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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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points) 

Though not biologically related, friends are as "related" as fourth cousms, 

sharing about 1 % of genes. That is 1 a study, publish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Yale Universit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2 

The study is a genome-wide analysis conducted 3 1,932 unique subjects 

which 4 pairs of unrelated friends and unrelated strangers. The same people 

were used in both_5_ 

While 1 % may seem 6 , it is not so to a geneticist. As James Fowler, 

professor of medical genetics at UC San Diego, says, "Most people do not even 

7 their fourth cousins but somehow manage to select as friends the people 

who 8 our kin." 

The study_9_ found that the genes for smell were something shared in 

friends but not genes for immunity. Why this similarity exists in smell genes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for now. 10 as the team suggests, it draws us to similar 

environments but there 1s more 11 it. There could be many mechanisms 

working together that 12 us in choosing genetically similar friends _D 

"functional kinship" of being friends with 14 

One of the remarkabl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as that the similar genes seem 

to be evolving 15 than other genes. Studying this could help 16 why 

human evolution picked pace in the last 30,000 years,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being a major 17 factor. 

The findings do not simply explain people's -�1�8� to befriend those of 

similar 19 backgrounds, say the researchers. Though all the subjects were 

drawn from a population of European extraction, care was taken to 20 that 

all subjects, friends and strangers, were taken from the same pop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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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when

2. [A] defended

3. [A] for

4. [A] compared

5. [A] tests

6. [A] insignificant

7. [A] visit

8. [A] resemble

9. [A] again

10. [A] Meanwhile

11. [A] about

12. [A] drive

13. [A] according to

14. [A] chances

15. [A] later

16. [A] forecast

17. [A] unpredictable

18. [A] endeavor

19. [A] political

20. [A] see

Part A 

Directions: 

[B] why [C] how [D] what

[B] concluded [C] withdrawn [D] advised

[B] with [C] on [D] by

[B] sought [ C] separated [D] connected

[B] objects [C] samples [D] examples

[B] unexpected [C] unreliable [D] incredible

[B] miss [C] seek [D] know

[B] influence [C] favor [D] surpass

[B] also [C] instead [D] thus

[B] Furthermore [ C] Likewise [D] Perhaps

[B] to [C] from [D] like

[B] observe [C] confuse [D] limit

[B] rather than [C] regardless of [D] along with

[B] responses [C] missions [D] benefits

[B] slower [C] faster [D] earlier

[B] remember [C] understand [D] express

[B] contributory [C] controllable [D] disruptive

[B] decision [C] arrangement [D] tendency

[B] religious [C] ethnic [D] economic

[B] show [C] prove [D] tell

Section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 the following four texts.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each text by choosing A, 

B, C or D.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40 points) 

- 2 -



Text 1 

King Juan Carlos of Spain once insisted "kings don't abdicate, they die in 
their sleep." But embarrassing scandals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republican left in 
the recent Euro-elections have forced him to eat his words and stand down. So, 
does the Spanish crisis suggest that 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 Does that 
mean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for all European royals, with their magnificent 
uniforms and majestic lifestyles? 

The Spanish case provides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inst monarchy. When 
public opinion is particularly polarised, as it wa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Franco 
regime, monarchs can rise above "mere" politics and "embody"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It is this apparent transcendence of politics that explains monarchs' continuing 
popularity as heads of state. And so, the Middle East excepted, Europe is the most 
monarch-infested region in the world, with 10 kingdoms (not counting Vatican city 
and Andorra). But unlike their absolutist counterparts in the Gulf and Asia, most 
royal families have survived because they allow voters to avoid the difficult search 
for a non-controversial but respected public figure. 

Even so, kings and queens undoubtedly have a downside. Symbolic of 
national unity as they claim to be, their very history - and sometimes the way they 
behave today - embodies outdated and indefensible privileges and inequalities. At a 
time when Thomas Piketty and other economists are warning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inherited wealth, it is bizarre that wealthy aristocratic 
families should still be the symbolic heart of modem democratic states. 

The most successful monarchies strive to abandon or hide their old aristocratic 
ways. Princes and princesses have day-jobs and ride bicycles, not horses ( or 
helicopters). Even so, these are wealthy families who part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1 %, and media intrusiveness makes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right 
image. 

While Europe's monarchies will no doubt be smart enough to survive for some 
time to come, it is the British royals who have most to fear from the Spanish example. 

It is only the Queen who has preserved the monarchy's reputation with her 
rather ordinary (if well-heeled) granny style. The danger will come with Charles, 
who has both an expensive taste of lifestyle and a pretty hierarchical view of the 
world. He ha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at monarchies have largely survived because 
they provide a service -as non-controversial and non-political heads of state. 
Charles ought to know that as English history shows, it is kings, not republicans, 
who are the monarchy's worst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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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King Juan Carl of Spain 

[A] eas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rivals. 

[B] used to enjoy high public support. 

[C] was unpopular among European royals. 

[D] ended his reign in embarrassment. 

22. Monarchs are kept as heads of state in Europe mostly 

[A] to give voters more public figures to look up to. 

[B]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reality. 

[C] owing to their undoubted and respectable status. 

[D] due to their everlasting political embodiment. 

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hown to be odd,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A] Aristocrats' excessive reliance on inherited wealth. 

[B] The role of the nobility in modem democracies. 

[C] The simple lifestyl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D] The nobility's adherence to their privileges. 

24. The British royals "have most to fear" because Charles 

[A] fails to adapt himself to his future role. 

[B] fails to change his lifestyle as advised. 

[C] takes republicans as his potential allies. 

[D] takes a tough line on political issues.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A] Carlos, Glory and Disgrace Combined 

[B] Charles, Anxious to Succeed to the Throne 

[C] Carlos, a Lesson for All European Monarchs 

[D] Charles, Slow to React to the Coming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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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2 

Just how much does the Constitution protect your digital data? The Supreme 
Court will now consider whether police can search the contents of a mobile phone 
without a warrant if the phone is on or around a person during an arrest. 

California has asked the justices to refrain from a sweeping ruling, particularly 
one that upsets the old assumption that authorities may search through the 
possessions of suspects at the time of their arrest. It is hard, the state argues, for 
judges to assess the implications of new and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es. 

The court would be recklessly modest if it followed California's advice. 
Enough of the implications are discernable, even obvious, so that the justices can 
and should provide updated guidelines to police, lawyers and defendants. 

They should start by discarding California's lame argument that exploring the 
contents of a smartphone - a vast storehous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 is similar to, 
say, going through a suspect's purse. The court has ruled that police don't violate 
the Fourth Amendment when they go through the wallet or pocketbook of an 
arrestee without a warrant. But exploring one's smartphone is more like entering 
his or her home. A smartphone may contain an arrestee's reading history, financial 
history, medical history and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recent correspond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meanwhile, has made that exploration so 
much the easier. 

Americans should take steps to protect their digital privacy. But keep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on these devices is increasingly a requirement of normal life. 
Citizens still have a right to expect private documents to remain private and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s prohibition on unreasonable searches. 

As so often is the case, stating that principle doesn'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ine
drawing. In many cases, it would not be overly burdensome for authorities to obtain 
a warrant to search through phone contents. They could still invalidat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when facing severe, urg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y could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phone data are not erased or altered while 
waiting for a warrant. The court, though, may want to allow room for police to cite 
situations where they are entitled to more freedom. 

But the justices should not swallow California's argument whole.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y sometimes demands novel applic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s 
protections. Orin Kerr, a law professor, compares the explos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omobile use 
as a virtual necessity of life in the 20th: The justices had to specify novel rules for 
the new personal domain of the passenger car then; they must sort out how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s to digital information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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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he Supreme Court will work out whether, during an arrest, it is legitimate to 

[A] prevent suspects from deleting their phone contents. 

[B] search for suspects' mobile phones without a warrant. 

[C] check suspects' phone contents without being authorized. 

[D] prohibit suspects from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s. 

27.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California's argument is one of 

[A] disapproval. 

[B] indifference. 

[C] tolerance. 

[D] cautiousness. 

28.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xploring one's phone contents is comparable to 

[A] going through one's wallet. 

[B] handling one's historical records. 

[C] scanning one's correspondences. 

[D] getting into one's residence. 

29. In Paragraphs 5 and 6, the author shows his concern that 

[A] principles are hard to be clearly expressed. 

[B] the court is giving police less room for action. 

[C] phones are used to store sensitive information. 

[D] citizens' privacy is not effectively protected. 

30. Orin Kerr's comparison is quoted to indicate that 

[A]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flexibly. 

[B]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never be altered. 

[C] California's argument violates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D] new technology require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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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 

The journal Science is adding an extra round of statistical checks to its 
peer-review process, editor-in-chief Marcia McNutt announced today. The policy 
follows similar efforts from other journals, after widespread concern that basic 
mistakes in data analysi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irreproducibility of many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Readers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conclusions published in our journal," 
writes McNutt in an editorial. Working with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the 
journal has appointed seven experts to a statistics board of reviewing editors (SBoRE). 
Manuscripts will be flagged up for additional scrutiny by the journal's internal 
editors, or by its existing Board of Reviewing Editors or by outside peer reviewers. 
The SBoRE panel will then find external statisticians to review these manuscripts. 

Asked whether any particular papers had impelled the change, McNutt said: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istics board' was motivated by concerns broadl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s part of 
Science's overall drive to increase reproducibility in the research we publish." 

Giovanni Parmigiani, a biostatistician at 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 member of the SBoRE group, says he expects the board to "play primarily an 
advisory role." He agreed to join because he "found the foresight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BoRE to be novel, unique and likely to have a lasting impact. 
This impact will not only be through the publications in Science itself, but hopefully 
through a larger group of publishing places that may want to model their 
approach after Science." 

John Ioannidis, a physician who stud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says that the 
policy is "a most welcome step forward" and "long overdue". "Most journals are 
weak in statistical review, and this damages the quality of what they publish. I 
think that, for the majority of scientific papers nowadays, statistical review is 
more essential than expert review," he says, but he noted that biomedical journals 
such a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Lancet pay strong attention to statistical review.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are expected to know how to analyse data, but 

statistical errors are alarmingly common in published research, according to 
David Vaux, a cell biologist.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standards, he wrote 
in 2012, but journals should also take a tougher line, "engaging reviewers who are 
statistically literate and editors who can verify the process". Vaux says that 
Science's idea to pass some papers to statisticians "has some merit, but a 
weakness is that it relies on the board of reviewing editors to identify 'the papers 
that need scrutiny' in the firs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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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 1 that 

[A] Science intends to simplify its peer-review process. 

[B] journals are strengthening their statistical checks. 

[C] few journals are blamed for mistakes in data analysis. 

[D] lack of data analysis is common in research projects. 

32. The phrase "flagged up" (Para. 2) is the closest in meaning to 

[A] found. 

[B] revised. 

[C] marked. 

[D] stored. 

33. Giovanni Parmigiani believ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BoRE may 

[A] pose a threat to all its peers. 

[B] me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C] increase Science's circulation. 

[D]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journals. 

34. David Vaux holds that what Science is doing now 

[A] adds to researchers' workload. 

[B] diminishes the role of reviewers. 

[C] has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D] is to fail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A] Science Joins Push to Screen Statistics in Papers 

[B] Professional Statisticians Deserve More Respect 

[C] Data Analysis Finds Its Way onto Editors' Desks 

[D] Statisticians Are Coming Back with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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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4 

Two years ago, Rupert Murdoch's daughter, Elisabeth, spoke of the 
"unsettling dearth of integrity across so many of our institutions". Integrity had 
collapsed, she argued, because of a collective acceptance that the only "sorting 
mechanism" in society should be profit and the market. But "it's us, human beings, 
we the people who create the society we want, not profit." 

Driving her point home, she continued: "It's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at the 
absence of purpose, of a moral language within government, media or business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goals for capitalism and freedom." This 
same absence of moral purpose was wounding companies such as News 
International, she thought,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it would lose its way as it 
had with widespread illegal telephone hacking. 

As the hacking trial concludes - finding guilty one ex-editor of the News of the 

World, Andy Coulson, for conspiring to hack phones, and finding his predecessor, 
Rebekah Brooks, innocent of the same charge - the wider issue of dearth of integrity 
still stands. Journalists are known to have hacked the phones of up to 5,500 people. 
This is hacking on an industrial scale, as was acknowledged by Glenn Mulcaire, 
the man hired by the News of the World in 2001 to be the point person for phone 
hacking. Others await trial. This long story still unfolds. 

In many respects, the dearth of moral purpose frames not only the fact of such 
widespread phone hacking but the terms on which the trial took place. One of the 
astonishing revelations was how little Rebekah Brooks knew of what went on in 
her newsroom, how little she thought to ask and the fact that she never inquired 
how the stories arrived. The core of her successful defence was that she knew 
nothing. 

In today's world, it has become normal that well-paid executives should not 
be accountable for what happens in the organisations that they run. Perhaps we 
should not be so surprised. For a generation, the collective doctrine has been that 
the sorting mechanism of society should be profit. The words that have mattered 
are efficiency, flexibility, shareholder value, business-friendly, wealth generation, 
sales, impact and, in newspapers, circulation. Words degraded to the margin have 
been justice, fairness, tolerance, proportion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purpose of editing the News of the World was not to promote reader 
understanding, to be fair in what was written or to betray any common humanity. 
It was to ruin lives in the quest for circulation and impact. Ms Brooks may or may 
not have had suspicions about how her journalists got their stories, but she asked 
no questions, gave no instructions - nor received traceable, recorded answ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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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Elisabeth was upset by 

[A]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urrent sorting mechanism. 

[B] companies' financial loss due to immoral practices. 

[C] governmental ineffectiveness on moral issues. 

[D] the wide misuse of integrity among institutions. 

3 7.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3 that 

[A] Glenn Mulcaire may deny phone hacking as a crime. 

[B] more journalists may be found guilty of phone hacking. 

[ C] Andy Coulson should be held innocent of the charge. 

[D] phone hacking will be accepted on certain occasions. 

38.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bekah Brooks's defence 

[A] was hardly convincing. 

[B] centered on trivial issues. 

[C] revealed a cunning personality. 

[D] was part of a conspiracy. 

39.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urrent collective doctrine shows 

[A] a marginalized lifestyle. 

[B] unfair wealth distribution. 

[C] generally distorted values. 

[D] a rigid moral code. 

4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uggest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A] The quality of writing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B] Moral awareness matters in editing a newspaper. 

[C] Common humanity is central to news reporting. 

[D] Journalists need stricter industrial regu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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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B 

Directions: 

In the following text, some sentences have been removed. For Questions 41-45,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one from the list A-G to fit into each of the numbered 
blanks. There are two extra choices, which do not fit in any of the blanks.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lOpoints) 

How does your reading proceed? Clearly you try to comprehend, in the 
sense of identifying meanings for individual words and working 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drawing on your implicit knowledge of English 
grammar. (41) _______________ You begin to infer a context 
for the text, for instance by making decisions about what kind of speech event is 
involved: Who is making the utterance, to whom, when and where. 

The ways of reading indicated here are without doubt kinds of comprehension. 
But they show comprehension to consist not just of passive assimilation but of 
active engagement in inference and problem-solving. You infer information you 
feel the writer has invited you to grasp by presenting you with specific evidence 
and clues. (42) _____________ _ 

Conceived in this way, comprehension will not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track 
for each reader. What is in question is not the retrieval of an absolute, fixed or 
"true" meaning that can be read off and checked for accuracy, or some timeless 
relation of the text to the world. (43) ______________ _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 inevitably reflects who we are. (44) _____ _ 
This doesn't, however, make interpretation merely 

relative or even pointless. Precisely because reader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plac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produc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of the 
same words on the page - including for texts that engage with fundamental human 

concerns - debates about tex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iscuss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How we read a given text also depends to some extent on our particular 
interest in reading it. ( 45) _______________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 suggest - as others introduced later in the book will also do - that we 

bring an implicit ( often unacknowledged) agenda to any act of reading. It doesn't 

then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one kind of reading is fuller, more advanced or more 
worthwhile than another. Ideally, different kinds of reading inform each other, and 
act as useful reference points for and counterbalances to one another. Together, 
they make up the reading component of your overall literacy, or relationship to 
your surrounding textu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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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re we studying that text and trying to respond in a way that fulfils the 

requirement of a given course? Reading it simply for pleasure? Skimming it 

for information? Ways of reading on a train or in bed are likely to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reading in a seminar room. 

[BJ Factors such as the place and period in which we are reading, our gender, 

ethnicity, age and social class will encourage us towards certain interpret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obscure or even close off others. 

[q If you are unfamiliar with words or idioms, you guess at their meaning, using 

clues presented in the context.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ill become 

relevant later, you make a mental note of discourse entities as well as possible 

links between them. 

[D] In effect, you try to reconstruct the likely meanings or effects that any given 

sentence, image or reference might have had: These might be the ones the 

author intended. 

[EJ You make further inferences, for instance, about how the text may be 

significant to you, or about its validity - inference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ersonal response for which the author will inevitably be far less responsible. 

[_F] In plays, novels and narrative poems, characters speak as constructs created by 

the author, not necessarily as mouthpieces for the author's own thoughts. 

[GJ Rather, we ascribe meanings to texts on the basi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hat 

we might call textual and contextual material: between kinds of organization 

or patterning we perceive in a text's formal structures (so especially its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various kinds of background, social knowledge, 

belief and attitude that we bring to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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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C 

Directions: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carefully and then translate the underlined segments into 
Chinese. Your translation should be written clearly on ANSWER SHEET. (10 points) 

Within the span of a hundred yea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a tide of emigration - one of the great folk wanderings of history -

swept from Europe to America. ( 46) This movement, driven by powerful and 
diverse motivations, built a nation out of a wilderness and, by its nature, shaped 
the character and destiny of an uncharted continent. 

(47)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roduct of two principal forces - the 

immigration of European peoples with their varied ideas, custom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a new country which modified these traits. Of 
necessity, colonial America was a projection of Europe. Across the Atlantic came 
successive groups of Englishmen, Frenchmen, Germans, Scots, Irishmen, Dutchmen, 
Swedes, and many others who attempted to transplant their habits and traditions to 
the new world. ( 48) But the force of geographic conditions peculiar to America, 
the interplay of the varied national groups upon one another, and the sheer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old-world ways in a raw, new continent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These changes were gradual and at first scarcely visible. But the result was a new 
social pattern which, although it resembled European society in many ways, had a 
character that was distinctly American. 

( 49) The first shiploads of immigrants bound for the territory which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crossed the Atlantic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l 5th-and-
16th-century explo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meantime, thriving Spanish 
colonie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Mexico,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These 
travelers to North America came in small, unmercifully overcrowded craft. During 
their six- to twelve-week voyage, they survived on barely enough food allotted to 
them. Many of the ships were lost in storms, many passengers died of disease, and 
infants rarely survived the journey. Sometimes storms blew the vessels far off 
their course, and often calm brought unbearably long delay. 

To the anxious travelers the sight of the American shore brought almost 
inexpressible relief. Said one recorder of events, "The air at twelve leagues' 
distance smelt as sweet as a new-blown garden." The colonists' first glimpse of 
the new land was a sight of dense woods. (50) The virgin forest with its richness 
and variety of trees was a real treasure-house which extended from Maine all the 
way down to Georgia. Here was abundant fuel and lumber. Here was the raw 
material of houses and furniture, ships and potash, dyes and naval sto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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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Writing 

Part A 

5 1. Directions: 

You are going to host a club reading session. Write an email of about 100 

words recommending a book to the club members. 

You should state reason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You should write neatly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sign yo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Li Ming " instead. 

Do not write the address. (10 points) 

PartB 

52. Directions: 

Write an essay of 160-200 word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icture. In your essay, 

you should 

1) describe the picture briefly, 

2) interpret its intended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tly on ANSWER SHEET. (2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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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真试题解析

回础梧回回
E量’画画【虱＝电飞第－部分知识运用

朋友间具有相似基因
回问哥哥鹦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选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 IB Times （ 《 国际财经时报 》）一篇题为 DNA of Friendship : St ud y F inds 

W e are Genetica lly Linked to Our Friend s （友谊 DNA：研究发现朋友间具有相似基因）的科普类文章 。 全

文以“朋友间有相似基因”引出 以此观点为结论的一项研究，并展开介绍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发现 。

，比、资篇细则题精解
II O T hough not biologica lly related( , fr iends are as 

“ related” as fourth cousins , sharing about 1 % of genes. 

@ That is 1 a study, published from the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Yale University in the Proceeding/ 7,;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2 

朋友之间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却“亲”如

第四代表亲，同有约 1% 的基因 。 这是由加利

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 》上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真题捂住＜ fl
1. [A] when 当……时候 [ BJ why 为什么 [ CJ how 如何 [ DJ wha t 什么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名词性从旬引导词 。

［解题思路］ 由“空格前 Tha t i s （ 主语＋系动词 ）”以及“选项均为疑问词”可判断空格词为表语从句

引导词 。 That 回指①句，而从句中主语为 a st ud y （两所大学合作并发表的某研究），可见①句“朋友间没

血缘关系却有 1 %基因相 同”是该研究所得 出 的结果， 空格同要能表示这一 内 容 。 四个选项中 ， 只有

wha t 为连接代词 ，能 回指上述研究结果，故〔DJ正确 。

［错项排除］ [ A］ 、 ［固和 ［CJ均为连接副词 ， FR T ha t i s 引出时，分别用于“对前面提及 的时间、原因、

（行为）方式等进行总结” 。 文中①句为“观点结论” ， 既 二｜｜二 时 间，也非方式 ，先排除 ［ A ］ 和l [ C］。 单看首句

内容，可以充当某情况的“原因（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生喜欢交朋友）” ，但显然与②句 a s tudy has . . . 

不能构成“因果逻辑” ，故 ［BJ错误 。

注 ：从语法角度看 ，关系副词所引导的从句句子成分需完整（ he did i t 主谓宾完整） ，连接词在句中作

“状语” ， 而文中从句缺宾语（结合下题选项可知，a s t udy has 缺宾语），故不能由关系副词引导 。

2. [ A] defe nded 支持；保护 ；辩护

[ CJ withd ra wn 收回；撤销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动词辨析。

[ BJ con cl ud e cl 得出结论；推断

[ DJ a d v i sed 建议，指点 ；劝告

［解题思路］ 结合上题分析可知，首句为②句 a s tu d y 的研究结果／结论 ， conclud e 可作及物动词 ，后

接“结论性内容”，故 ［BJ正确 。

［错项排除J [ A］利用其“支持（被批判方）”这一含义干扰 ， l暗示①句观点广受争议 ，该研究极力为其

辩解，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宗 旨 。 ［CJ利用其“收凹，撤回 （之前所坚信的言论、评论、批评等）”这一含义干

扰，暗示研究不再认可①句观点，但从句主语为 a st udy ，可 以出“撤回某研究” ，但“某研究撇回某内容”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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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逻辑。［DJ后为“建议性内容”，而“朋友间……同有 1 %基因”明显不涉及建议，而是说明性内容 。

j计主：注释；性价j（~ ：：：J/
( related [r11 Je 1t1d ］ ι 有亲戚关系的 $ ( proceeding [pr.m1 si :du:i］ η． 事件，（一连串）发生的事

＞注：需分析：~ ：： ： 矿
首段提出研究结论。 ①旬开门见山，介绍文章探时观点，揭示人类的友情存在生物学基础。 Though

让步首先引出一般事实 ：朋友间无血缘上的关系，然后转折指出新的研究发现，即引出朋友之间实际上

的关联 ：“亲”如第四代表亲， sha ring about 1 % of genes 为具体表现。 rel a ted 加双引号一语双关，一方面

指朋友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而强调朋友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堪比与第四代表亲之间的“血缘关系”。

②句指出现点来源、 c That 回指①句观点，补充指出观点实为一项研究结论，从而表明全文论述话题。

II O The study is a genome(-wide analysis 

conducted® 3 1,932 unique subjects® which 4 

pairs of unrelated fri ends and unrelated strangers. @ 

The same people were used in both 5 

这项研究对 1932 个独特的实验对象进行了

全基因纽扣斤，成对比较了没有血亲关系的朋友
及陌生人。 两组样本中使用了相同的实验对象 。

；·美军费解：：＜： ;J
3. [ A] for 给 ，对，供 ［BJ with 和l

C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十介词辨析。

[CJ o n 在……上 [ DJ by 通过，被

［解题思路 ］ 空 格句可还原为： The study conducted a genome-wide ana lysis 1, 932 unique 

subj ects。空格介词要表现“分析”与“实验对象”的关系， on 与 analys i s 搭配，表示“对……进行分析”，合乎

逻辑， ［CJ正确 。 conduct an/ a experiment/ test/ analysis on ... 意为“以……为对象进行实验／测验／分析”。

［错项排除］ 〔DJ by 引 出动作的施动者， 而文中 1 ,932 unique s ubj ects 为实验对象，是被施动者 。

[ A] fo r 、 ［ BJ with 利用中文思纬：“为了／和 1 932 个实验对象进行分析”干扰 ，但脱离了实验的语境 。

4. [ A] compared 比较 [ BJ sought 寻找；请求

[ C] separated 分开 [ DJ connected 连接；联系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

［解题思路J which 通常指代“事情／物”，故应指代 ana l ysis（分析），定语从句说明“具体的分析方法／

过程” ；空格后宾i吾 pairs of. ..指“成对儿的无血缘关系的朋友及陌生人”，已知l研究结论为“朋友间具有

1 %相似基因 ”，而只有“对无血亲关系的朋友以及陌生人加以比较”，才能看出“共有基因”是否源于“朋

友”这一亲密关系， ［A]compared 意为“对两种事物进行考量从而找出两者异同”，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干扰项分别利用“实验可能采取的组织方式（寻找成对的受试者、将成对的受试者分开 、

使成立才的受试者相联系）”设置干扰 ，但定语从句先行词为“（研究）分析”，“寻找实验对象”属于“分析之

前的准备工作”，与分析内容无关，故排除［BJ so ught 。 “把研究对象分开／联系起来”无法与 analysi s 构成

合理的主谓逻辑 ：“分析”不能发出“分开、联系”的动作，且 ana lysis 表示“仔细考虑或运用统计学方法理

解或解释某物”， ［CJ sepa rated 和l [ D] connected 为单纯性动作，不涉及统计学意义 。

5. [ A] tests 实验，检验 [ BJ objects 物体；目标

[ CJ samples 样本 [ DJ examples 事例；典范，模范

［考点提炼］ 上下文语义＋名词辨析。

［解题思路］ 空格词由代同 both（两者都）限定，表明应呼应①句 pairs of unrelated friends and unrelated 

strangers （朋友 vs 陌生人） 。 而 unrelated fri ends 和 unrelated strangers 是从全体受试者当中选取出来用于

基因比较的个体， sample 表示“（统计学上）从更大群体中选出小群体进行抽查实验”，故［CJ正确 。

［错项排除J [A］利用文中进行研究的语境干扰，但上句并未提及“两项目验”，其次 test 作“试验”解

时，偏重“实用性”，旨在了解“事物（机器、产品等）性状、运行情况如何”，而文中研究属于“为发现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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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事物所进行的科学实验”。［BJ虽能表示“（研究）刘象”，但指代“单个对象”，显然不符合文中群体

性概念。［DJ 利用其“典型，范例”这一含义干扰，但通常指“某一特定群组中的典型代表”，而文中

unrelat ed fri ends 与 unre l ated s tranger s 元代表性可言。

：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
( genome [ 'd3i:naum] 11. 基因组 $ ( subject [ 1sA bd3ekt ] n. 实验对象，接受实验的人或物

( conduct [ ' k叫阳J 'V . （尤其指为了获取信息或证实 ~ @sample [ 'sremp巾题） η （抽查的）样本，被抓l选的
某事实时）进行，实施，执行 $ 一组人员

The study is a genome-wide analysis conducted on 1 , 932 unique subjects which compared pairs of 

unrelated friends and unrelated strangers. 

结构切分：IThe study is a genome-wide analysis conducted on 1,932 unique subjects 

主语系动词 表语 过去分词做定语

w hich compared pairs of unrelated 企iends and unr毡lated strangers. 

定语从句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主系表结构，其后的过去分词结构和定语从句均作为表语 a genome-wide 

ana lysis 的修饰舌，分别说明分析的对象及方法 。

：＞）喜篇：：fUt<: i/
第二段阐述研究方法。 ①句指出实验对象和实验方法，实验对象： 1932 个独特的实验对象 ；实验方

法：对实验对象：进行全基因组分析，成对比较没有 1u1亲关系的朋友及陌生人 。 句中 the st ud y 复现首段

②句 a st叫y ，通过不定冠词到定冠词的变化实现从泛指到特指 ， ffl述到详述的转变。②句补充说明①句

中的实验对象。其中 the same peop le 和 both sampl es 分别指代①句中 1932 unique s ubj ec t s 和I unrelated 

fri ends and unrelated strangers ， 也即是对于每一个 subj ec t（实验对象）均进行两组实验 ：一组是比对实验

对象与其朋友之间的基因，另一组是比对其与陌生人之间的基因（朋友和陌生人也均来自“ 19 32 个独特

的实验对象”这－一 群体） ，从而才能看出“共有基因”是否源于“朋友”这一亲密关系 。

0 While 1 % may seem 6 , 1t is not so to a 

geneticist( . 8 As James Fowler, professor of medi ca l 

genetics at UC San Diego, says , “ most people do not even 

7 their fourth cousins but somehow® manage to select 

as friends the people who 8 our kin®. ” 

虽然 1 %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遗传学

家而言并非如此 。 正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医学遗传学的教授詹姆斯·福勒所说 ： “ 大多数

人甚至都不认识他们的第四代表亲，但却不知

怎么的竟然能够挑选与亲戚相似的人做朋友。”

i ：－ 真题：措辞－：：： ii 
6. [ A] in s ig nifi ca nt 微不足道的

[ C] unre liab l e 不可靠的

［考点提炼］上下文逻辑语义十形容词辨析。

[ BJ unexpected 出乎意料的

[ DJ incr巳clibl巳 极好的；对l 以置信的

［解题思路］ 空格词是对 1 %的相似性定性并且能够与后半句遗传学家的观点构成让步一一转折逻

辑 。 首先从数字本身看来 ， 1 % 的比例非常小 ；而 1 % 的相同基因已经堪比第四代表亲，显然这一数值对

于遗传学来说意义重大。因此空格处语义应与之相反，体现“微不足道”的语义逻辑，［A］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町 、 ［DJ都强调某种结果或事实在人们 的意料之外，而文中并未涉及对于朋友间基因

相似性的预期，故谈不上“出乎意料”或是“难以置信”。［ CJ表示对 1 % 这一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质

疑，但文中并不涉及任何对实验结论的质疑 。

7. [ A] vis it 拜访；参观 [ BJ mi ss 错过 ；想念 [ CJ see k 寻找；请求 [ DJ know 知道；了解

［考点提炼］ 旬内 i吾义＋动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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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J th eir fourth co u s in s 也即是指第四代表亲，亲属关系得上溯到共同的“玄（外）祖父”这一

辈，可以说是“超远房表亲”，因此可以推断“大部分人”和其“第四代表亲”关系并不亲近，因此他们可能

不熟悉、不认识其第四代表亲，［DJ know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空格部分 do not even their fourth cousins but somehow manage to . . . 反向表明 ：

从常理上来说，“ their fourth cousins，，应该是“manage to select as fr iend ...”的基本前提，而“ ‘拜

访’或‘想念’第四代表亲”显然不可能是“能够挑出 ……亲戚的人作为自 己的朋友”的基本条件；因此排

除［ A］ 、 ［BJ两项； ［CJ利用“其字面含义看似后半句 sel ect 一词”设置干扰，但 seek 作及物动词时，其后往

往接“物”，如“住所、工作、路线、帮助、建议等”，若表示“挑选出某人”，应为 seek sb out ，因此排除［CJ项 。

8. [ A] resemble 类似；像

[ CJ fa vor 较喜欢 ；有利于；看上去像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十动词辨析。

[ BJ influence 影响

[ DJ s urpass 超越 ；胜过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定语从句说明被选作朋友的人的特点，空格词考查这种“人”和“我们的亲戚”

的关系。由首段研究结论可知“朋友间有 1 % 的相同基因，堪比第四代表亲”，由此可判断出人们选择的

朋友与其亲戚之间具备相似之处， ［A] resemb l e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BJ表示“影响，对……起作用”，侧重于“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力”，偏离了文中讨论的

重点“相似，重叠” ，故排除该项。［CJ利用其“看上去像”这一含义进行干扰，但其强调“容貌像，长得像

（父母或长辈中的某一人）”，而文章中 our kin 强调亲戚的总体概念 ，而且文章侧重国明基因层面上的相

像 。［DJ表示“好于／优于某人或某物”，而“选择的朋友优于我们的亲戚”，显然与“朋友与第四代表亲之

间赂等于彼此”的关系相矛盾。

i. ： ~:l~／~注：程－：与~：勾引flt+::: 1'
( geneticist [ cl311 netis 1 st］凡 遗传学家

( but somehow 但不知怎么的

( kin [ km] n . 家人，家属 ， 亲属

t ( insignificant [ms旷rnf1kant] ( 6 题） a. 微不足道的

：①rese灿

：：：~董事分析＜ ii
第三段补充阐释研究结论的意义。 ①句指出朋友间 1 % 的基因相似性在遗传学上的意义。 句内采

用“让步 转折”逻辑，先退而（Whil e ） 指出 1 %的基因相似性从数字本身出发微不足道、没有意义， 1 %

复现首段中 1 % of genes，实现段间衔接 ；进而以否定结构 not so( so 指代 may seem i n significant）将语义

重点拉至遗传学家的观点上： 1 % 的基因相似性在遗传学角度而言意义非凡。 a genet i c i s t 泛指遗传学

家，暗指遗传学上的意义。②句则借一名遗传学教授之口对①句观点作出解释。 James Fow l e r 为①句

中 geneti c i st 的举例 ，实现从泛指到特指 。 not even ... bu t somehow manage to ...体现该教授强烈语气

的同时，也有力佐证了①句， som巳how 此处意为“莫名其妙地，不知怎地”，实际暗示正是这 1 % 的相似基

因使朋友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凸显其重要’性 。

JVJ OThe study －立＿ found that the genes for sm ell 

were something sha red in fri ends but not genes for 

immunity( . @Why this similarity( exis ts in smell genes is 

difficult to exp lain, for now. 8 10 , as the team 

suggests, it dra ws us to simila r environments but there is 

more 11 it. 0 There could be many mechanisms③ 

working together that 12 us in choosi ng genetically 

sim il ar friends 13 “ functional© kinship( ” of being 

fri ends with 14 ! 

4 

该研究还发现，朋友间共有的基因是

唤觉基因，而不是免疫基因 。 唤觉基因为

何存有这种相似性目前还难以解释。 或

许，正如该团队所言，是唤觉基因把我们吸

引到相似的环境中去，但事情没有那么简

单 。 可能还有许多机制协同作用，驱使我

们选择基因相似的朋友而不去结交因利益

瓜葛而结成的“实用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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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again 又；再一次

[CJ instead 代替；反而

［考点提炼］上下文逻辑。

[ BJ a lso 而且；也

[ DJ thu s 如此；从而

［解题思路］ 空格句以“该研究 发现，朋友间共有的基因是嗅觉基因 ，而不是免疫基因”对“朋

友之间共有的基因”展开说明，眩内容是对上述研究发现的补充说明，上下文为递进关系，选项中能体现

该逻辑关系的只有［BJ a lso，其语用功能为“提供关于某人或物的更多信息，或补充其他相关事实” 。

［错项排除J [A］主要用法有二：一、表示“叉，再一次（用于说明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次／重复发生产 ，

但空格句并非是对上文观点的重复；二、表示“如前；复原（用于说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空格句介绍

的是一项研究的结论，并不涉及原来的状态。［CJ表示“反而，却”，其语用功能实为“事 2 以事 1 的取代

形式出现”，暗示空格句上文预测朋友间相似的基因为免疫基因，但文中并未指出该内容。［DJ用于“引

出上述内容带来的结果”，文中下文才是对空格句结论原因的分析，上文并不涉及原因 。

10. [A] Meanwhile 同时；其间；另一方面

[CJ Likewise 同样；也

［考点提炼］上下文逻辑。

[BJ Furth巳nnore 此外；而且

[ DJ Perhaps 也许

［解题思路］ ②句指出：相同的基因为何是 I奥觉基因目前还难以解释，空格所在③句随即指 f-B “ l嗅觉

基因（ it ）把我们吸引到相似的环境中去”，该内容显然是对②句中问题的解释：“气味相投”使大家成为朋

友；但同时③句后半句 but there is more ... 又对这一解释补充限制因素，由此，结合上文“难以解释”和

but 后面的补充限制，可知该空后面的解释只是猜测或可能性的一种，能够体现此逻辑的只有［DJ 。

［错项排除］［A］表“时间上的同时发生”，或“用来对比两种并列的，但完全相反的情况”， ［ BJ用于

“引出新信息或观点以补充或支持前述内容”。［CJ用于“比较，说明相似性”，但空格句与上文“问题一一

解释”之间既不是同时发生的关系也不是对比关系，也并非递进和类比关系。

11. [A] abou t 关于 [ BJ t。对于 [CJ from 从…… [ DJ like 像……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逻辑＋ 固定搭配。

［解题思路］ ④句指出“可能有很多机制共同作用……选择基因相似的朋友……”，结合上题分析，可

推断②③④句间的逻辑大致可分为逐渐推进的三层 ：从“难以解释”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再到“可能还有

很多机制……”，上一题填补了第一层到第二层的逻辑，本题则要求填补第二层到第三层的逻辑， fl ！］ “引 出

更多可能”，表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固定搭配“there is more to it”完美契合这一逻辑 ，故 ［BJ正确 。

［错项排除〕 其余三项从语法上都可以填入空格中，但“关于它（气味相投）有更多的说法”暗示下文

围绕“气味相投”这一解释展开讨论，与原文引出另外的解释并不符，故排除 ［A］；“类似它的还有很多”，

暗示下文的解释与“气味相投”相似，但原文引出“可能还有很多机制……”， H音示眩解释更进一步，与 b u t

前的解释并不想似，故排除［DJ 。 而“来自它还有很多”无任何逻辑可言，故排除［CJ 。

12. [A] dri ve 驾驶 J区使；促进

[CJ confuse 使困惑； 1昆淆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十动词辨析。

[BJ observe 观察 ；注意到

[ DJ li mit 限制

［解题思路］ 空格句中 that 指代 many mechanisms，空格同考查“询：多机制”与“我们（选择基因相似

的朋友）”之间的关系。③句提出：或许是嗅觉基因使我们凑到相似的环境中去， but 转而引出“事情可能

不会这么简单（暗示有其他原因）” 。 因此，④句是对③句中 there is more to i t 的进一步解释 ： 我们之所

以会选择基因相似的人做朋友，还可能存在许多机制的协同作用，空格词应当与③句中 draw（吸引）具有

相同的功能和作用，即“吸引，驱使我们去选择朋友”， ［A] dri ve 正确 。

［错项排除］［BJ表示“观察”，强调“用眼睛仔细观察”，而空格词逻辑主i'li 为 many mechan i sms ，并不

能实施“观察”这一动作 。［CJ表示“使困惑，把（某人）弄糊涂”， ［DJ表示“限制，甘jj 约（某人的发展）”，此两

项均带有一定感情色彩（偏向体现“许多机制有缺陷勺，且明显不是对朋友间具有相似 l奥觉基因 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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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排除这两项 。

13. [ A] according to 根据；按照 [ BJ rather than 而不是

[ CJ rega rdl ess o f 不管 [ DJ a long with 与……一道

［考点提炼］旬内逻辑。

［解题思路］ 空格前为一种择友标准 ·基因相似的朋友，空格后为另一种择友标准：具有“实用的亲密

关系”的朋友，空格词考查两种择友标准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择友标准揭示的是“兴趣相投的、非刻意为

达成某种目的而是自然结成的”亲密关系 ；第二种择友标准强调“功能，实用”，实指“能帮助达成特殊目

的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两者之间为对立关系；同时－结合文章主旨“朋友间具有相似基因”可知，人们交

朋友时会选择与自己基因相似的朋友，故空格句中肯定前一标准，否定后一标准， ［BJ rather than 正确 。

［错项排除］ [A］用法有三 ：一 、表示“据……所示，按……所说”，用于引人信息的来源；二、表示“取

决于，根据”，用于引出某事物变化所依据的标准；三 、表示“按照，根据”，用于引出“原则、方针”等可参照

性内容，但文中空格后“实用亲密关系”显然并非信息的来源、某利1标准亦或是原则等司．参照性内容 。

〔C］表示“不管 ’不顾

的影 II向 ， 而且该介词短i吾无法连接“并列的两利1事物”，因此排除。［DJ意为“和……一起”，表示伴随，而

文中两部分互为“相反”，而非“补充”关系。

14. [ A] cha nces 机会；可能性；巧合

[CJ miss i o n s 使命 ；任务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名词辨析。

[ BJ r esponses 反应 ；回应 ，回复

[ DJ be nefits 利益；好处

［解题思路］ 所有格形式。［ being fri ends with 14 是对 functional kinship 的修饰说明，解释“实用关
系是何种亲密关系”，两者应体现一致含义；其中 being fri ends 与 kinship 相统一 ，则 with 14 应与

ft』nc

选项中能体现这一含义的为［DJ benefits , fr 

［错项排除］ [A］强调“f罔发性、非衷lj 意性”，这与 rathe r than 之后为“社会性因素（ functional 与表示

生物因素的 g巳n et i ca ll y simil ar 相 X才）”，的大逻辑不符，故扣｜除眩项。［BJ表示“对已发生的事或说过的话

所做出的反应”，该词强调自然而然、而非刻意的行为， being fri ends w ith responses 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

上来说均不合理。［CJ具有两层含义 ： 一 、表示“客观（硬性的）任务，尤指“给予被派遣员的重要任务”，显

然不符合文中语境；二、表示“主观（认定的）使命”，而“因使命（自己觉得自己必须）交朋友”与 functional

kins hip 所揭示的“因目 的而交朋友”的语义并不符 。

：：：~：由民草率要半句分玩：~ ： ：： i/
( immunity [ r’mju:nrtr] n 免疫力

( similarity [srma1 J配rat r ］ η 相似之处

( more to something C 11 题）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 mechanism [ 1mekan rzam］ η 工作方式，运作机制

\i ( drive [drarv] Cl2 题） V. 迫使，促使（某人做菜事）

~ @ fun i ( l‘inshi 

r ： ~：；烧饼：·；：：： 矿
第四、五段指出另外两项研究发现。

第四段指出研究发现一：朋友间的相似基因为嗅觉基因。 ①句以 a lso Ji：列引出另一研究发现，承接

首段发现“朋友间具有相似基因”明确指出相似基因的具体范畴。②③④句以“难以解释（ difficult to 

exp lain）→一种可能的解释（Perha ps）→可能有很多的机制（ ther e co uld be）”逐渐推进的逻辑对①句给出

原因推测。②句总述指出 I奥觉基因相似的原因尚无定论，其中 this similarity exists in smell 回指首句中

genes for smell were something s ha red in fri ends, Why 引出对该问题原因的探讨。③④句给出可能的常

识性的原因解释。③句 Perhaps 引出可能的解释一 ： “气味相投”使大家成为朋友，同时③句后半句 but

there is more to it 又对这一解释补充限制因素，暗示原因不仅仅如此。④句中 There cou ld be 呼应③句

Perhaps ，进一步解释③句：有很多机制共同作用驱使基因相似的人成为朋友。其中 There could b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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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 sms ...是对③句 the re is more to i L 的具化和展开，gen e ti ca ll y simi l a r 回指②句 similarity in smell 

genes , being fri ends with ben e fit s 则隐H每指向①句 genes for immunity ， 一句串联起整段 。

V O One of the remarkable( findingsCD of the study 
研究中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相似

的基因似乎比其他基因进化得更快。对此

加以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何人类进化在过去

的 30,000 年间加快了步伐，（其中〉社会环

境是一个主要的促成因素 。

was that the simil ar genes seem to be evolving® 15 

than other genes. @Studying thi s co uld help 16 why 

human evo lution picked pace@ in th e las t 30,000 yea rs,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being a majo1 17 factor. 

：：： ~·真：草草原：：~ ：：： ；／
15. [ A] l a t er 更晚 [BJ slower 更慢 [ C] faste r 更快 [ DJ ea rli e r 更早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解题思路］ 该句指出研究中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 。 空格句下文指出这一发现的意义：对此 C this 指

代①句所述相似基因进化的特征 ）加以研究有助于……为什么人类进化在过去 30,000 年间加快了脚

步 。 由此可大致判断出空格所在表语从句为下文宾语从句 why human evo lu t ion picked pace in the last 

30,000 years 的原因，也即是说相似基因进化的某种特征导致人类进化在过去的 30 , 000 年间加快了步

伐，只有［C] faster 最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A］、［DJ体现上的是时间上的早晚，与下文对于人类进化速度的描述并不能H乎应 。［BJ

反向干扰，相似基因进化得较慢显然对于“人类进化在过去的 30,000 年间加快步伐”无意义可言。

16. [ A] forecast 预测；预报 [ BJ rem巳mbe r 记得；记住

[ CJ und erstand 理解；了解 [ DJ express 表达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

［解题思路］ 由上题可知，空格所在句指出了研究发现的意义：有fl)J 于 为什么人类进化在过去

30,000 年间加快了步伐 。 而研究的 目 的必然是耍弄清楚事实背后的原因，选项中只有 ［ C] understand 

能体现该含义，完美串联起“why...叫1 e lp understand. .”这一问答逻辑 。

［错项排除J [A］表示“基于现有信息，对未来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飞而文中 why . .. in the last 30 , 

000 years 指过去到现在最近的三万年间的情况，而非对未来情况的捎述，故排除该项 。［BJ表示“记住”、

[DJ表示“表达”，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通常是揭示原因，而非是“记住或表达”某一种现象的原因，故排除 。

17 . [ A] unpredictabl e 无法预料的

[CJ contro ll a bl e 可控的；能操纵的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形容词辨析。

[BJ co ntributo ry 促成的；起作用的

[ DJ d i s rupt i ve 破坏性的，引起恨乱的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短语为 human evo lution picked pace 门1 the las t 30 , 000 years 的状语，空格词实

际考查“社会环境（ socia l environment）”和“过去三万年间人类进化加快步伐”之间的关系。 由①句以及

空格句前半部分可以推断，椎动人类进化1m快的基因是相似的基因 。 第三段末句以及第四段末两句指

出相似基因有助于人们找到要结交的朋友，形成“朋友圈（ socia I e nvironm e nt 实则隐H每指向人们选择基

因相似的人做朋友这一社会行为倾向）”，由此可推知相似基因形成的社交圈对人类的进化发挥着主要

的促进作用， ［BJ contribu tory 符合文意 。

C错项排除J [ A］常用于表示“（因变化太多而）无法预测的”，但由 于研究相似基因有助于现ff![（， 人类

进化加速的历史进程，因而社交环境对人类进化的影 H向是可以预测的；或表示“反复无常的，捉摸不透

的”，常用来描述人的特点，但文中空格词的修饰对象为“factor，，，其！”不是“人”。［CJ表示“可管理的，可操

纵的，可控制的”，但由于人类的进化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基因的作用和影 H向，因而由相似基因形成的社交

圈不可能对人类进化形成控制性的作用，故排除该项。［DJ为反 向干扰，表示“引起棍乱的，扰乱性的，破

坏性的”，但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三万年间，人类进化的加快实质即为人类社会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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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作用，故排除该项。

；三词汇注辞呈在句分析. ＇. ：i i/
①remarkal巾 ［ ri I ma:kabal ］ α．非凡的；显著的 $ ( pick pace 提迷，加速

( find ings [ 1famd i !JS］ η． （一般用复数）研究等的结果， > ® contributory [ kan1tr1bjutar1] ( 1 7 题） α．促成的 ，促进

发现 (( 的，起作用的

( evolve [ 11 volv] v. ；进化；逐步发展，逐渐进化 $ 

；二语捷方析：＜ ii
第五段指出研究发现二及其意义 。 ①句指出发现之二 ：相似基因似乎 比其他基因进化得更快。②

句 this 指代①句内容（研究发现），进而介绍该发现的意义 ：有助于理解人类在过去 30,000 年间加速进

化的原因；其中 human evolution picked pace 对应①句 similar genes . . . evo lving faster, soc ia l environment 

以①句 simila r gen es 为跳板侧面指向人们选择基因相似的人做朋友这一社会行为倾向，紧密衔接上文 。

回 0 The find ings do not simply explain people ’ 5 

18 to befriend( those of simi lar 19 backgrounds, 
研究人员称，该发现不是在简单说明人

们倾向子和种族背景相似的人交朋友 。 尽

管所有的实验对象者~选自欧裔族群，但〈研

究人员）还是悉心确保所有的实验对象，不

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来自同一个族群。

say the researchers. @ T hough all the subjects were drawn 

from a population of European extr action® , care was taken 

to 20 that all subj ects, fr iends and strangers were taken 

from the same population( . [ 280 words] 

18. [ A］ 巳ndeavo r 尝试，努力

[CJ a rrangement 安排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名词辨析。

：·棋精辟：－~ ： i i/
[ BJ d巳c i s

[ DJ t巳叫ency 1顷向

［解题思路］ T he fi nd i ngs 指上文“朋友间有相似基因”、“相似基因是l奥觉基医！” 、“相似的基因进化得更

快”这三个研究发现，因此判断空格句是对上文内容的总结。空格词揭示上文人们交朋友的特点，上文指

II-＼ “有许多机制协同作用，驱使我们选择基因相似的朋友”。 “驱使”暗示某种趋势和倾向 ，带有“无意识地”

含义，同时第三段末“却不知怎么的能选出有着相似基囚的朋友”也体现／J:＼ “不自觉的举动” ；最后再辅以常

识判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结交相似背景（同乡，校友，专业）的朋友） 。 因此正确项为［DJ 。

f错项排除］ [A］表示“尝试，努力”， 〔BJ 常用来表示“决定，抉择”， ［CJ常表示“安排，筹划，准备”，三

项均含有“主观刻意”意味 ，与文中体现出的“无意识行为”相矛盾 。

19. [ A] politi ca l 政治的 [ BJ r e l i giou s 宗教的 [ CJ ethni c 民族的 [ DJ eco nom i c 经济的

［考点提炼］ 上下文语义 。

［解题思路］ 下文对空格句内容进一步说明 ．尽管所有实验对象都选自欧洲血统的族群，但研究人

员还是……所有的实验对象都来自欧洲 血统中的同 一族群。②句中 the same pop u l at ion 为对 a

popu la t ion of E uropea n extrac t ion 的进一步生III 化，指“欧洲血统中的同一族群”。“所有实验对象都来自欧

洲1(11 巾的同一族群”表 ｜归，实验发现尽量排除族群、种族因素的影响 ，因此其发现并非简单说明人们和l族

1洋 、种族背景相似的人做朋友 ，［CJ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J [A] po l iti ca l 、［BJ reli gio u s 、 ［DJ economi c 所指代的政治、宗教 、经济状况与文中贯穿的

观点“朋友间具有相似基因”所体现出的生物学意义无关，均为外部因素。

20 . [A] see 看见；确保 [ BJ show 显示；表明

[CJ prove 证明；证实 [ DJ t e ll 告诉；判断；命令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熟词僻意。

C解题恩路］ 首句指出“该发现不是在简单说明人们倾向于与相似种族背景的人交朋友”，故具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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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程中应排除“实验对象有朋友关系恰巧是因为拥有相似种族背景”这一情形，空格句给出排除这一情

形的方式 ·所有的实验对象皆为欧洲血统还不够，还需要使它们都来自同一族群，从而使实验者位于同一

起跑线，使结果尽可能少受种族因素的影响 。 句中 care was taken to do sth 意为“小心翼翼地，谨慎地做某

事”，只有［A] see 含有“确保，设法做到”之意，与眩短i音从“悉心、努力达成某事”的大逻辑相统一。

［错项排除］ [BJ表示“（提供事实、信息）表明，证明”； ［ CJ表示“显示某事是真实的”，这两项往往引

出观点、结论性内容 ，而空格后部分为实验的条件，并非是实验结果，故排除这两项内容。［DJ利用其“命

令，指示， l份 llf,t ”这一含义进行干扰，但无法和 care was taken to .. . 从逻辑上相匹配 。

；·词汇注释当丰句分析；；：J
( befri end [ b1 1frend］队 以朋友态度）（，j 待（尤其是对较 自 居民

年轻者或＼7J~♂却l’5 助者） 吉 ( ten<!ency [ 'tendans1] (l 8 题） η 倾向； J毡势，趋向

②叫1ct叫I阳

(] population [ p口pju1 l e巾n] 11. 人口；（某一I也区 自<J ）全体 IJ 丰， ，族（民h夹、部落）特色的

::: j语篇分析；： i ii
第六段就研究发现作出评述。 ①句指出研究人员的观点 ：研究发现并非简单证明人们有与相同种族

背景的人做朋友的倾向，潜台同目｜］ ，研究希望刨除种族这一限制，反向表明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②

句明确这一局限性，指出研究对实验人群的选定 ：所有实验对象都选自欧洲族裔的－个群体， NII 研究结果

势必受到“人群可能由于族裔相同而交友”的影响；后半句让步说明研究者（虽然在人群选择上有其局限

性，但仍然）悉心确保选定的受i式者 ，朋友和｜陌生人，均来自同一群体，从而尽可能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回醒自甜E回
一

Part A 
一一回~.. ~离站泪
原文外教朗读

,/ Text 1 欧洲王室是否行将就木？

等；：？？！！？、文章总健分析
本文选自 The Guardian （（ 卫报 》20 1 4 年 6 月 4 日 一篇题为 ls t he writ ing on the wall for a ll E uropean 

roya ls? （欧洲｜王室是否行将就木？）的文章。全文由新近热议事件“西班牙国王胡安 · 卡洛斯被迫退位”

切入，对备受争议的“欧洲｜王室命运”进行了历史而又辩证的分析 。

等1三、一道羹 JI.试慰籍解

工』 0 Kin g J uan Carlos of Spain once insisted “ kings 

do n ’ t abdicate( , t hey die in their s leep. ” @ But 

emba rrassing( scandals® and the pop ul ar ity of the 

repub li can le ft in t he recent Euro-e lect ions have forced 

him to ea t his words@ and stand down@. @ So, does the 

Spanish cri s is s uggest that 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 0 Does that mean the writ ing is on the wall( for all 

European royals, with their magnificent® uniforms and 

maj estic® lifestyles? 

西班牙国 王胡安 ·卡洛斯曾坚持认为

“国 玉 不会退位，国 王只在睡梦 中 死去” 。

但令人尴尬的丑闻 以及近来欧洲选举 中左

翼共和党 的人气迫使他 自 食其言、退 出王

位 。 那么 ， 此次西 班牙危机是否暗示 了君

主制 已走向穷途末路？是否意味着所有欧

洲 王 室，连同其华丽的皇 室制服和庄严 的

生活方式，都已厄运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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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icate [ '~bd1ke1t] v. 放弃王位，退位，让位 \\ （指某事物很可能即将消失或某人将失败）

ing [1m1b但ras1 Q] a. 令人尴尬的；令人难堪的 > ( magnificent [ mreg1 mf 1 sant ］ ι 富丽堂皇 ｜

( scandal [ 1skrendal] n. （尤其指牵涉知名人士的）丑 t ( majestic [ ma'd3est1k］ α ． 威严的 ，庄严的

闻 ，丑事 (1 2 ·经典搭配
( eat one’s words 承认自己说错了话 号

/ ( die in one ’s s l eep（在 i睡梦中逝去）
( stand down 辞职，退位

( see one’s last days（去日无多）

( European roya l s（欧洲王室 ）® monar‘ 
(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厄运 ｜｜白 头的预兆已经显露

：·语：算分析i ； 二2
第一段为第一层次，以新近事件引出全文论述问题：欧洲王室的未来。关键词为： seeing its last 

days/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

①②旬今昔对比，概述事件：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被迫退位。 But 构成句间转折并将语义重点落于

②句 。

①旬援引国王卡洛斯昔日之言：国王不会退位，国王只会在睡梦中死去。 句子先借观点标记词

ins i sted“坚称，坚决认为”暗藏的“坚定内心信念”反衬卡洛斯国王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一生坚守王位，守

护西班牙” ；再借时间表达词 once 蕴含的“今非昔比”预示其现如今的危机重重、地位不保 。

②旬转述国王卡洛斯今日之事：自食其言、被迫退位、尴尬地结束统治。 eat hi s words and stand 

down 回应 once ins is ted “ kings don ’ t a bdi ca t巳．．．”，明确 once 隐藏之意“誓言虽美好，但现实很残酷”；

forced 隐性传递因果关联 ：王室接连爆出尴尬丑阅、反对者支恃率走高（注 ： The Rep ubli ca n Left 为主要

的君主制反对者）→（王室面临信任危机，为挽救王室形象）国王卡洛斯被迫而非自愿退位； embarrass ing

虽似修饰事件起因 scanda l s ， 实质移位修饰事件本身 eat his words and s tand down ，目11 指卡洛斯尴尬食

言、尴尬退位 。 注： popu l ar i t y 取僻意“受欢迎、受尊重”，可延伸为“人气” 。

③④旬思索事件影晌，明确全文论述方向：欧洲王室的未来。 s。“用以对说过的话提出问题、评论

等”，实现从“介绍事件”到“引发思索”的过渡；平行设问句式 Does... suggest .. . ? Does ... mea n ... ？将

③④句紧密衔接，直指文章论述方向 。

③旬i金问：这是否暗示君主制巳走向穷途末路？ the Span 

S L』ggest“‘ ll音示，启发吁！出对这场王室危机更深层的思索 ：君主制是否去日无多？由此实现文章由点／具

体事19~“西班牙a王室危机”到面／普遍现象“君主制危机，，的过渡，其中 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 为

拟人｛彦辞手法，将 mona rc h y 描述为“由君主及王室成员组成的有血有肉的、灵动的有机体” 。

④旬细化设问：这是否意昧着所有欧洲王室即将谢幕？ all European royals IT乎应①②句 King J uan 

Carlos of Spa in 、③句 monarchy，明确本文最终关注对象：欧洲王室命运； with th eir m agnificent uniforms 

and maj est ic l ifes tyl es 简笔勾勒欧洲｜王室形象， 以“寄托着人们乌托邦式美好想象的王室即将逝去”这一

具体画面增强开篇感染力，又 以“王室成员极尽奢华、高高在 ｜二 ”的图景为后文论述暗埋伏笔 。

编者注 ： The writing/handwriting ( is ) on the wall 源 自 《旧约全书》中“伯沙撒的盛宴” ：在伯沙撒（巴比伦

末代国王）举办的一场盛宴上，王族们正在大吃大喝、酷 jllff大醉 。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只没有身体的手指，

在墙上写下瞥示文字，预言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 果然，伯沙撒仅仅统治七年，巴比伦就被波斯帝国攻

陷，伯沙撒也被杀死 。 后来，“写在墙上的文字”就成了一句西方成语，意为“对厄运或灭亡的预言” 。

【深层解读】开篇由点／具体事例到面／普遍现象，预示全文论述角度及重心：文首段实为两个意群

（①②句 vs ③④句），首两句借助转折词 But 以及芹i 比组 once ins 

hav巳 forced him to ea t l飞 i s words and stand down 先呈递个案“西班牙国王卡f各斯虽发誓永不退位以守护

西班牙，却最终被迫食言、引咎退位，，；后两句则借衔接．词 So 以及双重设问 Does the Spanish cri sis 

s uggest ... ? Does that mean . . . ？ 将个案上升至普遍现象“君主制是否行将就木、欧洲王室是否都已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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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临头”，预示全文将由“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尴尬退位”为切人点，深度闸释“君主制及欧洲l 王室的

未来” 。

E』 OThe Spanish case provides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inst monarchy. 8 When public op inion is 

particularly polarized( , as it was fo llowing the end o f the 

Franco regimeCD , monarchs can rise above “ mere” po li ti cs 

and “ embody@ ” a spirit of nat ional unity. 

l供了依据。 当公众舆论两极分化严重时 ， 正

如佛朗哥统治刚结束时那样，君主能够超越

“纯粹”政治并“象征”国家统一精神 。

；二i可j（注释与难句分析：：： fl
( argument [ 'a:gjumant] n. 论据 $ ( provide arguments both fo r and aga inst （为支持和反

( polarize ['paulara rz] v. 使极化；使两极分化；使对立 > 对……提供了依据）

( regime [ re113i:m] n. 政治制度，政权，政体 < ( as it wa s（正如…… ）

( embody [ rm 'bodr ] v. 表现，象征；使具体化 $ ( rise above （超越）

．经典搭配 ; ④a川川1ona ty（国家团结精丰1J 1

When public opinion is particularly polarized, as it wa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Franco regime, 

monarchs can rise above “ mere” politics and “ embody”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结构切分：

as it wa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Franco regime 

关系代词逻辑主语系动词 真正主语

定语从句

When public opinion 1s particularly polarized, 

引导词 主语 系动词 表语

时间状语从句

句子主干Jmonarchs can rise above “ mere” politics and “ embody"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主语 i冒语l 宾语l 连词 谓语2 宾语2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mona rc hs can ..，指出历史上君主们所发挥的作用；状语从句 When . .. 说明

君主发挥这一作用的典型时刻 ； as 引导的定语从句则引出西班牙实例、具体说明这一情形 。

：：： ~： ：语毒分玩＜ 1'
第二至五段为第二层次，退而阐释欧洲君主制的历史价值及现行弊端。

第二、三段（从历史角度）论述君主制的存在价值。

第二段概述君主存在价值；超越政治、象征国家统一精神 。 关键词为：①rise above “ mere” politics; 

(“embody”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①旬（第二层次总括旬）指出西班牙情形之子欧洲君主制存废之争的作用：为争论双方均提供依据。

句子先借 case（既含“情况”又表“事例勺将上段所述事例“卡洛斯退位”延伸至“西班牙君主立宪制整个

历史状况”；再借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 inst monarchy( for ,aga i ns t 表示“支持”和“反对”）明确当前情

形“君主制存废之争激烈”，暗示“君主制有利也有弊”，启示下文论述内容；最后再借 both... and ... 语义

重点落于后者深层暗示“西班牙情形更为反对君主制提供了依据”，反衬作者对君主制实质持负面态度 。

②旬直陈君主的积极作用：舆论两极分化严重时，可超然政治分歧之上，代表国家统一精神。

part icul arly polarized 借“民意极化严重时”凸显君主意志的强大“能够超越民主主、象征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弥合各派分歧”；双重引号功能有异 ：前者侧重加强语气，意在借“政治纷争”的“小”来反衬“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的“大”；后者侧重形象说明 ，意在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具身／化身形象”展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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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意义”；两者共同暗示君主地位的实质：统而不治 。

【深层解读】一、段首旬从“开篇事例”切入“正文论述”，奠定全文客观辩证阐释君主制利弊的基调：

①句“西班牙情形既提供了支持君主制的理由，提供了反对君主制的论据”实际暗示“君主制利弊兼具”，

预示后文（本段②句至第五段末句）作者对“君主制利弊”的客观辩证分析。 二、 national unity - i吾现关，

既指代国家统一、也指代民族团结：对外，一国之君是国家形象、民族身份的化身；对内，是民族团结的纽

带、社会稳定的守护者 。 王室对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存在了近千年的情节 。 传统文化中，君主们具有最

高凝聚力、是实体化了的上帝和保护神。

；三真题向＜ ii
2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king Juan 21. 根据前两段可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

Carlos of Spain 斯 。

[A] eased his relationsh ip with hi s ri va ls [A］缓和了同他对手的关系

[BJ used to enjoy hi gh public s upport [BJ 曾经享有很高的公众支持

[ CJ was unpopular among European royals [ CJ 在欧洲各王室中不受欢迎

[ DJ ended his r陀阳e巳l鸣gn l川n em盯时1 b邓川吕盯rrass盯阳盯n en川t [ DJ 尴尬地结束了他的统治

［精准定位］ 由首－段②句“令人尴尬的丑问及新近欧洲选举中左翼共和党的人气迫使胡安 · 卡洛斯

退位”可知“卡洛斯尴尬地结束了他的统治”，故［DJ正确。

［命题解密］ 正确项 ［ DJ 是 对 ② 句的概括与改写，其中 ended hi s r eign 替换 stand down, 111 

embarrassment：对应 embarrassing sca ndals 。

[ A］中 ease the relat ionsh ip （关系趋缓）完全改变首段②句所述卡洛斯与其敌对者的真实关系

forced him ... . to stand down（迫使卡洛斯下台／二者敌对性增强）；［闯将首段②句 popu larity 所指对象

“左翼共和党”偷换为“卡洛斯”； ［CJ 中 European royals 源自首段④句，但句中只谈及卡洛斯退位事件对

欧洲其他王室的警示作用，而未提及他本人与他们的关系。

［技巧总结］本题将考查要点指向文首两句 。 解题最大对f点在于关键词 abdicate 、 stand down 难知其

意，唯有利用意群关联、语义重复来辅助解题 。 首先，由①②句间结构并列、语义对比关联可推知 stand

down 与 abdicate 同义（ Fl3 eat hi s words 可知卡洛斯实质上已经 abdicate ） ；再由①②句与②④句间意群关

联“事件（ the Spanish crisis) 事件影响（ suggest/mean ） ＇’可推断①②句所述事件关乎“危机”；最后由①

句通俗易懂的细节信息“君主制穷途末路（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可进一步推断①②句所示危

机关乎“西班牙国王地位不保”，就此可知 abdicate 、 stand down 意指“退位、退职” 。

]!J O It is thi s apparent transcen出nce① of polit口

that explains monarchs ' continuing popularity as heads of 

state. @ And so, the Middle Ea s t excepted, Europe is 

the most monarch- infested( region 111 the world, with 10 

kingdoms ( not counting Vatican city and Andorra). @ 

But unlike their absolutist® counterparts® in the Gulf and 

Asia, most royal families have survived because they 

allow voters to avoid the diffi cu lt search for a non

controversial® but r巳spected publi c figur巳．

正是这种应然的政治超越性解释了君

主作为国家元首受到持续欢迎的原因 。 也

正因此，除中东之外，欧洲是世界上君主最

泛滥的地区，有 10 个王 国之多（不算梵蒂冈

城和安道尔） 。 但不 同于海湾地区及亚洲地

区的专制主义君主 ， 大多数欧洲 王室能够存

留下来是因为他们能让选民避免费 力 地寻

找一个无可争议而又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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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cendence [ trren 'send ans] n. 超越

( infest [ ,n 'fest] v. 大批 ／：！：＼ 设，成群 11:\ 现，遍布

$ ( absolutist [ 1rebsalu:t , st ］ η ． 专制主义者

：④C川叩rt [ 11·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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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事物

⑤non-cc川

．经典搭配

\\ ( tra nscendence of politics（超越政治）

引 ( avoid the diff icult sea rch for （避免费力寻找）

~ ®all…b to 川（使某人能够做成脚）

：： ： •）雪篇分析：＜ fl
第三段明确君主存留价值：为选民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辩且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关键词为： a non

controversial but respected public figure。

①旬承上说明“君主政治超越性”的影晌：使其作为国家元首持续受欢迎。 句子借助强调句型 It

is . . . that expla ins ... 凸显因果逻辑（exp la ins 为隐性因果关联词） ：君主应然的政治超越性→君主作为国

家元首受到持续欢迎，实现段间衔接 。 句中 appa re nt“（对王位、产业、地位等）具有当然继承权的，应然的

（而非实然的）” ｜墙传君主能够作为同家元首、超越政治、象征国家统一精神的“威严之源”：古老封建君主

源自君权神授的无比神圣地位延续至今，当今君主作为古老王室的世袭传承、依然备受尊重 ； continuing

含“中断之后再度恢复”之意，既暗示“如今的君主立宪制是和11 授君权的延续”，又契合西班牙情形“当初

卡洛斯之所以被佛朗哥选作未来国王，是因为他是被推翻的前国王继承人、是西班牙王室血脉的传承，

由他担任元首不会引发西班牙人民的强烈争议／抗议”。注 ： popu l arit y 义同首段②句“受欢迎 、受尊重”。

编者注：欧洲君主权威的来源：一、“西方君权神授理论”奠定了君主的权威：“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

成为上帝之城（ t he Cit y of God）的居民，地上之城（ the Cit y of Man）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 ，但两

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雯’上帝的意

志支配。 二 、“欧洲长期混乱状态”进一步成就了君主的权威：在民族大迁徙、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日耳曼

人迁徙等棍乱状态中，人们无比渴求秩序，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 ，故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

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 。

②旬继而说明“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持续受欢迎”的影响：使得现如今君主在欧洲最为密集。 Ands。

“正因如此”实现①②句间由“纵观历史、表明观点”到“指明现状、明确结果”的因果顺承 ： 欧洲独特的历

史文化（君主‘统而不治’的历史地位及‘象征而设’的虚位王权）使其更多地保留了君主制、建立了君主

立宪政体； not co un ting Vat ica n cit y and Andorra 一方面以“即使不将梵蒂冈城和安道尔算入其中，欧洲

王室也有 1 0 个之多”强调欧洲君主的密集，一方面借“将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外”明确其最终关注对象“欧

洲世袭王室”（注 ：梵蒂冈城政教合一，教皇是国家最高首脑；安道尔国家元首名义上是两个贵族，但实际

上由法国总统和西班牙地方主教共同担任）。注 ： infested（本意为“昆虫老鼠等成群侵扰”，寓意为“不想

要的人或物遍布”）暗藏贬义，再度复现第二段段首句所暗藏之意“作者对当今君主总体持负面态度”。

③旬进而分析“现如今君主在欧洲最为密集”的原因：相较亚洲绝对君主而言，欧洲立宪君主更受民众

尊重且不受争议。 non-controversia l but respected 明确 apparent 暗含之意“当代君主作为君权神授古老君主

的世袭传承，依然备受尊崇且毫无争议”，表明首尾句语义平行，皆意在说明②句，恰好契合句首 But“并非

用于引发强转折，而是用以添加一些不同的或似乎令人感到惊奇的信息，以进一步橙清观点或事实（即说

明②句）”的用法； absolut i st counterparts“专制主义君主”借助对比标记词 unlike 实质反衬当前欧洲君主“大

多为立宪制君主”并明示立宪君主与绝对君主的根本区别“前者是民众团结、国家统一精神的化身，后者是

独断专权恶膛的化身”，借此明确欧洲｜君主制得以留存的根本原因“君权和，， 授的君主因其政治超越性及统

而不治的身份地位在民众心咛！奠定了其无可争议、备受尊重的社会地位”； the diffi cult search 以“选民选举

一个无可争议且备受尊重的公众人物的xm度”凸显“欧洲立宪君主们存在的价值”。

【深层解读】本段借助多个“因果逻辑词（ explains/so/because）”意在分析“欧洲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留

存至今的主要原因”：君主能够超越政治（上段）→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持续受欢迎（①句）→现如今君主在

欧洲｜最为密集（②句）←欧洲君主是选民心中无可争议且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③句） ；而借 non

controvers ial but respec ted 与 apparen t .. . continuing popu l a rit y 可知首尾句实为一体（末句实为首句的具

体化）“君主具有应然的政治超越性，他们不仅不被争议反而备受尊敬”，两句共同强调“政治超越性 、不

受争议性使得君主作为备受欢迎的国家元首在欧洲大量存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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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草草措辞；：~ ：： 1'
22. Monarchs are kept as heads of state in Europe 22. 君主作为国家元首在欧洲被保留 主要

mostly £ 。

[ A] to give voters more public fi gures to look up to [ A］为了给选民提供更多可以敬仰的公众人物

[ BJ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ra出 [BJ 为了在传统和现实间达成一种平衡

[CJ owing to their undoubted and res pectable s tatus [CJ 由于他们无可争辩、受人尊重的地位

[ DJ du e to their everlasting politi ca l embodiment [DJ 因为他们具有持久的政治象征意义

［精准定位］第三段首句指出君主作为国家元首受到持续欢迎是因为其应然的政治超越性；末句进

－步指出大多数欧洲王室为何存留至今是因为他们为选民提供了一位无可争议且备受尊敬的公众人

物。由此可知，欧洲君主作为国家元首被保留重点是因为他们无可争辩且受人尊重的地位， ［CJ正确。

［命题解密］题干＋正确项是对第三段首末句间因果逻辑链接的概括与改写，正确项完全对应末句

中 a non - controvers ial but respected public figure 。

[A］将第三段③句 a non-controvers ial but respec ted public figure 改为 more public figur es to look up 

to ，既改变“人物数量（一个→多个）”又遗漏关键信息（无争议 、受尊重） ; [ BJ首先根据事实信息“欧洲王

室留存至今”合理延伸出“欧洲｜王室跨越传统与现实”，但却由此捏造出“达成传统与现实的平衡”并将其

视为欧洲保留君主的目的所在； ［DJ将第三段①句君主得以保留的原因“政治超越性／非政治性”改为与

之相反的“政治象征性” 。

［技巧总结］纵观选项可知本题实为因果细节题：题干为果，选项为因（或原因，或目的） 。 典型解答

思路为“根据题干定位，于定位处搜索因果关联词，再于关联词前后搜查原因／ 目的” 。 如本题，首先根据

题干与①句 . .. explains monarchs ' continuing popu larity as heads of state 和 ③句 roya l fami lies have 

survived beca use ...的近义关系 ，将解题线索集中到第三段①句 this apparent transcendence of politics 和

③句 a non-controver s ial but r es pected public figure ；然后根据 this 的回指功能进一步扩大至第二段末句

ri se above “ mere” politics and “ embody” a spirit of na ti onal unity ； 最后结合三处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

J\fl O Even so, kings and queens undoubtedly have a 

downside( . @Symbolic® of national unity as they claim to 

be, their very hi story- and sometimes the way th巳y behave 

today embodies outdated( and indefensible® privileges⑤ 

and inequalities. @ At a time when Thomas Piketty and 

other economists are warning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inherited® wealth, it is bizarre( that 

wealthy aristocratic® families should still be the symbolic 

heart of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 

即使如此，因玉女王们无疑有其不利 一

面 。 虽然他们声称自己象征着国家统一 ，但

其历史本身一一有时是其现今行为方式一一－

代表了过时且不可捍卫的特权和不平等 。 在

托马斯·皮凯蒂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纷纷就

“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日益增强的世袭财

权”发出 警告之时，富有的贵族世家竟然还是

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象征，这非常怪异 。

c ~－趾注释与难旬开析；＿ i i/
( downside [1 daunsa1d] n. （某事物的）不足，负面，缺点

( symbolic [s1m'bo1Ik］ ι 象征性的

( outdated [aut'de1t 1d］ ι 过时的，落伍的，不流行的

® indefensible [ 111d11fens1bal J α．无法辩解的；难 以

捍卫的

( privilege [ 1 priv11Id3] n . （因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仅有

部分人享有的）特权

( inherit [ m1herit] v. 继承，继承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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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arre [ b11za:J a. 离奇的 ； 奇特的； 奇怪的

® aristocratic [ ,rensta 'krret1k］ α． 贵族的，贵族气派的

( democratic [ dema1 krret1k] a. 民主的；民主政体的；

民主主义的

．经典搭配

( even so ( 

( have a downside C具有负面性）



@ privileges and inequalit ies （特权利不平等）

( at a time when ... （在……之时）

\I ® it is bizarre that ... （奇怪的是……）

\j © modern democra tic sta tes （ 现代民主国家）

At a time when Thomas Piketty and other economists are warning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inherited wealth , it is bizarre that wealthy aristocratic families should still be the symbolic heart of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 

when Thomas Piketty and other economists are warning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引导词 主语 谓语 宾语l 连词

th日 incr巳a sing power of inh巳rited wealth, 

宾语2

句子主干：｜’ it is bizarre 出at wealthy aristocratic families 

形式主语系动词 表语主语从句引导词 主语

the symboli c heart of modem democratic states. 

表语 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should still be 

系动词

功能注释 ：本句主干为 it is bizarr e t hat. ..，指出某一现象颇为怪异 ，其中 it 为形式主语，真正主语

为 tha t 从句，具体说明这一奇怪现象 ； At a t ime when 作为句子状语，展现如今社会情形／背景、凸显该现

象怪异性，其中 when 引 导的同位语从句解释说明 a timeo 

： ． 语篇分析； ：J
第四、五段（从现实角度）论述君主制存在的弊端。

第四段分析君主王室存在的弊端：其体现的不平等和特权性与当今民主社会格格不入。关键词为：

downside/bizarre。

①旬概述君主也有不足。 Even so“即便如此，就算这样，，（ so 指代第二三段“君主能够超越政治之

上，是选民心中一位无可等i议且备受尊重的公共人物，作为国家元首备受民众欢迎”）实现段间让步转折

衔接，并将εi吾义重点落于新添力n1言息“君主也有其？肖极一面，，之上； undoubted l y“元疑地，毋庸置疑地”借

其绝对式口 l归凸显语义重

②旬细说不足所在：其历史及当前一些行事方式体现特权及不平等。 as 从句（ as“虽然，尽管”）与主

句形成“退步指出表象 转而指出实情”逻辑链，且采用倒装结构以凸显句内对比“言行不一” 。 其中

as 从句中带有强烈主观色彰的 c l aim （“声称、断言”）先暗示君主言行不一“虽｜嘴上强调自己为国家统一

的化身，实际行动却未必如此飞主句中强调词 very、频度同 sometimes 进而将君主言行不一锁定在其历

史本身及其现如今有些时候的行为方式中 ： 未能完全脱离封建君主的世袭影响，依然体现出种种过时

的、元任何辩护余地的特权及不平等（ ind e fens i b l e“难以防卫的 、站不住脚的、无辩护余地的”暗藏“需废

除而非保护”之意）。注 ： very 语气极为强劲，用于强调此处所指正是此前所谈的“（君主的）历史”，暗藏

“（君主）成也历史，败也历史”之意； sometimes 语气稍显弱化，暗藏对比“相较过去而言，如今行为中所体

现的特性及不平等更不那么明显”，铺垫后文（第五段）王室竭力平民化 。

③旬指出不足的后果：与现代民主社会格格不入。 wh en 从句与 it is bizarre that ...主句之间实为语

义对比关联 ，前者说明当今时代背景，后者凸显君主王室做派与当今时代背景极度不吻合 。 warning 实

质借经济学家警告 口吻“不平等日益加剧、世袭财权日益增强，这是危险之物，应加以规避或阻止”强调

当前社会民主价值观“反不平等、反世袭财权”； weal thy ari s toc rat ic fam ili es 则借当今君主王室典型做派

“富有且贵族气派十足”反衬其与当前社会民主价值观的极度不符； bizarre“古怪的，奇异的”和 should

s till “居然还（ sho uld 用于 th at 引导的从句中、跟在形容词后，表示惊讶）”将这种价值观不合推向高潮，传

达强烈讽刺丰JI批判：现代社会已是强调平等的民主社会，如今情形更是亟待加强平等；而“体现着过时的

世袭特权和不平等的”富有贵族世家去｜］依然代表着其核心 ，真是不可思议 ！ E!/l ：欧洲｜王室需要以断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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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勇气进行大胆改革，否则很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

【深层解读】本段透露出“君主王室固有的财权／王权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平等格格不入”，矛头

实质指向第二三段所述“君主能够代表国家统一精楠、成为广受民众爱戴的国家元首” ： 1. 形似呼应第二

三段“君主的存在价值 ：代表国家统一、象征民族团结”的 Symbo li c of na t iona l unity 、 symbo li c h eart 实质

借 symbolic 暗藏之意“象征性而并无实质性意义的”暗示“当今民主社会中君主虚位元首的身份地位”；

2. 形似强调君主自身理念“声称象征国家统一”的 claim 实质借其“｜嘴上这么说，实际行动未必如此”暗

示“君主并未真正做到象征国家统一” ； 3 . 形似说明王室阶级特征的 ari stoc ra t i c 实质借其“身处社会高级

阶层、有钱有地有权”暗示“他们与民主平等背道而驰，不可能象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

； ·．：真革措辞＜ ii
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hown to be odd, according to 23. 根据第四段，下面即项是奇怪的？

Paragraph 4? 

[A] Aristocrats ’ excess ive reliance on inherit:“ wea lth. [ A〕 贵族对继承的财产过度依赖 。

[ BJ The ro le of the no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 BJ贵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角色 。

[ CJ The s imple li festy le of t he aristocrat ic famili巳s . [ CJ贵族世家简单的生活方式 。

[ DJ T he nobility ’s ad herence to their privi leges. [ DJ贵族对他们的特权的执意不放 。

［精准定位］第四段末句指出：在经济学家就“日 益加深的不平等和世袭财富权力”发出警告的今 日，

“贵族世家竟然还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象征”非常奇怪，可见［BJ正确 。

［命题解密］题干和l正确项 ［BJ所做问答共同构成对CID句的同义改写：题干 odd X才应 bi za rre ，选项 th巳

role 、 the nobility 、 modern democraci es 分别对应 still be the symbolic h ea r t 、 tha t wea lthy a ri stocratic 

fam ili es 、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 。

[ A］、［ DJ 契合第四段②句 increasing power of inherit ed wea l t h 、 embod i es outdated and indefens ible 

pnvdege 暗含信息，［CJ契合第五段①②句所述王室改变“开始较为简朴的生活方式”，但三者均未体现

“怪异之处的根本 ：与现代民主社会格格不入”，文不对题 。

［技巧总结］Which 型事实细节题的典型解答思路为“题干若有 tfll 定信息，住1 tJJl定信息定位文中 ，再

于文中定位处找寻与之匹配的正确项；题干若无锁定信息，贝lj 借向选项关键词一一回文定位并逐一 比

对” 。 如本题，解题关键在抓取题干核心信息 to be odd 明确题目所问（第四段奇特怪异现象），并通过 it

is bizarre . . .将 fWf题线索锁定至末句 that 从句，最后对比选项（正确项必须匹配 that 从句 ） 。

V’ 0 The mos t success fu l monarchi es strive( to 

abandon or hide their old ar istocrati c ways. @ Princes 

and princ巴sses have day-jobs and ride bicycles, not 

horses C or helicopters'2l ). 8 E ven so, these ar e wea l thy 

fam ili es who party with the int巳rna tiona l 1 % , and medi a 

intrus iveness makes it increasingly diffi cult to maintain 

th e ri ght image. 

最受欢迎的王室家族都在努力摆脱或隐

藏 l日有贵族习气 。 王子公主从事日常有薪工

作，而且骑自行车而不是骑马（或者坐飞机）。

即使如此，这些也是和全球 1 %顶级富豪进行

社交活动的富有世家，媒体的侵扰使他们越

来越难保持正面的形象。

：？：词汇注释：当难：句分：f斤： ：~ ： ：： ；／
( strive [ stra1v] v. 努力 ，奋斗

( helicopter [ 1 he! 1kopt;, Jη． 直升机

．经典搭配

( day jobs （日常的有薪工作， 白天的正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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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1ty with （与……聚会，与……社交）: ( the int…ional 1% （全球 ］ %的顶级富豪）
$ ( maintain the right image （保捋正面形象）: 



: .意京芳：括：：＜： ；／
第五段强化君主王室存在的弊端：尽管努力平民化，但贵族习气并未改变。关键词为 ：①strive to a

bandon or hid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①旬承上“王室贵族习气”指出受欢迎王室的做法：竭尽全力改变或隐藏。 strive 、 a bandon 、 hide 三词

极富情感色彩，着力强调王室家族为生存而做的“努力改变”，并暗示其中带有“一定的虚伪性”：由 于 旧

有贵族习气带来重重问题，再不丢弃或隐藏将难以为继 ； The most successful ( s u ccessful 取其僻意“非常

著名且备受尊敬”） II音示并非所有王室都能做出成功转变、成为广受民众尊敬的公众群体 ，为下文展开对

“英国王室”的论述暗留空间 。注 ·句尾 ways 意为“习惯，作风” 。

②旬举例说明具体做法：从事日常有薪工件，骑自行车而不骑马、不坐飞机。 have day-j ob s 借王室

成员 如今像平常人一样从事正职工作，反衬其以前富贵 闲人 的 角 色 ； ride bicycles, not horses ( o r 

he l i copters ） 以取舍结构指出王室成员改“以往贵族特权行为”为“如今平民化做法” 。

③旬转而指出王室正面形象维护的艰难：虽努力改变或隐藏，但难逃媒体“火眼金睛”。 Even so 实

现句群间（①②句 vs ③句）语义转折衔接，由①②句“王室的变”转为③句“王室的不变” ：先借 part y wit h 

the internationa l 1 %所示具体图景“欧洲王室真正交往的对象只限于全球 1 % 的顶级富豪”说明他们并未

真正屈尊降贵（ pa r ty 此处名词动用，意为“进行社交或举办、参加娱乐性的聚会，宴会勺，后借 med i a

i n t ru s i ven ess!YT示社会背景“现如今媒体侵入性强（intru siveness 并不带有明显贬义、说明媒体对人们生

活造成侵扰，而是趋于中性、客观说明媒体的高度发达）”说明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正面形象 。

E深层解读】酋尾旬暗藏呼应，着力强调“王室家族存在的弊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无处藏

身”，更加凸显其贵族习气与当前社会民主价值观的格格不入：末句 increas i吨ly diffi cul t maintain t he 

r ight image 与首句 hid e their o ld ar istocrat ic ways H音相 H于应 C ma int 日in VS hid时 ，说明当今情形之下 ，君主

王室成员想再靠“隐藏”来打造正面形象、获得民众认可将变得愈发艰难，其l惟有真正做到屈尊降贵方能

契合民意、获得民众认可 。

。 Whi l e E urope ’s monarchi es will no do ub t 

be smart enoug h to survive for some t ime to come, it 

is the Briti sh roya ls w ho have mos t to fear from t he 

Spani sh example. 

欧洲 王室成员无疑足够聪明，能够继续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存留，但正是英国 王室成员应从西

班牙徽戒中感受到最大恐慌 。

＞通车间与难句分析：；J
( no dou bt （毫无疑问 ） l) ( the Bri tish roya l s（英国王室）

( survive fo r some ti me to come（继续存留一段时 El ) \J @ have mos t to fea r（感受到最大的恐慌）

： ·语篇分析. :iJ 
第六、七段为第二层次，回应首段设问：欧洲王室暂可存留一些时日，但英国王室前景最为堪忧。

第六段承上f乍结“欧洲王室暂可宽心

some time to come;(have most to fear。

句／段中 while “用于强调两种情况、活动等之间差别”将句子一分为二，暗将“英国王室”置于“成

功／受欢迎王室”的对立面：依然明显保持着王室原有的贵族习气； enough to 结构强调欧洲王室成员 的

机敏足以令其暂且稳坐其位一时，深层暗示他们虽已与现代民主社会格格不人，但消亡也并非就在眼

前，其做出的努力改变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i t is . .. who . .. 强调句型着力谊染英国王室成员而非其他欧

洲｜王室最应该从西班牙事件中 ｜吸取教训ii ( the Spanish examp le 回指开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被迫退位”事

例，其中 examp l e 含 pu ni s hment in tended as a wa rni ng to o th ers“警戒，鉴戒”之意） 。

E深层解i卖】the Spanish example 复现，再度关联事件切入点与全文核心主题（关联文章主旨 ） ：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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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itish royal s have most to f巳ar from ) the Spanish exampl e 复现文首两段 the Spani sh cri sis ( s ugges t 

that monarchy is seeing it s las t days? ... mean the writing is on t he wa ll for a ll European roya ls ... 竹、 th e

Spanish case (provides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 ins t mona rc h y），再次明示全文论述角度及童心：从“西

班牙国王卡洛斯退位”看“整个欧洲王室的未来”。

W O It is only the Queen who has preserved( th e 

monarchy' s reputat ion with her rather ordinary ( if 

well-heeled®) granny s tyle. 8 The danger will come wit h 

Cha rl es , who has both an expensive ta s te of lifes tyl e and a 

pretty hierarchical<ll view of the world. @He has fail ed to 

unders tand t hat monarchies ha ve largely s urvi ved beca use 

they provide a service- as non-controvers ia l and non

political heads of state. 0 Charl es ought to know that as 

English hi story shows, it is kings, not republicans© , who 

are the monarchy ’s worst enemies. [ 416 words] 

只有女王以她极为普通（尽管考究）的

老奶奶风格保持了美国王室的声望 。 危险

将随查尔斯而至，他不仅有品味奢侈的生

活方式，而且有着很强的等级世界观 。 他

没能理解到王室家族能够存续的很大一部

分房、因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服务一一作为

无争议、非政治的国家元首 。 查尔斯应该

知道 ，正如英国历史所示，君主及王室成员

最大的敌人恰恰是君主，而不是共和党人。

i：：＜~1¢）注释：与丰句分析：：~ ：：i ii
( preserve [ pr11z3:v J v. 保护；保持 i · 经典搭配

②叩叫α 富有的，穿着考究的 : ①gr叫 sty l e （老奶奶风格）
ical [ ha1a'ra:k1kal ］ α． 按等级划分的 ， 等级 $ ( c, 

（制度）的；等级森严的 ! @…pens 

( republican [ r11pAb11kan] n . 拥护共，和l政体的人； 共．和 $ ( a pretty hi巳rarc hi ca l view of the world （相当强的等

主义者 » 级l芷界观）

：·语篇分析－：： fl 
末段继而分析英国王室最为忧心的原因：奎尔斯未能适应未来君主角色，集不当行为于一身。关键

词为：The danger will come with Charles。

①旬退步承认英国女王本人尚能维持王室声誉。 It is ... who ... 强调句式辅以 onl y 的凸显功能 ，展

现“英国王室”与上段所述“成功王室”的大为不同：“成功王室”成员们都在努力做出改变、重树国民对王

室的信心；而偌大英国王室，只有女王一人在维待声誉， 同时反向 l暗示英国王室确实面｜｜备危机、且“罪魁

祸首”另有其人； with... 形似说明女王维护王室声誉的方式，实则借 rath e r o rdinary（极为普通的 ，相当

寻常的）和 if we ll- heeled( if 此处表达退步之意“尽管，纵然”， well- h ee l ed 意为“富有的 ，考究的”）将女王

作为大打折扣：这种做法本就缺乏新意，更何况这还是一位“高贵的老奶奶” 。

②③④旬进而指出英国王室危机的来源：查尔斯王子。

②旬（回应第四五段）初步说明查尔斯损害王室声誉的行为 ： 生活奢侈、等级世界观严重。 both.

and ... a音将i吾义重点落于后者“自身品味奢侈也罢，甚至还持强烈等级世界观念”，既与当今社会格局

“强调民主平等”格格不入，也与成功王室做法“放弃贵族做派． 即使不愿放弃至少也隐藏锋芒而非锋芒

毕露”形成鲜明对比，深层暗示其王位安全系数之低，不仅受国内人民质疑，甚至受全世界人民质疑 。

③旬（回应第二三段）进一步指出查尔斯的致命错误：未能理解王室家族为何能够存留至今的根本

原因。 句子先借 that 宾语从句 H乎应第二三段所述欧洲｜王室为何存留至今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为选民

们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议且超脱政治的国家元首”；再借 fa il ro understa nd 说明查尔斯王子所犯致命错误

“完全背离了君主王室存续的正确做法，将很可能使英国王室陷入万劫不复境地（注 ：近年来，准国王查

尔斯屡次被曝利用其身份在教育等方面干预政府决策 。 外界甚至担忧，查尔斯继位之后，是否会因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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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议案而引发宪政危机）”。

④旬（以史为鉴）向查尔斯提出劝诫：君主制最大的敌人是君主本人（意即，查尔斯应从今开始、适应

未来君主角色） 。 ought to know 与②句 has fa il巳d to understand形成正反呼应，构成“指出问题一给出建

议”语义逻辑；强调句式 it is. . who . ..辅以取舍结构 it is kings, not repub li cans 以及最高级表达 the

monarchy ’s worst enemies ，强力凸显英国王室历史教训｜｜： 君主制最大的敌人恰恰是君主本人，而非共和

主义者（注 ： 1 6 世纪，查理一世曾与国会之间多次爆发战争，且试图迫使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从而引发

主教战争并将自己送上断头台） 。

④旬深层文意为：一 、国王不当行为才是王室危机的根本原因 ；不管有没有反对者的存在，王室都很

可能会因国王错误行为而陷于危机；二 、查尔斯作为未来国王 ，应立即改变其行为，否则英国王室危在眼

前；三，呼应开篇事例、道出西班牙王室危机的根源：国王卡洛斯自身行为不当 。

【深层解读】一、本段与上段构成因果逻辑：细心的读者会很聪明地借助②句 The danger w ill 

come with Charles 推知两段间因果关联：定冠词 十 n. 结构 the d ange r 表定指，上文必有提及，回溯即

可推断其概括回指上段所指“英国王室最应感受到恐慌，也即，威胁／危险” ； come with 实表因果关

联，因 Charles 而来；而至于查尔斯什么方面原因使得英国王室最为恐慌，则由其后 both.. . and . . . 

以及③fail ed to understand that ...可明确得知 。 二、全文 monarchy 的翻译处理： 1. 将无任何冠词或

单复数形式的 monarchy（第一段③句、第二段①句）直接理解为表示制度的“君主制”； 2 . 将复数形

式的 monarchi es 据其前后语义关联做相应调整 ：如第五段①句中 monarchi es 因其与③句 families 的

对接关系处理为“王室家族”，第六段①句中 mona rchi es 因其与主句 中 roya l s 的对接关系处理为“王

室成员”，第七段③句因其与第三段末句 most royal famil ies have survived 中 royal fami li es 的对接处

理为“王室家族”； 3. 加定冠词的 the monarc hy （第七段首末句）因其特定指代，处理为“英国王室”、

“（英 国）君主及王室成员 ” 。

：？真题精解＜1'
24. The British royals “ have most to fear" because 24. 英国王室成员“最应感到恐慌”因为查尔斯

Charles 王子 。

[A] fails to adapt himself to his futur e role [ A］没能让自己适应未来的角色

[BJ fails to change hi s lifes tyle as advised [BJ 没能遵从建议改变生活方式

[ CJ takes republicans as hi s potential alli es [ CJ 把共和主义者当成潜在盟友

[ DJ takes a tough line on politi ca l issues [ DJ 对政治问题采取了强硬立场

［精准定位］文末段指出英国王室危险源于查尔斯王子生活方式奢侈、等级观念严重、未能意识到王

室君主存留的原因在于他们为民众提供了一位无可争议且备受尊重的国家元首而非一个生活极尽奢

侈、等级观念极为严重的真正意义上的君主 。 可见，英国王室危机感来自“没能调整自己，适应未来君主

角色”的查尔斯王子，［A］正确 。

［命题解密］［A］是对末段所述查尔斯王子不当行为的高度概括，且体现了段中表明的“国王行为”和

“王室危机”的直接因果关系。

[BJ源自 ②句 has an expensive taste of lifesty l e ，但这不足以概括查尔斯的“错误行为”，且 as advised 

无中生有； ［CJ源 自 ④句 republi cans，但该句只暗示他们是英国王室的反对者，并未指出查尔斯将其当作

潜在盟友汇DJ对③句 fa il ed to ... non- politi ca l 过度引申，文中并未指出查尔斯政治立场强硬。

［技巧总结］本题形似考查因果关联，实则考查对查尔斯细节行为的综合概括能力 。 j解题时需“正面概

括＋反向推导”：一、正确项需能概括关于查尔斯的主要信息，以偏概全以及扭曲事实的选项须排除（如［BJ

中 lifestyle 以偏概全“所有错误行为”且添加新信息“他人建议”、［CJ 中 takes... as a lli es 根据历史事实“共和

主义者是英国王室的敌人”扭曲出查尔斯单向行为“将共和主义者视为潜在盟友”、［DJ 中 takes a tough 

line . ..根据君王留存的价值“超越政治”扭曲出查尔斯单向行为“对政治问题采取强硬立场”）；二、关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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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信息“维持了英国王室的声誉（ has preserved the monarchy rep utat ion）”可作为概括推理的反向依据：查

尔斯做法难保君主及王室的声誉（即［A］未能调整心态及行为，适应未来君主的角色） 。

：：： ~ ：全局草草梧解＜ fl
25. Which of the fo 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25 . 以下即项最适合做文章题目 ？

[ A] Ca rlos, G lory and Disgrace Combined [A］卡洛斯，光荣与耻辱的合体

[ BJ Char les , Anxious to Succeed to the T hran [BJ 查尔斯，渴望继承王冠

[ C] Ca rlos, a Lesson for A ll Europea n Monarchs [ CJ 卡洛斯，给所有欧洲君主的教训

[ DJ Cha rl es, S low to R巳act to th e Coming Threa ts [ DJ查尔斯，迟于应对迫近的威胁

［精准定位］文首段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被迫退位”事件引发全文探讨问题 ： 欧洲｜王室是否行将就木？

第二至五段分析指出欧洲各王室靠其努力调整仍将持续一段时日；末两段聚焦英国王室，指出查尔斯王子

不当行为致其面临危机。 纵观全文，作者实以卡洛斯事例警示欧洲王室做出调整，〔C］正确。

［命题解密］正确项恰当涵盖全文主要内容：从“卡洛斯退位”看“整个欧洲王室备受争以”的现状。

[ A］偏离主线：文章’关注点在“欧洲｜各君主国”，而三｜｜三“卡洛斯个人荣辱” ； ［BJ利用背景信息“查尔斯

己做王｛诸多年、且登上王位依然遥遥无期”捏造干扰，但非文中信息； ［DJ 只在文章末段提及，且将文意

“查尔斯给英国王室带来威胁”改为“查尔斯迟于应对面前威胁”。

［技巧总结］本题以“文章标题”形式考查考生对全文的把握 。 角f i题时可采取思路“重在对比分析选

项，同时囚顾文章内容” ： 四个选项均为“人物＋短语”形式： ［町、［DJ关注人物 Cha rl es 仅出现于最末两

段，且随后短语均针对查尔斯个人，故排除；［A］、［CJ 以人物 Carlos 为文章切入点，但［ A］中短语关注的

是 Ca rlos 个人，排 ｜涂，［CJ All European Monarch s 为全文关注对象， a l esson 体现以“卡洛斯被迫退位看

欧洲王室现状”的视角，故正确 。

,/ ~- Text 2 最高法院应该开始为智能手机制定
回跑串础回
一

… 
一回哥照理站却

囡矗眉目曾回

国雹军也明
知识补充 隐私保护条例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选自 The Wα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20 1 4 年 4 月 2 8 日文章 ： Supreme Court shou ld begm 

laying out privacy protec t ions for smartphones（最高法院应该开始为智能手机制定隐私保护条例）。文章

脉络：提出问题“警方实施逮捕时，是否可无证搜查嫌疑人手机”（首段）→分析问题（第二至四段驳斥加

州｜ 观点“警方可无证搜查嫌疑人手机飞第五、六段说明令人担忧现状“个人数字隐私未能得到有效保

护”）→解决问题“最高法院须对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做出新解释、使之适用于数字信息”（末段） 。

。 J ust how much does the Consti tution( protect 

your digita l data ? f} The Supreme Court will now 

cons ider whet her po li ce can search the contents of a 

mobil e phone without a warrant( if the phone is on or 

aro und a perso口 during an an es t. 

20 

宪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你的数字

数据？最高法院将即刻讨论，在没有搜查令

的情况下，警方在逮捕过程中是否可以搜查

嫌疑人身上或身旁手机的内容 。



( Constitution [ konst 1 1 tju:Jan］ η．宪法

( warrant [ 'worant］ 凡 授权证；搜查令

．经典搭配

：：？词汇注辞呈难句分析：~ ：：： 乒
\\ ( Just how much（到底多少 ，究竟多大程度上）

» ( will now（现在／立即／马仁要）

P. ( on or around a person（某人身上或身旁）

i ④duri吨 an a r时

：·谙篇分析：• ： ：： 1'
第一段提出全文探讨问题 ：警方无证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的合法性。关键词： search the contents of 

a mobile phone。

①旬i盘问点题 ： 宪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个人数字数据？关键词为 protect your digital data 。

Jus t how much （ 到底有多少 ，究竟有多少）暗示当前各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达如今作者要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并吊起民者一同探究的心理 。

②旬细化问题 ：警察抓捕燎疑人过程中，是否可以无证搜查其手机内容？ will now consider （ 将 即 刻

讨论）回应 Just how much 所传递的急切探究心理；重点落于 whether 从旬。

whether police can sea rch the contents of a mobi le phone 初步明确上述问题所指， C the con tent s of a 

mobile phone 细化明确 your digit al data;search 反 向呼应 protect ） 。 wit ho ut a warrant 、 if t he phon巳 i s on 

or a round a person 、 dur i吨 an a rres t 详 主III 说明问题三个预设条件： 一 、无搜查证／未经授权（ warrant 与

search 一起使用指“搜查证”）；二、手机在嫌疑’人身上／身旁；三 、警察在抓捕嫌疑人过程中 。

【深层解读】结合语境，理解 protect/search/ consider 特定含义 。 protect 本意为“保护 ”，这里指宪法／

法律（ the Cons tituti o n）规定不得侵犯 ； sea rch 本意为“（仔细）查找，搜查（以求找到某物）”，（ Poli ce) search 

the contents of a mobil e p hone 指警方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以求找到犯罪线索等） ; con s id e r 本义为“认

真讨论（以做出决定）” ，此处指最高法院 9 大法官（ The Suprem巳 Court）展开严肃、认真 、全面的讨论（以

做出裁决） 。

：：： • ：：真题精解＜ 1'
26. The Supreme Court will work out whether, during an 26. 最高法院将要确定，逮捕过程中

arrest, it is legitimate to 一一一· 是否合法 。

[ A] prevent suspects from d巳l eting their phone content s [A］阻止嫌疑人删除手机内容

[ BJ search for suspects’ mobil e phones without a warrant [ BJ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寻找嫌疑人

手机

[ C] check suspects ’ phone contents without being authorized [CJ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检查嫌疑人手机

内容

[ DJ prohibit suspects from us ing t heir mob ile phones [ DJ禁止嫌疑人使用手机

C精准定位］ 第一段②句指出，最高法院即将讨论在逮捕过程中，警方可再无证搜查嫌疑人的手机内

容。 即 ，最高法院将要解决的问题是“逮捕过程中，未经授权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是否合法”， ［CJ正确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 ［CJ构成对首段②句的同义改写 ： 题干 cp wo rk ou t 对应文中 con sid er; is 

legitimate to 对应 ca n ；正确项中 check X才应 search ; without being authorized 对应 withou t a warra nt 0 

[ A］利用背景信息“警察会阻止嫌疑人删除手机内容”过度推导 ：最高法院针对的是“（警察）搜查手

机内容”，未涉及“（嫌疑人）删除手机内容” 。 ［BJ将②句 search th e contents of a mob il e phone（搜查手机

内容［以求找到想要信息］）偷换为与之形近意远的 sea rc h for mo bile phones （ 搜索〔某一范围］以求找到

手机） 。［DJ将首段②句 the phone is on or a round a p e r so n 断章取义为“不允嫌疑人携带／使用于机” 。

［技巧总结］ 本题就长难句命制事实信息题。解题时可采用思路 ：首先提取句子针对主体（主语）、行

21 



为（谓语）、具体情形（时间、条件、地点等） ，并与选项对比、初步判定正误；随后借助上下文检验 。

具体来看 ，首先根据题干可知正确项来自 第一段②句 whether 宾语从句（ during ...已入题干，可忽

略） 。 随后提~£其“骨架”wheth er police ca n . . . without ... if. ...， 发现其针对主体（警方），针对行为（是

否能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具体情形（元搜查证、手机在嫌疑人身边），并排除“主体错误（ police• 
s u sp巳c t s ）＇’的 ［ A］、［DJ 。 最后仔细对比［町 、 ［C] , [ B］偷换“针对行为”，且与上文“个人数字数据保护”无

关；［CJ与原文一致，且与上文直接相关（ “手机信息”属“数字数据勺，故含［BJ选 ［CJ 。

[ 0 California has asked the just ices to refrain① 

from a sweeping( ruling, particularl y one that upsets® the 

old assumptionw that authoriti es may sea rch through the 

possessions® of suspects® at the time of their an咽t① . @It 

is hard , the state argues, for judges to assess® the 

implications® of new and rapid ly changi ng tec hnologies. 

加州已请求大法官们（克制住）不妥做

出全面性裁定，尤其是不妥破坏“执法当局

在实施逮捕时可搜查嫌嫌疑人财物”这一古

老假定。 该州认为，法官很难评估快速变化

的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 。

i：： ~ ： ：词主注：军与难句究中斤：＜ 1'
( refrain [ n 'frem] ，人 抖l制．克制

( sweeping [ 'sw i:piJJ］ α． 彻底的；影响广泛的 ．全面的

( upset [ /\ p 1set ］ 。 打乱，搅乱，推翻

( assumption [ a1s/\ mpfan] 11 . 假定，假设

( possession [ pa' zefan] 11. 财产 ，所有物

( suspect [sa'spekt］ 凡嫌疑犯

( arrest [ a' rest］ η． 逮捕，拘捕

® assess [ a'ses] v. 评定；评估

® implication [ 

能的影响或后果

．经典搭配

( sea rch through （搜查）

( at the time of one's a rr es ts（逮捕某人时）

California has asked the justices to refrain from a sweeping ruling, particularly one that upsets the old 

assumption that authorities may search through the possessions of suspects at the time of their arrest. 

Ca lifornia has asked the justices to refrain from a sweeping ruling, 

主语 谓语 宾i吾 目的状i吾

同位语

particularly one that 叩sets th巳 old assumption 

主语谓语 宾语

同位语从句

that authorities may search through the possessions of suspects at the time of their arrest. 

引导词 主语 谓语＋宾语 时间状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Ca liforni a has as ked the ju sti ces to . . . （加利福尼亚州已请求法官们……）。

逗号后内容是对 a sweeping ruling（笼统裁决）的进一步说明；其中 one 即指 one sweeping ruling ；第一个

that 引导的句子做 one 的定语，对笼统裁决做出限定 ：一个打破旧有假定的笼统裁决；第二个 that 引导的

句子做 the old assumption 同位语，补充说明旧有假定的内容 ：执法当局可以在逮捕时搜查嫌疑犯物品 。

：＂： ~：：语贯穿析：~ ：：： 1'
第二至六段分析问题。第二至四段驳斥加州观点“（最高法院应判决）警方可以无证搜查嫌疑人手

机内容”。

第二段介绍加州观点：不应做出全面性裁定，尤其不能打破旧有假定“执法当局在逮捕时可以搜查

嫌疑人财物”。关键词： old assum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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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旬介绍加州观点。 particularly one ( = particularly a sweeping ruling）体现语义递进：引出典型事例、

做进一步强调 （重心落于后半旬） 。

parti c t』 l arly 之前先以 A ask B to refrain from s t h 结构（ refra in from sth 意为 to not to do s th that yo u 

want to do “克制住，忍住”）呈现加州站位：建议法官不要作出全面性裁定（暗示基于当前情形，法官很有

可能会做出此类裁定） 。 附注： sweeping ru ling 为新闻常用表述（取 sweeping 基本含义“影响大的，范围

广的，彻底的勺，指法院针对规定不一的杜会争议性问题，形成一条通用性裁定（适用于所有常规情形），

具体到本文话题目fl ： 就“警察是否可以搜查手机内容／数字信息”做出通用性裁定 。

part i cularly 之后以双重否定（ r efra i 口 from)one that upsets the o ld ass umption( upsets 意为“（ 以一种

导致问题的方式）打乱、破坏飞带贬义色彩）强调加｜州观点：尤其是不得打破旧有假定 。 附注 ： assumption

本意为 a s tatement that is ass um ed to be true and from wh ich a conclus ion can be drawn“（认为正确、且可

从中衍生推论的）假定，认定”，此处指“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不能确定完全合理，但基于经验／先见／实

际需求，在法律层面看作是真实的｛固定” 。 本句所述“古老假定（ the old ass umption ）一一执法当局在逮捕

嫌疑人时可搜查其财物” 意在保障警察安全以及保全证据，已被普遍认可许多年（虽然对其适用范围的

争议同样旷日持久），“不要打破古老｛固定”即：不要判定“无证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违宪 。

②旬说明加州理由：法官尚难以评估新技术（数字技术）的影晌 。 new and rapid ly changing tec hnolo 

g ies , It is ha rd ... to assess the impli ca tions ( imp li cat i o n 意为“可能的影响／后果”）回应上句，展现加州观

点 ：新技术（数字技术等） 日新月异、法官难以评价其影响，故不可轻易做出全丽性裁定，更不可贸然打破

旧有假定 。

【深层解读1一、本段以“观点引出词＋时态”变化，体现“介绍（加州）观点一一说明理由”的逻辑：

①句Ca li fornia has as ked 以“情感较中性的 ask ＋ 现在完成时”陈述加州已向最高法院申明的观点 ；

②句. .. the state argu es 以“情感激烈的 argue＋一般现在时”引出支撑上述观点的理由”。 同时，本段凸

显的“加州言之凿凿”暗示下文将会紧随“作者评论”（且更可能是反驳） 。

二、借助词汇关联理解旬闽、段间关系 ：本段 the j u s ti ccs 和I judges 同指，均指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大

法官），但前者强调“正义；法官身份”，后者强调“判断；审理过程”（契合本段①②句逻辑 ） ; a uthoriti es 本

义为“（国家或地区的） 当权者，当局”，根据其后 the i r arrest 可知此处指“警方”（回应上段 po li ce ） 。

- 0The court would be recklessly( modest® if 

it followed Cali fornia ’s advice. 8 Enough of the 

implications are discernable® , even obvious, so that 

the justices can and shou ld provide updat巳d

guidelines to police, lawy巳rs and defendants( . 

若是听从加州的建议，最高法院那真是“谦虚”

得不计后采 。 （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影响可以辨

别，甚至很明显，因此！法官们能够也应当向警方、律

师以及被告提供更新的指导原则 。

c ：：：词汇注：每当难匈牙析：. :: ;/ 
( recklessly [ 'rek1Isl1 ] ad. 不考虑后果地

( modest [ ' mod时］ ι 保守的

( discernable [ d1 1s3:nabJ ］ ι 可辨别的 ，可认识的

( defendant [ d1 'fendant] n. ［法］被告人

$ ．经典搭配
！ 阴〈〉、， id巳 upc

; 
：＿： •：：董事分析：• ：： 1'

第三段作者反驳加州观点，指出最高法院能够且必须提供更新的指导原则。关键词为： updated

guidelines。

①旬承上启下，提出反驳：最高法院若采纳加州建议，则是谦虚到不计后果。 California’s advice 回指

上段加州观点。

虚拟判断句... wo uld be ... if. . .反向强调作者观点 ． 最高法院万不能采纳加州建议 。 reckl ess l y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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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地，不计后果地） modest（谦逊的，谦恭的）以矛盾修辞传递作者强烈建议：作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美

国法律的风向标，最高法院若是采纳加州之言（认为难以评估新技术影响而不去做出全面性裁定、怯于

打－破旧有假定），则是谦逊到不负责任、不计后果 。

②旬语意递进，明确观点：最高法院能够且应当为法律界提供更新的指导原则。 so that 体现因（事

实）果（观点）关系； can and should 凸显作者立场。

前半句说明事实： Enough of the implications 、 discernabl e even obvi ous 强调新技术的“可见影 H向（可

辨别的→甚至显而易见）”已经“足够多”，一反上段②句加州论据“新技术影响难以评估（ hard to ac

cess）” 。 后半句表明观点 ： can and should provide updated gu id elines（能够且应当提供更新的指导原则；

update 意为 to add the most recent informat ion to sth “为……增加最新信息，更新”）强调最高法院“更新

法律指导原则、以满足新技术发展需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直斥上段①句力[I 州论点“不能做出全面性裁

定，更不能破坏旧有假定（refrain from a sweeping ruling ... t hat upsets the old assumption）” 。

E深层解读】第二、三段作者对加州｜的反驳集中体现于 old assumption/ sweeping ruling/ updated 

guidelines 这组短语 ：加州提出最高法院应避免做出全面性裁定，尤其是不得打破旧有假定，作者反驳指

t臼最高法院能够且应当做出全面性裁定、为法律界更新指导原则 。 且两段形成完美的批驳结构：第二段

介绍加州论点（①句） 十论据（②句）一一第三段作者先明确批驳态度（①句）←一－随后批驳加州论据（②

句前半句）、最后直击加州论点（②句后半句） 。 但作者仍有未尽之意（后文将论及） ： 为什么维持旧有假

定是“不计后果”、必须提供新的指导原则 。

0 They shou ld start by discarding( Ca li forn ia ’5 

lame( argument that exploring the contents of a 

smartphone-a vast storehouse of digital information一is

similar to, say, going through a suspect's purse. @The 

court has ruled that police don ’ t violate® the Fourth 

Amendment when they go through the wa ll巳t or 

pocketbook of an arrestee without a warrant. @) But 

exploring one’s smartphone is more like entering hi s or her 

home . 。 A smartphone may contain an an咽tee’俨
read ing hi story, financial hi story, medical history and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recent con咽pondence® . 0 The 

development of “ cloud computing”, meanwh il e , has made 

that exp lorat ion so much the easier. 

他们应该首先摒弃加州的楚脚观点 ： 翻

看智能手机内容一一－一个庞大的数字信息

库一一相当于翻查嫌疑人的钱包 。 最高法

院已经裁定，警方无证搜查被捕人的钱包或

钱袋并不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 。 但是查看

一个人的智能手机更像是进入他或她的家 。

智能手机里可能存有被捕者的阅读记录、财

务记录、病史记录以及近期通信往来的详细

记录 。 与此同时，“云计算”的发展已经使那

种搜查大为容易 。

：： ： ~：通车呼拉句：分析－：：： ti 
( discard [ d11sk口：d] v . 丢弃，抛弃

( lame [ Je1m］ α 差劲的，无说服力的；拙劣的

( violate [ 'va叫e1 t ] v. 违反；妨引导 ， 侵犯

® arrestee [ a ,res ' ti ：］ 凡被捕者

1\ ．经典搭配

！①州al in 

； ②cl 叫uti
( so mucl飞 th e easi e r（这样更容易）

( correspondence [ kor, 'spondans] n. 通信，信件

:>J青：毒分析＜ 1'
第四段进一步反驳加州观点“搜查智能孚机如同搜查钱包（属于随身物品）”。关键词： more like 

entering his or her home. 

①旬概述作者观点：最高法院应摒弃加州鳖脚观点“搜查智能手机如同搜查钱包”。 They should start 

by ...紧承上段 can and should provide updated guidelines，阐释作者观点。

that 从句以 A is similar to B 句式呈现加州观点：智能手机与任何一件随身物品一般无二 （ say“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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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表示随意列举”，凸显这一观点） 。 破折号内捕入评注 a vast storehouse of digital informa tion 暗中传

递作者讽刺：加州居然将巨大的数字信息库（智能手机）等同于钱包之类的任意随身物品！ d iscard i ng （丢

弃，抛弃）、 lame( （借口、说法等）站不住脚的，监脚的”〕明 Tif!J 作者对加州观点的否定 。

②旬顺接①旬加州观点、指出已有法律事实：最高法院已判定警方无证搜查被捕者钱包合宪（暗示

加州逻辑：法官应同理认定无证搜查孚机合宪 ） 。 has ruled ... don ’ t violate the Fourth Amendment 明确

“警察搜查钱包的合宪性”，并说明本文探讨问题乃针对宪法第四修正案 。 an arres t ee 、 witho ut a warrant 

复现争议前提：警察实施逮捕中、无搜查证 。 注 ：本句可视为对第二段 the old assumptions 的回应。

③④⑤旬i吾义强转折（ But），作者对加州观点进行还击（说明为何应摒弃加州观点）：搜查智能孚机

更像入室。

③旬表明你者观点：搜查智能手机更像入室搜查（不适用于②旬裁决）。 本句 A is like B 与①句同为

比较结构，但 more like（更像是）还击 similar to ，彰显作者观点 。 附注：本句涉及众所周知的背景“美国社

会文化中 ，未经许可进入个人家中属于非法行为”。

④旬进而说明理由：智能手机内（如同一个人的家中）含有大量个人隐私。 四个并列名同 readmg 

hi story, financial history, medi ca l history and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recent correspondence 充分展现

了手机信息无所不包，涉及人们各方面隐私（ hi story 与 records 为同义表达，均表示“记录，档案”之意，凸

显手机信息的大量、私密），警醒读者思忖：手内容息真的可以无证搜查？

⑤旬补充加强理由：云技术发展使搜查智能手机更易如反掌 （ 随意搜查严重危及个人隐私）。

meanwhil巳（用以引出某一情形的另一方面）体现于上句的“叠加1 ” ： 智能手机信息覆盖生活方方面面的隐

私，云技术的发展又使查询于机信息异常容易，将读者导向作者观点：不得无证随意搜查个人手机 。 句

中 that e xploration 回指③句 exp l oring o n巴’s smartphone ; so much the easier 源自 so much the better（那

就更好了），意指“大为容易” 。

（；菜层解读】i吾义上，本段为作者对加州的另一轮反驳，集中体现于 going through a suspect ’s purs巳

VS ente ring hi s or her home 这组对比（前者浓缩“加州逻辑”；后者体现“作者观点勺 。 结构上，本段为典

型的起一承一转一合：①句总起表明作者态度：最高法院应摒弃加州观点 ②句承接①句暗示加州逻

辑 ③④⑤句转、合 ：批驳加州认识、阐明①句作者态度。 整体上，本段又可视为对第二、三段观点进

一步阐释：为何固守旧有假定是“不计后果”？ 一一手机虽貌似“随便一件随身物品”，但实际上并非如

此，而是一个“巨大的隐私文件库”，死板维护旧有假定严重危及公民隐私。

：：： ~：真：题精辟：：• ：： 1'
27.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California’s argument 27. 作者对加州观点的态度是 。

is one of 

[A] disapprova l [ A］不赞成

[BJ indiffe rence [BJ 不关心

[ CJ tolerance [CJ 宽容

[DJ caut iousness [DJ 谨慎

［精准定位］第三段①句指出，最高法院若昕从加州建议，则是谦虚到不计后果。第四段①句提议最

高法院摒弃加州的监脚言论 。 可见作者并不赞同加州观点，［A］正确。

［命题解密］正确项［A］是对作者情感表达词 reck l ess l y modes t （谦虚到不计后果）、 discard （摒弃）、

lame（暨脚的，站不住脚的）的合理归纳 。

[BJ将第四段①句 d i sca rding Ca liforni a ’s. . . argument C作者提出高院应摒弃加州观点）曲解为“作

者认为应对加州观点不予理睬（ indifference）”。［ CJ将第三段①句 reck l essly modest（谦虚到不计后果）

所传递的“讽刺、否定”错误理解为“勉强接受／容忍”（ tolerance ） 。［DJ利用第三段①句 reck less ly （草率，

不计后果）设置，反向陷阴 caut i ousness （小心，谨慎），但该同用以说明高院采纳加州观点的后果，而非作

者对加州观点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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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总结］本题考查“本文作者，，对“文中人物观点

词汇褒－贬 ；二 、作者进行评价的逻辑结构 。 fflir-题时需全面把握作者观点态度，切忌对个别词段断章取义 。

具体来看，解题时可借两条线索判断：一 、综合评价性（贬义）词汇 reckless l y modest（谦虚到不计后

果）、 should di scard （摒弃）、 lame a rgum e n t 鳖脚的观点。二、理解第三段中作者对第二段加州观点的批驳

（集中体现于. .. to refra in from .. .. upset the old assumption VS can and should provided updated g uide

li n es ） 以及第四段③④⑤句作者对①②句加州｜逻辑的反击（集中体现于 But. .. is more like . .. ） 。三个干

扰项［町 、 ［ CJ 、 ［ DJ本质上都是对个别同y[ ( r ecklessly modes t, d i scard）的断章取义。

28.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xplor ing one’s phone 28. 作者认为查看一个人 手机内 容犹

contents is comparable to 一一－－－· 如 。

[A] go ing through one ’s walle t [ A］翻查一个人的钱包

[ BJ handling one ’s hi stori ca l r eco rds [BJ 处理一个人的历史记录

[ CJ sca nnin g one ’s corres pondences [ CJ 浏览一个人的通信往来

[ DJ get ti吨 into one ’s residence [ DJ 进入一个人的住处

［精准定位］第四段③句明确指出：查看一个人的手机就犹如l进入他或她的家（ entering his or her 

ho rr时，可见［DJ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DJ是对第四段③句 entering hi s or her home（进入他或她家中）的同义改写。

[A］锚将第四段①句加州观点（作者反驳的观点）“查看手机内容犹如l查看钱包 （ similar to going 

thro鸣h a s uspect ’ s purse ）”当做 作 者 观 点 。［ BJ 源自第四段 ④ 句 medi ca l hi story 、 ［ C J 源自该句

comprehensi ve records of recent corres pondence ，但两选项严重以偏概全 ： 只是搜查手机危及的（诸多方

面）中的一方面，并非“搜查手机内容”的整体类比对象 。

［技巧总结］本题就“文中类比信息”考查“作者观点” 。 解题时需 ： 准确辨别信息，勿将他人观点当做

作者看法 ；整体理解作者观点，切记以偏概全。具体来看 ：首先根据题干可找到文中两处对应信息（第 四

段①句和l②③句），随后发现①句为加州观点（ Ca lifornia ’s lame argument ），②③句才是作者观点，故舍弃

与①句对应的 ［A］。 随后对比发现， ［BJ 〔C］均以偏概全，可排除； ［DJ契合作者整体类 比，故正确 。

V O Americans shou ld take steps to prot巳c t their 

digital( privacy. 8 But keep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on 

these devicesCD is increasingly a r equirement of normal 

life. @ Citizens s till have a ri ght to expect pri va te 

documen ts to rema in pri va te and protected by th e 

Const itu t ion ’s prohibition(l) on unreasonab le sea rches. 

美国人应当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数字

隐私 。 但是把敏感信息保存在这些设备上

正日渐成为正常生活的一种需妥。 不过（ 美

国 ）公民有权妥求私人文件保持不公开以及

宪法禁止无理搜查的保护 。

；：·中E；注每当在句我茹二：J
( digital [ 1 d1d31ta l 〕 α．数字的； 数据的

( sensitive [ 1sens 1 t1v ］ α．敏感的 i 感觉的

( device [d11va1 s］凡装置 ，设备

( prohibition [, prauh1 1 b巾n] ,1 . 禁令，禁律

\\ ·经典搭配! ( take s t e阳 to do 州采取措施做某事）
\\ ( a requirement of normal life （正常生活的需要）

；＠…叫J le sea r叫

r ： ~：：资票价＜ ti
第五、六段说明令人担忧的现状：公民个人数字隐私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第五段先退步，指出宪法赋予了公民“免受无理搜查”的权利。关键词： the Constitution’s prohibition 

on unreasonable search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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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旬直接指出公民应该自行采取措施保护数字隐私（如尽力避免将隐私存储到智能设备）。 protec t

their cligi ta! privacy 紧 承上 段“手 机 隐私威胁”，旦 回 应开篇 protec t your digital data ( their = your = 

Americans ， ，泛指美国公民） ，凸显本文关注问题。 Ameri cans shoul d take steps 强调“个人应该采取措施”。

②转而指出如今将敏感信息存储到智能设备日益成为正常生活所需（仅靠个人已无法保护数字隐

私） a sens itive ( （文件、报 告） 机密 的 ，须妥善保管 的）点 出 信息 的 “敏感性、 隐 私性”； increasing l y a 

r equirement of normal life( norma l 意为 usua l , typ i ca l ，表示“已成常态”）强调将敏感信息储存到智能设备

日 益成为正常生活所必需、无可避免；两者共同暗示个人数字隐私亟待法律保护 。

③旬明确指出公民有权要求私人文件受到宪法“禁止无理搜查”的保护。 still （然而 ，尽管虫l:J 此）针对

②句所述情形，转而强调可喜情形“公民有权期待法律保护

to r巳ma in privat巳、 protec t巳d by the Cc>nstituti on 's pro hibi t i on 指 向宪 f去（~ 四｛彦正案）赋予人们的权矛lj ：免

受不合理搜查。

【深层解读】②旬的 But 实则涵盖②③两旬，和①旬形成两个层面的转折 ． ①②句 以 Amen ca ns 

should ... But. ..形成对比转折（人们应该如何 vs 现实情形如何），强调如今情形 ：人们不得不将敏感信

息存储到智能设备上，而 I ［伍隐私威胁。①③句以 Ameri cans s hou ld take s teps .. . C itiiens s t ill have a 

right to expect ...形成让步转折（人们应该自行采取措施 但依然有权利期待法律保护 ） ，强调宪法贼

予公民的“免受无理搜查”权利 。

.vJ:1 0 A s so often is the case, s tating tha t pr inciple 

does n ' 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ine drawing. f} In many 

cases, it would not be ove rly burdensome( for 

authorities( to obtain® a wa rrant to sea rch th ro ugh pho ne 

co口tents . @ They co uld st ill inva lidat 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when fac ing severe , urgent 

circumstances, and th巳y co uld tak e r easonabl e m eas ures 

to ensure tha t phone data are 口o t erased( or a ltered whil e 

wa iting for a warrant. 。 The court, though , may want 

to allow room for poli ce to cite s ituati ons whe re t hey are 

entitled to more fr eedom. 

中明原、则并不能减轻界限划定的挑战，

这是常有的事 。 很多情况下，当局获得搜查

令再搜查手机信息也不会太麻烦 。 他们还

可以在面临严峻、紧急情况时越过第四修正

案的保护条例；他们也可以在等待搜查令时

采取合理措施以保证手机数据不被删除或

更改 。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或许还想妥为警

方引证有权行使更多白主行为的情形留 下

空间 。

＞：词主注释当难旬分析：＜ fl
①burdensome 〔 1b3:d口sam] a . 繁重的 ；麻烦的

( authority [ ;i: 1 8ori t r］ η． 权威；权力

( obtain [ ab 'tein] v. 获得 ，得到

( erase [ 1're1z] v. 擦掉；抹去；清除

．经典搭配

\I ( as so often is the ca se（这是常有的事 ；一如l通常情况）

~ CZ:ltake reasonabl e meas叫叫制）

@all ow room fo r （ 为……留有余地）

: ( be enti tl ed to more f reedom（有更多回旋余地）; 
；三毛：军云：）（~ ：：； 王

第六段转而指出令人担忧的现实情形 ： 界限划分不明、公民隐私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关键词：

doesn’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ine-drawing。

①旬指出现实情形：划定“无理搜查”的界限依然是个挑战（暗示公民隐私实际上难以得到有效保

护） a As so oft en is the case 为 固定表达 ，意为“……是常有的事”，从上段的“宪法原则”转入本段的“实

际情形”（ so often 强调“情形极其常见勺 。 s t a t in g that p rinc i p l e 回指第五段末“宪法赋予了公民要求敏

感信息免受无理搜查 的权利 ” 。 doesn ’ t ease the chall enge of line-draw ing( lin e drawing 源自固定用法

draw a line ( between A and m“划清界限 ，加以区别” ，此处指“合理搜查 vs 无理搜查”）概述现实情形：

很难界定“无理搜查”（警方享有很大的搜查自 Fl=i ） 。
②③旬解释①旬，分情况说明现实情形：警方在搜查智能手机上享有很大自由，公民数据隐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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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威胁。 still 体现两旬间语义递进，引出警方更大的搜查自由。

②旬首先指出常见情形（ In many cases）：蕾方很容易便可在取搜查证，以搜查手机信息。 would not 

over ly burdensome( overly 意为（ often in nega t ives) too or very“（常用于否定句）太，非常”）指出警方获取

搜查证并非难事； ln many cases 则强调这种情况并非少数。

③旬进而指出两种特殊情况（ when facing severe, urgent circumstances . .. when waiting for a 

warrant ） ： 一 、紧急情况下警方可悬置第四修正案、无证搜查手机信息（ inva lidate 意为“使无效，使元价

值”，展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如同虚设”的情形，强调警方行为权力之大，公民隐私所受威胁之大）；二、

等待搜查证时警方可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嫌疑人手机信息不被删除或更改（ reasonable 一反上段

unreasona bl e ， 指出警察可以绕过“无理搜查”的指摘，等待取得搜查证，且等待过程中可以采取“合理措

施”保护手机信息，吕ll ：手机信息最终难免警方“合理搜查勺 。

④旬回归＊立案例，指出眼前最高法院判决的可能性：为警方留出更多自主行为的空间。 though

（“尽管如此，然而……”）引出一种违背常型的推测／法庭裁决的一种可能（ may）：警方已经有足够多途径

搜查嫌疑人手机，纵然如此，最高法院还是可能会想要给警方更多的自由行动空间 。 句中 cite situat ions 

(s ituat ion 义同 cases“案例情形”）为法律术语，指“援引案例情形” 。

E深层解读】＊段整体上为以 though 体现的转折结构，从中可体眯作者就“公民隐私未得到有效保

护”的担忧，以及最高法院就“保护公民隐私 vs 给予警方自由”的立法博弈：①②③句指出令人担忧现

状：警察已经有很大自 由搜查嫌疑人手机，危及公民数字隐私；④句转回当前案例：最高法院可能还是会

想给予警方更多 自由空间 。 同时，本段和上段以 As so often is the case 形成“理论情形 vs 现实情况”的对

比 ：宪法虽赋予了人们“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但实际情形却是“由于界限划分不明，公民数据隐私并

未得到保护” 。 下文进而提出建议也就水到渠成 。

i ： ~：：真题措辞＜ 1'
29 . In Paragraphs 5 and 6, the author shows his 29. 第五、六段中，作者表达了对 一一一一 的

concern that 担忧。

[ A] principles are hard to be clea rly exp ressed [A］原则很难清楚地表达

[ BJ th e co urt is giving police less room for ac tion [B〕法院将给警察更小的行动余地

[ CJ phones a,e used to store sensitive information [CJ手机被用来储存敏感信息

[ DJ c iti zen 日’ pr i vacy is not effective ly protected [ DJ公民隐私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精准定位］ 第五段末句指出 ：公民有权要求私人文件得到宪法禁止无理搜查的保护 。 第六段转而指

出，申明原则并不能减轻界限划定的挑战 ：搜查证并不难获取，紧急情况下可越过第四修正案进行搜查，等

待搜查证时可采取措施不让嫌疑人删除信息 。 可见作者认为公民隐私并未受到有效保护，［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是对第六段① ④句... cloesn ’ 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ine-draw ing .. . could 

still invalidat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 . .的概括与引申 。

[ A］将第六段首句 stating that principle doesn'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ine drawing（申明原则并不能

减轻戈rj定界限的挑战：对t在划定界限）曲解为“很难申明原则”。［BJ将第六段末句“最高法院可能想要

为警方留下更大的行动空间（ allow room for police .. . ）改为与之完全相反的“给予警方更小的行动空间

(giving less room for action ） 。［CJ利用第五段②句 keep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on these devices 设置陷

阴，但该句说明“人们将敏感信息存储在手机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Ca

requirement of normal life）”，作者真正担忧的是“这些敏感信息是否得到法律有效保护” 。

［技巧总结］ 本题要求回答“作者担忧对象”，考查考生理解细节、区分事实与观点以及逻辑推断能

力 。考生可从两个方向解题：一、小处着手，将选项定位对比原文，进行判断；二、大处着眼，借段落结构

进行推理，把握作者真正观点 。 需注意：正确项需顺应作者整体观点 。

具体来看 ：首先根据选项关键词 concern 直接定位到第六段①句（ doesn ' t ease the challenge of 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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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并发现［A］似乎与该句最为接近，但对比后发现［A］实则偷换概念 。 随后将 ［BJ定位到第六段

④句，但对比发现与文意相反。［DJ符合第五、六段以 As so often is the case 形成“理论情形 vs 现实情

况”的对比，并可概括第六段②③句，且顺应作者观点“最高法院应就数据隐私搜查提更新的指导原则”，

故正确 。 将［CJ定位到第五段②句，发现这是作者接受的事实，并非其担忧对象，也可排除 。

斗 0 But t he justices should not swallow① 

California's arg ument whole. 8 New,. disruptive® 

t巳chnology sometimes demands novel( ap plic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s protect ions. @Orin Kerr, a law professor, 

compares the explos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 he 巳sta bli shment of 

automobil e use as a virtual® necessity( of life in the 20th: 

The justices had to specify@ novel rules for the new 

personal domain® of the passenger car then; they must 

sort on俨 how the Fourth Amendment ap pli es to digita l 

information now. [ 420 words] 

但是法官们不应全盘接受加州的观点 。

新的破坏性技术有时需要宪法保护范围的

新颖应用 。 法学教授奥林·克尔把“21 世

纪数字信息爆炸及其可获取性”与“zo 世纪

汽车确立为生活必需吁目较：当时法官们不

得不为 小轿车这一新兴私人领域明确新规；

现在他们也必须解决第四修正案如何适用

于数字信息的问题。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1 1' 
( swallow [ 1swoJau] v. 忍受，轻信

( disruptive [ d1s1 rApt1v］ α．破坏的；扰乱的

( novel [ 1 nova!] a . 新奇的；异常的

( explosion [1k1spJau3an] n. 爆炸；爆发；激增

( accessibility [ ak1 sesa1b归t1］ η 易接近，可达性

( virtual [ 1v批jwl］ α 几乎的，实际上的

( necessity [ m1ses1t1] n. （迫切 ）需要；必需品

( specify [ 1spes1fa1] v. 具体指定；详述

® domain [ dau1mem] n. 范围，领域

( sort out 解决

．经典搭配

( novel app li cat i on（新的运用 ）

( digital information（数专

( automobil e use （ 汽车使用）

( passenger ca r（小客车）

Orin Kerr, a law professor, compares the explos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omobile use as a virtual necessity of life in the 20th: The justices had to 

specify novel rules for the new personal domain of the passenger car then; they must sort out how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s to digital information now. 

结构切分：

a law professor, in the 21st century 

句子主干 I Orin Kerr, 'compares the explos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with 

主语 谓语（ compare A with B) ＋宾语

the establishm巳nt of automobile use as a virtual necessity of life 

解释说明

分句1: I The justices had to speci句 novel rules for the new personal domain of the passenger C衍生旦

主语 谓i吾 宾语 目的状语 时间状语

分句2: I they must sort侧晤旦 how 巾 Fourtl
［从句l 一一主语谓语尸、叫寻 ｜守叫 主语 谓语 宾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Orin Kerr compares . .. with .. . : The justices had to ... ; they must sort 

out ... 。 其中，a law professor 为 Orin Kerr 的同位语成分，补充说明该人物的职位； how 引导的从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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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out 的宾语，补充说明问题的具体内容 。

：·语算方玩：J
第七段为第三部分，提出作者建议：最高法院应就“数字信息”对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做出新的解

释 。 关键词为： applies to digital information now。

①旬明确作者建议：不可全盘接受加州政府观点（判决警方无证搜查嫌疑人孚机内容合法 ）。 But 转

承上段末句假定情形“最高法院可能想要为警方留出更多余地”，引出作者强调的观点。 California’s

argument囚指第三、五段所述加州观点 。 swallow.. . who l e 意为“轻信，全盘接受（不真实的说法、解释等）” 。

②③旬解释理由：“破坏性新技术”有时要求“宪法保护范围的新运用”（即：要求最高法院对宪法作

出新的解读）。

②旬直接点明理由 （ A demands B 旬式强调需求关系）。 New, di sruptive techno logy(clisruptive 这里

强调“变革性”，总体中性、略带褒义）强调新技术的“破坏性，颠覆性”，与其伴随的是新的社会局面 、新的

社会问题 。 nove l applic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s protecti ons( nove l 意为“不循常规的 ，新颖的”，带有明

显褒义）则指出宪法保护范围应与时俱进，解决新的问题、提供新的保护 。

③旬援引他人所作比较解释②旬：正如 20 世纪法官们“为私人轿车这一新生私人领域明确新规”，

如今“必须使第四修正案适用于数字信息”。

冒号前介绍比较对象（ compares ... with . . . ） ： 将“21 世纪数字信息爆炸及其可获取性”类比“20 世纪

汽车成为生活所需”。 exp losion （激增，骤增）、access ibili ty（可达4性 ，可用性）分别从“数量”及“可获取性”

上说明当前数字信息的“破坏性、颠覆性”（契合上句 New, disruptive t echno l ogy）。 the es tabli shment of 

. . as a virtua l necessity of l ife(es tabli shment 意为“被接受 ，被承认”； a virtual necess ity of l ife 为固定用

法“生活之必需”）则从“给人们生活带来彻底改变”上说明汽车在 20 世纪的“破坏性” 。

冒号后明确比较结论（ then 、 now 分别回应 in th e 20th 、 in the 21st century）：当时法官不得不为私人

轿车这一“新的私人领域”明确新规（即 ： 明确什么情形下可以警方可以“车内搜查”） ； 如今法官们也必须

明确第四修正案如何适用于数字信息（即：明确瞥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搜查数字信息） 。 sort o ut“解决，

处理（难题或困境） ") B音示“第四修正案适用于数字｛言息

解决 。

【深层解读】回顾梳理第二至六段，可发现作者明晰的论证逻辑 。 作者整体观点为“呼吁最高法院

更新对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诠释，就‘保护数字隐私（警察是否可无证搜查嫌疑人手机内容）’为法律

界提供指导原则 （ cou ld and should provide updated guidelines . . . must sort out how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 li es to digit al i nformation 口ow）＂ ： 首先通过反驳加州｜ 观点指出“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数字信息技术的影响已足够明显、足够多”（第二 、三段）、且“现实层面非常必要 智能设备中储有人

们大量隐私，且这些隐私急需法律保护”（第 四段），最后指 出“法律层面的必要性一一宪法赋予了人们

隐私文件免受元理搜查的权利，但实际却并未得到有效保护（第五、六段）；最后明确提出这符合立法原

则一一“就新的破坏性技术，对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作出新解读”已有先例（第七段〉 。

：：：~美题精：解：：＜： ；／
30 . Orin Kerr ’s comparison is quoted to indicate that 30. 引用奥林· 克尔的对比是为

了表明 。

[ A] the Constitution shou ld be implemented fl exib ly [ A］宪法应该灵活贯彻实施

[BJ princip les of the Constitution shou ld never be altered [ BJ宪法的原则应永不更改

[ C] Ca lifornia ’s argument violates principles of the Const itution [CJ加州观点违反了宪法原则

[DJ new techno logy requires r e int erpr巳rat i o n of th巳 Const itut i on [ DJ新技术需要宪法新解读

［精准定位］根据 Orin Kerr 's compar i son 定位至末段③句，该句类比指出：当初汽车成为生活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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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法官们不得不为其确新规，同盟，如今数字信息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一部分，法官也应为该新兴领

域明令新规 。 再根据“所举事例旨在为观点服务”原则 ，可将类 比意图追溯到②句 ： 新的颠覆性技术有

时需要对宪法保护条例有新的运用 。 可见 ，作者类比意图在于说明新技术需要宪法新解释 ， ［ DJ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 ［ DJ 是对末段③句类比的概括，又是对②句观点的改写，其 中 requ i res 对应

demands; reinterpretat ion of the Con st i t uti on 对应 nove l ap pli cations of the Constit uti on ’s protect i on s 。

[ A］貌似与②句 nove l app li cat ions of the Cons titution ’s protec ti o n s （宪法保护条例的新运用）及③

句 specify nove l rul es （ 明确新的规则）同义，因此干扰性极大，但实际上文章讨论的是“宪法保护范围的

新运用”并非“宪法本身的灵活实施”。［BJ利用常识“宪法原则／精神不变”捏造干扰，但与文意相差甚

远。［CJ对①句 the justices should not swallow Ca li fornia ’s arg um ent who l e（法官们不应该全盘接受加

州观点）过度推导，得出“加州观点”违反了“宪法原则”，而实际上两者并非对立（violates 一说错误） 。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文中引用他人所做比较的 目 的 ，考生可从两个角度解题 ： 首先寻找引用比较

（论据）服务的对象（论点儿正确项应与其同义 ；其次研究 比较本身（找到比较双方、比较点、比较结果

等），正确项应是对比较结果的概括 。

具体来看 ：所考事例位于文末，其服务观点很容易确立为上句（第七段②句） ,[DJ与该句同义 ，同时

也概括了示例本身主要内容“法官们必须解决第四修正案如何适用数字信息的问题”，故为正确项 。

国强温属回

回坦露面醉J
知识补充

／ 阳 3 《科学》努力加入推进论文
统计审查的行列

，等l工、－文章总体份提
本文选自 Nature《 自然 》20H 年 7 月 3 日 一篇题为 Sci ence jo ins push to sc reen s tat isti cs 111 papers 

（ 《科学》参与推进论文统计审查）的文章。全文围绕“《科学》期刊增加论文统计审查”这一革开举措展开

论述，分析了举措 ／：t\ 台的原因，列举了一些领域学者对该举措的看法，说明 了此举对于科研发表以及学

术研究的意义和它目前存在的局限性 。

0The journal( Science is add ing an extra round of 

statistical( checks to its peer- review process ，巳d i to1- in

chief Marc ia McNutt anno unced today. @ The policy 

follows similar efforts from other journals, after widespread 

concern that basic mistakes in data analysis are contr ibuti ng to 

the irreproducibility( of many publi shed research fi ndings. 

《科学 》期刊主编码西娅 · 麦克纳特

今天宣布，杂志拟对其同行评审程序增加

额外的一轮统计审查 。 该政策仿效了其

它杂志的类似举措，走出于人们对“数据

分析中的基本错误导致许多业已发表的

研究成果元法复制”的普遍担忧 。

＞： ：词汇注辱与非萄牙玩：＜ 1'
( journal [ 1d33:na l ］ η．日报；期刊，杂志； 1:1 志

( statistical [sta't 1st1ka l ］ ι 统计的； 统计学的

( irreproducibility [ 11ripra,dju:sa1b1lat1] 11. 不可复制性

．经典搭配

1 ( add .. . to . .. （把．．． ． ．．力11 入 ．．．．． ． ）

） ② peer… proc巳S
( contrib ut e to （造成，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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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董事分析：. ::;/ 
第一段引入话题，概述《科学》新举措及其背景原因。 ① an extra round of statistical checks; 

②irreproducibility。

①旬引出《科学》新举措：在同行评审程序上新增一轮统计审查。 i s adding. . . extra . . checks to it s 

pee r- review process( is adding A to B 以现在进行时态表示“意图将 A 添加1进 B 中 ”， extra 意为 more t han 

exis ts a l r ea cl y, c h eck 意为 the process of finding out if s th is co rrec t ） 明确革新对象“同行评审程序” （ pee r

r ev iew process ） 以及举措内容“准备新增一轮统计审查” ，反映了《科学 》拟加强对科研论文的审查， 同时

触发悬念 ：此举背后有何动因 ？ 【注 1 ：同行评审为一种审查程序， 即作者的学术成果由 同一领域的其他

专家学者来加以评审， 以确保科研发表的质量 。 注 2 ：统计学主要通过利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型 ，收集所
观察系统的数据 ，进行量化分析 、总结，做出推断和预测，被广泛应用于各门学科之中 。】

②旬概述《科学》新举措背后的原因。 句首 The po l i cy 回指①句 add i ng . . . extra.. . s ta ti s t ica l 

check s 这一举措； fo l l ows sim il ar effo rts from other journals( fo llow 熟词僻意 ， 指 to do the same th ing as 

s b e l se ＇＇仿效”）表明许多期刊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加强审查科研论文，其中 effo r ts 凸显各大期刊保障论文

质量的决心和1 努力， 影射科研论文可能面临严峻的质量危机 。 a fte r （语用功能为 beca u se of st h t hat 

happened ear li er“ 由于 ； 既然”）引出《科学》采取新举措的原因； widespread conce rn ( concern 意为“〔尤指许

多人共同的］担心；忧虑”）奠定“问题严峻”这一总基调 ， t h at 引巾的同位语从句明确 conce rn 的内容，摆

/Ii 问题 ：数据分析中的基本错误导致已发表的研究结果不具有可 复制性。 【注 ： reproducibility （可复制

性 ）源于生物实验原则 ， 即一项实验得到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重复得出，才能证明其结论正确，而

非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 。 i亥原则同样也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受到科学家一致认可的准则 ，若现象或

结果不能被别人重复 ，发现者声称的诙科学发现就很可能是错误或伪造的 。 】

【深层解读】隐性因果逻辑词（ after, con tr协ute to）明示两旬间因果逻辑： 《科学》及其他许多期刊 中，

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数据分析上的基本错误，换言之 ，这些研究结论有误，而这元疑有损期刊声誉及

权威 ， 因此各大期刊竞相加强科研论文评审，在原有同行词l 'j;打基础上增加－ J]j “统计审查” 。

：： ： ~：事露宿饵：＜： ；／
31.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 1 that 一一一一· 31. 从第一段可以得知 。

[ A] Sc1e11 ce in te nds to simp lify its pee r- rev iew process [ A］《科学》想要简化其同行评审程序

[ BJ journa ls a re s tre吨then i吨 th巳ir s ta ti s ti ca l checks [ BJ 众期刊正加强其统计审查

[ CJ few journals are blamed for mistakes in da ta analysis [CJ 鲜有期刊因为数据分析错误受到指责

[ DJ lac k of da ta analysis is common in resea rch proj创刊 [DJ 研究项目 中缺乏数据分析很常’见

E精准定位】首段①句引人文章话题 ： 《科学》将在同行评审程序 t额外增加一轮统计审查。②句表

明此举仿效其它期刊类似做法以及背后原因 。 ｜如 此可推测其它期刊也在加强统计审查工作，［BJ正确 。

【命题解密I正确项［BJ是对首段的合理概括和同义改写，其中 journa l s 是对 the journal Science 、 from

other j o urn a l s 的概括 ， s trength ening 对应 adding an extra ro und of s ta ti st ica l checks .. . 。

［ 八］ 中吕imp li fy （简化）与①句 adding . .. extra ... checks . . . 相左 ； ［ CJ与②句“《科学》效仿其他期刊，

基于人们普边担忧数据分析中的基本错误致使发表内容不可复制”暗含的“数据准确性问题堪忧”矛盾 ；

[ DJ将原文“数据分析错误”偷换成“缺乏数据分析” ，将“已发表的矶究发现”偷换成“研究项目” 。

E技巧总结】j题干只涉及段落而没有额外信息时，题目多半考盒对段落主 旨的把握。 f(Jl（ 题时首先要

通i卖全段31：梳理 出 段落主旨，然后分别将各项关键同 C [ A ］ 中 pee r- rev i ew process , [ BJ 仨1:i s ta t is t ica l 

checks,[C] 1t 1 mista kes in data a na l ys i 日，［DJ 中 data a na l ys i s）与之进行对 比 ，最后锁定正确顷 。 如本题，

首段很 19,1 1m. 聚焦科研发表的质量问题．因此首先排除“试佟｜淡化问题”的 ［ CJ和 ［ DJ ； 再横向对比选项发

现只有 ［A］不涉及段中关键问“数据”，且 s imp lify 与“刑二篇呈现问题”的总基调相反 ，故为干扰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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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ad ers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conclus ions 

published in our journa l,” writes McNutt in an editorial( . @ 

W orking with th e Ameri ca n Stat is ti ca l Assoc ia tion, t he 

journal has appointed seven exper ts to a stat istics board of 

reviewing edi tor s ( SBoRE). @ Manusc ri pts will be fl agged 

up for additiona l scrutinyai by the journa l's int erna l ed i tor日，

or by it s exis ting Board of Reviewing Edi tors or by o uts ide 

peer r e vi ewers. 。The SBoRE paneI0 w ill rh en find exte rna l 

statisticians@ to revi ew th ese manuscri1>tsa;J . 

“读者必须对我们期刊上发表的研

究结论有信心，”麦克纳特在一篇社论

中写道。 该期刊与美国统计协会合作，

己任命七名专家组成一个统计评审编辑

委员会（简称 SBoRE） 。 原稿将由该期刊

的内部编辑、或其现有许审编委会、或由

外部同行评审者做出标记，以接受额外

审查 。 SBoRE 专家组随后会聘请外来的

统计学家来审查这些原稿 。

J 
－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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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

…旬
…

难
…

…与
…

释
e

e

注
…

「
L
·

…词
…

( editorial [ ed r 'td:n a ！ ］ η． （报刊的）社论

( scrutiny [ 1skru:tmr] 11. fill 看 ；仔细的观察 ； 监督

( panel [ 1 prenal ］ η ． （ ｜于1 选定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

@statistician [st副11st1J n ］ 凡统计学家 ，统计员

( manuscript ['mrenjuskrrpt ] 11 . 手稿 ； 原稿 ； 底稿

$ ．经典搭配
!(have cor 

t ②wo rl《 w i t h （与 ．． ． ．．． 合作）

引 ( appoint ... to. . （使担任职位 、职责）

~- @ ;•11: 1: up （做 ／:t

:>J否需分析＜ 1'
第二、三段围绕新举措内容及其实施原因展开论述。

第二段具体论述新举措的内容：成立 SBoRE 小组负责统计审查。关键词为 ： ① be flagged up; 

( additional scrutiny。

①旬补充说明新举措出台原因：增强读者对期刊所发表论文的信心。 conclu s i ons 指科研结论 ； must

have confidence ... 强调主编决心的同时表明新举措的必要性，联系上段可推测某些已发表研究的不可

复制性危及读者对期刊所发表的科研结论的信任 。 editor i a l 指“丰！一论”， 即报纸或杂志就重大问题发表的

评论文章，作者通常为主编或刊物所有者 。

②③④旬介绍《科学》新增统计审查的具体程序。

②旬介绍负责统计审查的机构：统计评审编委会（SBoRE ）。 Working with th e Ame ri can Stat is tica l 

Assoc ia tio n 表 明《科学 》此番“统计审查”由权威机构参与，凸显期刊“改革”的决心 。 has appo inted sev巳n

exper ts to ...引出由专家任职的负责统计审查 的评审编委会；其 中 sta ti s ti cs 修饰 board of reviewing 

edi to r s （评审编辑委员会），进一步锁定委员会性质和审查范畴 ：统计审查。

③④旬介绍统计审查的流程（③旬 will 、④旬 will then 串起流程链条）。

③旬介绍步骤一：囱相关人员标记出需接受额外审查的原稿。 Manusc ript s will be fl agged up for . .. 

by . . . or by ... or by .. . 分别引出“对原稿做标记”的目的“额外审查” 以及可参与标记的三类人员 。

Manusc ripts指“（发表之前的）原稿”； fl ag 本指“旗帜”， 此处作动同，指“［用旗状物或书签］ 标示，标 :I',

［表示重要］” ； additiona l sc rutin y 即指“新增的统计审查”， scrutiny 意为 careful and thorough examina ti on 

of sth “认真彻底的审查”，突出强调新增审查力度之大，将严控一切含数据错误的论文发表 。

④旬介绍步骤二：SBoRE 专家组寻找外部统计学家审查被标记的原稿。 pane l 意为“［针对某特别问

题而选出的］专家小组”，体现 SBoRE 成员的专业性 。 ［ i口ιI external sta ti sticians to rev i ew （其中 exte rna l葱、

为 coming from outside a particular place or organization“外来的，外部的勺侧面体现审稿的相对客观性．

同时也反向影射③句步骤一中“两类标记人员可 以是杂志内部人员（ the j o urn剖 ’S interna l edito r s 、 it s

exis ting ... ）”这一情况存在－定的隐患，为后文介绍新策的弱点埋下伏笔 。

【深层解读】本段实为首段①旬所述新举措内容的阐释：本段借助近义表达（ sta ti st i cs 、 additi o 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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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rutl町、 stat i s ti c i a ns 等）复现首段①句 sta ti st ica l check s ， 明确本段与文首句“增加额外统计审查” 11:iJ 阐释

关联 ：成立 SBoRE 小组，聘请外部专家对被标记的原稿进行统计审查 。

：；·主题需饵三J
32. The phrase “ flagged up ” ( Para. 2 ) is the closest in 32 . 短语“ flagged 叩门 第 二段） 含 义 最接

meaning t。 一一一一一· 近 。

[ A] found [ A］发现

[ BJ revised 〔BJ 修订

[CJ marked [CJ 标明

[ DJ s tored [DJ 存储

【精准定位】第二段③④句介绍数据审查的具体流程 。 ③句为流程一，原稿将会被 一， 以接受额

外审查（ Manusc ript s .. . be fl agged up for . .. ），其中 for. . .表目的；④句为流程二 ：评审编委会请外来统

计学家审查这些原稿（ will then. . . review these manuscripts ） 。 结合末段语句“《科学 》把一些论文交给

统计学家的想法”可推知流程第一步应是“从众多稿件中挑出部分文稿进行额外审查”，而“挑出 ”这一动

作必须依靠“标记”来完成，因此推测 flag up 为“做标记，标示”之意， ［CJ项 mark 符合题意。

【命题解密】正确项〔CJ是基于上下文语义逻辑合理推断而来 。 文中 flagged up 之后的动作目的 for

additiona l sc rutiny （ 需要额外审查）暗示并非所有文稿需要统计审查，只挑出／标出需要额外审查的文摘，

这也呼应了末段来句 的“把部分论文交给统计学家”。 考生还可以根据 flag 的常用词义“（信号／标志）

旗”而推测出“做标记”这一含义 。

[ A］利用④句中的 will then find 设置干扰，但其后宾语为“统计专家”，与“稿件”元关 ； ［BJ利用编辑

或研究者惯常行为“对原稿提出修改意见”，但此处关乎初稿数据准确性的审查，只有审查后才涉及“修

正”； ［DJ 内涵为“存储，以备不时之需”，显然与“科研论文的审查”无关。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通过上下文推测词义的能力 。 推测词义时可以参考的线索有 ： 1. 构词法 ， 2 . 词

语搭配及上下文中的近义同、反义词等相关词； 3. 上下文中的重述（如定义、解释、同位语等） ; 4. 句子逻

辑关系； 5 . 常识。对于本题，结合 flagged up 的构同搭配、第二段的具体举措流程以及末段对举措的同义

重述 （ Scien时’ s idea to pass some pape rs to s t a t i s tic i ans）可推测出该词组所在句大意应为“由几类人标出

部分论文交给统计学家进行额外审查”，进而推出词义 。

]Ill Asked whether any part i c t山τpapers had 

impelled( the change, McNutt sa id : “ T he creat ion of 

the ' s tat istics board' was motivated( by concerns 

broadl y with the appli cat ion of stat istics and data 

ana lys is in scientifi c research and is par t of Science ’5 

overa ll drive® to increase reproducibil ity in the research 

we pub li sh. ” 

当被问及是否因为某些特定的论文而促

成了这次改变，麦克纳特说：“‘统计委员会 F

的创建是受对科学研究中统计和数据分析应

用的广泛关切的驱动，也是《科学 》为提升其

发表研究的可复制性的全面努力 的 一部分。”

：：： ~：词汇注：每当时；付－：：：:I 
( impel [ 1m'pel] v. 椎动、推进或敦促某人做某事

( motivate [ 1maut1ve1t] v. 使有动机，诱导； 剌激

( drive [ dra,v] 11. 驱动力；紧迫；压力

i\ ·经典搭配! ①…U叫 with（广泛关切 ）
i ( overa ll dri以全面的努力）

Asked whether any particular papers had impelled the change, McNutt said : “ The creation of the ‘ statistics 

board' was motivated by concerns broadl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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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 part of Science’S overall drive to increase reproducibility in the research we publish. " 

结构切分：

旬子主干 ： I McNutt said: Asked whether any particular papers had impelled the change, 

主语谓语

宾语从句
伴随状语

“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istics bo创d’ was motivat巳d by concerns broadly with the application 

主语 谓语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s part of Science ’s overall drive 

介词短语做后置定i吾11多t{ficoncems 连词 i自语2

to i ricrease reproducibility in the research we publish ." 

不定式做定语修饰drive

功能注释：主二为 McNutt said ... ，引 出对问题的 回答 ； Asked whether. .. 为过去分词做伴随状语，

说明问缸的内 容。 sa id 引出 宾语从句 The creati on ... was moti vated by concerns ... and is part of 

S cience ’S overall drive ...；其中 ， broadl y with the appli cat ion of. . . 说明 conce rns 的内容 ； to increase ...后

置定语 ，叫明 drive（努力 ） 的内容 ； we publi sh 为省略了 tha t 的定语从句，修饰 resea rch 。

；二语震辛茹－：：： 1'
第三段具体论述新举措的动因：不是因为个别问题论文，而是出于大局考虑。关键词为：

( concer 1s ; ( to increase reproducibility 。

本在是由包含“一问一答”的独旬构成。 Asked whether ...展示问题：新举措出台是否源于某些（存

在问题时）论文？ 其中 impe l （促使 ，驱使）为隐性因果逻辑词， any particu lar pa pe r s（专指的论文）暗指“发

表在《科f拉》上的存在数据错误的论文”， th e cha nge 指代“成立 SBoRE”这一改革措施 。 McNutt said ...引

出回答：一是因为科研中的统计和数据分析受到广泛关切，二是为了提升已发表研究的可复制性。 The

creati on of the ' stati stics boa rd ， 呼应 th e c h a nge ， 同指新举措“创立 SBoRE” ； was moti va ted by . . . and is 

par t of. .. 呼应 had impe ll ed ，引 出实施新举措的两重原因 。 诱因－ concerns broadl y with .. . ( broadly 为

泛指）与问话中的 any parti cul ar papers( pa rti c ul ar 为专指〕对立，表明新举措并非基于个别问题论文，而

是从大局出发改善科研中日 益普遍的数据问题。诱因二 i s pa rt of Scien时’s overall drive to ...中， overa ll

cir ve ( drive 意为“［尤指为某一目 的有组织的］努力勺凸显《科学 》意欲改革的力度和决心； to increase 

re Jroducibility in . ..明确“努力 ”的方向 ，反 向呼应首段的 t he irreprod ucibility of. . . 。

【深言解读】本段为首段②旬所述新举措原因的阐述：借助因果逻辑近义表达（ impe ll ed 、 was

m仆ti vated by 、 i s part of. .. overa ll dr i ve 等）复现首段 after 以及 conce rns broadly with ... data analysis . .. 

复现首岛： widespread conce rn .. . data ana lysis . . . ， 明确本段与首段②句间阐释关联：成立 SBoRE 小组的

动因不是：基于个别有问题的论文，而是出于大局考虑。到此可总结出前三段逻辑关系 ： 首段概述“举措、

原因 ”，第二 、三段围绕首段两点分别展开说明 。

。 Giovanni · Parmi giani , a biosta t ist ician at the 

H arvard School of Publi c H ea lth, a mem ber o f t h巳 SBoRE

group, says he expects the board to “ play primarily( an 

advisoryCD role. ” @H e agr巴巴d to join beca use he “ found the 

foresight( behind th巳 esta bli shmen t of the SBoRE to be 

novel, unique and likely to have a last ing impact. @ This 

impact will not only be th ro ugh the publicat ions in Science 

itself , but hopefull y through a larger gro up of publi shing 

places that may want to model(l) their approach@ after Science. "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

学家、 SBoRE 成员乔瓦尼 · 帕马强尼说，

他期望该委员会“主妥发挥某种咨询作

用” 。 他同意加入委员会是因为他“发现

SBoRE 创立背后的远见新颖、独特的，而

且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持久的影响 。 这种

影响将不仅仅会遍及《科学 》 自己发表的

文章，也有望波及一大批可能想效法《科

学 》此举的出版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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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rily [ 1pra1mar山］ αd . 首先 ； 主要地；根本上 $ ( approach [a'prautf]η．（处理问题的）方法，态度

( advisory [ ad1va旧r 1 ］ α． 劝告的，忠告的；提供咨询的 ~ « ·经典搭配
( foresight [ 'f;i:sa1t] n . 先见 ； 预见 ； 深谋远虑 ~ ①ex阳 to. （期望某人做某事）
( model [ 'mod l] v. 模仿；以……为模板 $ 

＞：：语毒分析：＜： 1'
第四至六段分别介绍不同领域学者对新举措的看法。

第四段介绍生物统计学家帕马强尼对新举措的评价。关键词为：①advisory ；②impact。

①旬指出 SBoRE 成员、生物统计学家帕马强尼对 SBoRE 角色的定位 ： 发挥咨询作用 。 同位语 a

bios tat istician .. . a member of th e SBoRE group 明确人物“统计学相关”和“统计评审专家”的身份。 副词

pnmanly 限定 play an advisory ro l e（其中 adv i sory 意为 having the role of giving professional advice“提供

咨询服务的，顾问的勺，强调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应是“（为科研）提供专业建议和意见” 。

②③旬援引帕马强尼原话说明其加入 SBoRE 的原因，指出成立 SBoRE 的积极意义。

②旬帕马强尼表明自己加入 SBoRE 的原因，表达对 SBoRE 的赞扬态度。 foresight C 先见之明）表明

帕马强尼对“委员会成立”的赞许 ：具有前瞻性意义 ； found t he for esight .. . to be ． ．．继而说明这一“远见”

的内涵，其中 find 语用功能为 to di scover that sth is true a ft er you have tested it or experi enced it“（检验

或经历后）发现（某事属实）”； nov巳1 （新颖的 ） 、 unique（极不寻常的；独特的 ）均为褒义词，强调委员会与众

不同，意义非凡； li ke l y to have a las ting impact 凸显帕马强尼对“委员会影响力”的认同和赞扬。

③旬具体说明 SBoRE 影晌的范围：《科学》自身以及想要效仿《科学》的大批出版物。 句首 This

impact 紧承上句末 a las ting i mpact 。 will not only be through .. . but t hroug h ... 表明 SBoRE 不仅将影响

“《科学 》所发表的文章”，还会影响到欲仿效《科学》此举的大批出版物，暗示： SBoRE 很可能会带动同行

业共同提升科学 出版内 容 的质量 ； 其 中 through 此处指“贯穿， 遍布”，强调影响的范围之广 。 the

publi ca tions in Scie盯t 泛指“《科学》 r.1习发表的文章” 。 hopefu ll y （有望，可望）与 that 从句中的 may 一同表

明“更多出版物受到 SBoRE 影响”是帕马强尼的期盼；a larger gro up of publi shing p l aces 与 Science itself 

相对 ，指代“更多出版物（即发表科研论文的地方）” 。 mode l. .. a fter 意 同首段 follow... from ，指“仿效、

效法”； approach（方法，举措）此处具体指出版物为提升所发表文章的可复制性而推行的评审措施。

【深层解读】本段引证人物 l 对 SBoRE 的积极评价：全段主体为人物 l 的直接引语，通过抓取引语中

an advisory role 、 a las ting impact 、 Thi s i mpact 等关键词可提炼出本段主旨 ：人物 I 对 SBoRE 作用／影响

的积极评价 。

：：：－真题信解：：~ ： ： i/
33. Giovanni Parmigiani believ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33. 乔瓦尼·帕马强尼认为，统计评审编辑

the SBoRE may 一一一一一· 委员会的创立可能会 。

[ A] pose a th reat to a ll its peers [A］对所有同行构成威胁

[ BJ meet with strong oppos it ion [BJ 遭到强烈反对

[ CJ increase Scieηce ’ s ci rcul at ion [CJ 增加《科学 》的发行量

[ DJ se t an exampl e for other journals [ DJ 为其他期刊杂志树立榜样

【精准定位】第四段②③句指出，Parmig ian i 认为“SBoRE 的创立富有远见 ，且可能会产生持久影响 。

这种影响将不光是辐射《科学》中发表的内容 ，也有望波及更多想效仿《科学》的出版单位”，即会为其他

期刊树起榜样， ［DJ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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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命题解密】题干＋ ［DJ是对 Parmig i ani 观点的同义转述和改写， set an exampl e for 对应第四段③句

中 mode l their approach after，是变换角度的合理转述 。

〔A］利用②句“Parmigiani 对《科学》此举的赞美（ novel 、 unique）”臆造而来，但由③句可知l “ Parmigiani 认

为其他期刊可能会效仿《科学》，也即对同行带来积极影响”； ［BJ利用②①句 have a las ting impact 、 through a 

larger group 干扰，但与③句文意相悖；［C〕错将③句 publicat ions“发行物，出版物、刊物”所指的“文章／论文”

曲解为“发行量”，该句意指《科学》新举措会提升文章质量，而未提及对期刊发行量的影响 。

【技巧总结】事实细节题的正确项往往是对原文信息的同义改写 、总结概括 、或合理引申，本题关键

在于识别出 set an example for 是对第四段③句中 model their approach afte r 的同义转述 。 干扰项的常

见设置方式有偷换概念（如 ［C］ ）、反向干扰（如 ［ A] , [ B］ ）等 。

V O J ohn Ioannidis, a physician who stud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 says that the policy is “ a mos t 

welcome step forward" and “ long overdue®”-@ “ Mos t 

journa ls ar e weak in stati s ti ca l review, and this dam ages 

the qua lity of what they publi s h. @I think t hat , for the 

majority of scientific papers nowadays , stati st ica l review 

is more essentia l than expert review J ’ he says . 。 But he 

noted that biomedical<:D journa ls s uch as A叮叮αls of 

Inteγna l Medic i肘， th巳 ］ournal of th e American M edical 

Associat ion and The Lancet pay st rong attention to 

statistica l review. 

专攻研究方法论的医师约翰 · 约安尼

季斯说，该规定是“最令人欣慰的 一 步迈

进飞它“老早就应该出台”。 “大部分期刊在

统计审查方面都很薄弱，这种情况有损发表

内容的质量 。 我认为，对于当前大部分科研

论文来说，统计审查比专家许审要更为关

键，”他说道。 不过他也指出，生物医学类期

刊，像《 内科学年鉴》 、《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以

及《柳叶刀 》等都对统计审查格外重视。

J 
析分旬·难…与

－

…释
…

…注
－

-
L
- 

…词
…

( methodology [m由1dolad31 ］ η．方法学；方法论 $ ·经典搭配
②overd叫叫dju:] a . 过期未完成的，迟到的；未兑现 ! ( long o叫1e（姗姗来迟某事早该发生）
的；早应完成的；期待已久的 $ ( for t he m句ority of（对绝大多数……而言 ）

③bi叫阳I ［叫m础ka！］ α （有关）生物医学的 : ( pay s t叫 attent i…（格外重视）

： ．语篇分析. :;/ 
第五段介绍医师约安尼季斯对新举措的评价。关键词为：most welcome。

①旬总述医师约安尼季斯对新举措的看法：令人欣慰的一次进步。 a most welcome step forward 

(welcome 意为“令人欣慰的、满意的”； forward 意为“向前地”）以及 long overdue( overdue 指“早该发生的；

早应完成的”）表明约安尼季斯对新举措的强烈支持，认为新举措早该出台 。

②③④旬引证①旬，说明约安尼季斯赞成新举措的原因。

②旬指出现状：大多数期刊统计审查薄弱，损害发表论文的质量。 Most journal s are weak in statis tical 

review 表明统计审查薄弱为期刊界总体态势； damages the quality of what they publish 与前三段信息“数据

问题导致发表内容不可复制”相呼应， 即“发表内容面临质量危机” 。

③旬引出结论：对大部分发表论文来说，统计审查比专家评审更关键。 比较级形式 more essenti al 

( essentia l 意为“至关重要 的”）明确安尼季斯观点 ： 统计审查 比同行评审更关键，其中 the majority of 

scientific papers nowadays 与②句 Most journa ls 呼应，expert review 实指首段提及的 peer- review。

④旬做出让步：生物医学类期刊非常重视统计审查。 note 为观点引出词，意为 to mention sth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or interesting“特别提到；指出”； such as ...列举统计审查严格的生物医学类期刊 。

E深层解读】本段引证人物 2 对 SBoRE 的积极评价：借助关键同句 the po li cy 、 most welcom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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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 long overdue, stat istical review is more essential 、 pay strong attention to statistical review 可提炼出本

段主旨 ：人物 2 对新策／统计审查持支持态度。

'VII OProfessional scientists are expected to know how to 

analyse data, but statistical errors are alarmingty<D common 

in published research, according to David Vaux, a cell 

biologist.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standards, he 

wrote in 2012, but journals should also take a tougher line, 

“ engaging reviewers who are statistically literate( and editors 

who can verify( the process” . 8 Vaux says that Science ’S 

idea to pass some papers to statisticians “ has some merit® , 

but a weakness is that it relies on the board of reviewing 

巳ditors to identify ‘ the papers that need scrutiny' in the first 

place” . [ 423 words] 

专业的科学家应当知道如何分析数据，

但是据细胞生物学家大卫·沃克斯所说，统

计错误在已发表的研究中令人震惊地普遍。

2012 年他写道，研究人员应该提高他们的

水准，但期刊杂志也应该采取更为严格的方

针，“让精通统计的评审专家以及能够核实

此（研究）过程的编辑参与（审查）”。 沃克斯

说，《科学》妥把一些论文交给统计学家（审

查〉这一想法“有一定优点，但是一个缺点在

于，它首先要依赖许审编辑委员会来鉴别

‘哪些论文需要仔细评审”’。

：：： ~： ：司主革乎当难句分析：~ ：：： tt
( alarmingly [ o1 Ja:m11J1I ］ αd. 让人担忧地，令人惊恐地 $ ( be expected to do sth （理应做菜事）

( literate [1 1Itorot]a. 精通、熟练、通晓的 > ( be alarmingly common（惊人地普遍）

( verify [ 'verifa1] v. 核实 < ( take a tough l ine（采取强硬、严厉措施）

( merit [ 'merit] n . 价值，优点 ~ ( re ly on sb to do sth （依赖某人做某事）

．经典搭配 : ⑤l山 fir叫ace（首先）

： ·语篇分析··~ ·： 11
第六段介绍细胞生物学家大卫·沃克斯对新举措的评价。关键词：①has some merit ; ( a weakness。

①旬介绍沃克斯指出的问题：已发表论文中的统计错误很普遍。 前半句先指出正常情况：科学家理

应知道如何分析数据；被动语态 are expected to（被期望／要求）实际传达“应该”之意；后半句以 but 转而

指出现实情况：已发表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统计错误。 alarmingly“令人担忧、恐惧的

统计错误普遍存在、论文质量堪忧。

②旬介绍沃克斯提出的对策 ：研究者应提升自身水准，期刊应加强统计审查。 本句承接上句“统计

错误问题”，先以 Researchers shou ld .. . 引出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提升自身科研素质，严防统计数据方面

的差错；后以 but journals shou ld a lso . . 引出强调的重点：（不光是研究者）期刊也应采取行动：任命两类

人加入评审队伍；其中副同 stat i s tica ll y literate( li t erate 意为“熟练的，通晓的勺表示“在统计领域有专业

水准的”； verify the process( verify 意为“核实勺意指“跟进和监督整个评审程序”。

③旬表明沃克斯对新举措的态度：有一定价值，但也有缺陆。 句子借由 but 分成前后两部分， but 前

Science ’s idea to pass some papers to statisticians 实际呼应首段“《科学》欲额外增加一轮统计审查”、第二

段④句（审查流程的第二步）“SBoRE 小组把原稿交由外界统计专家审核”，并借 has some merit 表明沃

克斯对此流程持有保留的赞许态度； but 后 the board of reviewing editors to ident ify ‘ the papers t hat 

need scrut i町’呼应第二段③句（审查流程的第一步）“由期刊编辑、评审委员会或外部同行评审者标记需

要接受额外审查的原稿”，并借 a weakness is . . . re ly on sb to do sth“缺点在于……依赖某人做某事”暗示

沃克斯的不赞赏之处 ：尽管审查程序严谨，审查人员专业，但原稿的第一步筛查却是由杂志内部的评审

编委会全权掌控，难以避免主观因素，侧面表达了沃克斯对“《科学》新举措应进一步严谨完善”的期许。

【深层解读】本段引证人物 3 对 SBoRE 的中肯评价：借助段内三句的关键词句 statistical erro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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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ingly common 、 e ngaging reviewers who are statistica ll y l it era te 、 ha s some mer it, but a weakness 

is .. .可提炼出本段主旨 ：人物 3 对新举措持存有疑虑的支持态度 。

：＂： ~：：真理需解：＜ 1'
34. David Vaux holds that what Science is doing 34. 大卫·沃克斯认为 ，《科学》 目前的举

now 措 。

[ A] adds to resea rchers ’ workload [A］增加了研究人员的工作量

[ BJ dimini shes the role of reviewers [BJ 削弱了审稿人的作用

[CJ has room for furth er improvement [CJ 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 D] is to fa il in the foreseeab le futur e [ DJ 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失败

【精准定位】第六段③句表明 David Vaux 对《科学》新举措的看法 ：把一些论文交给统计学家（审查）

的想法“有一定价值，但缺点在于，要先通过评审编委会来决定哪些论文需要细查”，言外之意即，编委会

自身缺乏有效监管，这一想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CJ正确 。

【命题解密】 ［ CJ 是对人物引语中 has some merit, but a weakness is that 的合理引申和概括， room

for furth er improvement 是对原文 weakness 的委婉表述。

[ A］利用②句中 Research e rs shou ld improve their standards 设置干扰，但联系①句可知“（研究者）提

高水准”指的是“提高数据分析技能 ，减少统计错误”，而非“增加l 工作量’气 ［ BJ与②句 engaging reviewers 

who are statistica lly literate 矛盾，此处恰恰是“重视”审稿人（尤其精通统计的 ） 的作用，而非“削弱” 。

[DJ过度放大文中 a weakness 而忽略 has some merit 。

【技巧总结】本题与上题解题思路类似，解题关键在准确定位（由题干定位至末句）并识别 ti：＼ 正确项

has room for furth er improvement 是对句中 has some merit, but a weakness is that 的合理引申和概括 。

：＞：：辑：真题拮吁：J
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35. 以下哪一项是本文的最佳标题？

[A] S cience Joins Push to Screen Statistics in Papers [A］《科学》加入推进论文统计审查

[ BJ Professiona l Statist icians Dese rve More Respect [ BJ 专业统计学家应该得到更多尊敬

[CJ Data Analys is Finds Its Way onto Editors ’ Desks [CJ 数据分析上了编辑书桌

[ DJ Statisticians Are Coming Back with S cience [ DJ 统计学家随《科学》回来了

【精准定位】文首段引人话题，概述《科学 》新举措“增加额外统计审查”及其成因；第二三段阐释该举

措具体内容及背景原因；第四至六段引三位专家之言对该举措予以评价 。 由此可知，“《科学 》对其发表

的论文增加统计审查”为全文论述主题， ［A］为最佳题目 。

【命题解密】正确项是对文首段话题的完美契合，其中 scr een“筛查，审查”对应 checks , join s pu sh 对

应 fo llow s imilar efforts from other journa ls ；并且准确概括了文章的中心内容。

[BJ利用第六段①句 pro fess i o na l 以及文中反复提及的 statisticians 干扰，但选项侧重点为“专业统

计学家未受到足够重视”，偏离文章论述中心；［CJ强调的是“编辑担起新职责一一数据分析”，但文章重

心在于“统计审查”；［DJ言外之意即“以往统计学家不受期刊重视，如今正找回其地位”，但文中重在探讨

“对论文质量的把关”，“统计学家”是作为重要把关者而出现的，并非全文关注的焦点。

E技巧总结】标题题干扰项的典型特点是 ：涉及文中关键词却重心偏离。本文首段首句（主题句）引

人《科学》的一项新举措，后文均围绕此举措展开论述，故眩举措是本文话题， ［ A］是对首段新举措

S cience is adding an extra round of statist ical checks to its peer- review process 的 同义改写。［B][C][ D]

虽涉及文中多次出现的同汇 stati st ici a ns 、 data a na l ys i s 等，但均偏离本文论述焦点 《科学》的新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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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强制明田

… 
一回毡黠斟咄
知i口补充，、 l ' 

／ 阳 4 从咄窃昕案”看公共生活中的
“道德目的缺失现象”

回油晤础回

回$草勘础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选自 The Cuaγdian （《卫报》） 20 1 4 年 6 月 26 日一篇题为 As the hac king trial proves, w e lack 

mora l purpose in publi c life （正如窃听审判所证实，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缺乏道德目的）的文章 。 本文从

“热议事件／案件”看“社会现象”：以长期引发高度关注并结束判决的“《 世界新闻报》窃听案”为切人点，

对英国公共生活中大范围存在的“正直诚实缺失现象”进行了深入阐释 。

蟹

I OTwo years ago , Rupert Murdoch ’s daughter , 

E li sa beth, s poke of th e “ unsettling( dearthai of integrity③ 

across so many of our ins t itutions ”. 8 Integrity had 

collapsed® , s he arg ued, beca use of a collective® 

accepta nce that the on ly “ sort ing mechanism” in society 

s hould be profit and th e market. @But “ it ’s us , human 

beings, we the people who crea t巳 the society w巳 want , not 

profit. " 

曾谈及“我们如此多的机构中令人担忧的诚

实正直缺失（现象）” 。 她坚决认为，诚实正直

的精神己崩塌，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共识：社

会中唯一的“分选机制”应该是利润和市场。

但是“创造出我们想要的社会的是我们、人、

我们人民大众，而不是利润”。

：：： ~：词注明性的市＜ii
( unsettling [An1setlnJ] a. 使人不安的，混乱的 $ ·经典搭配
( dearth [ d3:0] n. 缺乏，稀少 > ( the deai th of （……的缺失）

( integrity [ 111'tegnt1 ］ 凡 正直 ，诚实；完整 < ( speak of （谈及，论及〕

( collapse [ ka'lreps] v. 倒塌 ；崩溃 引 ③coll ectiv e accep ta nce（共同接受的理念〕

@collecti叫ka'I ekt1v］ α 集体的；共同的； 集合的 J ® sorting mecha ni sm（分选机制tl)

； ．；黄毒分析：－~ ：：i i/
第一、二段援引报业大亨默多克之女昔日说辞提出现象（问题）：诚实正直在公共机构中已沦丧。

首段提出现象 （ 问题）并揭示原因：价值观扭曲，险“利”是从。关键词为：①collapsed ；②profit and the 

market。

①旬提出问题。 speak of( to mention sth）引出人物说辞； 5 ［ 号内虽为名词结构（ dearth of integrity), 

但修饰语 unsettling( making one fee l rather worried“相当令人担忧的勺 ， 以及状语 across so many of our 

inst itutions( across 表示“遍及”）实质上发挥了“评述作用”，突显问题所在 ： 诚实正直是基本道德规范，对

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公共机构来说，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与义务，却竟然普遍匮乏 ，民众安全危如累卵 。

in s tituti on 尤指“致力于教育、公共服务或文化的固定组织或机构”； integrity 意为 th e qua li ty of being 

honest and hav ing strong moral princip l es“诚实 、正直的品性” 。

②旬说明问题原因。 l ntegri ty had co llapsed 复述上旬问题 （ dearth of integrity），明确 dearth 所指；

beca use o f. .. 表明诚实正直精神沦丧的原因：人们生成一种共识（ co llect i ve 意为 shared by all members of 

a group of peop l e“共有的”； accepta nce 指“相信、认可”）；同位语从句展示“共识”内容，社会中的分选机制

(mechanism 指 a special way of gett ing sth done within a particu la r sys tem“处事办法，机制”）作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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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排序方法，理应遵循客观，且以人为本，但限定语 on l y 以及 shou ld be pro fit and the market(shou ld 

用于强调做某事是明智的）突显公共机构价值观的扭曲：利润和市场（即现实利益）才是唯一的导向 。

③旬对问题加以批驳。 转折同 But、强调句式 Cit is ... who . .. ） 、同指词多重叠加 （ u s 、 human be ings 、

we 、 the people）以及取舍结构 Cit ’ s . . . , not .. . ）四种强调方式共用，尽显对公共机构失职的不满 ：创建我

们想要的社会的是“我们人、人民大众”，而不是“利益”，言外之意即，抛却对民众应尽的责任义务，把

“利”当作唯一标准只会走向歧途，作茧自缚。注 ： the peop l e 为专有称谓，表示“（区别于居于统治或特殊

地位者的）民众，百姓” 。

【深层解读】一、从开篇把握全文话题。 开篇时间线索 Two years ago 提示文章以“昔今对比”方式人

题（后文将引人当前情形），这一方式通常旨在“突显今昔变化”，进而对“革开情况”展开论述；但③句 But

为引述之外的论述内容，如｜之②句 she argued ( argue 并非“无理争论”，而是“据理力争”）、 had collapsed 

（已崩塌）体现出的问题之严重，暗中表明作者在“借其认同的说辞引出自己观点”，由此推测首段所述两

年前提及的问题目ll是全文要批驳的对象 ：很久前就受到公开警示，如今仍不见扭转 。

二、从细节洞悉文章焦点。 首句 i nstitutions 被 our 修饰，除传达讽刺之情（公共机构无视公众利益）

外，还与 Murdoch ’s daughter（传媒大亨默多克之女）共同暗示文中的焦点机构为“媒体机构”。

国 ODri vi吨 her point home, s he continued : “ It ’5 

increasingly apparent t hat the absence( of purpose, of a 

moral lang uage withi n government, media or bus111ess 

cou 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 us goa ls for 

cap ita li sm and freedom. ”@ This same absence of moral 

purpose was wounding® companies such as News 

Intern ational, s he thought, making it more like ly that it 

wo ul d lose its way as it had with widespread ill ega l 

telephone hacki ng. 

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她接着说 ： “政

府、媒体或商业机构中目的、以及道德信仰

的缺失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最危险

的目标之一，这一点日益明显 。”她认为，这

种道德目的缺失正在伤及诸如新闻国际这

样的公司，使其更可能误入歧途，就像曾经

大规模非法电话窃听的情形一样 。

（·词同时半句：分析＜ 1'
( absence [ 1 rebs<>ns] n . 缺席，缺失 ； 不存在

( wound [ wu:nd] v. 伤及；伤害

．经典搭配

( drive one ’s point home（彻底将观点阐释清楚〕

$ ( the a bsenc巳 of （……的匮乏／缺失）

:(mora l l anguag山rJ叫邮语言／目的）
自 ( lose one’s way （迷失方向）: ⑤tele阳e I叫U包话窃听）

：芳草树：•：：i i/
第二段说明现象的后果。关键词为 ：①the most dangerous ； ②wounding。

①旬从国家社会层面说明正直缺失的可能恶果：威胁资本主义与自由 。 Dr川ng her point home, she 

cont111ued(dr ive sth home 指“把……彻底讲明白”）承上引 /:J：＼人物进一步的说辞 。 the absence of pu r pose 、

( the absence)of a mora l language within ...呼应开锅’ dearth of 门1tegr i ty across . ..，明确问题焦点 ：各机构

道德信仰缺失，一 l床逐利，却元视这样做的最终意义和价值 。 注 ： purpose 、 l a nguage 有些抽象，两词并非

指“目的”、“语言”本身，前者表示“做某事的原因”，即 meaning that is important and valuab le to you“重要

意义，有价值的意义”；后者表示“（某群人的）信仰、观点和立场” 。

co uld become ...引出 问题可能酿成的严重后果：追求利益和向由是资本主义，也是我们所期望的目

标，但若将逐利当作唯一目标，崇尚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由，则只会背离我们的初衷，危及资本主义与自由

本身（可见本句是对上段末 it ’ s us .. . who create the society we want 的延展性解释，明确 Driving her point 

home 所指〕。最高级 the most dangerous 辅以 increasing l y apparent( apparent 意为 clear and obv ious），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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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问题及其影响日渐严峻，若不加遏制，“可能（ could）”不久会变为“现实” 。

②旬进而从公共机构自身层面说明正直缺失的已有恶果：更易迷途堕落。 This same absence of 

moral purpose( same 指“前面提到的”）回指上句 the absence of purpose, of a mora l language ，以 this （正

是、就是）限定 same（上述的），起到“加重语气、凸显批判对象”的功用。结果状i-ei·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 . .阐释“伤及（ was wounding）＇’的具体方式；其中第一个 i t 为形式宾语， tha t 从句为真正宾语，第二

个 it 回指 News In ternationa l; lose its way（迷失方向）与①句 the absence of purpos e 形成呼应：没有努力

目标，一 l床逐利，自然会迷失方向。方式状语 as it had ( lost its way)with ... (with 语用功能为 used to 

say how sth happens“表示某事的发生方式”）通过类比已有实例进一步说明“如何迷失”； wides p read 、

illega l 、 hacking 勾画事件性质 ：大范围触犯公民隐私的违法事件。

【深层解读】 两段由伊丽莎白说辞串起（ E lisabeth spoke of. .. She argued .. . she con tinued ... she 

thought ... ) , dr ive sth home（表示“［反复、大声、愤怒地］把……讲透彻”） 比上段 argue 更进一步突显她

对问题的担忧，同时也间接表明“人们对该问题置若罔闻”，加之 increasingly apparent 体现出的趋势性 ，

共同暗示如今问题可能更加恶化 。

本段两句“从宏观到具体”指出现象影响，②句“新闯国际公司、大规模非法电话窃听”等信息看似突

兀，但一方面是对①句的深入阐释：基层（公共机构）不稳则国家难安；另一方面，“文章至此仍未进入具

体论述”、“说者身份”以及“①句将来时（ could） ’②句进行时（ was wo川1cling）、完成时 had Clost its way)” 

三条线索暗示两个信息并非单纯事例，而是全文即将讨论的对象 。

＞：：真题需锺i::fl 
36.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Elisabeth was 36. 根据前两段可知，伊丽莎白对

upset by －一一一一· 感到不安。

[ A] the consequences of t he current sorting mechanism [A］现今分选机制造成的后果

[BJ companies ’ financial loss due to immoral practices [BJ 公司不道德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CJ governmenta l ineffectiveness on mora l issues 〔CJ 政府在道德问题上的乏力

[ DJ t he wide misuse of int巳grity among institutions [DJ 社会机构中广泛的正直的滥用

［精准定位〕第一段①句直接引述 Elisabeth 说辞：我们如此多公共机构中都缺失诚实正直精神 ，这

很令人担忧；②句说明她认为的原因：“利润和市场应该是社会中唯一的分选机制”是一种共识，即当前

分选机制以“利”为中心；第二段继续引述，阐释“以利为中心”的后果 ：会威胁资本主义与自由，会让机构

迷途堕落，可见， Eli sabeth 担忧“一I床重利的分选机制的影响”，［ A］正确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A］是对前两段的概括：题干中 upset 对应原文 unsettling，表明 Eli sabeth

的担忧态度；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urrent “ sorting mechani sm”对应第二段①②句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goa l s 、 was wounding ... , would lose its way ...，是担忧的具体内容 。

[BJ将第二段②句 wounding companies . . . lose its way ... illegal telephone hacking 结合第一段关键

词 pro fit 形成干扰，但原文逻辑为“道德缺失→行为不当”，而非“行为不当→经济损失”。［CJ将第二段

①句“政府机构道德缺失（ the absence of .. . ）”改为“政府在道德问题上无能”，把“政府”由“问题主体”篡

改为“问题治理者”。［DJ将原文正直诚实的“缺失（dearth）”偷换为“滥用、使用不当（ misuse）” 。

［技巧总结］ 选项为较长的名词结构时 ，考虑先把信息“化整为零”，排除与文意完全不搭的内容并大

致判断答案；然后再结合次要信息分析选项设置思路，确保推断无误 。 本题选项重心分别为： ［A〕当前分

选机制的后果／影响、 ［BJ企业的经济损失、［CJ政府的低效、不称职工DJ正直的误用／槛用 。“企业”、“政

府”在第二段首句同时提及，两者同属 our institutions，共性是“内部都缺失道德（ with i n）”，完全不涉及

“财政、经济”以及“政府执行力”问题；“正直”贯穿两段始终，但“使用不当”和文中“缺失”大相径庭 。 而

〔B][C][D］三项次要信息“因不道德行为、在道德问题上、在机构内部”均与文中要义有所挂钩，造成干

扰。［A］中“分选机制”看似“太窄、不着调”，但核心词“影响、后果”辅以限定语“当前的”，使其内涵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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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指代宏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机制” 。

皿 0 As the hacking trial( concludes finding guilty 

one ex-edi tor of the l、Jews of the World, Andy Coul son , 

for conspiring( to hack phones, and finding hi s 

predecessor( , Rebekah Brooks, innocent of the same 

charge the wider issue of dearth of integrity still stands. 

@Journalists are known to have hacked the phones of up to 

5,500 people. @This is hacking on an industrial scale, as 

was acknowledged by Glenn Mulcaire, the man hired by 

the News of the World in 2001 to be t he point person for 

phone hacking. 。 Others awai t trial. 0 This long story 

still unfolds. 

窃听审判终结的同时一一裁定《世界

新闻报》前主编安边·柯尔逊合谋窃听电

话罪名成立，而其前任丽贝卡·布鲁克斯

被判无罪一一－更大范围的正直诚实缺失问

题却依然存在 。 据悉 ， 记者们窃听了多达

5 500 人的电话 。 正如 200 1 年受在于《世

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关键人物格伦·穆

凯~所承认，这场窃听已经达到工业规模 。

其他人在候审 。 这一长串事件仍在逐渐

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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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l [ 1tra1al] n. ［法］审讯，审判

( conspire [kan'spa,a] v. 阴谋策划

( predecessor [ 1 pri:d1sesa〕 n. 前任，前辈

$ ( find sb guilty for doing （判定某人某罪）

;(fi in 川旧rge( )
- ( up to （高达）;(on… ．经典搭配

As the hacking trial concludes- finding guilty one ex-editor of the News of the World , Andy Coulson, 

for conspiring to hack phones, and finding his predecessor , Rebekah Brooks, innocent of the same charge

the wider issue of dearth of integrity still stands. 

结构切分：

-finding guilty one ex-editor of the News of the World, Andy Coulson, for conspiring to hack phones 

动名词短语l

and finding his predecessor, Rebekah Brooks, innocent of the same charge 

连词 动名词短语2

句子主干 I the wider issue of dearth of integrity still stands. 

主语 谓语

让步状语从句 解释说明

As the hacking trial concludes 

连词 主语 谓语

功能注释：本句以 as 形成句内转折：前半句指出窃昕案己作出结论，并以破折号内容具体说明案件

结论。后半句转而指出 ，但更广泛的正直缺失问题依然存在（即：正直缺失不仅仅体现于已经获罪的人

员、并没有随案件的判决而结束）。

； ·谙篇分析：； 二r
第三至六段以具体案件“《世界新闻报》电话窃昕丑闻”为切入点，指出现象如今更甚，由此深入论述现象。

第三段从正面（窃昕事实）抨击直接涉案的记者：实际犯案规模更大。关键 i司为： wider. . . still 

stands。

①旬过涯，将视角囱“两年前”拉至“现在” ：案审结束，可正直缺失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 句首 As

（表示两事同时发生；主句 still 还赋予其“让步”内涵）凸显 concludes Vs s till s t ands 这对矛盾 ：终结＝结

束，现实却是“问题依旧”，其中 concludes “（尤指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作出判决”，暗示案

情复杂难界定； stand 常用于表示“法律、提议等持续有效 C still exists and has not been chang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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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ed）”，此处主语为 issue（尤指牵涉许多人利益的社会／政治问题），由比较级 wid巳r 修饰，表示“问题

比审判暴露出的范围、程度更甚，但并未解决” 。

破折号内补充说明判决结论 。 find 为法律用语，指“（官方的）裁决、判决”； finding sb guilty for doing 

sth / of sth（文中 sb 较长，故后置）和 finding sb innocent of the charge of doing sth ( charge 指“指控，罪

名”）对比鲜明：报纸前主编罪名成立，而其前任被认定无罪。注： 2000 2007 年是《世界新闻报》窃听事

件集中进行的时间，Rebekah Brooks 和 Andy Cou l son 分别为该报 2000 - 2003 年和 2003 2007 年主编。

②至⑤旬揭示案件规模：被窃昕对象数量惊人、参与窃昕记者人数众多。

②③旬说明“受害人（被窃昕对象）数目之多”。 up to 5,500(up to 指“多达”）与 on an industrial scale 

( on a/ an ... scale 表示“呈／以……的规模”）呼应第二段②句 widespread ，强调窃听范围之大。定语从句

as was acknowledged by ...修饰整个主句，表明其真实性：来自核心涉案者的供认， poi nt person 意为“关

键人物、某事件中打头阵的人物”。

④⑤旬说明“犯案记者数目之多”。 others 指代已被定罪之外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await tria l （候审）

表明嫌疑者需分批审判，足见参与人员之多、关系之复杂 。 Thi s story 即“电话窃听案”， long 与 still

unfolds( unfo ld 意为 to be gradually made known“［故事等］逐渐明朗、展现”）勾画出“案件牵扯内容多、耗

时久，正层层打开，违背道德者将被逐一问责”的情形 。

【深层解读】 首句破折号之间的案审结论涉及“法律术语＋人物姓名”，阅读稍有困难，可以先串起破

折号两边内容，首先把握住段落要义以及在上下文中的作用 。 As... concludes, the wider. .. still stands. 

印证之前推测，明确本文立足点：通过《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昕案”揭示更大范围的正直缺失现象；因

此文意重点不在于案件的各个细节，而在于案件如何作为一个典型昭示现象，即“正直缺失并非个例，而

是大范围问题”，带着这一原则阅读②至⑤句，很容易就捕捉到 up to 5,500 、 industrial scale 、 others 、 This

long story 等表示“案件波及面大，涉案者多”的关键信息，把握作者用意 。

；：芳：题需：~ ：：~ ：：： i/
37.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3 that 一一一一· 37. 由第三段可推知 。

[A] Glenn Mulcaire may deny phone hacking as a crime [A］格伦·穆凯尔可能会否认电话窃昕

为犯罪

[ BJ more journalists may be found guilty of phone backin [BJ 更多记者可能会因窃昕电话获罪

[CJ Andy Coulson should be held innocent of the charge [ CJ 安迪·柯尔逊应该被判指控不成立

[ DJ phone hacking will be accepted on c巳rtain occasiorn [ DJ 电话窃昕在某些情况下将被允许

［精准定位］第三段首句表明两位主编的判决情况，②至⑤句接着指出：记者窃听人数多达 5500 人；

其余的还在候审，案件事实仍在展开 。 可见，仍有许多犯案记者将受到法律制裁，［BJ符合文意 。

［命题解密］［BJ是对第三段④①句 Others awa it trial（其他人尚待审判）、This long story still unfolds 

（这一长串事件仍在展开）以及首句 the wider issue of dearth of integrity still stands 的明确解读 。

[A］与③句信息“案件核心人物 Glenn Mulcaire 承认电话窃听已达到工业规模（ as was 

acknowledged by ... ）”矛盾 。［ CJ 与①句信息“Andy Cou l son 被判合谋电话窃听罪名成立（ finding 

guilty ... ）”完全相悖。 ［DJ利用现实情形“某些情况下 （如破案时），可允许进行电话窃听”干扰，但脱离

文意。

［技巧总结］ 段落推断题的解答应以“段落／群、或文章主旨”为总指导 。 第三段继前两段“揭示负面

现象”后引入具体案件，可知事例为现象服务，意在说明“现象严峻，亟待改变”，纵观选项， ［CJ 和［DJ属

于“为窃听开脱”的内容，有违总体导向， ［BJ表明涉案群体庞大，能突显现象， ［A］虽聚焦案件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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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文仅此一处提及，且“认不认罪”属于个人主观行为，与全文探讨的现象／主旨没有实质性关联 。

N O In many respects, the dearth of mora l 

purpose frames( not only the fac t of s uch widespread 

phone hacking but the terms on which the trial took 

place. @One of the asto ni shing revelations® was how 

littl e Rebekah Brooks knew of what went on in her 

newsroom, how little she thought to ask and the fact 

that she never inquiredCD how the stories arrived. @) The 

core of her successful defence® was that she knew 

nothing. 

在许多方 面 ，道德 目的缺失不仅仅体现为

“如此大范阁的电话窃 听”实 情 ，还体现于审判

所依据的措辞之中 。 其中揭露的惊人真相之一

是丽贝卡·布鲁克斯对于其新闻编辑室中所发

生的事竞几乎毫不知情 ，她几乎没想过妥去问 ，

而且事 实上她从未询问过这些新闻报道的题材

到底是怎么 来的 。 她，成功辩词的核心便是她什

么都不知道。

； ·如E注释与难句分析－：：： ；／
( frame [ fre1m] v. 表述 ， 表达；构筑，建造，设计，组成 $ ·经典搭配
( revel n ［陀vc11 le1Jc1n ］ η 揭发，暴露 ；①川叩espec t
( inquire [ m'l《wa1吕J v . 扪 I沂， i甸问； 查究 ，查问 $ ( wer on（迸行，发生）

④E阳

One of the astonishing revelations was how li ttle Rebekah Brooks knew of what went on in her 

newsroom , how little she thought to ask and the fact that she never inquired how the stories arrived. 

结构切分 ：

句子主干： I One of the 出阳由ing revelations 

主语 系动i司

表语从句

was 

表语 I : I how little Rebekah Brooks knew of what went on in her newsroom 

主语 谓语 宾语从句

表语2: lhow little she thought to ask 

主语 谓语

同位语从句 宾语从旬

how the stories ar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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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One of the astonishing reve lations was ... ，表语为排比强调结构 how little. 

how little .. . and the fact that . .. 。 其中 that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解释说明 the fact，且其中又嵌含 how 引

导的从句做 inquired 的宾语。

＞语篇分析＜ ；／
第四至六段从侧面 （庭审辩词 ）抨击间接涉案的管理层：对问题毫不作为，推卸责任。

第四段聚焦被裁定无罪的主编丽贝卡辩词，从中揭示道德缺失现象。关键词为：how little。

①旬从上文（体现道德缺失的）窃昕本身过渡至本段庭审辩词 。 并列递进结构 not only . .. but 

(a lso) ... 承上启下， s u c h widespread phone hack i ng 回指上段内容； frame 在其本意“构造，建造”的基础

上引 申出“造成、引起”之意，重申第二段所述因果关联：道德目的缺失会让机构迷失方向，犯下错事； but

引出作者重点揭示的问题，并辅以短语 in many r es pects，强调庭审辩词比案件本身更能揭示正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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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上段①句 wider 一词所指 。 the terms on which the tri a l too k p lace 中 ，定语从句

修饰 terms ，介同前置，语义逻辑实为 the tr ia l took place on the te rms ；其中 terms （意为“措辞、说法”）这

里指案件嫌疑’者在审判中的辩词／证词，介同 on 表示“根据、以……为基础”， take pl ace 指“发生、进行” 。

②③ 旬以被判无罪的丽贝卡辩词为例对 ① 旬展开说明。 one of the astoni shing reve lations 

( as tonis hing 意为 so s urpris ing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与①句 in many respec t s 形成呼应：嫌疑人辩

词所揭示的种种道德缺失问题惊人到难以置信，而其中丽贝卡的辩词最为典型 。 全句表语部分以“排比

＋感叹”句式 how little she kn ew ... how little she tho ught to ... and the fact that she never . .. 层层递进，

强调时任主编丽贝卡的严重失职 ：对编辑室中发生的事（窃听事件）几乎不知情（ go on 意为“发生”）、也

几乎没想问（ think to do s th 意为“设法、打算做某事勺，甚至从不询问新闻的来源、（ story 此处指“新闻报

道的题材”； arrive 指“［新事物］出现勺，而这理应是新问总编的起码职责 。

③句 d e fe nce 指“（法庭中的）辩护、辩词”，呼应首句 terms 并·囊括②句内容 ； s u ccessful ！！自应上段审判

结果 find ing.. . innocent. . . ，眩词在 core（核心、关键）、 knew nothing 以及上句排比所构成的语境中生 ti:\

讽刺意味 ：“不知情”本届读职，却成了“无罪”的关键理由，表现出作者对判决合理性的质疑 。

【深层解读】 论述中的反复之处是作者欲强调的重点，②③句占据段落大半内容， how li ttle, how 

littl e, she never. . , knew nothing 反复表明丽贝卡“毫不知情”，而这令人震惊（ astoni shing），暗示有违常理，

作者对丽贝卡说辞持质疑态度 ：身为总编 ，当真一无所知，还是说根本就是姑息纵容，甚至暗中支持？

： ·真－题：精解：：＜ ；／
38 .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bekah Brooks ’ s 38. 作者认为 丽贝卡·布 鲁 克斯的辩

defence i司 。

[ A] was hardl y convi ncin [ A］ 很难让人信服

[ BJ centered on trivial issues [BJ 集中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上

[CJ revea led a cunning persona li ty [CJ 里，露了其狡诈个性

[DJ was part of a conspiracy [D〕 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

［精准定位］第四段首句指出，不光窃听事实，审判中 的辩词也体现道德缺失问题。②③句继而以

Rebekah 的辩同为例说明 （ one of. .. 1 eve la t ions) : （身为主编去fl ）对编辑室中发生的事毫不了解，也不闻

不问，甚至从不询问新问内容来源 。 可见作者认为她无视道德，试图 以不知情来推卸责任， ［ A］正确。

〔命题解密］［ A］ 概括了排 比强调结构 how li t tl e she knew . .. how littl e she t hought . .. she never 

inquired 以及 astoni shing 一词所反映的作者的质疑态度 。

[BJ把反复 出现的 how Ii t tl e. .主观解读为“只关注鸡毛蒜皮，忽略／规避重点 问 题”，而末句

successful 表明 ;r~：辩词成功为其赢得无罪判决 ，自 然不会“无关紧要”。［CJ根据②③句暗示的“其辩词有

意推卸责任、极力强调自己不知情从而无罪”干扰，但该内容无法与“狡猾性格”绝对挂钩（无视律师角

色、人性弱点等），且不是作者在段中想表达的重点。［DJ从上段首句 conspiring to .. . ( Andy 合谋进行电

话窃听）衍生出“Rebekah 在酝酿阴谋’仁在文中并无信息支撑 。

［技巧总结］ The author beli eves/ holds/ implies ... 本质上属于“态度题” ，对应的原文一定有非常明

显的体现作者立场的情感词或特殊表达 。 文中 astoni s hing（惊讶得难以置信）结合“道德缺失”的论述背

景，先行暗示作者对其辩词的负面态度 ，且很坚决．选项中 ［BJ 只体现“主次不分”，不涉及“大是大非”；其

余三项都契合“负面态度”，但 ［DJ无从得知， ［CJ关注点在其“（有别于他人的 ）个人性格（ persona li ty ）”，

而文中讨论的是“人们当前普遍的行为倾向” 。 只有［A］与 how littl e . . . how littl e ... never. .. 以及 in her 

n ewsroom 体现的“不可思议、岂有此理”之意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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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l n today ’s world, it has become normal that well 

paid executives should not be accountable( for what happens 

in th e organisa tions that they run. @Perh aps we should not 

be so surpri sed. @For a ge nera ti on, the coll ective doctrine② 

has been that the sorting mechani sm of society should be 

profit. 。 The words that have mattered are effici ency, 

flexibility( , shareholder® value , business- fri endly, weal th 

generation, sa les, im pact and , in newspapers, circulation®. 

0 Words degraded® to t he margin have been justice , 

fa irness , to lerance, proportionality( and acco untabi lity. 

在 当今社会 ，待遇优厚的高管无需对

发生在自己所运营机构中的事情 负 责，这

已经成为 常态 。 或许我们不该如此惊讶 。

对这一代人而言， “社会的分选机制应该

是利益”已是集体信条 。 重妥的字眼是效

率、弹性 、股东利益、商业友好、财富创造、

销售额、影响力，以及对报纸来说的发行

量 。 而退至边缘的字眼是公正 、公平、 宽

容、均衡以及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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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able [ c>1kauntabaJ ］ α．负有责任的，应对自己 $ （性），相称；成比例

的行为做出说明的；可解释的 ~ 
1\ ·经典搭配

( doctrine l了doktrrn］ 凡教条；教诲，教导 <
讪 ( be acco untable fo r （对……负责）

剧 run an organiza tion（管理某一’
( shareholder [ 'f eahaulda J n. 股东；股票持有者 <

旦 ①collec t附 doctrine（集体信条）
( circulation ［曰：kj u1Je归n］ η．发行量；流通 引

< ( degraded to the margin（被降至边缘）
( degrade [ d1 1gre1d] v. 降低，贬低；使降级 』

( proportionality [ prc>u1p::>:Jc>1melat1 ] n. 比例 （性），均衡

： ·语篇分析－： ；；／
第五段跳出案件，退而论述机构高管总体道德危机并揭示根本原因：整代人价值观扭曲。关键词

为：①should not be accountable ; ( should be profit。

①旬以多重矛盾修辞展现荒谬现象：管理者拿着高薪却无需对自己机构中的问题负责，而这竟成常

态。 what happens in t he organisat ions 实指“突发的各种问题”； should not be accountable( s hould 功能为

used to give sb an order to do sth“按要求必须勺为高管彻底免去应对问题的职责；完成时态 has become 

normal t hat ...暗含作者对普遍既成事实的不满与无奈。 run 取僻义“管理、经营” 。

②至⑤旬解释上述荒谬现象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原因。

②旬过渡，以反讽口吻自答首旬暗藏疑问。 so surprised 与上句矛盾现象暗合， Perhaps we should 

not be . ..以委婉否定的形式传达明确用意：这实属必然现象。

③旬随即亮明原因：“利益为大”是当今社会的集体信条。 这与首段②句遥遥呼应，重申伊丽莎白观

点 。 For a generat ion 呼应①句 In today ’s world ，强调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才出现的现象，以前并非如

此， H乎应首段 co ll a pse －词暗含的 “突然（拥塌、瓦解〉”之意 。 coll ect i ve doctrine ( doc t ri ne 意为 a beli ef 

accepted as authoritative by some group or schoo l“信条，信仰”）在 collective acceptance 的基础上进一步

凸显当前社会对“社会分选机制理应为利益”的深信不疑。

注：①②③句中三个 should 语义有别：①句 should not be 表示“对违背预期／要求之事表示惊讶’气②

句 shou ld not 为常规用法，即“用于提供建议”，语气色彩较弱；③句 should h 用于强调“理应如此，这是

当然的正确方式” 。

④⑤旬说明③旬，具体展现人们价值观的扭曲。 两句中 have mattered ( matter 为动词，意为“［尤指

对某人自己或对发生之事］重要，要紧”）和 degraded to t he margin ( d egrade 意为“使降格、退化”）形成

“升、降”对 比：利益被提升为“绝对中心”，一切绕其而行；道德目的降至“边缘” ，无人关注 。

④旬罗列人们追逐的对象（见利）：效率、弹性、……发行量等。 effi c i ency（效率 、效能）、 flexibility（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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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适应性）和 bus i ness-fr i end l y( fri e ndly 指“支持的、有利的勺原本为褒义，这里去｜］用作贬义，指“为了逐

利 ，盲目求快，随波逐流，生意至上”。 and , in newspapers, c ir c u l ati on 呼应文中聚焦案件 ，解答电话窃听

的根本原因 ：一昧追求发行量，不惜窃取他人隐私，无视新闻职业伦理 。

⑤旬罗列人们抛弃的对象（忘义）：正义、公平、……责任等。 proporti ona li ty （意为 harmonio u s

ar ra ngement or relation of par ts or elements wit hin a who l e“和谐，均衡”）这里指经济、环境、人等的和谐、

均衡存在及发展； accoun ta bility 与①句 accountab l e 同根，意指“责任（感）” 。

E深层解读】 段首的 In today ’s world（在当今社会； world 指“我们生活的社会”）并非简单的地点／时

间状语，而是起“风向标”作用：论述由点及面， 即：从“上述具体案件”过渡至“当前社会普遍状况”，加之

③句信息与首段交叠，可以明确全文布局 ：开篇提出现象→以具体事例论证现象→回应开篇章申 现象，

为终结全文、升华主题做好准备。④⑤句中罗列多个词汇，不乏抽象内容，但只要把握大方向“人们重利

益轻道德”便不难发现两句罗列词汇分别是对“利益”和“道德”的概括。

：： ： ~： ：搏精辟＜乒
39.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urrent collective doctrine 39 . 作者认为，当今集体信奉的原则 体现

shows 了 。

[A] a margina lized lif巳sty l e [ A］ 边缘化的生活方式

[BJ unfa ir wea lth di s tribut ion [ BJ 不公的财富分配情况

[CJ genera lly di s tor ted values [ CJ 普遍扭曲的价值观

[ DJ a ri gid mora l code [ DJ 一套死板的道德准则

［精准定位］第五段①句指出如今高管们拿着高薪却不尽职责已成常态 。 ②③句指出原因 ：如今社会

奉行“利益为大” 的信条。 ④⑤句列举 的词汇分别对应“利益”和“道德”，并表明人们重前者（ have 

mattered），轻后者（ degraded to the margin）。可见作者认为当前人们重利轻德，价值观已扭曲 ，［CJ正确 。

［命题解密］［CJ既提炼了④⑤句所述信条表现中所蕴含的作者批驳和愤潜之惰，又反映了①句所述

这一信条所导致的畸形现象 。

[ A］将⑤句被边缘化的对象由“道德相关内容（ju st i ce, fa irness, tolera nce ... ）”偷换为“生活方式（ a

lifes ty l e ） ” ，脱离语境。［BJ将①句 well-paid exec u tives 和｜⑤句 fa i rness 揉杂形成干扰，但文意实为“高管

待遇优厚去｜］严重失职”以及“正向价值观被降至边缘”，并不涉及“财富分配公平与否”这一问题。［DJ受

degraded（使堕落、降级）字面含义干扰 ，以为作者认为当前人们的道德信仰“死板、已落伍（ rigid 指“［规

章、制度等］僵死不变的）”，而文意实为“道德已遭摒弃，道德信仰已不再” 。

［技巧总结］ 本题考查“作者对当前集体信奉的原则的看法”，题干直接对应的第五段③句与首段②

句契合，均落脚于“profit”，再结合罗列词语的共性可判断 ：作者批判的矛头指 向 “ l收利是从”这一共识，

四个选项分别指 向 “生活条件／行为／习惯、财富分配、价值观、道德准则”，只有 ［ CJ 和［ DJ 符合，而

di storted 和 rigid 两者中明显前者体现“变化、堕落”，与题干 current 暗中吻合 。

' @ T he purpose of edi t ing the News of the World 

was not to promote reader understandi ng, to be fa ir in what 

was wri tten or to betray( any common humanity( . @It 

was to ruin lives in the questCD for circu lation and impact. 

@Ms Brooks may or may not have had suspicions® about 

how her journalists got their stori es , but she asked no 

questions, gave no instructions- nor received traceable® , 

recorded answers. [ 462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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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世界新闻报》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

读者的了解认知，不是为了体现所写内容的

公正．也不是为了彰显共同的人性 。 而是为

了发行量和影响力毁掉他人的生活。 布鲁克

斯女士或许曾经，也或许未曾就她的记者们

如何获取他们的新闻题材有过怀疑，但她不

曾问过任何问题，不曾做过任何指示一一也

不曾得到任何可追踪、有记录的回答。



？词汇注辱与在匈牙析：－~ ： ： i t/
( betray [ b11tre1] v. 暴露（不易发觉的东西） ；流露 $ ．经典搭配

! ( p……derst ng （促进理解）( humanity [ hju ' mcemt1］ η．人性（不可数）

( quest [ kwest] 11. （历时较久的）寻求，探索，追求 < ( betray common huma nity（暴露共同的人性）

( suspicion [sa 'sp巾n] 11. 怀疑；嫌疑；疑心

( traceable [ 'tre1sabJ ］ α．可追踪的，可溯源的
j 川刷刷叫求）

( have suspicions abo ut （对……存有怀疑）

： ·语篇分析 ＜ 1'
第六段回归案件，直接批判《世界新闻报》及其时任管理者丽贝卡。关键词为： to ruin lives。

①②旬从新闻伦理角度对《世界新闻报》进行反讽和批判。 The purpose of editing . .. was not to . . . (not) 

to .. . or to ... It was to ...融合“反语”、“排比”、“取舍”等特殊强调结构，突显作者对事件的极度愤慨。

①旬侧面批驳：完全背离了新闻的使命与责任。 to promote reader understa nding（促进读者对世界、

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了解； understanding 指“了解、认识”）为新闻编辑的主要职责； to be fair in what 

was written（内容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属于新闻编辑的职业道德， to betray common. humanity（弘扬善 ，

曝光恶〉则指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J主中 betray 意为“暴露、展现 ［尤其是不易发党的事实］勺 。

②旬直接批判：为了发行量和影晌力不惜牺牲他人生活。 ruin （ 意为“完全地糟蹋掉”）表明窃听事件

的恶劣程度：被窃听者多达数千人，涉及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许多人因此生活尽毁 ； in the quest for 原本

带有“执着 、努力追求（幸福、真理等）”的褒义色彩，此处含强烈贬义 ： 为了利而迷失自我、且愈走愈远。

③旬对丽贝卡作出总结性批判：玩忽职守、窃昕事件（纵使被判无罪也）难辞其咎。 may or may not 

have had sus picions . .. , but she .. . 体现让步转折逻辑：其部分辩词不能确定是否属实（表推测的 may 实

际上传达作者的确信态度：不相信她从没怀疑过勺，但“对万事不闯不问”巳属严重失职，不容辩驳 。 排

比否定形式 asked no questions , gave no instructions- nor. . . ( nor 用于引 出另一否定内容，补充前句）历

数并突显丽贝卡身为管理的严重不作为，其中 traceal】 le（可追踪／查 出的）、 recorded（被记录的）强化这一

批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履行过基本职责。

［深层解读］ 末段对《世界新闻报》及其管理者进行批判，为“电话窃昕案”画下句号，但从全文来看，

该案为“例证”，作者意在通过此案揭示“公共机构（本文实际聚焦新闻媒体机构）正直诚实精神缺失”这

一丑恶现象，引导人们做出积极改变；故末段并非“单纯批判某报某人道德沦丧”，而是“借收尾事例升华

主题、收束全篇”：新闻工作者应反思“一l床逐利、无视道德”的行为和l风气，重塑道德意识 。

；二真题精扭＜ ii
40. 叭俑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uggest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40. 以下哪一项是末段所暗示的内容？

[A] The qua lity of writing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A］ 稿子的质量居于首要地位 。

[ B] Moral awareness matters in editing a new s paper. 〔BJ 道德意识对于报纸编辑非常重要 。

[CJ Common humanity is centra l to news r eporting. [CJ 共同的人性对新阅报道最为重要。

[DJ Journa li sts n巴巴d strict er indus tri a l regulations. 
[DJ 新闻工作者需要更严格 的行业

规定 。

［精准定位］第六段①②句对《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编辑新闻的目的不是为

了增进读者认知，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展现共同的人性，而是为了追求发行量和l影响力，不惜以人们的

生活为代价 。 可见，作者通过正向批驳反向强调“正义、人性等道德”对于报纸编辑的重要性，［BJ正确。

［命题解密〕 ［BJ是从末段①②句对《世界新闻报》错误做法的批驳中反向推知的正确方式，是对 to

be fair in what was written 、 to betray common humanity 、 not to ruin li ves. .的准确概括 。

[ A］利用①句 to promote reader und erstanding 干扰，但该内容意在表明新闻编辑的基本职责“集散

信息，传播新闸，以提升读者认知”，并非探讨“新闻写作的水平、质量”。［CJ将①句暗含信息“展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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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新闻编辑的使命之一”夸大为“共同人性是新闻报道的核心”。［DJ过度推测文意：全文主要从“道

德目的”层面阐释现象／问题，虽然通过谴责现象表达了期许，但并未“建议制定硬性的行业规定” 。

［技巧总结〕 针对末段的题目（尤其当该题为文章最后一道题时）均与主旨直接相关，命题人有意“梳

理全文，给定结论”，因此在判断细节之外，必须要宏观考虑全文（作者）用意 。 本题选项虽然都围绕“新

闻编辑”，视角不算宏观，但仍可以“以小观大”。 ［A］、［ CJ重心分别落在“新闻的写作质量、内容题材”

上，偏离作者“揭示社会道德缺失问题，引导人们做出改变”的终极目的，只有［BJ符合这一 目的。［DJ侧

重“解决问题”，属于常见收尾形式，但全文探讨的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并不存在硬性的解决办法（不是

某行行规所能应对的），作者仅能“批评、呼吁、引导”。

Part B 阅读的方法

J字 一、文章总体分析

回瞄·回

回疆军斟明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摘自 2006 年出版的一本书作 ： Ways of Reading: Advanced Reading Slzills for Students of 

E吨lish Li terature 《阅读的方法 ：英语文学专业高级阅读技巧》。文章通过评论“阅读过程”指出，不同读

者对相同文本存在多元化解读，而多元化解读对于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 全文可分

为三大部分：第一段引出话题“如何进行阅读”，并介绍阅读理解的基本过程 。 第二 、三段对阅 i卖过程进

行评论：不仅包括被动接收信息，还包括主动推理和解决问题，不同读者对相同文本的解读不尽相同 。

第四、五段进而分述影响读者对文本解读的两个因素 ：个人背景信息、读者对文本的特殊兴趣 。

登二、宽第分橱
I How does your read ing proceed( ? Clearly you try to 

comprehendC2l , in t he sense of identifying meanings for 

individual words and working out relationships bet ween 

them, drawing on your implicit( knowledge of English 

grammar. (41) You begin to 

infer a context for the text, for instance, by making 

decisions about what kind of speech event is involved: Who 

1s making the utterance® , to whom, when and where. 

你的阅读是如何得以持续 前进的 ？

显然，你会运用己掌握的英语语法知识，

设法从“确定每个单词含义、并理清饲与

词之间 关系”的角度去努力理解（文本） 。

(4 1 ) 你开始为

文本推理出一个语境，比如，确定涉及何

种言语事件：说者是谁，在对谁说，什 么时

间，什么地点 。

J 
－

E
川

－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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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
「
」

…

e词
…

( proceed [ pr;i1si:d] v. （某事）得以持续做／从事／进行 \\ ·经典搭配

( comprehend [ ,kompr1'hend J v. 理解，领悟（复杂或 > ( m the sense of 从某种含义／角度／意义上来说

困邓的事物） < ( work o ut 理解，设法弄懂某事

( implicit [ 1m1pl1s1t ］ α．内化的 ，内隐的，已经掌握的 ~ @ draw on （为某种目的）利用，动用（经验、知识等）

④U叫：e ［＇叫s］ η 言论，言辞 ：④s叫凹e口耐言学中的）言附件

；·击毒分析：~ ：：： ：／
第一段提出文章探讨主题“阅读如何得以持续前进”，并总体介绍阅读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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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旬开篇设问、提出全文话题：阅读如何得以持续前进？ read in g 为动作性名同，表示“阅读行为” ；

proceed 强调“进程（尤指停止或被打断后）继续推进”；二者共同表明作者观点 ：阅读是一个持续性的、不

断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畅通无阻 ，而是需要阅读者付出努力。

②至末旬进而介绍阅读的基本过程。②旬介绍初级环节：从词汇入手理解文本。 Clearly 奠定本句

基调：这是最直接 、最表层的理解 （即初级环节） 。 句子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 句子主干以 try to C 努力、

设法去做）、comprehend（“理解复杂或困难的事情”）表明阅读第一步“理解文本”，且暗示这并非轻而易

举。 方式状语 in t he se nse of .. . 说明理解文本的具体角度：从词汇入手，确定每个单词的含义，并理清同

与词之间关系。 另一层方式状语 drawing on . .. 则明确这一过程所借助的“工具”：读者已经内化的英语

语法规则 。

随后为空格 41。空格后旬子说明阅读的高级环节：给文本推理出一个语境。 You begin to 提示本环

节以前述环节为基础，属于更高层级的阅读理解 。 本句与②句核心同汇形成对比 context VS indi vidual 

word s 、 infer/ making decis ions VS comprehend/ ide n t ifying/ work ing out ，体现更大程度的“民者主动思

考”，实现环节的推进： 由“客观解读文本”至“惟迎文本语境”。 for instance . ．举例说明如何推理文本语

境 ：确定具体的言语事件（包括说者、昕者、时间、地点等） 。

II' The ways of reading indicated( here are without 

doubt kinds of comprehension@. But they show 

comprehension to co ns ist not jus t of pass ive assimilation® 

but o f ac ti ve engagem ent in inference and problem 

so lving. You infer informatio n yo u fe el th e writer has 

invited® yo u to grasp by presenting you with spec ific 

evidence and clues; (42) 

毫无疑问 ，这里所介绍的阅读方法是不

同种类的理解过程 。 但它们表明理解不仅

包括被动地吸收，还包括主动参与推理及问

题解决 。 推理那些你认为作者通过呈现给

你具体证据和线索而邀请你去抓住的信息 ；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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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段对阅读理解过程进行评论：不同读者的理解轨迹并不完全相同。

第二段指出阅读过程不仅包括被动接收信息，更包括主动参与推理和问题解决。

①旬承上指出毋庸置疑的观点：上述阅读方法是不同种类的理解过程。 The ways of reading indicated 

here 概指首段 内容； without doubt 引出其中显 而易见 的、人们普遍认同 的观点 ； kinds of comprehension 

C comprehension 意为 the act or process of comprehending“理解行为或过程”； kinds o f 指→个利：类里面有很多

种）既体现差异、又体现共性 ，指出上述阅读方式有所不同，但均属“理解（过程）”范畴 。

②旬转而（ But）提出作者重在呈现的观点（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的方面）：理解过程不仅包括被动接
收信息，更包括主动参与推理及问题解决。 句子以递进结构 consis t s not jus t of. .. but o f. .. 连接互为补

充的词对 pass ive assimil at i on 和 act i ve engagem ent in .. .，评述指出阅民理解的完整过程“需要对文本的

客观分析、被动吸收，但更重要的是超越文本 、主动思考、推理！隐含信息”（后者才是阅读的精髓）。

③旬进而指出哪些信息需要读者的主动推理：你认为作者“邀请”你通过文中线索去抓取的信息。

句中 you infe r 、 yo u fee l 凸 显读者的“主动性”、并 H音示不同读者之间的“差异性” 。 ha s invited you to 

51 



gras p 、 presenting you with specifi c evidence and clu es 形象展现“在文本之中故意留下证据和线索 ，邀请、

引诱读者进行推理 、抓取深层信息，从而和 自己产生共鸣”的作者，并侧面表明读者积极主动进行推理的

必要性（这是作者的深层 目的，是读者所应汲取的深层信息） 。 s pec i f i c evidence and clues ( spec ifi c 意 为

“明确的，具体的”）则说明推理过程受到作者行文构思和写作意图的制约 。 随后出现空格 42 。

Conceived( in thi s way, comprehens ion will not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t rack for each r eader. What is in 

ques tion is not the retrieval( of an abso lut e , fixed or 

‘ true ’ meaning that can be read off and checked for 

accuracy, or some timelessQJ relation of the text to the 

world. (43) 

这样看来，每位读者的理解轨迹并不完

全相同 。 这里所说的不是读取那些能够快速

读出且能检验正误的绝对的、确定的或“真实

的”意思，也不是读取文本与世界的某些永恒

联系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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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n…叫谈及的 ，被讨论的
~ ( read o ff 迅速耻M读完

c ~ ：请集资：析：• ：： i i/
第三段进－步评论，指出阅读路径会因人而异，阅读的要义并非核验文本中的确定性信息。

①旬承上段指出每个人的阅读轨迹不尽相同。 Conce i ved in thi s way Ji顶承第二段“阅读理解不仅包

含被动吸收（每个人吸收的信息不尽相同 ） ，更包括主动推理（每个人对不同信息进行惟理）”引出进－步

评述 。 will not fo llow exact ly the same tra ck 强调 （所以）每位读者的理解轨迹并不完全相同 。

②旬反面论证①旬观点，排除对“阅读理解轨迹不同”的可能误读。 What is in q u est i on 回应前句 ，

以主语从句起到提醒强调的功用 。 i s not . . . or. ..以否定排比结构进行全方位排除 ：不是读取文本中绝

对的、确定的、或“真实”的含义 ，也不是核验文本与世界的永恒关系”（呼之欲出的空格处信息即：而是与

读者个人及所处时代的联系） 。 注：句中 retri eva l 本意为“（从电脑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读取、检索 、还原

信息” ，这里用以比喻“读者读取、还原文字中的确定的信息” 。 随后出现空格 43 。

( conceive [ kan1si:v J v. 想象，设想

( retrieval [ rr'tri:val ］ 凡 （计算机系统的）检索

( timeless [ 'ta1mlas］ ι 永恒的 ，恒久的

IV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 inevitably refl ects 

who we are. (44) This 

doesn ' t, however, make interpretation merely r e la ti v巳

or even pointless( . Precise ly because reader s from 

different hi stori ca l periods , places and socia l 

experiences produc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of the same words on the page一including

for texts that engage with fund amental human 

concerns- debat es about text 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 le in social di scuss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这些背景信息必然会反映出读者的个人特

质 。（44) 然而，这

并不会使读者解读仅具有相对意义，甚至毫无

意义 。 恰恰是因为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

同地方、拥有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对页面上的

相同文字一一－包括那些涉及人类基本关切的文

本一一－产生不同但却相互重叠 的解读，关于这

些文本的辩论才在有关信仰和价值观的社会讨

论中走着重要作用 。

：：：＜司主注辞呈难句分析：：• ： ；／
( pointless [ 'p;:nntlas］ α． 无益的 ，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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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 'ri :d1Q ］ η．（对某句话、事件等） JJl1解，解读 ；～WI叫叩…系
．经典搭配

Precisely because reader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plac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produc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of the same words on the page- including for texts that engage with 

fundamental human concerns debates about tex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iscuss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功能注释：本句为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合句 。 主干为 debat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 .，指

出“对文本的辩论”意义重大 ； beca u se 引导的从句说明原因 。 破折号内容补充说明 the same words on 

the page 。

结构切分：

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including for texts that engage 

with fi.mdamental human concerns一

插入语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plac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Pr四is巳ly because readers produc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of the same words on the page 

状话引导词主语谓语 宾语

原因状语从句
句子主干： 1 T debates about tex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iscuss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主语 谓语 状语（表示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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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语
－

第四、五段进而明确影晌读者对文本解读的两个因素。

第四段分析因素之一：读者个人背景。

首旬承上启下 ：上述背景信息必然反映读者的个人特质（ &n ：读者的背景信息影晌其阅读理解，而不
同读者背景信息又各具特质）。 Such bac kgro und mate rial 回指上文，暗示上段空格处提及“个人背景信

息” 。 refl ects who we are 中的 we 与 i二 文反复 出现的 Your/ you 在本文均指“正在理解文本的读者”；

reflec ts 暗示因果关系：“我们是谁”影 H向“我们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即：背景信息因人而异 。

随后为空格 44。空格后第一旬发生语义转折（ however ），指出“这”（ This 回指空格内容 ）不会使读者

解读仅具有相对意义，甚至毫无意义（旬子整体观点可概括为：“这”并不会使读者解读毫无价值） 。

interpretat ion（意为 the particular way sth is und ers tood “［ 以 某种方式］理解，解释”）与上文

comprehens i o n 基本含义相同，但更强调不同民者对文本理解的独特性、个体性 。

空格后第二旬进而明确指出，读者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在文本解读中具有重要价值。 本句以

Precisely b eca u se （强调直接因果关系）、 prod u ce（暗含因果关系）形成逻辑链条 ：读者背景信息不同→对

同一文本作出不同、但交叠的解读（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文本内容可展开辩论、在就信

仰和l价值观的社会讨论中起到重要作用 。 句中 readers from different hi stori ca l periods, places and social 

expe ri ences 复现上文 background materi al 以及 who we are ，指向本段论述焦点“读者个人背景” 。 play an 

important ro l e 强调“读者因背景信息不同而对同一文本信息作出不同解读”的积极作用 。 注：句中

reading 与 首段首句 reading 含义不同，这里指“结果·对文本做出的最终解读”（ 同义 替换上文

in terp reta t i on ） 。 Th e same words on the page 字面意思为“页面上相同的文字”，小可指“单词，句子”，大

可指“篇章、书作”，和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形成巨大落差， 凸显不同读者对相同文字的解读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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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How we read a gi ven text also depends to some 

extent on our particu lar interest in r eading it. ( 45 ) 

Such dimensions:n of r eading 

suggest ·- as others introduced later in the book will 

a lso do - that we bring an implicit ( often 

unacknow ledged) agenda( to any act of reading. It 
doesn't then necessari ly fo llow that one kind of reading 

is full er, more advanced and more worthwhi le than 

another. Idea lly, different kinds of reading inform® 

each other , and act as useful reference points for and 

counterbalances® to one another. Together, they make 

up the r eading component® of yo ur overall literacy® , or 

relations hip to your surrounding textual environment. 

如何阅读某一特定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也

取决于读者对阅读该文本的特殊兴趣。 （ 45)

这些层面的阅读

表明一－一以及其他在本书后文介绍的阅读层

面也表明一一读者会将某种潜在的（通常未被

意识到的）动机带入到所有阅读行为中来 。 因

此没有必妥认为一种阅读层面比另外一种更

充分、更高级、更有价值。 理想的情况是，不同

层面的阅读方式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互为有用

的参考点，相互平衡。 它们共同构成了读者整

体读写能力或读者与周围话语环境关系的阅

读部分。

J 
析

…

分
…

…旬…难
…

－

与’释
－

u

注
一

「
」
·

．
词

φ

( dimension [da11menJan］ 凡维度

( agenda [ a'd3enda] n. （未言明的或潜在的）动机

( inform [ rn 1f:J: m] v. 对……有影响

$ ( counterbalance [ 'kaunta, brelans] n. 抗衡，平衡; ⑤compon叫kam'pau叫］ η 成分，组成部分
1$ ® literacy [ 11阳ras1 ] n . 读写能力，文化水平

:: i董事分析＜ 1'
第五段分析影晌文本解读的因素之二：读者对文本的特定兴趣。

首句指出，阅读方式还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特定兴趣。 al so 提示本段与上段为并列关系，引出影响

阅读的另一个人因素 。 our particular interest in reading it( particu lar 意为“特殊的、特定的”； interest 此

处结合“兴趣”与“私利”两重含义）指向不同读者阅读某一文本的目的。

随后为空格 45 。 空格后第一旬指出“上述不同层面的阅读（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 回指空格内

容 ）表明我们会将某种潜在动机带入一切阅读行为 。 本句中 agenda 意为 usua ll y unstated und erlying 

mot i ve“（未言明的或潜在的）动机”）暗中照应首句 our particular inter est in r eading it . any 则囊括一切

阅读行为：任何阅读行为都有潜在动机 。

空格后第二句 ！ii页而否定各种层面的阅读有必然的优劣之分。 then 表明本句与上文为因果顺接逻

辑：因为一切阅读都不可避免带有潜在动机，所以没有必要区分优劣。部分否定 It doesn't necessarily 

fo llow that 说明“阅读的层面”（ one kind of reading 回指 dimensions of reading）和“阅读的功效”（ fu ller/ 

advanced/ worthwhil e） 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 其中 follow 意为“是……的必然结果，理所当然”。

空格后第三旬转而指出各种层面的阅读之间的理想关系：互相影晌、五为参考、相互平衡。 Idea lly

强调“理想情形”、暗示“实际情形”可能会有出入。

空格后第四旬进一步提升，指出不同层面的阅读共同构成读者整体读写能力或与周围话语环境关

系的阅读部分。 Together, they 表明本句将各种层面阅读看作一个整体，也即上文所述“阅读行为／阅读

过程” 。 overall li t eracy 指“整体读写能力”，是其内在文化素养的体现 。 surro unding t extual e川ironment

指一个人的“背景信息、阅读兴趣、阅读方式等”，是影响文本解读的外部因素 。 本句整体含义：不同的阅

读方式共同构成读者的阅读行为，而读者的阅读行为又受读者所处特殊文本环境因素的影响 。

[A] Are we studying that text and trying to respond in 

a way that fu lfi ls the requirement of a given course? 

Reading it simply for pleasure? Skimming( it for 

information? Ways of reading on a train or in bed are likely 

to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reading in a seminar<2>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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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们是在认真研读某一文本并试图通

过某种方式来回应，以达到一门指定课程的要

求？还是仅仅因为愉悦而阅读？抑或是为了获

取信息而浏览？乘火车或躺在床上时的阅读方

式很可能与在研讨室中的阅读方式大相径庭。



；：？由！／¢注在与；难句究中斤：；－ ：：： 1'
( skim [ skim] v. 浏览 ，略读 $ ( seminar [ ' sem 1 ina ：］ η． 研讨会，研讨课

〔A］读者阅读目的和阅读环境影晌其阅读的方式。

【要点解析】①前三句通过并列设问说明阅读目的不同 C fulfi ls the req uirement of a given course 、 for

pl eas t』 r e 、 for i nformation）， 阅读方式也随之不同 C study ing“认真研读，，、 R巳a cli ng“（一般） 阅 读，，、 Skimmin

“ H悔读”） 。 第 四句以直接列举的方式指出阅读环境／阅读目 的不同 （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时间而阅读／在床

上睡前随意阅读 vs 在研讨室中为做某种研究而阅读）， 阅读方式也差异巨大。②选项提及读者在不同

阅读目 的和阅读环境下会存在多种阅读方式，可能是第五段空格后句 Such dimens ions of reading“这些

层面的阅读”的具体所指 ，另外 ，选项主 旨“阅读目 的”也与第五段空格后句“读者的任何阅读行为都有潜

在动机驱使” C we bri ng an implicit agenda to any ac t of readi ng ） 内容相关。 【可选空格】空 45 。

[ BJ F acto rs s uch as the place and period in which we 

are reading, our gender, et hni city , age and social class 

will enco urage us toward s certain interpretations but at 

the same t ime obscure( or eve口 close off others. 

[BJ 诸如阅读的地点、时期，读者的性

别、种族、年龄和社会阶层这些因素会促使

读者倾向于某种解读 ，但与此同时会遮掩

甚或阻绝其他解读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开析 ＜ 1'
( obscure [ab 1skj ua]v. 遮掩，遮蔽 ~ ①c l…ff 使隔绝，阻绝

．经典搭配

[BJ 读者的个人特质影晌其对文本的解读。

【要点解析】 ①主语部分 Factors such as ... 可概括为“读者个人因素／个人特质”，与第 四段空格后第

二句 readers from different his torical periods, places and social experi ences 近义 ，且两者均强调读者个人因素

影响其对文本 的 解读 C encourage us towards .. . but ... obscure . .. VS produc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readings . .. ） ， 内容上密切相关。②Factors such as . . .也可能是第四段首句省略回指词 Such background 

materi a l“这些背景信息”的具体所指，即选项也可能出现在第三段末 。 【可选空格】空 43 或 440

[ C] H yo u ar e unfamiliar with words or idioms( , you 

guess at their meaning, using clues presen ted in the 

context. On the assump ti on that t hey will becom e relevant 

later , yo u make a menta l not e of di scourse entit ies as we ll 

as possible links between them. 

[ CJ 如采不 熟 悉某些单词或习语 ， 你

可以利用上下文出现的 线索 来猜测词义 。

假设它们在后文中相互联系， 你 （在阅读

时〉将语篇实体及其之间可能的联系记在

脑中 。

；二词汇注释与在句分析＜ ；／
( idiom [ ' 1d1am］ η． 成语 ， 习语，惯用语

．经典搭配

\\ ( make a mental note 记在脑子里，记在心里

; (d…se er叫附实体

[CJ 利用上下文线索猜测词义；记住文本中语篇实体及其可能存在的联系。

【要点解析】①选项第一句关注“陌生词汇”，指导读者“在不知道词义 的情况下如何猜测词义以理

解文本”，与首段第二句“在知道同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词义及其关系 以理解文本”互为补充 ， 均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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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手去理解文本呈现的客观信息。②第二句由“同汇”（they 回指前句 words or idioms）过渡到“语篇

实体”，指导读者联系文本中的“语篇实体”来帮助阅读理解，是对文本内容的进一步归整和提炼，也即

第二句与第一句存在递进关系；③选项提及“语篇实体”（指文本中的人、物、事件、过程、行为等）及其

联系，与首段末句所述“文本语境”（说话人、昕话人、时间、地点等）内容相关 。 【可选空格】空 41 。

[DJ In effect , you try to reconstruct( the likely 

meanings or effects that any given sentence, image or 

reference® might have had: These might be the ones the 

author intended. 

[DJ 事实上 ， 你试图重现任何给定句

子、图像、引用可能蕴含的意思或效果 ： 这

些可能是作者意欲表达的 。

( reconstruct [, ri:kan'strAkt] v. 重构，重现

：－：由辛苦每当在：句分析：：~ ：：： Ji
$(reference [ 1 refarans］ 凡寻｜用，参考

〔D］读者应通过重构文本来揣摩作者的隐含之意。

【要点解析】①首词 in effect “事实上”提示本句与前文所述主题相同，是对前文信息的进一步明确 。

②句 recons truct the likely meaning or effects “重现可能的含义或效果”、 the ones the author intended“作

者欲表达的信息”均与文本隐含内容相关，需要读者进行推理，与第二段主旨词 inference/ infer 相关 ；同

时 any given sentence, image or reference 也可能是空格后句 specifi c ev idence and clu es 的举例说明 。 【可

选空格】空 42 。

[E] You make further inferences, for instance, about 

how the text may be significant to you, or about its 

validity( - inference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ersonal 

response for which the author will inevitably be far less 

responsible. 

[E］ 读者继续深入推理，比如，文本对

你有何意 义，或文本效度如何一一这些推

理构成读者个人反应的基础，而读者个人

( validity [ va111dat1 ］ η．有效性，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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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读者对文本进行的深入推理构成读者个人反应，而读者个人反应受到文本仰者的影晌较小。

E要点解析】 ①You make furth er infe rences 提示上文提到了对文本内容的初步推理，第二段空格前句

You infer information 复现关键词 infer，可能与之形成递进关系；另外比较级 the aut hor. .. be far less 

responsibl e 提示前文所述读者初步推理受到文本作者的影响相对较大； ② how the t ext may be 

significant to you, personal response 表明选项所述的“进一步推理”已经超越给定文本本身，侧重文本对

读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必然存在个体差异性，也即每个读者对文本的推理不尽相同，与第三段首句“读

者的阅读轨迹不尽相同”内容上可能相关 。 【可选空格】空 42 。

[ F ] In plays, novels and narrative poems, 

characters( speak as constructs® created by the author, 

not necessarily as mouthpieces® for the author ’s ow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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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在戏剧、 小说和叙事诗中，人物话

语都是基于作者的构思，不 一定是作者个

人想法的代言人。



:_ ~；词t注释：与难：句分析； ＜ fl
( character [ 1 k配r1 kta J n. （书电影中的）人物，角色 II 证据得出的）构想，观念，概念

( construct [ 1konst川kt ] n. （根据不总是真实的各种 \J @mouthpiece [ 1maoB. pi:s］凡代言人， l喉舌

[ F］作品中的人物话语虽是基于作者的构思，但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想法。

【要点解析】 ①本句意在论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与作者个人想法之间的不对等。②句出现不

同文学体裁“戏剧、小说、叙事诗”，可能是第五段空格后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不同层面的阅读”的

具体所指。 【可选空格】空 45 。

[G] Rather, we ascribe meanings to texts on th巳

bas i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hat we might call textual 

and contextua l material: between kinds of organization or 

patterning® we perceiveQl in a text ’s formal® structures ( so 

especia lly its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various kinds of 

background, socia l knowledge, belief and att itude that we 

bring to the text. 

[G］ 相反，我们赋予文本含义是基于

我们称之为“文本材料”和“语境材料”之间

的相互作用，即“我们从文本的形式结构

（特别是其语言结构）中洞悉的各种组织架

构或行文模式”与 “我们带入文本的各种背

景信息、社会知识、信仰以及态度”之间的

相互作用 。

：＞：词汇注：在当难旬；分析－：：： fl 
( interaction [ 1ntar'rekfan J η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 patterning [ 1 p田tani'J ] n. 模式，形式

( perceive [pa'si:v J 队察觉，注意到

\\ @ formal [ 'fo:mal J α．形式上的，方式上的: ．经典搭配;?…be A to B 认为 B具有叫特征）

[G］“文本信息”和“语境信息”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理解文本含义的基础。

【要点解析】 ①选项指 ti:＼ “读者如何理解文本含义”（ ascrib e meanings to texts 意为“认为文本具有某

含义勺，引出两个新概念“文本材料”和“语境材料”，并分别解释 ：前者指“文本的组织架构或行文模式”

这类客观因素，后者指“读者代人文本的背景信息、个人认知、信仰态度等”主观因素，也即作者认为：读

者赋予文本某种意义（对文本持某种解读）是上述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②首词 Rather （相反，

而是）提示本句与上文为转折关系，且上文很可能否定一利！说法 ，本句则给出作者认同的说法，第三段空

格前句 What is in qu estion is not ...可在句式结构上与选项衔接。③选项末提及“读者个人背景、认知、

信仰等”，可能是第四段首句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这些背景信息”的具体所指。 【可选空格】空 43 。

综上，各空格可能对应的选项为：

空 41

[CJ 

空 42

[DJ [E] 

空 43

[B][G] 

41.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语义一致性＋上下文逻辑衔接

空 44

[BJ 

空 45

[A][F] 

E空格推测】 首段首句先提出问题“如何进行阅读”，第二句进而指出阅读初级环节“从词汇入手理解

文本给定的信息”，空格后一句则指出阅读高级环节“推理文本语境” 。 推测空格很可能介绍前后两个阅

读环节的中间环节或是两者的过渡 。

【答案敲定】 由选项分析可知，［CJ为本题备选项 。

[CJ第一句先以 If 从句假设情形“如果不知道词义该如何理解文本”，与上句“在知道词义的情况下

如何理解文本”顺承衔接，互为补充， guess at their meaning ( their 回指 words or idioms ）与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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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meanings for individual words 同义复现；选项第二句引人新概念“语篇实体”，指导读者如何从

语篇实体前后关联的角度来整体理解文本含义，可看作阅读过程的第二个环节。如此一来，选项与空格

上下文话题上实现从“词（ words) 语篇实体（ discours巳 entities) 语境（ context）＇’的过波，思维上也从

“确定词义以理解文本客观内容→记住语篇实体的联系以整体把握文本要义→推理语境以深入理解文

本”依次推进，是为阅读理解的完整过程 。 故［CJ与上下文衔接顺滑、逻辑通顺，为本题答案 。

42.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同义复现＋上下文逻辑衔接

【空格推测】 第二段第二句提出段落主旨“阅读理解还包括主动推理和解决问题”，之后以一个分句

具体论述“如何主动推理”，空格为另一个分句，也应对段落主旨作进一步阐释，应重点关注与 inference

和 problem-so l ving 有关的备选项。

【答案敲定】 由选项分析可知，［D][E］为本题备选项。

[DJ中主旨词“重现可能的含义或效果”、“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虽与读者推理相关，且 In effect 体

现的上下句间进一步明确的关系也说得通（推理文本中的证据线索隐含的信息，以揣摩作者意图→实际

上（更确切地说），重现给定句子、图像或引用所隐含的意义或效果，这些可能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但选

项与上句所述推理过程均拘泥于文本框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者，读者自主思考引申的空间不大，也

即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基本相同，与空格下文第三段“如此看来，读者的阅读轨迹不尽相同”前后矛盾，故

排除 。

[E］指出“读者应继续深入推理、超越文本本身”，是对段落主旨的进一步阐释，空格前句 You

infer ...和选项的 You make further inference ...体现两者递进，完整说明“阅读过程中应如何进行推

理”；同时空格前句的初步推理强调“根据作者留下的证据和线索来推理文本中言而未明的信息”，显然

受制于文本构思，受到作者影响较大，而选项侧重说明“读者基于个人实际情况而进行推理”，受作者影

响相对较小，选项中 the author. .. be far less responsible 所体现的前后比较关系成立。另外， ［ E］所述

“读者对文本具有个人独特反应”也与空格下段“如此看来，读者阅读轨迹不尽相同”暗存因果，衔接合

理，故 ［E］正确 。

43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上下文逻辑衔接＋词汇复现

【空格推测】空格前句以否定排比句式（What is in qustion is not . .. or ... or. .. ）否定人们对阅读理解

的一系列误解，推1mi 空格很可能转折给出作者认为的阅读理解的真正内涵 。

【答案敲定】 由选项分析可知，［B][G］为本题备选项。

[BJ 中 Factors such as ...列举读者个人背景信息，与第四段首句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 可能互为指

代，但选项与空格前句 What 'i s in question is not ...存在逻辑断层，同时选项中“个人背景信息促使读者倾

向某种解读”与空格前句“阅读理解不是读取、核验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客观信息”关联不大，故排除 。

[G］以 Rather 转折指出阅读理解的正确内涵“基于‘文本所呈现的客观信息’和‘语境所体现的读者

主观信息’的相互作用来理解文本含义”，与上句人们对阅读理解的误解“仅从文本客观信息角度来理解

文本”形成合理转折逻辑，两句一反一正，共同阐释第三段首句主旨“每位读者的阅读轨迹不尽相同”；另

外［G］中提及读者的个人因素（ various kinds of background, socia l knowledge , belief and attitude）也与第

四段首句的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 形成照应，故敲定［G］为答案 。

44.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代词指代＋上下文逻辑衔接

【空格推测】 第四段空格后两句转折（however）指出“读者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对文本理解具有积极

作用”，故推测空格内容很可能暗示“读者背景信息对文本解读存在负面影响” 。

【答案敲定】 由选项分析可知，［BJ为本题备选项。

[BJ指出“读者的性别、种族、社会阶层等这些个人特质会影响其对文本的解读、使其带上明显个人

主观色彩”，暗示读者个人特质可能不利于文本解读，能与空格下两句形成转折关系；同时 Factors s山h

as . ..也呼应首句 Such background material 、 who we are，实现与上文的衔接，故敲定［因为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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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代词指代＋上下文衔接

【空格推测】 空格上文提出观点“读者对文本的兴趣影响阅读方式”，结合空格后一句省 l咯回指词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 可推测空格处提及不同层面的阅读，且它们与读者对文本的兴趣有关。

【答案敲定】 由选项分析可知， ［A］［盯为本题备选项 。

[ A〕通过并列设问及直接举例的方式指出“读者的阅读 目的不同 （即 ，读者对文本兴趣不同），阅读方

式和阅读深度也不同” ，既例证说明了首句内容 ，也契合下文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 的具体所指，与

上下文衔接顺畅 ，故敲定为答案 。

[F］列举了几种文学体裁（戏剧、小说、叙事诗）可能会误导读者认为是下文 中 Such dimensions of 

reading 所指代的内容，但选项内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话语与作者个人想法并非等同”与段落首句“读

者对文本的特殊兴趣影响阅读方式”并不相关，故排除 。

Part C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

J守 一、文章总体分析
本文来源于历史学专著 An Outline of Ameγican H istory （《美国历史纲要》），讲述了 1 7 -1 8 世纪初

期欧洲移民浪潮中 ，欧洲各民族人们历经航海艰辛来到美洲 ，创建了美国，影响了其特点和命运 。

;f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精解
I Wi thin the span( of a hundred yea 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 uri es, a tide of 

emigration one of th e great folk wanderings® of 

his tory swept from Europe to America. ( 46 ) This 

movement, dri ven by powerful and diverse③ 

motivations® , built a nat ion out of a wildernessClil and, by 

its nat ure, shaped the charact er and destiny of an 

uncharted® continent. 

在十七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百年 间 ， 一

股移 民 浪潮一一一 次史 上 重 大的 民 间 迁

徙一一一迅速从欧洲 横扫至 美洲 。 （ 4 6 ）在各

种强大动机的推动下，这场迁移从荒野中造

就了一个民族，并循其本质塑造了一片全新

大陆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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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 spren] n. 跨度； 一段时间

( wandering [ 'wondariIJ] n. 流浪 ；漫游

( diverse [ da11v3:s] a . 多种多样的； 形形色色的

$ ( motivation [maut1 1ve巾n］ η．动机； 动力 ； 诱因: ⑤wi阳1ess [ 'w1ldams] n . 荒野；（草木丛生的 ）荒地
$ ( uncharted [An’tJa:t1d] a . 未知的，图上未标明的

1. within the span of 意为“在 …… （一段时间 ） 内 ” 。 Within the span of a few weeks, t he new 

president p ushed t hro ugh grea t legislative changes. 几周之内 ，新总统就促成多项重大立法改革 。

：·语篇分析 ＜ 1'
第一段讲述 1 7 - 1 8 世纪初期欧洲移民受各种动机驱使来到美洲，于荒野中造就了一个民族。

第一句指出 17 - 18 世纪初期掀起的移民浪潮。 插入语 one of the grea t fo lk wanderings of history 

突出这次移民浪潮的壮观浩大 。 sweep 一词表示移民迁徙之势很迅速 。 第二句 以 built a nat ion. 

and . .. shaped .. . 引出这次移民运动的结果和深远影响 。 This movement 回 指 em igrat ion，意指“这场迁

移” ； dri v巳n by powerful and di verse motivat i o ns 表明此次移民运动的驱使动机有多种且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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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需解：：＜ 1'

(46) This movem ent , driven by powerful and di verse motivations, CO. 5 分） // b uil t a na t10n out 

of a wilderness ( 0. 5) / / and , by i ts nat ure, shaped t he character and destiny of an uncharted 

contir ent . ( 1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 过去分词结构作状语、固定搭配。

［解题步骤］

1. 句法分析

T his mov巳ment, dri ven by powerful and di verse mot iva tions , built a nation out of a wilderness 
主语 过去分词结构做状语 谓语1 宾语I 状语

and, by its nature, shaped the charact er and des tin y of an uncharted continent. 
并歹，J 连词 状语 谓语2 宾语2

2. 句子注释

过去分词结构 driven by power[ ul and diverse moti vat i ons 做状语，将主语与谓语分开，修饰整个句

子；翻译时需将其提至句首位置，译为“在……的椎动下”，以符合汉语中将原因铺垫在前的习惯 。

3 . 词义确定

Cl) build 与 road 等有形物体搭配时意为“修建”；但此处跟 nation 一词连用，意为“造就” 。

(2) shape 常见动词义为“使成为……形状（或样子）”， 当它跟抽象类名词如“想法，信仰等”连用，表示“形

成（某种想法、信仰）；决定（某事物的发展方向）”，在此句中应按照搭配习惯译为“塑造特征，决定命运”。

(3) by its na ture 意为“就其本质而言”，即“按照这场迁移的本质（塑造……）”，可译为“循其本质” 。

4 .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在各种强大动机的推动下，这场迁移从荒野中造就了一个民族，并循其本质塑造了一片全新大陆的

特点，决定了它的命运 。

( 4 7) The United Stat es is the produ :t of two 

principal<D forces- the immigration of European peopl es 

with their va ri ed ideas , cus toms , and nationa l 

character, s tie s and the impact of a new country which 

modified<Z th ese traits®. Of necessity® , co lonia l Ameri ca 

was a projectior ® of Europe. Across t七E Atlantic came 

successive ID groups of Englishmen , Frenchmen, Germans, 

Scots • In shrnen, Dutchmen, Swed e巳 ， and many others 

who attempted to transplant( their ha。it s and traditions to 

th e 们 ew world. ( 48 ) But the forc巳 of geograph ic 

cond itioni; peculiar® to America, th e interp lay of the 

va ri ed na tional groups upon one ano t her , and the sheer® 

diffi culty of mainta ining old-world ways in a raw, new 

co口 t in ent caused s ignificant c hanges . 丁hese changes were 

gradua l and at fir st sca rcely visibl e. But the result was a 

new social patte rn whi ch, although it resembled European 

society in many ways, had a character that was di stinctl y 

American. 

60 

( 47 ）合众国是两股主要力量作用的产

物，一是具有不同思想、凤俗和民族特点的

欧洲各民族的迁入，二是一个新国家因改

变了这些特性而产生的影晌。 不 可避免

地 ，殖民地时期的美 洲 是欧洲 的 投影 。 成

群的英格兰人、法国 人、德国人、苏格兰人 、

爱尔 兰人、荷兰人 、 瑞典人、和许多其他民

族的人络绎不绝地横穿过大西洋，企图 把

他们的习惯和传统照搬到新世界里 。 （ 48 )

但是美洲特有地理条件的作用，不同族群

间的相互影晌，加上在一片荒蛮新大陆上

维持旧大陆方式的巨大困难，所有这一切

引起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渐进

的 ，最初 几乎不明显 。 但结采却形成 了一

种新的社会模式，尽管 它在很多方面 与 欧

洲社会相似，但却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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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 'prmsapal］ α．最重要的； 主要的；首要的

( modify [ 1m口d1 fa 1 ］ 队改变，更改，改造 ； 减轻，缓和

( trait [trert] n. 特点，特性，特征

( of necessity 必然，不可避免地

( projection [ pra'd3ekJan］ η．心理投射；设计，规划

$ ( successive [sak'ses1v ］ α．相继的，继承的，接替的

! ( transplant [tnens1pla叫 u 移植；移种，移民，迁移
)) ® peculiar [ p11kju:1Ia] a. 奇怪的，古怪的；异常的；特; 有的 ，特殊的
$ ( sheer [ J旧］ α．完全的，全然的；绝对的

1. of necessity 意为“无法避免地” 。 This is , of necessity, a brief and incomplete account. 这必然是一

个简略的、不完整的描述 。

2. peculiar to 意为“（个人或团体）特有的，独具的” 。 a humour that is peculiar to American s itcoms 

美国情景喜剧特有的幽默 。

＞： ：语篇分析.＜ 1'
第二段说明美洲在欧洲移民迁入及自身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化。

首旬总起全段，指出合众国是两种主要力量作用下的产物。 其中 European peoples 指的是欧洲各民

族； modify 体现了众合国就如“文化大熔炉”，对欧美移民各类文化风俗兼收并蓄且对其进行修正。

第二、三旬解释首旬中的其一方面。 第二句中 Of necessit y 突 出移民影响力之无可避免性 。 第三句

具体解释这种影响力是如何生成的：欧洲移民将其习俗、传统照搬到美洲得以传播发展 。 success i ve

groups of Engli shmen ... and many ot he r s 列举多种种族的移民，旨在凸显移民群体背后的文化习俗种类

繁多，呼应首句 vari ed 一词； successive 一词凸显移民活动如火如荼之盛况 。 attempt 意为“努力，尝试，

企图（尤指困难的事情）”，表明欧洲各族移民对美洲竭力进行有意识的文化输出 。

后三句解释首句中的其二方面 。 第四句指出美VM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the force 、 th e interplay 、

the sheer difficulty 引出造成这种变化的三种原因， old world ways 指相对于美洲而言，欧洲的旧方式 。

第五句描述这些变化的特点：渐进的（gradual) ，起初几乎不明显（ scarcely visibl e ） 。 第六句指出这种变化

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句首 But 引发转折，扭转第五句 gradua l 和 a t fir st scarcely v i s ibl e 营造

的舒缓节奏 。 以插入语 al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突出主句重点 ：这种新模式独具美国特色 。

：：： •：：真：题精解：：• ： i i/

(47) T he U nited S tates is t he product of two principal forces一 （0. 5 分） / / th e immigration of 

European peoples wit h t hei.r var ied ideas, custom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 0. 5 分ν／ and t he 

impact of a new co untry(O . 5 分） //w hich modifi ed th ese t raits. (0 .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同位语、介词结构、后置定语、定i吾从句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The United States 
主语

IS th e product of two principal forc es• 

表语

th 巳 immigration

同 f主语· l 系动饲

of Eurooean peoples with their varied ideas, custom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 ics and the impact 
介词结构做后直定语 连词同位语2

of a new country which modified these traits. 
后直定语 文语从句做后直定语

2. 旬子注释

本句难点在于确定破折号后两个同位语之间的界限：可通过两个 of 结构初步确定；仔细阅读后发现

with. . . characteristics 其实是对 Europea n people 的修饰。由于同位语较长且均为 of 结构，故可译为

“的”字结构，即“……的迁入／影响”，并增译“一是……，二是……”以明确两者并列 。 此外， the produ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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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rincipal forces 可增译“作用”，即“两股主要力量作用下的产物”，以体现“力量发挥作用”的意味 。

the impact of a new country 可增译“产生”，即“新国家产生的影响”，以体现了“改变”的结果 。

3. 词义确定

Cl) produc t 常见意义为“产品”，此处是指某种情境下的一种 product ，可译为“产物，结果” 。

(2) people 做可数名词时意为“民族”，不可译为“人们”。

4.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合众国是两股主要力量作用的产物一－－－是具有不同思想、风俗和民族特点的欧洲各民族的迁入 ，

二是一个新国家因改变了这些特性而产生的影响 。

(48) But the force of geographic conditions peculiar to America, (0 . 5 分） / / the interplay of the 

varied national groups upon on巳 another, (0. 5 分） I I and the sheer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old-world 

ways in a raw, new continen(O. 5 分）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 0.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 并列主语，后置定语。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But the forc e of geographic conditions peculiar to Ameri ca , the interplay of the varied 
转折词主语l 后直定语 后直定语 主语2

national groups ui:on one another, and the sheer diffi culty of mainta ining old world ways 
后直；二语 并列连词 主语3 后直定语

in a raw, new continent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地点状语 谓语 宾语

2. 旬子注释

翻译本勾时需注意将主语结构中的定语提前，译为“……的作用／相互影响／的 巨大困难” 。 同时· ，由

于多个较长主语形成并列，所以可在谓语之前增译“所有这一切”，这样既概括了主语，又符合中文习惯 。

此外，主语 3 中的地点状语应提至该结构最前，这符合中文“先说时间地点后说事件”的习惯 。

3. 词义确定

(l)forc巳 常见含义为“武力，暴力”、“力，力量”、“作用，影响”、“（法律的）效力”等等，这里根据定语

“地理条件”应采取“作用，影响”的义项 。

( 2) peculiar 意为“怪异的”或“特有的”，但 peculiar to 结构只有“（对某人／物）特有的”含义 。

(3)raw 与 new共同修饰 continent ，由首段 wild盯ness（荒野）可确定它是形容新大陆的“蛮荒，原始”。

4.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但是美洲特若地理条件的作用，不同族群间的相互影响，加上在一片荒蛮新大陆上维持旧大陆方式

的巨大困难，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

illt (49) The firs t shiploads( of immigrants bound for 

the territory which is now the United Sta tes crossed the 

Atlantic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15th-and-

16th-century explo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meantime, thriving<ZI Spanish colonie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M吃xic), the West Indies , and South America. These 

travelns to North America came in small , unmercifully 

overcrowded craft. During their six to twelve- week voyage , 

they survived on barely enough food allotted( to them. Many 

of the ships were lost in storms , many passengers di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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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北美大陆探险

过去一百多年后，首批满载移民驶向今天合

众国这片疆土的船只横穿过了大西洋。与

此同时，繁荣的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墨西哥 ，

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已经建立起来。 这些

奔赴北美洲的旅客乘坐的船狭小又极其拥

挤。 在他们六至十二周的航海中，他们靠微

薄的食物自己给生存 。 许多船沉没在暴风雨

中，许多乘客命丧于疾病，婴儿几乎无法在



disease, and infants rarely survived the journey. Sometimes 

storms blew the vessels far off their course, and often calm 

brought unbearably© long delay. 

此次旅程中幸，存下来 。 有时候风暴刮得船

远远偏离航线，而经常性的平静无风又带来

难以忍受的长久性耽搁 。

； ；：词汇：注释与主导表达＜1'
( shipload ['J1pJaud] n. 船舶装货量；货物 $ 拨出，指定给
②川ng [ 18…J] a. 兴旺的，旺盛的，繁荣的 ! ( llI 

③all。t [ a'Iot] v. （按份额）分配，分给；为特定用途而 $ 忍地
1. survive on 意为“靠......幸存下来”。 I can’t S町叫ve on $ 40 a week. 一星期 40 美元，我无法维持生活。

：：： ~3吾篇分析：· ＿＼J
第三段具体描述欧洲移民漂洋过海到美洲的艰难航海历程。

第一、二句说明移民背景。 第一句指出首批欧洲移民来北美大陆的时间 。 the territory 指合众国疆

土； the 15th-and-16th century 巳xplo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指 15 至 16 世纪哥伦布探索发现新大

陆一一北美洲 。 第二句指出同时期，西班牙的殖民地已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建立起来，凸显该时期南、北

美洲殖民地的差异，暗示北美移民的艰辛。 thriving 突出西班牙的殖民地的繁荣发展势头 。

第三旬至第六句具体描述移民历程。 第三句中 unmercifully crowded 突 出其乘船漂疲的环境之糟

糕 。 第四句指出移民者航海时间久，且缺少食物 。 survived on barely enough food 凸显其穷困潦倒的处

境 。 第五六句描述了大海的变幻莫测及疾病突袭给移民者带来巨大挑战。 第五句中 lost in storms 、

died of disease 、 rare ly survived 突出了漂洋过海要突破重重艰难险阻。 第六句以 sometimes... and 

often . ..引出海的两种不利状况：偶发性的暴风雨及经常性的平静元风 。 其中 unbearably 修饰 long de

lay 凸显船只搁浅的日子让人束手无策难以忍受。

：：：－真霆拮但~：： 1'

( 49) The first shiploads of immigrants bound for the territory( 0. 5 分） / / which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0. 5 分） I/ crossed the Atlantic mor巳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15th『and-16th-century

explo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 1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后置定语，定i吾从旬，时间状语。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The first shiploads of immigrants bound for the territory which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crossed 
主语 后直定语 定语从句 谓语

the Atlantic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15th and-16th century explo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宾语 时间状语

2. 句子注释

翻译本句时，需将时间状语提至句首。该状语较长，以 after 为界限，可分割成两部分理解： the... 

E卫 plorations of. . .指对北美大陆的探险，more than. . . after 指距探险一百多年之后；因此整体可处理为“在

探险过云一百多年后”，然后再补齐修饰语。

3. 同义确定

( 1) shipload 意为“船舶运载量”，后面跟 immigrants 一词，指船上满载移民，可译为“满载移民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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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und for somewhere 意为“驶向某地”。本句中的 somewhere= which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直译

是“今天是合众国（的这块地方）”，可进一步处理成更为紧凑的“今天合众国这片疆土”。

4.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北美大陆探险过去一百多年后，首批满载移民驶向今天合众国这片疆土的船只横

穿过了大西洋。

IVτb the anxious tra川lers the sight of the American 

shore brought almost inexpressible© relier2' . Said one 

recorder of events,“The air at twelve leagues::JJ ' distance 

smelt as sweet as a new-blown garden. ” The cοlonists’ 

first glimpse of the new land was a sight of dense® woods. 

(50) The virgin forest with its richness and variety of tr巳es

was a real treasure-house which extended from Maine all the 

way down to Georgia. Here was abundant( fuel and 

lumber!ll . Here was the raw material of houses and furniture, 

ships and potasha> , dyes® and naval stores( . [399 words] 

对于这些焦虑的旅客来说，看见美国海

岸的那一刻带来的如释重负之感几乎难以

形容。 某个事件记录员说道，“远在十二里

格外的空气闻起来跟新盛开的花园一样芬

芳。”这些殖民者第一眼瞥见的是这片新大

陆上的茂密森林 。 （ 50 ）郁郁葱葱、树种繁多

的原始森林是一座从缅因一直向南绵延到

佐治亚的天然宝库。这里有丰富的燃料和

木材 。 这里有建造房子，家具和船只以及生

产钟减，染料和松月旨和l品的原材料 。

；二通车注：在与重点表达：~ ：：i i/
( inexpressible [ 1ruk 'spres1 b@I］ α．（感情）难以表达的， )\ ( abundant [ @1 bAnd阳t］ ι 大量的，充足的

无法形容的；不可胜言的 : ⑥川er ［＇川a］ η 木材
( relief [ ri I li:f] n. 缓解；宽慰 $ ( p<>tash [ 'pot配f] η．碳酸书jl ，苛性仰；仰碱

③l叩

( dense [ dens] a. 密集的，稠密的；浓密的 $ ( naval stores n. 松脂肯1J 品（用于堵塞木船的缝隙）

1. new-blown 意为“新开放的” 。 The garden is fill ed with new-blown flowers . 花园里尽是刚开放的花

朵。补充词组： full-blown“盛开的” 。 a full-blown ros巳盛开的玫瑰。 full-blown 可引申为“具一切应有特

征的；完善的” 。 a full-blown investigation 全面细致的调查。

:>J语毒分析：＜ ii
第四段描述移民者初见原始美洲的喜悦之惰，以及美洲森林及资源概况。

第一、二句描述了移民者抵达目 的地时的喜悦。 本段首句继上文描述移民们航海的重重险阻之后，

以 anxious travelers VS inexp ressible relief 凸显“久陷绝境下的焦虑不安之情”与“绝处逢生时的如释重

负之感”的鲜明对比。第二句借事件记录员之话重现当年移民的心情，例证首句 。

第三旬至第六旬描述美洲资源概况。 第三四句中以 a vista of dense woods 、 richness and variety of 

tre巳s 凸显森林资源的丰富 。 第五六句展现新大陆资源充足，种类多 。 raw material of. ..之后列举出各

种资源，尽显这片新土地在原始材料和资源方丽应有尽有 。

i：： •：主题精辟＜ 1'

(50) The vi.rgin forest with its richness and variety of trees(O. 5 分） / / was a real treasure-house 

(0.5 分） / / which extended from Maine( 0. 5 分） / / all the way down to Georgia. (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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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with 介词结构做后置定语 ，定语从旬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T he virgin for es t 

主语

wit h its richness and var iety of trees 

后直定语

was a rea l treas ure house 

系动词 表语

w hi ch extended from Maine a ll the way down to Georgia. 
定语从句

2 . 旬子注释

with 结构后 置修饰主语 The virgin fo res t ，翻译时应提前 。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表语

t reas ure h o u se，由于长度较长，本可按原文语序译出 ，但仔细一读从句内容，发现它是对 The virgin for est 

生长状态的描述，因此考虑将其提前，即“……的原始森林是一座从缅因……的宝库” 。

3 . 词义确定

Cl) virgi n 做形容同时有“未开发的，原始状态的”和“贞洁的，童贞的”含义，这里修饰“森林”，应取前

一个义项，译为“原始森林”。

C 2 ) r ichness 和 variety 之间有所区别：前者（“富足”）描述森林表现其“茂密”；后者则侧重于树木“品

种多样” 。 可译为“郁郁葱葱、树种繁多”的并列四字结构 。

(3)rea l 有“真正的，天然的（品质正宗）”、“真实的，实在的（而非虚幻）”、“十足的 ，完全的（表示强

调）”等多个义项，这里修饰“宝库”，应取第一个义项 ； 又因为这里指“原始森林”，故可译为“天然”，凸显

森林“自然形成而非人工种植”的特点 。

(4) extend 可表示“时间／空间上的延伸”、“肢体的舒展”或“服务、优惠等的适用对象”，此处描述森

林的覆盖状态，应译为“绵延” 。

’情
景

& 
要
求

4 .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郁郁葱葱、树种繁多的原始森林是一座从缅因一直向南绵延到佐治亚的天然宝库。

1. 解析题目指令，确定行文要点

抓取指令关键同

Yo u a re going to host a club 

reading session ' . 

Write an emai l' of abo ut 100 

wo rds recommending a book' 

to t he club members' . 

You' shou ld state reason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 

第三部分写作

Part A 推荐信

一、审题谋篇

梳理信息

1. 写作话题：读书会活动

2 . 写作类型：电子邮件

3 . 交际目的 ：推荐一本书并

说明理由

4 . 写作对象：读书会成员

5 . 写信人身份： 渎书会组

织者

归纳要点

1. 格式：书信（推荐信） 。

2 . 语域：①给读书会成员的电子

邮件属于公务信函，应使用正式

语体；②因是同龄人之间的交流，

因此语言不必过于拘谨 。

3 . 内容要点：①推荐一本书 ；②说

明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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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列关键词

( readi ng session 读书会；②recommend 推荐 ；③ta lented 有才能的；④female wri ter 女作家

3 . 行文思路

第一段：说明写作目的，并引出所要介绍的作品 ；

第二段 ：介绍此书的内容及特点 ；

第三段 ：表达期许，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Dear Friends, 

( As the host of the upcoming reading session, I am 

writing to yo u to recommend a plain but moving book, W e 

Three, written by Yang Jiang,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contemporary female wri ters. 

( With her great wisdom and perseverance, Yang Jiang 

tells us the love and support between her late daughter, 

husband and her in more t han 60 year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being happi ly together and heartbreakingly 

apart. ( By depicting dreams as well as realities, this book 

shows us t he sorrows and joys in life. ( In addition , 

through this common but extraordinary fami ly, we can see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

cherishing th巳ir families and being diligent in their studies, 

and can deeply rea liz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at happiness 

always comes along with troubles. 

( I hope you will enj oy t he book like me and share yo ur 

impressions of it during the session. 

〔篇章衔接］

Yours sincerely, 

Li 孔!Jing

参考译文

亲爱的朋友们 ：

①作为即将到来的读书会主持人 ，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平实但令人感动 的

作品《我们仨》一一作者是杨络先生 ， 当

代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 。

①杨蜂用其智慧和坚忍， 向我们讲

述了她和已故女儿、丈夫 60 多年相守

相助 、相聚相失的经历。②借助“梦境”

和“写实” ，这本书向我们展现了生活的

喜与悲。③另外 ，透过这个普通又不平

凡的家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学者珍视

家庭、勤奋治学的人格魅力，体会到“快

乐总是与烦恼相伴”的生活真谛 。

①希望大家会和我一样爱上这本

书，并在读书会上分享你的感想 。

诚挚的 ，

李明

第一段 （ 1 旬 ）：说明事由一一介绍一本书，并指出书名及其作者。

第二段 （ 3 旬 ）：①②句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其中②句突出强调本书的写作方式。①句继而介绍本

书的特点，也即作者对本书的评价（以 h addition 与前文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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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 1 旬 ） ：表达期许，期待大家喜欢这本书 ，并在读书会上分享感想。

［必备表达］

1. host [n . ］主持人 6. heartbreakingly [ad . J 使人心碎地

2. plain [a. ］简单的，平实的 7. extraordinary ［α．］非凡的

3. contemporary ［α．］当代的 8. intellectual [n. ］知识分子

4. perseverance [n. ］坚持不懈 9. diligent ［α．］勤奋的

5. late ［α． ］已故的



［活用外干！JJ

What it doesn ’ t show :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it has created -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 t have 

come along with it. 一－一－Forbes

译文 ：它没有展现出来的是 ：它引起的文化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

点拨： come along w i th 意为“随同 ， 和……一起” ，常用于表示“A 事物和 B 事物一同出现”，或“A 事

物随 B事物而来”。与之类似的还有 come together wi th 等表达 。

［精彩旬式］

In addition , 

衔接词

through this common but extraordinary family , 

方式状语

we can see 

主语 谓语1

the per son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一－cheri shing their fami lies and being diligent 

宾语1 同位语

in their s tudies , a nd can deeply r ealiz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at happiness always 

并坷莲词 谓语2 宾语2

comes along with tro ubles. 

meaning的同位语从句

旬子成形步骤 ：

①写出简单句

Through t hi s fa mily , we can see the per sonality of Chinese intell ectuals. 

T hey cheri sh their fa milies and work hard in their studi es. 

W e can also r ea lize the meaning of life. 

H appiness a lways comes a long with t ro ubles. 

②利用破折号、连词等将简单句整合

T hrough thi s fa mil y , we can see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 cherishing their fami li es 

and working hard in their studies, and can also reali ze the meaning of life that happiness always comes 

along with troubles. 

③通过添加形容词、介词短语、副词 ，替换动同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Through thi s common but extraord inary fam il y , w巳 can see the per sonali ty of Chinese intell ectua ls at 

that ti me - cherishing their fam ili es and be ing di li gent i 口 thei r studi es , and can deeply realiz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at happiness always comes along with troubles. 

④增加衔接成分 ，连贯上下文

In addit ion, through thi s common but extraordinary fam il y, we can . . . 

［模板提炼］

本模板由E优秀范文】提炼而来，适用于撰写推荐某本书的推荐信。

Dear 

As 一一一一’ I am writmg to you to recommend 一一一·

With , tell s us . By dep i cti吨， shows us 

through ， 咽re can see 

I hope yo u will enJ OY 一一一一 like me and share your impressions of It 一一一一·

In addit ion , 

Yours sincerely, 

Li 肌1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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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常用表达］

( 1 ） 开头语

三 、写作储备

φI’d like to recommend sth to you. 我想向你推荐……

争I want to introduce you sth which will probably attract your interest. 

我向你介绍……，它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 。

( 2 ）发展部分

伞Its ... is very special. 它的……很特别 。

争 It is r ecommendable for ．． ． 它因……而值得推荐 。

... The recommendation is given for. . . 由于……而做出这样的推荐 。

帚 Its appeal lies in . . .它的吸引力在于……

( 3 ）结束语

φIf you ... , you will immediately love it. 如果你……，你会马上喜欢上它。

集You shou ldn ’ t miss s uch a wonderfu l ．．．你不应该错过如此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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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going to hold a university music fes tival. Write an ema il of about 100 words recommending a 

so口g to the participants. 

You should state reasons for your r巳commendation.

You should write neat ly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sign yo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 Li Ming” instead. 

Do not writ e the address. (10 points) 

Part B 手机时代的聚会

一、审题谋篇

1. 解析图画信息，推导图画寓意

细节信息 信息解析 推导寓意

桌子上菜饭放得整整齐齐， 原本应该亲切交谈的朋友聚会，却因

还没有人动筷
图片反映的是聚餐前的场景

大家习惯玩手机，而变得死气沉沉。

四个人年龄相仿，挨在 一
手机让大家面对面交流的质量受到非

四个人是朋友关系 常大的负面影响 。 手机的出现对人际
起坐

交往的负面作用逐渐呈现，如何抵制
他们津津有味看着手机，却 习惯玩手机使人们即使在一 这样的影响是现代人需要关注 的
没有跟周围的人说话 起也很难进行面对丽交流 问题 。

2 . 罗列关键词

( dish [ n . ］ 菜；②seat [ v . J 坐 ；③play with phones 玩手机；④smart phone 智能手机 ；

( face- to-face commun i cat ion 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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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文思路

第一段：描述图片；

第二段：分析图片反映的问题；

第三段：总结前文，并提出建议 。

优秀范文

二、优秀范文赏析

( Four fri ends get together to have a dinner. ( What' s 

weird is that the four appear to be stranger to each other, not 

talking with fri ends seated beside but totally indulging in 

smart phones. 

( The picture revea ls a typi ca l scene for modern people. 

( Whenever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relax, they will fish out 

phones to play for a while. ( The warm face- to-fa ce 

communication which was taken for granted has been 

violently ruined by smart phones and become a luxury. ( It 

is challenging or even impossible for many people to 

co口centrate on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 As the quality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suffer an annoying 

dramatic deterioration, more and more peop le arrive at an 

agreement that people should shut down mobil e phones when 

being with fri ends or r巳latives. ⑤Unfortunate l y, it is only a 

theoretical opinion around the W eChat, a communication tool 

on the smart phone. ( Few people apply it into life. 

( The smart phone is rea ll y the most controversial 

modern invention, bringing enj oya ble relaxation and great 

convenience on one hand and ca using problematic phone 

addict ion and consequent interpersonal iso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 Rational a ttitude shou ld be paid to the mobil e 

phone. ( We should not squander the limited and precious 

time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on a lifeless machine. ( Due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act in real life. 

［篇章衔接］

参考译文

①四个朋友聚在一起吃饭二②奇

怪的是这四人似乎互相不认识，没有跟

坐在旁边的朋友说话，而是完全沉浸在

自 己智能手机上 。

①这幅图展现了一个对现代人来说

典型的一幕。②只要人们有机会放松一

下，他们就会掏出手机玩一会儿。③曾

经认为理所当然的温暖的面对面交流被

智能手机粗暴地破坏了，变成了一种奢

侈。 ④对大多数人来说专注于面对面交

流是个挑战，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⑤

随着人们之间情感交流质量恼人地大幅

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人们应该在与

朋友和亲戚在一起的时候关闭手机。⑥

不幸的是，这只是个流传于智能手机中

的一个交流工具一一微信上的理论性的

想法。⑦很少有人将之实施。

①智能手机真的是最有争议的现

代发明，一方面带来让人愉悦的休闲和

方便，另一方面造成迷恋手机的问题以

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 。 ②我

们应该理性对待手机。③不应该将与

朋友和亲人在一起的有限和宝贵的时

间花在无生命的机器上。④应该关注

现实生活中的交流。

第一段 （ 2 旬） ：①句总述图片的情景；②句描写图片中的细节。

第二段（ 7 旬）：①句由图片描写引人现象分析；②至④句通过今昔对比指出现象的问题；⑤至⑦句指

出人们对现象的反应和仍然存在的问题 。

第三段 （ 4 旬）：①句对上文进行总结；②至④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其中②句总述，③④句具体说明 。

［必备表达］

1. weird ［α．］奇怪的 6. det erioration [n. ］ 下降，恶化

2. indulge in 沉迷、沉浸 7. controversial 〔α． ］ 有争议的

3. fish out 掏出 8. problemati c ［α． ］ 问题的

4. challenging [a. ］ 充满挑战的 9. consequent ［α ． ］ 随之而来的

5. emotiona l interaction 情感交流 10. interpersonal i solation 人际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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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外干l门

1. There has been a lengthy negotiation to arri ve at a free trade agreement 一一－WHITEHOUSE

译文：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谈判 。

点拨： arrive at an agreement 意为“达成一致，同意”，可替换常用动词 agree/ accept 等，增加表达的灵活性。

2. H e sa id TV pundi ts squander far too much attention on the rhetoric of the candidates. 一一－NPR

译文：他说电视专家在候选人的空谈上浪费了太多精力。

点拨： squander A on B 意为“在……浪费……”， A 可以是 money/ time/ r esources/ op port uni ties 等 。

squander 可替换常用动词 waste a 

［精彩旬式］

1. What’S weird is 表语从句 ： that the four appear to be stranger to each other, 

主语从句系动词 引导词主语 谓语

not talking with friends seated beside but totally indulging in smart phones.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并列现在分词结构做状语

The four seem not to know abo ut each other. 

They don’t ta lk wit h others. 

They only play with smart phones. 

It is weird. 

②利用连词将简单句整合

It is weird that t he fo ur seem not to know abo ut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don ’t ta lk wit h others and 

only play wit h smart phones. 

③通过变换句式、替换动词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What ’s weird is t hat the four appear to be stranger to each other, no t talking with friends seated 

beside but totally indulging in smart phones. 

点评句式发光点 ：

本句使用“主语从句＋表语从句”的形式，强调出情景让人感到奇怪 。

2 . 时间状语 从句： As t he quality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suffer 
引亨词 主语 百百

an annoying dramatic d巳terior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arr ive at an agreement 同位语从句：

宾语 主语 谓语宾i吾

：豆豆t 旦旦主 should shut down mobi le phones 啊丛巳n 七εin~ with 行i.ends or r出.~！＂.~~－
引导词主语 谓语 宾语 （现在分词时间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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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The qua lity of communication declmes. 

Peop le are with fri ends or relat ives. 

Peop le shou ld shut clown mobi le phon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gree about it. 

②利用连词等将简单句整合

As the qua li ty of communication declin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gree that people shou ld shut down 



mobil e phones when they are with fri ends or r elatives. 

③通过增加形容词、替换动词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As the quality of 巳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suffer an an口oying dramatic deterrorat1on , 

more and more people arrive at an agreement that people should shut down mobi le phones wheηbeing with 

fri ends or relatives. 

［思路拓展］

图片描绘的是人们聚会时过度使用手机、导致面对面交流减少的现象，属于“批判引导类”话题。第

一段描述图片后，第二、三段可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可如范文所示，第二段重点阐述现象的危害，以及

人们对此想出的应对办法，第三段提出建议。另外，也可在第二段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段针对原

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应用模板］

I ( As we can see from the picture, ．② ①正如我们从图中看到的，

（描述图片内容）． ② 

E( The phenomenon r eflected in the picture is not rare I ①图片中的现象如今并不罕见，因

nowadays, as we always read news that （图片现象举 ｜ 为我们常常读到 的新闻 。 ②这

例）． ②Reasons w hy this kind of （现象） occurs from ｜种 频频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 ①

t ime to time are various. ( One of the possible causes is I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④另

一一一． ④It is a lso owing to the fact that . ｜一个原因是

皿① In any case, however, （错误行为的原因） ｜ ①然而无论如何， 从来不能

could never be the excuse for （错误行为）．② Hence ｜成为 的借口。②因此人们 （或：

one（或： citizens/ the public ] should （措施） to prevent I 公民／公众）应该 ， 以避免

（图片反映的现象） from occurring. ( Additionally, I 。③另外 ，人们（或：公民／公众）

effort s of indi viduals （或： citize口s/ the public ) should be ｜的努力应该辅以 的帮助，比如，

supplemented by 一一一一（措施） , for example , （举例｜ ，这对于 意义重大。

说明） , which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模板注释：该模板适用于“谴责批判类”话题作文，可适用于多数谴责批判类作文 。 该模板第二段主

要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随后第三段提出建议 。

三、写作储备

［写作素材积累］

争 Given technology ’s constant advancements, cell phones affe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因为科技的持续进步，手机以无法预期的结果影响着人际关系 。

品 As smart phones seep into public and private contexts, addi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emerge. The involvement of smart phones in interpersona l conflict can be seen when a mother tells her 

child to put their phone away during dinner, or when spouses become angry beca use their partner is on the 

phone inst ead of talking to them. As smart phones become more integrat ed into dail y social life , conflict 

may ari se 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way new technology is used. 

随着智能手机进入公共和私人领域，更多冲突的机会出现了。当一位母亲让孩子吃饭时把手机放

下，或者当配偶因另一半玩手机而没有与他们交流而生气时，会出现有智能手机参与的人际冲突。 随着

智能手机更多地进入社会生活，冲突将作为新科技使用中意外后果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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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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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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an essay of 160-200 words ba s巳d on the fo llowing picture. In your essay, you should 

1. describe the picture bri efly, 

2. interpret its intended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 tly on the ANSWER SHEET. (20 points) 

［话题词汇］

( vis it parents 探望父母；

( mobile phone addiction 沉迷手机；

( generation gap 代沟 ；

( help with housework 帮助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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