 家公司接受其呼吁 。

； ·词汇丰释当难句分析＜ !ti
( legislatic>n [ led3is1le1J 

( compel [ k吕m'pe!] v . 强迫．迫使

( proportion [pl'a1p::i:J@n] 11. 比例；部分

( mandate [ ' rr飞侥r e1t ］ η． 授权；命令，J旨令

( frustrati<>n [ frA1stre1J 

®sign 叩 I、t》『．报名参力n | 

( appeal [ ::i'pi:l] 11. n于 nr

． 经典搭配

I sb ro do st h（迫使某人做某事）

( maintain a C町tain proportion of C 保将一定 比例的

( be born of（诞生于 ． 源于）

@ iss ue a call to（发起……号召）

( take s t h up（接受…… ）

;' j语算分析. :: ;f/ 
第二段介绍欧盟针对上述现象拟采取的强制措施：立法强迫公司董事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女性成

员。关键词为 ： legislation （ 立法 ） 。

①句指出欧盟拟采取的措施：立法强制董事会保持一定的女性比例。 legis l a tion to compe l 传递“强

制性”； a certa in proport ion of women 说明法案规定了”女性董事比例下限”，但并未明确具体数值，留下

悬念。 up to 60 p e rc巳川补充民明欧盟同时设立了 60 % 的上限 。

歧义排除·单看＊句，很可能会理解为 up to 60 percent 与 a cer ta in proportio n o f women 同指. l:!11: 

欧盟规定董事会须保持 60 %女性成员 。 但基于如下考虑可排除这一解读 ： 鉴于如今“女性董事比例极

低”的现实 ，欧盟拟立法要求提高女性董事比例无可厚非，但欧盟不可能从一种不公（女性处于劣势）走

向另一种不公（强制要求女性席位占 60% ，超过男性）。故二者并非同指 ，而是分别为上、下限 。

②至⑤句为一个意群，说明此项立法提案的前身。

②句承上启下，指出上述提案衍生于“挫折 （ frus tration ） ” c This proposed mandate 回指 l egis l at1011

to compe l. .. ，再次凸显其“强制性 ，，； wa s bor 

frustration 即为当前提案的“母体”，随后论述的X才象 。

③至⑤句具体阐述 frustrat ion ， 明确提案“母体” ： （未达预期的〕 H于吁企业 自愿参与“平衡管理高层

性别比例”的行动 。 But 体现“说明行动 转而指出行动未果”的逻辑关系 。

③④句叙述去年行动 ： 欧委会副主席薇破安· 瑞丁H乎 Uf企业 后l 愿参与“平衡管理高层性别比例” 。 a
ca ll to vo luntary act ion/ invited 凸显该H乎吁的“自愿性’＼由 was born of 所表明的“拟定法案”和“瑞丁呼

吁”之间的顺承衍变关系可推知，40 pe rce nt 即为①句 a certain proportion 所指 。

⑤句指出结果：行动失败。冒号前后为解释说明关系，先指出呼吁失败（ h巳I appea l 指代③④句内

容， fail u re I呼应②句 frustra ti on），后 以 onl y 24 compa ni es took it up 解释为何说行动失败：应者寥寥。句

中 take (s th ) up 意为 to accept a suggestion or idea“接受（建议、提议等） ”， it 指代 he r appeal 。

事件因果逻辑线索：本段提及两个事件“今年欧盟拟定立法呀11·· 去年欧盟呼吁”，段中借多条线索

展示二者关系：一、was born of 直接体现二者“因果顺承、发展演变”的关系；二、 l egislat ion to compel/ 

mandate 和 a call to voluntary action/ inv臼d/ appea l 形成对比，表明由去年的“自愿参加”走向如今的“强

制立法”； 三 、 up to 60 percent .. . goals of 40 percent . .. only 24 companies 具体－~明二者关系细节：欧盟

去年H于吁所有企业自愿参与性别平衡计划 ，目标为女性占董事会成员 40%一一结果行动失败 ，只有

24 家公司参与其中－一一故今年意欲立法，强制要求所有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比例不得低于 40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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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设上限 60 % 。

［背景知识］ ①20 1 2 年，欧盟委员会拟定草案，要求欧盟区域内所有上市企业（约 5000 家）在 20 2 0

年以前达到“董事会中女性成员占 40 %”的要求，杏则将面临处罚 。

②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 简称欧委会，欧盟常设执行机构 ． 也是欧盟唯一有权起草法

令的机构。作为执行机构，它负责欧盟各项法律文件 （指令、条例 、决定）的具体贯彻执行 。 作为有权起

草法令的机构 ，它可以建议并准备法律文件 。

＞ 真题精解 ． ； 二J
37 .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nded legislation is 一一一一－· 37. 欧盟意欲制定的立法是 。

[ A] a reflection of gender balance [ A］ 性别平衡的一种体现

[ BJ a respons e to Redi吨’写 ca ll [ BJ 对瑞丁H于吁的一利I @I 应

[ CJ a reluctant choice [ CJ 一利1不情愿的选择

[ DJ a volun tary act ion [ DJ 一项自愿的行动

［精准定位］ 本文通篇都在针对欧盟拟定的立法进行讨论，仅根据题干无法准确定位。结合选项可

发现，各项涉及该立法提案的性质／来源，由 此定位到第二段 。 该段首句指 出， 欧盟正考虑立法以强迫

公司董事会保持一定的女性比例 。 第二句指出，欧盟这一做法源于一次挫折 。 第三至末句具体讲述挫

折 ． 欧委会副主席薇薇安·瑞丁号召企业后｜愿参与实现性别平衡的目标，但接受 H于吁者寥寥可数 。 整

体来看，正是由于“呼吁向愿参与”无效，欧盟才考虑“立法强迫执行’七拟定此项立法实乃不得已而为

之 ， ［CJ选项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要求考生整体把握第二段，需要理解欧盟立法提案的来龙去脉 。 ：LE 1if1自项 ［ CJ 是对

born of frustration . . . issued a ca ll to vol unta ry act ion. . a fai lure . . .所串起的“欧盟由于去年‘呼吁自愿

参与’无效，才考虑 ‘立法强迫执行’”的概括和推理 。

［八］选项以 reflection Y昆淆逻辑关系 。 A is a reflection of B 反映的是“总体现象（B)一现象表现CA） ”的

关系 ．而原文中“欧盟立法提案叫ii “性别平衡”是“手段 目的”的关系，即 ： 欧盟立法提案“旨在实现性别

平衡的目的”，而非“表明性别平衡已经存在” 。 ［BJ选项是对第二段所涉事件“欧盟意欲立法吁II “瑞丁呼

吁”关系的曲解 。 原文指出二者之间关系为“顺承衍变”的关系，而非“发出 H乎 n:f 响应呼吁”的关系，事

实上，瑞丁H于 I I于的对象是欧洲各大企业。［DJ选项张冠李戴．“自愿行动”指的是“去年的瑞丁呼吁”而非

“今年的欧盟提案”。 由第二段前两句可知，欧盟提案属于“强制政策”。

四 Do we need quotas心 to ens ure that women 

can co nt111u e to cl imb t he cor po rate ladder(/,' fa irl y 

as they ba lance work and fa mil y? 

我们真的需妾定额来确保女性在平衡工作和

家庭的同时能继续公平地攀爬企业晋升阶梯吗？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 quota [ 'kwaota] n . 定量 ．定额．指标

@ ladder [ 1 lceda] 11 . ｜价才开；

． 经典搭配

(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 e r（攀爬企业晋升阶梯 ）

(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平衡工作和家庭）

: ·）吾篇：分析· ： d
第三段针对欧盟拟定立法提出疑问：我们真的需要设定女性董事配额吗？关键词为：quotas（配额）。

本段独句！现段、承上启下 ： 承接上文“欧盟拟定立法强迫公司保将一定的女性董事比例”引 ／：！－＼专有

词 'll二 quotas (an officia l limit on the number or amount of something tha t is allowed in a part icu la 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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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限额勺，并提出问题“我们是否真需要这样的配额”，引出下文论述 。 continue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和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明确设定配额主要帮助群体：有家有子却依然攀爬职业阶梯

的女性 。 fairly 反向暗示当前职场对这一群体不公 。

lV 0 “ Persona I ly , I don ’t like quotas , ” R eding said “就个人来说，我不喜欢定额，”揣丁最

recentl y. @“ But I like what the quotas do. ” 8 Quotas 近说道，“但我喜欢定额所起到的作用”。

get act ion: they “ open the way to equality and they break 在瑞丁看来，定额会引发行动：它们“开辟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 according to Reding, a result 通往平等之路，且打破晋升障碍”，这一结

seen i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lega lly binding® 采已可见于法国和其他对女性在企业高层

provisions on placing women in top business positions. 所占比例有明文规定的国家 。

： ·词汇哇辱与难旬分析· ； 二f
( glass ceiling 11. 玻璃天花板，指在公司企业和机关团 $ ·经典搭配
体中，限阳些人口群体（女性、少数民族）晋升到高 ！①0阳 ti…y 以开辟 之路）
级职位的障碍 $ ( break through （打破）

②川ng ［＇叫

Quotas get action : they “ open the way to equality and they 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 according 

to Reding , a result seen i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legally binding provisions on placing women in 

top business positions. 

句子主干： I Quotas get action 

主语 i自i吾 宾语
... 

插入语

seen i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legally binding provisions on placing 

worn巳n in top business positions. 

后置定语

they “op巳n the way to equality and they 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according to Reding, 

并列句 l 并列句2 状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Quotas get act ion ，总括定额的作用，冒号后内容对其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open the way to eq ua l it y 和 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 li ng 具体说明定额的作用； a result seen ...则以具

体实例印证定额的作用 。

＞语篇分析. ·: fl 
第四至七段就“我们是否需要设定配额”发表观点。其中第四段先介绍瑞丁本人对配额的看法。关

键词为：①open the way to l'Cjuality（打开通往平等之路）；②break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打破晋升障碍）。

①②句以 Personally, I don’t like . .. But I like ... 形成“让步转折”及“情感对比”，明确瑞丁观点“设定配额

实乃情非得己’勺子私人情感，不喜欢定额 ；于社会而言，喜欢定额所起到的作用 。 what the quota吕 do 为瑞丁关

注点，随后论述的对象。

③句展现定额能起到的作用（ what the quotas do）， 此长句可分为三部分来理解 。

Quotas get action 总括定额作用：定额会引发行动 。

冒号后解释说明，以 open the way to equa lity 和l break th rough the glass ceiling 共同指出定额能“就‘男

女不平等’开山破冰”：前者指出定额是男女平等的‘开路斧’；后者具体说明本文所关注的定额作用：破除

（女’性）晋升障碍 。 glass c巴山ng 指 th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getting high level jobs 

“女性在职务晋升上遇到的无形障碍”。

最后 a result seen in ...以实例印证定额的作用 。 a res ult 指代 open.. . and break ... ; with legally 

binding provisions on placing women in top bu sin 巳ss positions 说明这些国家能改善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原

因在于“明文规定了女性在企业高层所占比例”，印证配额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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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题精解. :;J 
38 . According to Reding, quotas may help women 一一一一一· 38. 在瑞丁看来，定额可以帮助女

’性 。

[A] ge t top business position: [A］ 获得企业高层职位

[ BJ see through the g lass ceiling [BJ 看透职业晋升障碍

[CJ balance wo rk and fami ly [CJ 平衡工作和家庭

[ DJ ant icipate legal resu lts [DJ 预测法律结果

［精准定位］ 题目询问定额给予女性的帮助，信息集中在第四段 。 该段指出瑞丁观点 ：定额可以开

辟通往平等之路，打破晋升障碍；法国等“明文规定女性在企业高层所占 比例”的国家即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 ，［A］选项相合瑞丁观点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对第 四段内容的理解，对t在修辞 表 达 open the way to equa lit y 和 break

through lhe g lass ceiling，考生须结合上下文理解其具体含义。 ［ A］选项是对该抽象信息的直观表达 。

〔 BJ选项利用 the g l a吕s cei ling 的字面义干扰，从而和i瑞丁观点差之千里。［CJ选项利用第三段时ed

quotas ... they ba lance wo1 k and family 设置干扰，该句关注“定额是否能够确保女性公平地攀爬职业阶

梯”这一问题，“平衡工作和l家庭”只是这些女性的背景信息，并非实施定额旨在改善的方面，故排除 。

[DJ选项利用第四段 lega ll y bindi ng prov i s i on s 设置于扰，但原文旨在以定额在法国等国己产生积极效

应来论证瑞丁关于定额作用的论述，无法推导出 ［DJ 选工页 。

V O I unders tand Reding 's reluctance(-and b巳l

frustratio n. @ I don ’ t like quota s either ; they run 

counter to® my beli ef in meritocracy<:ll , governa nce by 

the capa ble. @But , when one cons iders the obstacles® 

to ach ieving the meritocra ti c idea l , it does look as if a 

fa Ir巳r world mus t be temporarily( ordered@. 

我理解将丁的不情愿一一一还有她的挫败

惑 。 我也不喜欢定额；它们有悖于我所信仰的

英才制度，肉’能者居之 。 但考虑到实现英才制

度这一理想所面临的诸多障碍，确实看起来必

须暂时实施强制管理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公平 。

: • i~／（注释与难旬分析· ： d
( reluctance [ n ' l11ktans] 11. 勉强，不情愿

( run counter to 边反，与……背道而驰

③me此ocracy [, men 't okras ， ］ η 英才教育（制度）

( obstacle [ 1 obstakal] 11 . 障碍，干扰

@ temporarily ['tempararil1] ad . 暂时

\\ ® order [ 1 :>:da] v. 命令 ．要求: ·经典搭配: 川…ratic idea I （精英管理fj;j 理想）

:_. · v哥篇分析？； 二r
第五段作者表明对实施配额的支持：利用配额强制扫除不平等是实施英才管理的必要前提。关键

词为：a fairer world must be temporarily ordered （必须暂时实施强制管理才能让世界更公平）。

①句总领段落，作者表达对瑞丁看法的认同 。 relu cta nce 和 frustrat i on 分别 l呼应上文瑞丁“虽不喜

欢配衔，却又不得不使用配额”以及“对配额应者寥寥感到受挫”； understa nd 一同表明作者对瑞丁感受

的理解和l认间，暗示对实施配额的支持。

②③句具体说明作者观点、明确对实施配额的支持 。

②句作者指出“我也不喜欢定额” 。 分号后解释原因：这与我所信仰的“英才制度（ me ri tocracy）”相

悖， govern ance by the capa bl e 解释其本质 ：能者居之； run counter Lo s tb 意为 to be the opposite of st h ，此

处具体含义 ：作者信仰的理念是“良才善用，能者居之”，配额制却“强行规定公司董事会（能者）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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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二者背道而驰 。

③句为段落主旨，作者转而 （ but）指出“但我赞同暂时以强制手段（定额）扫除实现英才管理的障

碍”，即：配额制和英才管理是“暂时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关系 。 when 引导的从句叙述当前实情（作者

赞同暂时实施强制手段的原因）：英才管理的实现存在诸多障碍。主句以强调句式 it does look ...及情

态、动词 must 强调作者观点：必须暂时实施强制管理，才能让世界更公平 。 a fairer world 与 achieving the 

meritocrat ic i dea l 前呼后应，明确“精英制度建立于公平社会之上”。 order 指“利用政策等法律手段来实

现”，直指欧盟的“强制规定女性董事配额”提案。 temporarily 则表明作者观点：“强制”只是权宜之计 。

； · 真题精缸. :J 
39.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Reding’s appeal is one 39. 对于瑞 丁 的呼吁，作者持

of 态度。

[ A] s k叩1：“ism [ A］ 怀疑

[ BJ objectiveness [ BJ 客观

[ CJ indifference [ CJ 冷模

[ DJ approval [ DJ 赞同

［精准定位］ 第四段阐述了瑞丁关于定额的观点：不喜欢定额，但认可定额的作用。第五段表明本

文作者观点：我理解瑞丁的不情愿和沮丧；我也不喜欢定额 它与我所信仰的英才管理理念相悖；但

当前形势 F要实现精英管理困难重重，因而确实窝要强制手段（即，实施定额）来实现较为公平的世界 。

可见，作者对瑞丁呼吁职场性别平等持赞同态度，［DJ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作者对文中人物观点的看法 。 既需要理解文中人物的观点，又需要抓住作者

对其看法 。 且理解作者看法（第五段信息） H才，需要意识到： But 之后才是作者观点的体现 。 正确项〔DJ

是对第五段中 under sta nd... a fair world must be temporarily ordered ...所体现的作者观点的概括 。

[ A ］选项干扰在于，考生可能会因为第五段②句“配额和作者信仰相悖”而认为作者对瑞丁提倡女

性董事配额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但这只是作者的让步，③句才是作者观点的集中体现。［ 13］选项的干扰

在子，考生可能会因为第五段②③句从两个角度阐述作者对瑞丁观点的看法而误认为作者对其持“客

观评价”的态度。［CJ选项无中生有，且根据“作者着大量笔墨评价瑞丁的 H于 I吁：及观点．不可能对此摸不

关心”这一逻辑 ．可排除该项。

VI O After all,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 has now shown 

that corporations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are evading1l the 

meritocratic hiring and promotion of women Lo top positions 

no matter how much “ soft pressur巳” 1s put upon them. f} 

When women do break through to'2l the summit@ of corporate 

power as, for example, Sheryl Sandberg recently did at 

Facebook- they attract massive atten tion precisely© b巳ca use

th ey remain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毕竟，四十年的证据现已表明，不管

给它们施加多少“软压力”，欧洲以及美国

的企业都在逃避精英选才，拒绝升迁女性

到高层 。 当女性确实打入公司权力高层

时一一例如，就像雪莉·桑德伯格最近在脸

书所f坎的那样

恰是因为虫也，们仍然属于规则中的例外。

:: .词汇注在当难句分析；；J
( evade [ 11ve1d] v . 逃避，规眩，逃脱

( break through to 突破，突围

( summit [ 1sA 1111t ］ η．顶点，最高阶层

( precisely [ pr11sars 1 1 ］ αd . （强调真实或明显）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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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ption to the rule（规则巾的例外）

After all,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 has now shown that corporations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are 

evading the meritocratic hiring and promotion of women to top positions no matter how much “ soft 

pressure” is put upon them. 

句子主干： After all,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 - no matter how much “ soft pressure” 

状语 主语 引导词 主语
has now shown is put upon them. 

谓i耳 谓语被动态

that corporations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are evading 

引导词主语 后置定语 谓语
出e meritocratic hiring and promotion of women to top positions 

宾语l 连接词 宾语2

功能注！障：句子主干为 four decades of evid ence has now shown , tha t 引导宾语从句介绍从四十年

的证据中解渎出的内容 。 破折号后的内容为 no matter how muc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体现出欧美企

业对女性升为高层的排斥程度之深 。

: · : H吾篇分析. ,;/ 
第六段进一步以－＇O 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欧美职场中普遍存在“逃避音升女性高营”这一阻碍英才管

理的做法，必须采用强制手段才能将其扫除。关键词为： four decades of evidence（四十年的证据）。

①句 After all （语用功能为 used to say that something should be remembered or con side r时，

beca use it helps to exp lain what yo u have jus t said叮1坦竟”）置于段首，引发对上段末句观点的进一步

论证

破折号之前回应上段末句前半句，说明实现英才管理面临的障碍 （ obstacles)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

国，企业都在逃避精英选才、拒绝女性进入高层 。 four decades of ev i dence 说明这是欧美企业长久以来

存在的情形。

破折号之后 no mat ter how much “ soft pr巳ss ure” i s put upon th em 补充指出“无论对企业施加多大

压力，均无法改变这一情形”，呼应上段末句后半句，表明作者观点 ：必须暂时采用强制手段 。

②句以具体实例说明“女性任职高层是职场规则的例外”，反向凸显当前“逃避精英选材，拒绝女性

进入高层”的职场规则 。

When 引导的从句以强调句式 do brea k through··· （真的打人公司高层）转承上文引出例外情形：极

少数女性克服上述重重限制，终于进入公司高层 。 破折号内以“雪莉· 桑德伯格担任脸书高管”为例将

这一情形具体化。主干部分指出问鼎高层的女性会引发巨大关注（ attract massive attention），侧面说明

能在职场中脱颖而出的女性“寥寥无几” 。 preci sel y because 引出原因 ：女高管属于职场规则的例外 。

咀 If appropriate( public policies were in place® 

to help all women- whether CEOs or their childr凹’s

caregivers and all famili凹 ， Sandb巳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o:> than any other highl y capable 

person li vi唔 in a more just® society. [ 349 words] 

如采能够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来帮助所有女

性一一－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她们孩子的护工一一一

以及所有家庭，那么在这样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桑德、
伯格就不会比任何其他卓越人士更具报道价值。

词汇由与难旬分析－ ： 乒
( appropriate [ a'prauprrat ］ α ． 适当的；合适的 ( in place 在正确位置，准备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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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worthy [ 'nju:zw3:il1 ］ α．有报道价值的 \\ ( no more than（不超过，至多）

@just [ d3Ast] a. 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 ，正义的 ：叫ly川
． 经典搭配

If appropriate public policies were in place to help all women whether CEOs or their children’s 

caregivers- and all families, Sandbe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 than any other highly capable person 

living in a more just society. 

If 

引导词

appropriate pubic policies were 

主语 系动词

条件状语，从句

- whether CEOs or their children ’s caregivers一

插入语

in place to help all women.'. .and all families, 

表语 目 的状语

句子主干：!'fSandberg would be no more newsworthy than any other highly capable p巳rson living in 

主语 谓语 比较状语

a more just society. 

功能注释：本句为虚拟条件句 。 If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假设情形“有适当公共政策帮助所有女性和所

有家庭”，主句继而叙述如此情形带来的影响“社会更加公平、女性董事将不会引发过多关注”。 破折号

内容为插入语，以 whethe r. .. or. . .结构进一步补充说明 all women o 

；·甲篇分析＜d
第七段总结收篇，升华作者观点：若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来帮助所有女性和家庭，贝lj 会有更多的女性

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关键词为：appropriate public policies（适当的公共政策）。

本段以虚拟句独句成段，描绘“适当公共政策管理之下，所有女性和家庭能够得到帮助，有更多女

性脱颖而出”的理想情形，表明作者对“用公共政策实现职场平等”的高度赞同。

If 条件句畅想“有适当公共政策帮助所有女性和所有家庭”。 he lp all women and all fami li es 表明作

者关注点已从“设定女性董事配额”这一特定政策上升到“帮助所有女性和家庭的公共政策”。破折号

内 whether CEOs 和 their children ’s caregivers( their= CEO’s） 以点带面，强调“所有女性”所指 ： 上至“职

场精英”下至“职场底层”。

主句展望结果：社会将更加公平，职场女精英将不再是“特例” 。 no more newsworth y than any other 

highl y capable person 回应上段 attract massive attention，展望“职场女精英和其他所有有能力人士一

样，不再引发过度关注”的情形； living in a more just soc i ety 和开篇 is not a gender equali ty heaven 遥相

呼应，使文章首尾契合、作者论证完整。

：·真：题精解二：J

40. Women entering top management become headlines due to 40. 女性进入管理高层成为新闻头条

the lack of 是由于缺乏 。

[ A] more social jus tice [A］更多的社会公平

[ BJ massive media attention [BJ 大量的媒体关注

[CJ suitable public po licies [CJ 适宜的公共政策

[DJ grea ter “ soft pressure” [DJ 更大的“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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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become headlin es 与第六段的 attract massive a ttention 及第七段的

newsworthy 的照应关系，可定位至这两段。第七段用虚拟句“假如有合适的公共政策来帮助女性……

则女性高管也就不会具有如此高的新闻价值了”反向表明女性高管引发轰动的真正原因 ：缺乏合适的

公共政策’，［CJ选项正确 。

［命题解密］ 本题考查考生对信息的综合把握与推断能力，其中涉及对虚拟语气的正确理解。题干

与〔CJ选项的组合构成对第七段虚拟条件句的直接表达， suitab l e 同义替换 appropriate 。

[A］选项具有很强的干扰性：女性极少能参与企业高层管理确实是社会不公的表现，但 soci a l

jus ti ce 是一个极为抽象、逻辑范围很广的概念，无法切中本文要害“实现社会公平目前需要制定恰当的

公共政策”。［BJ选项利用原文关键词 attract massive at tent ion 及题干同汇 headlines 形成表面干扰。

但“女性成为高管会成为头条新闻”与“这是因为缺乏媒体关注”显然逻辑矛盾，故排除 。 ［DJ选项是对

第六段首旬的反向干扰 ，该句指出“无论施加多少软压力，欧美企业都在拒绝让女性升至高层”，可见是

“虽多次施加软压力却不见成效”，而非“缺乏软压力”。 回晶抽$回

Part B 如何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吃好

字 －、文章总体分析
本文选自 The Guardian （《卫报 》）一篇题为 Ho7.ρ to E at WeLL 011 α Tight Budget （如何在经济拮据的

情况下吃好） 的文章，通过一位由小康跌至穷困的人所记录的博客向人们展示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下如

何享受美食。

第一段 ：概述受欢迎搏客 Skint Foodie（穷光蛋美食家）的主要内容以及博主由富到穷的经历 。

第二至末段：引人博客内容，展开五点有关“最大程度节省的情况下如何吃得更好”的建议。

二字 二、语篇分析
[ A] Li ve like a peasant 

[ BJ Balance your diet 

[ CJ Shopkeepers a re yo ur fri巳nds

[DJ R em ember to treat yo urse lf 

[ E] Stick to what yo u need 

[ F ] Planning is everything 

[G] Waste not, want not 

: · ：＋标题分析 . :;J 

[A］ 像农民一样生活

[BJ 均衡你的膳食

[CJ 店主是你的朋友

[DJ 记得格劳自 己
〔E］ 坚持自己所需

[F］ 计划是一切

〔G］ 不浪费就不会匮乏

[A］选项 Live like a peasant 表明段落应该涉及“仿效农民生活方式”的相关内容； ［BJ选项说明段落

重点针对“饮食不健康”的问题展开； ［CJ选项反映段中包含 Shopkeeper（店 主）这一角色，且作者建议与

其处好关系；［DJ选项 Remembe r to . . .表明作者在段中提醒人们“不要对自 己太苛刻” ， 而是应该“适时

款待自己” ； ［E］选项 Sti ck to ...暗示段中含有“人们购买的物品往往超出或并非自己所需”这一内容，作

者强调“应坚持选择自己的真正需求”；［F］选项强调“计划”的巨大作用，段落应围绕“｛故事提前规划”展

开；［G］选项 Waste not 强调“节约的重要性”， want not 表明节约的意义：元需担心缺乏什么 ，可见该小

标题所属段落重点围绕“节约”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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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 The hugely popular blog the Skint Foodie 

chronicles( how Tony balances hi s love of good food with 

living onl2l benefits®. f} After bills , Tony has £60 a week 

to spend , £ 40 of whi ch goes on food, but 10 yea rs ago he 

was earning £130, 000 a year working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eating at London 's best restaurants at 

least twice a week. @Then his marriage failed, his career 

burned out® and his drinking became serious . 。 “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 saved my life. 0And I felt 

like that again, to a certain degree, when people responded 

to the blog so well. 0 It gave me the validation® and 

confidence that I ’d lost. @ But it ’s still a day- by-day 

thing. ”@ Now he ’s living in a council flat® and fielding① 

offers from literary agents. 。 He ’s feeling positive, but 

he' ll carry on blogging - not about eating as cheaply as 

you can 一 “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门1 a much worse 

state, with barely a口y money to spend on food" - but 

eating well on a budget®. ⑩ H ere's hi s advice for 

economical foodies. 

广受欢迎的博客 Ski nt Foodi e（穷光蛋美

食家）记录了托尼在靠救济合度日的同时如

何实现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 支付完各种账羊

后，托尼每周只剩 60 英镑可供花销，其中有

40 英镑花在吃上，但是 10 年前他在通讯公司

工作时年薪高达 13 万英镑 ，每周至少在伦敦

顶级饭店就餐两次。后来他婚姻破裂，事业

衰败，并且如滔严重 。 “社区精神卫生小组救

了我 。 人们在博客热情留言回复时，我在某

种程度上又有了对生活的渴望。这让我找回

曾经失去的认可和自信 。 但是记录博客仍然

是每天都妥傲的事情 。”现在他住在救济公寓

中处理来自文稿代理商的约稿 。 他现在心态

很积极，但是他还是会继续更新博客一一不

是围绕尽可能吃得便宜一－＂有许多人情况

更糟，几乎没什么钱买食物”一－一而是如何通

过避免不必妥的开支吃好 。 以下是他。为节约

型关食家提供的一些建议。

J 
析…分

…
旬难

－

与
．

释
…

注
…
「
」
…

·词
…

( chronicle [ 1krornkal] v. 按事件发生顺序记载

( live on 靠（……钱）生活

( benefit [ 1 bern f 1L ］ η．救济金，补助金

( burn out 烧尽，熄灭 ；筋疲力尽；出故障

II ( validation [ ,v配l! ' d e归n］ η．承认，认百r 
！⑥COi』nci
币 ( field [ fi:ld〕 V . 处理，应付（问！题或意见〉

Ii ( on a budget 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节省费用

：： ： ~： ：语篇分析 ＜ ii
第一段概述热门博客 Skint Food i e（穷光蛋美食家）的主要内容以及博主 由得意到落魄的经历 。 首

句引出知名博客并介绍其内容：记录如何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享受美食。第二至七句通过追溯博主托

尼经历展示博客诞生背景。其中，第五句 that 指代上句 l ife, feel like that 意即“很想要活下去” ；第六句 It

回指⑤句人们对托尼博客的追捧。第八、九句介绍托尼如今情况：约稿不断 ， 心态积极。第九句以 not

about ... but . ..形式强调博客意不在讨论尽可能吃得便宜，而是在尽可能节省的情况下吃得好 。 末句进

而以 Here ’s hi s advice .. .引出托尼对“如何经济地享受美食”的建议 。

41. 

IT O Impulsive( spend ing isn ’ t an option, so plan your 

week ’s menu in advance, making shopping lis ts for yo ur 

ingredients<Zl in their exact® quantities . f} I have an E xcel 

template® for a week of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8 Stop 

la 」ghing: it ’s not jus t cost effective® but helps you balance yo ur 

d i e t. 。 It ·s a lso a good idea to shop daily instead of week ly, 

beca use , being human, you ' ll somet imes change yo ur mind about 

what you 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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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冲动消费不可取，所以提前规

划l好你每周的菜单，食材购买清单

妥详细标明数量 。 我这里有一周早

午晚三餐的 Excel 模板。另1J 笑：这不

仅能节约开支，还可以均衡膳食。

每天购物比每周购物要好，因为人

有时难免会想换换口味。



:_:. )Alf~注释与难句分析. :;/ 
( impulsive [ 1m 1 pA ls1v］ α ． 冲动的；任性的

( ingredient [ m ' gri:d1ant］ 凡原料，材料，食材

(]exact [ 191zrekt ］ ι 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 ( template [ ' temple1l ］ η 模板，样板: ⑤co叫f'ective 狗合成本效益的，峭的
$ ( fancy · [ 1 frens1] v. 喜爱 ，想要

；二语篇分析；：J
第二段为建议一。 首句总述建议：事先规划一周菜单而不是冲动消费 。 option 指“可供选择的事（建

议）” 。 第二至末句说明首句；其中第二句为托尼现身说法：每周为一 日 三餐设定标准；第三句以 not

just. . . but ..引出眩做法的两重优点 。 末句补充指出更佳的购物频率并解释原因 。

42. 

囚。 Thi s is where supermarke ts and then 

anonymityw come in handy( . @With th em, the re's not th e 

same embarrassmenf0 as when buymg one carrot in a litt le 

greengrocerc0 8 And if yo u plan properl y, you ' ll know 

that yo u only need, say, 350g of shin of beef and six 

ras hers of bacon, no t wha teve r weight is pre- packed in t he 

s uperm a rket chiller⑤ 

42. 

这时超市及其匿名性就有用武之地

了 。 有了超市，就不用因为在一家小蔬菜

店里只买了一根胡萝 ｜、而感到尴尬。 如

果你计划得当，你会知道自己只需妥，比

如，350 克的牛内脏骨和 6 片培根，而不是

超市冷柜中分装好的任何分量 。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J 
( anonymity ［配n;:i ' rnm 1 l1 ] 11 . E主名 ．不知名

( come in handy 派得上用场

( embarrassment [ 1rn'brerasm;:>nL] 11. 窘迫，对｜堪

$ ( greengrocer· [ 1 gri:ngr;:iusa] 11. 蔬菜水果商；菜贩

！ ω川

·语篇分析. :;/ 
第三段为建议二。 首句紧承小标题：（这样一米，）超市及其：“购物无需实名”的特点就有用武之地

了。第二句说明原因：在超市可以避免购物过少的尴尬 。 末句进而点明段落中心：周全计划，只取所需

( yo u o nl y need ... ）。其中， sa y 为举例标记词 。

43. 

凹 0 Yo u m ay proudly claim to only have frozen 

peas in th e fr eezer - that 、 no t good eno ugh. @Mine 

is fill ed with leftovers( , bread, stock(;!> , m eat and 

fish. 8 Planning a head should eliminate(l) was tage, 

bu t if yo u have surplus(!) veg etab les you ' ll do a 

vegetabl e soup, and all fr uits threatening( lO “ go off” 

w il l be cooked or Jui ced . 

43 . 

你也许会自豪地表示冰箱里只有冷冻青

豆一一一这还不够好 。 我的冰箱里满满的都是

剩饭、面包、高汤、肉和鱼等 。 提前计划可能会

减少浪费，但是如采你有多余的蔬菜，就可以

做蔬菜汤，所有即将变质的水采也可以用来做

菜或榨汁 。

aFdM 
F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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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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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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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over [ 1 lefi ;:iuv;:i] 11. 剩余物．残羹剩饭

( stock [sL ok] n . 高汤，原汤

(]eliminate [ 111Imme1t] v. 消除，消灭

$ ( surplus [ 1s3:pJ;:is］ α．剩余的；过剩的

：⑤…川

: .语篇分析 ＜ ii
第四段为建议三。 本段采取对比方式，解释了更好的节俭方式不是精简储备．而是在食物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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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做到最大程度的不浪费。首句 onl y have frozen peas in the fr eeze r 由具体代指一般 ，泛指“一 ｜床减

少食物储量”的行为 。 第二 、三句介绍建议的做法 ：储量丰富 ，但避免任何有可能的浪费 。

44 . 

V O Everyone says th is , but it reall y 1s a top ti p 

for frugal( ea ters. @ Shop at butchers, delis® and 

fi sh- seller s regularl y, even for sma ll t hings, and be 

s uper fr iendl y. @) Soon you ' ll feel comfortable as king 

If they’ve any knuckles( of ham for soups and stews , 

or beef bones , chicken carcasses(] and fish heads for 

s tock which , more ofte n tha n not , they’l I let you have 

for free. 

44. 

每个人都这样说，不过这的确是让节约的

食客史省钱的妙方 。 定期光顾肉店、热食店和

Jt产店，哪怕是买些很小的东西，而且要非常

友恙 。 不久，当你询问 卖 家是否有可以炖汤的

大棒骨或者用来熬高汤的牛骨、鸡架、鱼头等

时 ，你就不会觉得尴尬，因为他们 常常会把这

些东西免费送给你 。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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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gal [ 1 fru:90 1 ］ α． 节俭的；朴素的；花钱少的

( deli [ 'deli ] n. 熟食店

l\ ( knuckle [ 'nAk0!] 11 . 关节骨

I\ ( carcass [ 1 ka:kas］ 凡 尸体；兽体

Soon you’II feel comfo rtable asking if they’ve any knuckles of ham for soups and stews. or beef bones. 

chicken carcasses and fi sh heads for stock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 they will let you have fo r free . 

结构切分 ：句子主干： I~ 立旦旦
状语主语

’ ll fee l comfortabl e 坐坠皇

谓is 伴随状语 宾语从句

if they ’V巳 any knuckles of ham for soups and stews, or beef bones, 

引导词 主语谓语 宾语
' chicken carcasses and fish heads for stock 

定语从句

which ... they wi ll let you have for free . 

插入状语

more often than not, 

功能注释 ：句子主干为 Soon yo u' ll feel comforta ble . . . 。 现在分词结构 ask i ng if. .. 做伴随状话 ， 说

明主句“感到 自 在” 的具体内容 ； 其中嵌套 if. . . 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又嵌套一个非 限制性定语从句 －

wh i c h 代指各种赁汤材料；定语从句中插入语 mo re often than not 说明店主“免费赠送食材”是常事 。

：：： ~：击毒分析：：：： fl
第五段为建议囚。首句紧承小标题内容 ，指出其是节约型食客的顶级妙方（ a tip to p ） 。 第二句引出

妙方具体内容 ： 常常友善地光顾食品零售店。末句进而解释好处：店主会免费赠送多种熬汤食材 。

more oft en than no t 意为“通常 ，多半” 。

45 . 

VI OYou won ' t be ea ting out a lot, but save 

yo ur penn ies and once every few months t rea t 

yourself to a set lunch( at a good r es t a u ra n t 一

;f l. 75 a week for three months gives yo u £ 21 -

mor e than 巳nough fo r a three-cour se lunch at 

Michelin-starred( Arbu tus. @ It ’ s £1 6. 95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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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你不用常常下馆子，但把每分钱节约下 来，

每隔几月 去 高 级餐厅款待自己一 顿 午间 套餐

’已一一－每周 节 约 1. 7 5 英镑，三 个月 就是 21 英

镑一一这在米其林星级饭店 Arbutus 吃一顿三

过菜午餐绰绰有余 。 1 6 . 95 英镑足矣一一－或者



or £ 12. 99 for a large pizza from Domino 's : I know 

which I ’d rath巳I ea t. [510 words] 
在多米诺消费 12. 99 英镑买一份大披萨 ： 我知道

自己更爱吃哪样。

.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 ;/ 
( set lunch 午间套餐 $ ( Michelin-starred a . 米其林星级的

； ·语篇分析. :;J 
第六段为建议五。首句先退后进表明建议 ：（虽然经济拮据，外出就餐机会少，但是也要）尽量’节省

每一分钱，定期去不错的餐厅款待自己一顿大餐。 penni es 指代小钱； treat yo urself to . . .意为“以……款

待自己”； more than enough 指“绰绰有余”。第二句补充指出省下的这笔钱还可以有多重选择。

二字 三、试题精解
（一）迅速阅读选项，了解其内容并推断文章大意 。

迅速浏览七个选项后，根据“饮食、节俭、计划”等关键词推测文章围绕“如何经济地饮食”展开 。

（二） 阅读给定段落，提炼段落主旨．选出相应的小标题。

41. ［答案］ F ［精解］ 第二段首句即亮明建议：冲动消费不可取，应该事先规划一周菜单 。 随后解

释了这样做的意义 ．不仅最大程度地节省了开支，而且可以均衡膳食。选项［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与

段中主旨句 plan yo ur .. . in adva nce, making ... lis ts ...相一致，因此［F］为正确选项 。

［干扰项设置］ 选项［B] Balance yo ur di e t 虽然出现在段中第三句，但 i亥句意在说明“提前规划的好

处”， balance your di e t（使饮食均衡）为其中之一，并非段落主旨内容。

42 . ［答案 J E ［精解］ 第三段首句紧承小标题内容指出（这样的话），超市购物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第二句解释：可以买其所想．无需担心购物量少会造成尴尬 。 可见 stick to w ha t you need 应为该段小标

题，即“坚持只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其次 ，段中第三句进一步以例子明确了该段中心： yo u ' l l know that 

yo u only need . . .与标题［E］相对应，因此［E］为正确选1页 。

［干扰项设置］ 第三句前半部分 i f yo u pl an proper l y 并非全段中心所在，它只是附带说明的条件，作

为对第二段“计划购物”的回应，因此不应误选［ F］选 r~L

43 . ［答案 J G ［精解］ 第 四段通过对比指出“储备食品不是越少越好，相反应当在确保储备量的情

况下最大化利用多余食品”，因此本段中心在于“尽可能不浪费”，选项 ［G］ 中 waste not 与之相统一 。 其

次，段中第二句说明博主理念：储备足够多的东西 ； 随后第三句实际上反过来表明实现“储备丰富，食物

不缺”的途径 ：不浪费 。 因此 waste not, want not （ 不浪费就不会匮乏）很好地概括了本段内容。

4,.1,. ［答案J c ［精解］ 第五段首句指出小标题所涉内容是省钱妙捕 。 第二、三句作出说明 ．经常定

朋友善地光顾食品零售店，很快会获赠免费提汤食材 。 第二句 Shop at . .. regularly, even for smal l 

Lhings , and be s up巳r fri endl y 与 Shopkeepe rs are yo ur f ri e n cls 相契合，即与店主保持良好友谊利于省下

赁汤原料的开支，因此正确答案为［CJ 。

45 . 〔答案J D ［精解］ 第六段首句 save yo ur p enn i巳s and once ... treat yo urself to . .. at a good 

restaurant 表明即使经济拮据，也应当用省下来的钱定期精劳自己一顿美食。［DJ选项 Remember to 

t rea t yo urself ls! I] 是对该段主旨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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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 Translation 

超凡的记忆能力

手言： －、文章总体分析

本文节选自 The Guardian （《卫报》） 2011 年 12 月 2 日一篇题为 Exρerience : I remember m们’y day 

of my Life （经历：我记得生命里的每一天）的文章。 作者 Brad Williams 讲述自己具有超凡的记忆力，从

四岁起就能记得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小细节，大脑能自如应对庞大信息量，强大的记忆力并未使作者的情

感更加强烈或鲜明。文章通俗易懂，翻译时应注意原文语义传达的完整性及个别词汇的处理 。

等 二、语篇分析
I I ca n pick( a date from the past 53 yea rs and 在过去的 53 年中任意挑一天，我马上就能

know instantly@ where I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知道那天我在什么地方，新闻报道了什么，甚至

news and 巳ven th巳 clay of the week, I ’ve been ab l 
那天是星期几 。 我从四岁开始就有这本事了 。

do thi s since I was four. 

；三词汇注：在＜ 1'
( pick [ p1k] v. 选择 ，挑选 $ ( instantly [ 1111stantl 1 ］ αd . 立即，即刻

: i董事价＜ ii
第一段描绘仰者超凡的记忆能力，并指出其四岁便能如此。

本段独句成段，以记忆时间长（ 53 yea rs ） 、选取记忆内容的任意性（ pick a el ate）及记忆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know instantl y where I was, wha t happened in the news and even the clay of t he week）凸显作者超

凡的记忆力 。 I 町 ve been ab le to do thi s . since I was four 则顺而指出作者掌握此能力之早 。

II I never fee l overwhelmed0] with t he am 
我从来不会因为脑子吸收大量信息而受

mformation my brain absorbs( . My mmd s 
不了。我的脑子似乎能够应付，而且这些信

a bl e to cope and the informat ion is s tored away neatly( . 息也储存得有条有理 。 当我回想起一件悲伤

When I think of a sad memory , 1 do what everybody 的事情时，我所做的和大家一样一一一尽量把
does try to put it to one s ide. I don ' t think it ’s harder 

它放到一边。 我不觉得就因为我的记忆更清
for me just because my memory is clea rer. Powerful 

晰，我就会更难受 。 强大的记忆力并没有使
m emory does n ' t make my emotions any more acute( or 我的情感更为强烈或更为鲜明 。 我能回想起
vivid®. I can reca ll the day my grandfather di ed and the 

我祖父去世的那一天，以及我们前一天去医
sadness I felt when we went to th e hos pi ta l the dav 

5[ y 院时我伤心的感觉 。 我同样记得，百老汇在
befo1 e. I a lso rem ember that the mus ica l play Ha门

同一天首演音乐店时发》一一这两件事在我脑
open巳d on Broadway on th巳 same day- they bot h just 

海里突然出现的方式没什么两样。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 156 words] 

；·词汇四川：J
①0吨1envhelmed ［ ，剖va1welmd］ α ． 不知所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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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tly [ 1 n川11 ] ad . 整洁地，整齐有序地 ，有条理地

( acute [ a' kju:t ］ ι 敏锐的：激烈的

II ( vivid ［ ’ v1v1d］ ι 生动的；鲜明的；逼真的

I\ @ pop into 跃人，突然出现

: ·）吾篇：分析. :1' 
第二段指出强大的记忆能力并未给作者造成困扰。

首句先概而指出，大脑掌握的庞大信息量并未将作者压垮 。 第二句进一步指出，作者的大脑对庞

大的信息量应付自如 ，而且也将信息存储得有条有理。第三、四、五句继而从情感方面指出庞大的记忆

并未对作者造成困扰 。 第三句首先指山，每当想起悲伤往事时，作者也和一般人一样尽量把它搁置一

旁。第四句 l don ' t think it's harder for me . . . 呼应第三句，说明强大的记忆并不使作者比他人在处理悲

伤往事方而更为困对i 。 第五句递进指出强大的记忆并没有使作者的情感更加强烈或鲜明 。 末两句则

以具体事例说明第五句 。 第七句 they 指代“记得祖父去世的事”和“记得百老汇同天上演音乐剧的事’气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说明作者对两者的记忆方式相同，即，对两者的记亿并未影响作者的

情感处理，从而呼应第五句 。

；专f 三、难旬分析

1. I never feel overwhelmed with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my brain absorbs. 

本句涉及的难点 ：动词过去分词、介词结构、定语从旬 。

［旬法分析］

主干旬 ： I never fee l overwhelmed wi th the amo unt of information 
主语 系动词过去分词作表语 介词结构作状语

省赂 that 的定i吾从旬，修饰 information: my brain absorbs. 
主语 谓语

［要点注释］

①overwhelmed 为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与 fee l 构成系表结构 。 Ov巳rwhelm 意为 if work or a 

problem overwhelms someone, it is too much or too difficult to deal wi th“（问题等）使不可解决，使应接

不暇，压垮”；作为使役动词，其动作发出者为 the amount of in fo rmat ion ，动作接受者则为 I，但因本句用

的是过去分词形式，故而动作发出者成为宾语，动作接受者成为主语，翻译时可将 with 转译成因果关系

衔接词，整体处理成 ： （我）从未（因）……而（受不了） 。

(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在译成汉语时为了形象传达 overwhe lm 的效果而增译成“大量信息” 。

③从句 my brain ab so rbs 为省略 that 的定语从句 ，修饰 in formation，因定语从句较短，故可按照汉

语习惯将定语前置；本句可整体翻译成“脑子吸收大量信息” 。

2. My mind seems to be able to cope and the information is stored away neatly. 

本句涉及的难点 ：并列结构、动词不定式、固定搭配、状语 。

［旬法分析］

and 连接的并列分旬 1: My mind seems to be able to cope 
主t吾 谓语内嵌动词不定式

and 连接的并列分旬 2: th e informat ion is stored away nea t ly 
主语 谓语 ＆！词作状语修饰谓语

［要点注释］

①本句为 and 连接的两个并列分句，翻译时可将逻辑衔接词 and 处理成汉语的“并且”，然后两分句

按英文原顺序译出。

②cope 意为 to succeed in dea ling with a difficu lt problem or situat i on“（成功地）应付，对付飞根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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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语境可知此处应付的是“大量信息”，因翻译成汉语时借助语境亦能理解，故无需增译出宾语，直接

与 seems to be able to 合译成“似乎能够应付” 。

( sto re sth away 意为 1'0 put s th somewhere and keep it there to use later“贮存，保存”；本句将宾语

informat ion 提前；副词 neatly（整齐地、有序地）修饰 store away，翻译本部分时可保留原文语序，译成“这

些信息也存储得有条有理” 。

3. l can recall the day my grandfather died and the sadness I felt when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day before. 

本句涉及的邓点：并列宾语 、定语从旬、时间状语从旬 。

［旬法分析］

主干句： I can recall the day my grand father di ed and the sadness 
主语 谓语 并歹1］宾语l 省略when的定语从句修饰day 并列连词 并列宾语2

I felt 
J岛、略 that的定语从句修饰sadness

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 when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day before. 
引 导饲主语谓语 地点状语 时间状语

［要点注释］

①本句理解难点在于 recal l 后接两个宾语，一个是 the day ， 一个是 the sadness ，然后两个宾话1百分

别接了一个定语从句，因为定语从句较短，故而翻译时可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前，处理成 ： 我祖父去世

的那一天……我伤心的感觉 。 （ 注：引导定语从句的 when 一般不可省赂，但在口语等非正式文体中也

存在这种情况）

②修饰第二个宾语 the sadness 的定语从句 I fe l t 后还接了一个 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可依照

汉语的习惯翻译成“我们前一天去医院时··

4. I also remember that the musical play Hair opened on Broadway on the same day- they both just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本句涉及的难点 ：宾语从旬 、介词短语、地点状语、时间状语 。

［句法分析］

主旬 ： I also remember 
主语 谓语

that 引导的宾语 从 旬： that the musical play Hair opened on Broadway 
引导词 主语 谓语 介词短语作地点状语

on the same day 
介词短语作时间状语

破折号对主旬内容作进一步说明 they both just pop into my mind in the same way 
主语 谓t吾宾语 方式状语

［要点注释］

①主句 also 表明本句与其前一句的并列关系，故而翻译时可处理成 ：我同样记得……

②本句 Hαir/Broaclway 在句中首字母大写表明它们是专有名词，翻译时应加以注意。

③英语中的地点状语和时间状语一般在句后，但汉语一般前置，故而翻译时可调整位置，处理成：

百老汇在同一天首演音乐剧《发》。

④破折号内容对主句进行补充m，明，翻译时可保留破折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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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N Writing 

Part A 邀请同学参加义卖

一、审题谋篇

1. 解析题目指令，确定行文要点

指令关键同 信息解读 要点归纳

write an email 规定应用文类型为电子JIJ~1t！三即书信 。

yo ur classmates 规定收信人为同学 。 1. 应用文类型为书信，

inform them about the 格式需完整；

details and encourage them 
规定书信内容 ：介绍某项活动的细节并邀请 2. q交信人为同 学， 用语

对方参与 。 不需太正式，亲切to participate. 
即可；

提供内容线索：揭示活动 内容，可以进一步补 3 . 信中要介绍清楚义a charit y sa le 
充义卖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货品等 。 卖时间、内 容以及目

提供内容线索：揭示活动目的，可 以进一步 的，并邀请同学

for kid s in need of help 补充说明义卖帮助什么样的孩子、如何帮助 参加 。

孩子 。

2. 罗列关键词

charity sa le 义卖， dona te[v . ］ 捐献， gain [ n . ］ 收益， the Project Hope 希望工程

二、优秀范文赏析

Dear classmates, 

It is a g reat honor to inform yo u that a charity sa l巳 i s schedu led for September 23 from 8 a. m. to 5 

p. m. Thi s sa le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au di tor ium for the sake of kid s on the verge of dropp ing out and 

the gain will be donat ed to the Project Hope. We are desiro us of ra ising suff icient money to help 15 kids 

in financia ll y stra ined famili es. Your par 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is aim. 

Hope[ ull y, yo u can come and pick up you r desired commodities. You wi ll ha ppily find latest books 

and pretty stat ioner y being sold at a discount there. 

［参考译文］

亲爱的同学们．

Yours sincerel y, 

Li 岛1ing

很荣幸地通知你们一场义卖将于 9 月 23 日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举办。义卖举办地点在礼堂，目的

是为于帮助辍学边缘的孩子们，所有义卖所得将捐献给希望工程 。 我们希望筹集到足够资金帮助 15 位

家境贫寒的孩子 。 你们的参加是实现这一 目的的必要条件 。

希望你们能来挑选心仪的商品 。 你们将很高兴地发现有最新的图书和摆亮的文具打折出售 。

诚挚的，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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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表达］

1. schedule[ v. ］将于…… （时间）举办、实施

2. for the sake of 为了

3. on the verge of ··…·的边缘

11. be desirous of 希望

5. s uffi c i ent［α ． ］足够的

〔精彩旬式〕

6. in financially s trained fam ili es 家境贫寒的

7. achieve this aim 实现目的

8. cl es irecl[a . ］喜欢的，心仪的

9. at a discount 打折

并 列句 1: This sale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auditorium for the sake of kids 
主语 谓语 （地点状语） （目的状语）

。n the ver~e of dropp_in~. 。口t and 并列句 2 : the gain will be donated to the Project H ope. 
（后直定语） 主语 谓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This sa le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a uditorium. 

Some kids may drop out of schoo l. 

This sa le aims to help them. 

We will donate the gain to the Project H ope. 

②整合简单句

T his sa le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auditorium and aims to help some kids who may drop out of school 

and we will donate the gain to t he Proj ect H ope. 

③增加表达精确性和美感

T hi s sa le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auditorium fo r th e 苟且 kc of kids on the verge of drop ping out and 

th e ga in will be donated to the Proj ec t Hope. 

［思路框架］

邀请信是让别人对某一活动感兴趣而选择参加的信件 。 该信第一段介绍活动的举办时间、地点、

目的 ；在阐明目 的后指出对方的参与对达成目的具有关键作用，从感性层面唤起对方兴趣。第二段首

句借势提出希望对方参与，末句暗示活动能给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以进一步增加对方的兴趣 。

［应用模板］

该思路适用于邀请对方参加某项活动。

Dear 

It is a great honor to inform you t hat is scheduled for 日期 from a. m. to 

p. m. is going to be held in 地点 for the sake of ． 具体介绍目的. Your par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is aim. 

Hopefully, you can come and 

［义卖］

. You will happily find 暗示活动能给参与者带来的利益．

三、写作储备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second hand ［α．］二手 的， fl ea market 跳蚤市场， donated products 捐赠的产品， socially respons ible 

company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local/nationa l c harity 当地／全国的慈善组织， raise money 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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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信常用表达］

1. 开头i吾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 u to attend . .. which will be he ld on ..我们希望邀请你（们）参加于……

举办的…．．．

.. will be held on ... We will be deli ghted if yo u co uld join us. ……将于……举办 。 你（们）如果能

力H人，我们会非常高兴 。

On behalf of. .. , I warm ly welcome you to attend. . The . .. fa ll s on ...我谨代表……热情地欢迎

你（们）参加…………将于……举办 。

2. 发展部分

The activiti es include .. .活动包括……

You wil l have memorab le and happy time in . . .在……中你（们）将拥有难忘而快乐的时光 。

3 . 结束语

Hopefu ll y, you w ill be present at ... 希望你（们）能出席…·

W 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巴巴ing you there. 我们希望在那能看见你（们） 0 

We l com巳 your presence ！ 欢迎你（们）到来 ！

四、写作练习

请参考模板和｜话题词汇，按照下列要求 ，进行写作 。

Directions : 

Suppose your class is to hold a film festiva l. Write your classmates an ema il to 

1) inform them about the deta il s an d 

2) encourage th em to participa te. 

Don ’ L sign your own name a t the end of the e mail. Use “ Li Ming” instead. 

［话题词汇］

the hi story of th e Chinese film 中 国电影的历史

actor［川．］演员

direc tor [ n. ］导演

actress[ 11. ］女演员

Part B 大学生兼职比率逐年级递增

一、审题谋篇

1. 分析图表数据，解读背后现象

图表数据 数据意义 数据分析 现象解读

横坐标数据 以年为单位反 超过半数的大
图表涉及的话题是大学生兼职，图表直接信息是

映大学阶段 学生选择兼职，
大学生兼职率逐年级上升 。 其主要诱因在于对

数据 呈 总体上
获得工作经验日益迫切的希望；随着年级增加，

纵坐标数据 表现兼职百 涨趋势，最大增
花费增多可能也是其诱因 。 趋势背后的隐忧是：

分比 幅出现在大四 。
日趋普遍的兼职可能会对学业造成影响，行文时

可以就此发表简要的看法。

2 . 罗列关键词

描写关键词： rate[ n. J 比率， rise annua ll y 逐年上升， duri ng school t i me 在校期间 ， the biggest incr巳ase 最

大增幅

话题关键词： take part- time jobs/ work pa rt- time/ be part- t i mers 兼职，但in practical experi ence 获得实践

经验， reap money from part time jobs 靠兼职赚钱，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udy and work 在学习和工作中

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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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范文赏析

The rate of col lege students ta king part-time jobs during schoo l t ime rises annua ll y from 67. 77 % in 

the first year to 88. 24% in the final year. The biggest increase occurs in the grad uat ion year, wit h th e 

rat e 16 % hi gher than a year ago. 

Coll ege student 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work part-time mainly because of the growing 

wish to gain practica l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their later car巳ers. It 1s reasonable and wise to do such 

pr叩aration especia lly after unemp loyment reached a record high in early 2013 . Another motive is 

obvious ly the mon巳y. As the school year advances, there will be huger costs of studying materials and 

socia l events, undoubtedly pushing students to reap money from part-time jobs. 

It can indeed be beneficial for coll ege st udents to be part timers. However, the risk of erosion of 

study time should be also cons idered. To benefit from part-time jobs without suffering academica ll y,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strike a balance. 

〔参考译文］

在校大学生兼职比例逐年上升，从大－ 67. 77% 到大四 88. 24% 。最大增幅发生在大四，其比率比

前一年高 1 6% 。

大学生会越来越愿意从事兼职工作，主要源于日益迫切地希望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而积累实

际经验 。 做这样的准备是有道理且明智的，尤其在 2013 年上半年失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后更是如此。

另一个动机明显是金钱 。 当学生进入高年级，学习资料和社交会花费更多，无疑迫使学生从兼职中获

得收入 。

大学生兼职的确是有益的 。 但是，也不能忽视学习时间会遭到侵蚀的风险 。 要从兼职中获益的同

时不损害学业，学生应该学会谋求平衡。

［亮点词汇］

1. occur[ v . ］发生

2. motive[ n. ］动机

3. pus h[v. ］促使

［必备搭配］

1. in the graduation year 毕业那年，大四

2. becom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越来越愿意

3. the growing wish to 越发迫切地想

4. reasonab le and w i se 有道理且明智的

5. reach a record high 创下历史新高

［精彩旬式］

4. be nefi c i a l ［α． ］有利的

5. risk[ n. ］风险

6. reach higher grade level 进入高年级

7. studying materials 学习资料

8. socia l events 社交活动

9. eros ion of study t im e 侵蚀学习时间

10. suffer academica ll y 学业上受到损害

1. College student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wi lling to work part-time 
主语 谓语 表语

mainly b~cause of the growing wish to ~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their later careers. 
（原因状语） （不定式后置定语） （修饰to gain的目的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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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College students will be more and more wi lling to take part- time jobs. 

They want to gain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careers. 

Their wishes are to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②整合简单句

Coll ege students will be more and more willi ng to take pan- time jobs becau se their wishes to gain 



expen ence to prepare for care巳r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③增加1表达精确性和美感

Coll ege students wil l becom e inc reasing ly willing to wor k par t- t ime mainly beca use of t he grow111g 

wish to ga111 prac li ca l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t heir la ter careers. 

2. As the school year advanc咽， there will be huger costs of studying materials and social events, 
（时间状语从句） there be句型 主语

undoubtedly pushing students to r eap money from part-time jobs.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结果状语）

The school year advances. 

Students will spend more on studying materia ls and socia l events. 

They want to make money from part-time jobs. 

②整合简单句

As the school year advances, stud en ts will spend more on studying materials and socia l events ， 日O

they want to make money from part time jobs. 

③增加表达精确性和美感

As the schoo l year advances, there wil l be h uger costs of studying materials and socia l events, 

undoub tedl y pu shing s tu dents to reap money from part time jobs. 

点i平旬式发光点：

There be 句型陈述一个客观现象，现在分词结果状语与 there be 句型搭配，将客观事实导致结果这

一逻辑清晰、简明地体现出来 。

［思路框架〕

柱状图反映了某高校学生兼职比率逐年上升的趋势，最明显的数据增长出现在大囚，描绘图片时

要体现出整体趋势、提及明显变化的数据，为后文全面、重点分析趋势做铺垫。分析时探讨趋势背后的

原因和l造成的影响，并针对可能有的负面影响简要地提出解决措施。

第一段对图表进行描绘 。 第 1 句描绘总体趋势，第 2 句指出重点数据 。

第二 、三段分析困表趋势 。

第二段：提出趋势的两个主观原因。第 1 至 2 句阐述第一个原因，第 l 句主干部分概括出图表趋

势， mainly because of 引出第一个原因；第 2 句借肯定原因的合理性暗示趋势的合理性 。 第 3 、 4 句阐释

第二个原因，第 3 句使用短句指明原因，第 4 句具体分析该因素如何促使趋势发生 。

第三段：分析趋势涉及的现象所造成的影响。第 1 句概括指出现象有益；第 2 句 however 转折引出

现象的消极影响；第 3 句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建议。之所以弱化处理积极影响，是因为第二段详细阐释兼

职的动机，动机得到满足即为兼职的积极影响，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述。
［应用模板］

该思路适用于描写和分析反映百分比上升的图表 。

The rate of n ses annually from % in 年份 to % in 年份. The-biggest 

increase occurs in 年份， with the rate % higher than a year ago.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 mainly because of the growing wish to 

. It is reasonable and wise to espeeially after . Another motive is obviously 

. As , there will be , undoubtedly pushing to 

It can indeed be beneficial for to . However, the risk of should be a lso 

considered. To benefit from without , should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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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储备

［话题表达补充］

兼职目的 ： re l iev巳 economic burden of fami l y 缓解家庭经济负担， become financia ll y capable to trave l 

and soc i a li ze 有资本去旅游和交际，gain the ins ight into the rea l soc i ety 了解真正的社会， put knowledge 

into pra ct i ce 学以致用， fl exible schedul e 灵活的时间安排

兼职可能遇到的问题： reduction in time ava il abl e for study 减少用于学习的时间， cheat[ n. ］骗子、骗

局， infringement on personal rigt山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写作素材积累］

1. T he numbers of stud ents wor king in part- t ime jobs are increasing enormous ly in retailing, hot el 

and oth巳r consumer service indu s tri es. 在零售业、旅馆和其它客户服务行业，从事兼职工作的学生数目

大幅增长 。

2.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 l to work has become more comp li cated. It causes stud ents ’ partic1pat1on 

111 part- time labo ur marke t. 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更加复杂。这造成了学生加入兼职劳动力市场 。

3. Using stud ent workers can be seen as a fl exibl e option for many organizations . 聘用学生作为工作

人员被许多组织视为一种机动选择 。

4. Resta urant, reta il and hospita li ty emp loyers, nonprofit gro ups and labor- intens ive industries re ly 

on part- t im巳 h e lp to minimize payro ll costs . 餐厅、零售和招待行业的雇主、非盈利组织以及劳动密集型

行业依靠兼职的帮助减少薪水开支 。

四、写作练习

请参考模板和话题同汇，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写作。

Directions: Write an essay based on t he following char t. In your wri t ing, you shou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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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rpret the chart, and 

2) g ive your comments. 

Yo u should wr ite at least 150 words. 

11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05 

［话题词汇］

2006 2007 

civil service examina tion 公务员考试

good socia l status 良好的社会地位

公务员考试参考人数

103 

｜ ·单位（万）｜

2008 2009 2010 2011 

secure career 安全的职业生涯

great consequent bene fi ts 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