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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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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or D on ANSWER SHEET 1. (lOpoints) 

The ethical judg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recently. The court cannot 1 its legitimacy as guardian of the rule of 

law 2 justices behave like politicians. Yet, in several instances, justices acted in 

ways that 3 the court's reputation for being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Justice Antonin Scalia, for example, appeared at political events. That kind of 

activity makes it less likely that the court's decisions will be 4 as impartial 

judgments.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justices are not 5 by an ethics code. 

At the very least, the court should make itself 6 to the code of conduct 

that_7_ to the rest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is and other similar cases 8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1s still 

a _9_ between the court and politics.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envisioned law 10 having authority apart 

from politics. They gave justices permanent positions 11 they would be free 

to ___lL those in power and have no need to 13 political support. Our legal 

system was designed to set law apart from politic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so 

closely _H__. 

Constitutional law is political because it results from choices rooted in 

fundamental social 15 like liberty and property. When the court deals with 

social policy decisions, the law it 16 is inescapably political - which is why 

decisions split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are so easily 17 as unjust. 

The justices must 18 doubts about the court's legitimacy by making 

themselves 19 to the code of conduct. That would make rulings more likely to 

be seen as separate from politics and, 20 , convincing as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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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emphasize

2. [A] when

3. [A] restored

4. [A] challenged

5. [A] advanced

6. [A] resistant

7 .  [A] resorts 

8. [A] evade

9. [A] line

10. [A] by

11. [A] so

12. [A] serve

13. [A] confirm

14. [A] guarded

15. [A] concepts

16. [A] excludes

17 . [A] dismissed 

18. [A] suppress

19. [A] accessible

20. [A] by all means

Part A 

Directions: 

[B] maintain [C] modify [D] recognize

[B] lest [C] before [D] unless

[B] weakened [C] established [D] eliminated

[B] compromised [ C] suspected [D] accepted

[B] caught [C] bound [D] founded

[B] subject [C] immune [D] prone

[B] sticks [C] leads [D] applies

[B] raise [C] deny [D] settle

[B] barrier [C] similarity [D] conflict

[B] as [C] through [D] towards

[B] since [C] provided [D] though

[B] satisfy [C] upset [D] replace

[B] express [C] cultivate [D] offer

[B] followed [C] studied [D] tied

[B] theories [C] divisions [D] conventions

[B] questions [C] shapes [D] controls

[B] released [C] ranked [D] distorted

[B] exploit [C] address [D] ignore

[B] amiable [C] agreeable [D] accountable

[B] at all costs [C] in a word [D] as a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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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SHEET 1. (4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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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1 

Come on - Everybody's doing it. That whispered message, half invitation and 

half forcing, is what most of us think of when we hear the words peer pressure. It 

usually leads to no good - drinking, drugs and casual sex. But in her new book Join 

the Club, Tina Rosenberg contends that peer pressure can also be a positive force 

through what she calls the social cure, in which organizations and officials use the 

power of group dynamics to help individuals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possibly the 

world. 

Rosenberg, the recipient of a Pulitzer Prize, offers a host of examples of the 

social cure in action: In South Carolina, a state-sponsored antismoking program 

called Rage Against the Haze sets out to make cigarettes uncool. In South Africa, an 

HIV-prevention initiative known as loveLife recruits young people to promote safe 

sex among their peers. 

The idea seems promising, and Rosenberg is a perceptive observer. Her critique 

of the lameness of many public-health campaigns is spot-on: they fail to mobilize 

peer pressure for healthy habits, and they demonstrate a seriously flawed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y. "Dare to be different, please don't smoke!" pleads one 

billboard campaign aimed at reducing smoking among teenagers - teenagers, who 

desire nothing more than fitting in. Rosenberg argues convincingly that public-health 

advocates ought to take a page from advertisers, so skilled at applying peer pressure. 

But on the general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cure, Rosenberg is less persuasive. 

Join the Club is filled with too much irrelevant detail and not enough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that make peer pressure so powerful. The most 

glaring flaw of the social cure as it's presented here is that it doesn't work very well 

for very long. Rage Against the Haze failed once state funding was cut. Evidence that 

the loveLife program produces lasting changes is limited and mixed. 

There's no doubt that our peer groups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our behavior. 

An emerging body of research shows that positive health habits - as well as negative 

ones - spread through networks of friends via social communication. This is a subtle 

form of peer pressure: we unconsciously imitate the behavior we see every day. 

Far less certain, however, is how successfully experts and bureaucrats can select 

our peer groups and steer their activities in virtuous directions. It's like the teacher 

who breaks up the troublemakers in the back row by pairing them with better-behaved 

classmates. The tactic never really works. And that's the problem with a social cure 

engineered from the outside: in the real world, as in school, we insist on choosing our 

own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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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peer pressure often emerges as

[A] a supplement to the social cure.

[B] a stimulus to group dynamics.

[C] an obstacle to social progress.

[D] a cause of undesirable behaviors.

22. Rosenberg holds that public-health advocates should

[A] recruit professional advertisers.

[B] learn from advertisers' experience.

[C] stay away from commercial advertisers.

[D]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advertisements.

23. In the author's view, Rosenberg's book fails to

[A] adequately probe soci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B] effectively evade the flaws of the social cure.

[C] illustrate the functions of state funding.

[D] produce a long-lasting social effect.

24. Paragraph 5 shows that our imitation of behaviors

[A] is harmful to our networks of friends.

[B] will mislead behavioral studies.

[C] occurs without our realizing it.

[D] can produce negative health habits.

25. The author suggests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the effect of peer pressure is

[A] harmful.

[B] desirable.

[C] profound.

[D] questi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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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2 

A deal is a deal - except, apparently, when Entergy is involved. The company, a 
major energy supplier in New England, provoked justified outrage in Vermont last 
week when it announced it was reneging on a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abide by 
the state's strict nuclear regulations.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done precisely what it had long promised it would not: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ermont's rules in the federal court, as part of a 
desperate effort to keep its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plant running. It's a 
stunning move. 

The conflict has been surfacing since 2002, when the corporation bought 
Vermont's only nuclear power plant, an aging reactor in Vernon. As a condition of 
receiving state approval for the sale, the company agreed to seek permission from 
state regulators to operate past 2012. In 2006, the state went a step further, requiring 
that any extension of the plant's license be subject to the Vermont legislature's 
approval. Then, too, the company went along. 

Either Entergy never really intended to live by those commitments, or it simply 
didn't foresee what would happen next. A string of accidents, including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ling tower in 2007 and the disc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 s safety and Entergy' s 
management -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Enraged by Entergy's behavior, the Vermont Senate voted 26 to 4 last year 
against allowing an extension. 

Now the company is suddenly claiming that the 2002 agreement is invalid 
because of the 2006 legislation, and that onl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egulatory 
power over nuclear issues. The legal issues in the case are obscure: whereas the 
Supreme Court has ruled that states do have some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nuclear 
power, legal scholars say that Vermont case will offer a precedent-setting test of how 
far those powers extend. Certainly, there are valid concerns about the patchwork 
regulations that could result if every state sets its own rules. But had Entergy kept its 
word, that debate would be beside the point. 

The company se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its reputation in Vermont is already 
so damaged that it has nothing left to lose by going to war with the state. But there 
should be consequences. Permission to run a nuclear plant is a public trust. Entergy 
runs 11 other re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Pilgrim Nuclear station in 
Plymouth. Pledging to run Pilgrim safely, the company has applied for federal 
permission to keep it open for another 20 years. But as 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reviews the company's application, it should keep in mind what 
promises from Entergy are 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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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he phrase "reneging on" (Line 3, Para. 1)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A] condemning. 

[B] reaffirming. 

[C] dishonoring. 

[D] securing. 

27 . By entering into the 2002 agreement, Entergy intended to 

[A] obtain protection from Vermont regulators. 

[B] seek favor from the federal legislature. 

[C] acquire an extension of its business license. 

[D] get permission to purchase a power plant. 

28.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Entergy seems to have problems with its 

[A] managerial practices. 

[B] technical innovativeness. 

[C] financial goals. 

[D] business vision. 

29.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Vermont case will test 

[A] Entergy' s capacity to fulfill all its promises. 

[B] the nature of states' patchwork regulations. 

[C] the federal authority over nuclear issues. 

[D] the limits of states' power over nuclear issues. 

30.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A] Entergy' s business elsewhere might be affected. 

[B] the authority of the NRC will be defied. 

[C] Entergy will withdraw its Plymouth application. 

[D] Vermont's reputation might be damag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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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 

In the idealized version of how science is done, facts about the world are waiting 
to be observed and collected by objective researchers who use the scientific method 
to carry out their work. Bu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science, discovery frequently 
follows an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route. We aim to be objective, but we cannot 
escape the context of our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Prior knowledge and interests 
influence what we experience, what we think our experiences mean, and the 
subsequent actions we take. Opportunities for misinterpretation, error, and self
deception abound. 

Consequently, discovery claims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protoscience. Similar to 
newly staked mining claims, they are full of potential. But it takes collective scrutiny 
and acceptance to transform a discovery claim into a mature discovery. This is the 
credibility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s me, here, now becomes 
the community's anyone, anywhere, anytime. Objective knowledge is the goal, not the 
starting point. 

Once a discovery claim becomes public, the discoverer receives intellectual 
credit. But, unlike with mining claims, the community takes control of what happens 
next. Within th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researchers 
make discoveries; editors and reviewers act as gatekeepers by controlling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other scientists use the new finding to suit their own purposes; 
and finally, the public (including other scientists) receives the new discovery and 
possibly accompanying technology. As a discovery claim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shared and competing beliefs 
about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transforms an individual's discovery 
claim into the community's credible discovery. 

Two paradoxes exist throughout this credibility process. First, scientific work 
tends to focus on some aspect of prevailing knowledge that is viewed as incomplete 
or incorrect. Little reward accompanies dupl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The goal is new-search, not re-search. Not surprisingly, 
newly published discovery claims and credible discoveries that appear to be 
important and convincing will always be open to challenge and potential modification 
or refutation by future researchers. Second, novelty itself frequently provokes 
disbelief. Nobel Laureate and physiologist Albert Szent-Gyorgyi once described 
discovery as "seeing what everybody has seen and thinking what nobody has 
thought." But thinking what nobody else has thought and telling others what they 
have missed may not change their views. Sometimes years are required for truly 
novel discovery claims to be accepted and appreciated. 

In the end, credibility "happens" to a discovery claim - a process that 
corresponds to what philosopher Annette Baier has described as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We reason together, challenge, revise, and complete each other's reasoning 
and each other's conceptions of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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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B] misconception and deceptiveness. 

[C] logicality and objectivity. 

[D] systematicness and regularity. 

32.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2 that credibility process requires 

[A] strict inspection. 

[B] shared efforts. 

[C] individual wisdom. 

[D] persistent innovation. 

33. Paragraph 3 shows that a discovery claim becomes credible after it 

[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B] has been examin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 has received recognition from editors and reviewers. 

[D] has been frequently quoted by peer scientists. 

34. Albert Szent-Gyorgyi would most likely agree that 

[A] scientific claims will survive challenges. 

[B] discoveries today inspire future research. 

[C] efforts to make discoveries are justified. 

[D] scientific work calls for a critical mind. 

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A] Novelty as an Engin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 Collective Scrutiny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C] Evolution of Credibility in Doing Science. 

[D] Challenge to Credibility at the Gate to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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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4 

If the trade unionist Jimmy Hoffa were alive today, he would probably represent 

civil servants. When Hoffa's Teamsters were in their prime in 1960, only one in ten 

American government workers belonged to a union; now 36% do. In 2009 the 

number of unionists in America's public sector passed that of their fellow memb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Britain, more than half of public-sector workers but only about 

15% of private-sector ones are unionized.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public-sector unions' thriving. First, they can shut 

things down without suffer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nsequences. Second, they are 

mostly bright and well-educated. A quarter of America's public-sector workers have a 

university degree. Third, they now dominate left-of-centre politics. Some of their ties 

go back a long way. Britain's Labor Party, as its name implies,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trade unionism. Its current leader, Ed Miliband, owes his position to 

votes from public-sector unions. 

At the state level their influence can be even more fearsome. Mark Baldassare of 

the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points out that much of the state's budget is 

patrolled by unions. The teachers' unions keep an eye on schools, the CCPOA on 

prisons and a variety of labor groups on health care. 

In many rich countries average wages in the state sector are higher than in the 

private one. But the real gains come in benefits and work practices. Politicians have 

repeatedly "backloaded" public-sector pay deals, keeping the pay increases modest 

but adding to holidays and especially pensions that are already generous. 

Reform has been vigorously opposed, perhaps most notoriously in education, 

where charter schools, academies and merit pay all faced drawn-out battles. 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teachers' unions have fought against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 

As the cost to everyone else has become clearer, politicians have begun to clamp 

down. In Wisconsin the unions have rallied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against Scott 

Walker, the hardline Republican governor. But many within the public sector suffer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too. 

John Donahue at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points out that the norms of culture 

in Western civil services suit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 but is bad for high achievers. 

The only American public-sector workers who earn well above $250,000 a year are 

university sports coach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ankers' fat pay 

packets have attracted much criticism, but a public-sector system that does not reward 

high achievers may be a much bigger problem for Ame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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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t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first paragraph that 

[A] Teamsters still have a large body of members. 

[B] Jimmy Hoffa used to work as a civil servant. 

[C] unions have enlarged their public-sector membership. 

[D] the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nionists. 

3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Paragraph 2? 

[A] Public-sector unions are prudent in taking actions. 

[B] Education is required for public-sector union membership. 

[C] Labor Party has long been fighting against public-sector unions. 

[D] Public-sector unions seldom get in trouble for their actions. 

38.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 4 that the income in the state sector is 

[A] illegally secured. 

[B] indirectly augmented. 

[C] excessively increased. 

[D] fairly adjusted. 

39. The example of the unions in Wisconsin shows that unions 

[A] often run against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B] can change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C] may be a barrier to public-sector reforms. 

[D] are dominant in the government. 

40. John Donahue's attitude towards the public-sector system is one of 

[A] disapproval. 

[B] appreciation. 

[C] tolerance. 

[D] 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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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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SHEET 1. (10 points) 

Think of those fleeting moments when you look out of an aeroplane window and 
realise that you are flying, higher than a bird. Now think of your laptop, thinner than a 
brown-paper envelope, or your cellphon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Take a moment or 
two to wonder at those marvels. You are the lucky inheritor of a dream come tru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aw a collection of geniuses, warriors, 
entrepreneurs and visionaries labour to create a fabulous machine that could function 
as a typewriter and printing press, studio and theatre, paintbrush and gallery, piano and 
radio, the mail as well as the mail carrier. ( 41) ______________ _ 

The networked computer is an amazing device, the first media machine that 
serves a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means of distribution, site of reception, and place 
of praise and critique. The computer is the 21st century's culture machine. 

But for all the reasons there are to celebrate the computer, we must also act with 
caution. ( 42) _______________ 1 call it a secret war for two 
reasons. First, most people do not realise that there are strong commercial agendas at 
work to keep them in passive consumption mode. Secon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ho 
use networked computers to upload a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they are doing. 

All animals download, but only a few upload. Beavers build dams and birds 
make nests. Yet for the most part, the animal kingdom moves through the world 
downloading. Humans are unique in their capacity to not only make tools but then 
tum around and use them to create superfluous material goods - paintings,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 and superfluous experiences - music, literature, religion and philosopy. 
(43) _________ _ 

For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our new culture machines, most people are still stuck 
in download mode. Even after the advent of widespread social media, a pyramid of 
production remains,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uploading material, a slightly 
larger group commenting on or modifying that content, and a huge percentage 
remaining content to just consume. ( 44) ______________ _ 

Television is a one-way tap flowing into our homes. The hardest task that 
television asks of anyone is to turn the power off after he has turned it on. ( 45) 

What counts as meaningful uploading? My definition revolves around the 
concept of "stickiness" - creations and experiences to which others ad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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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f course, it is precisely these superfluous things that define human culture and 

ultimately what it is to be human. Downloading and consuming culture requires 

great skills, but failing to move beyond downloading is to strip oneself of a 

defining constituent of humanity. 

[B] Applications like tumblr.com, which allow users to combine pictures, words and 

other media in creative ways and then share them, have the potential to add 

stickiness by amusing, entertaining and enlightening others. 

[C] Not only did they develop such a device but by the tum of the millennium 

they had also managed to embed it in a worldwide system accessed by billions 

of people every day. 

[D] This is because the networked computer has sparked a secret war between 

downloading and uploading - between passive consumption and active 

creation - whose outcome will shape our collective future in ways we can 

only begin to imagine. 

[E] The challenge the computer mounts to television thus bears little similarity to 

one format being replaced by another in the manner of record players being 

replaced by CD players. 

[F] One reason for the persistence of this pyramid of production is that for the past 

half-century, much of the world's media culture has been defined by a single 

medium - television - and television is defined by downloading. 

[G] The networked computer offers the first chance in 50 years to reverse the flow, 

to encourage thoughtful downloading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meaningful 

up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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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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points) 

Since the days of Aristotle, a search for universal principles has characterized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some ways, this quest for commonalities defines science. 
Newton's laws of motion and Darwinian evolution each bind a host of different 
phenomena into a single explicatory framework. 

( 46) In physics, one approach takes this impulse for unification to its extreme, 
and seeks a theory of everything - a single generative equation for all we see. It is 
becoming less clear, however, that such a theory would be a simplification, given the 
dimensions and universes that it might entail. Nonetheless, unification of sorts 
remains a major goal. 

This tendency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has long been evid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oo. (47 ) Here, Darwinism seems to offer justification, for if all humans share 
common origins,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could also be 
traced to more constrained beginnings. Just as the bewildering variety of human 
courtship rituals might all be considered forms of sexual selection, perhaps the 
world's languages, music, social and religious customs and even history are governed 
by universal features. ( 48) To filter out what is unique from what is shared might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how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r arose and what guides it in 
evolutionary or cognitive terms. 

That, at least, is the hope. Bu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nguistic traits published 
online today supplies a reality check. Russell Gray a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d 
his colleagues consider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s in the light of two previous 
attempts to find universality in language.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efforts was initiated by Noam Chomsky, who 
suggested that humans are born with an innate language-acquisition capacity that 
dictates a universal grammar. A few generative rules are then sufficient to unfold the 
entir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which is why children can learn it so 
quickly. 

( 49) The second, by Joshua Greenberg, takes a more empirical approach to 
universality, identifying traits (particularly in word order) shared by many languages,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biases that result from cognitive constraints. 

Gray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put them to the test by examining four family trees 
that between them represent more than 2,000 languages. (50) Chomsky's grammar 
should show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the family tree or 
the pathway tracked through it, whereas Greenbergian universality predicts strong co
dependencies between particular types of word-order relations. Neither of these 
patterns is borne out by the analysis, suggesting that the structures of the languages 
are lineage-specific and not governed by univers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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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ll Writing 

Part A 

5 1. Directions: 

So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coming to your university. Write them an email in 

the name of the Students' Union to 

1) extend your welcome and

2)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ir campus life here.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on ANSWER SHEET 2. 

Do not sign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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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ing. In your essay

you should 

1) describe the drawing briefly

2) explain its intended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tly on ANSWER SHEET 2. (2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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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情况／条件，而“只有法官和｜政客一样行事，法庭才能维持其合法性”明显颠倒了逻辑 。

3. [ A] r esto red 恢复 [ BJ we此ened C使）变弱 ；削弱

[ CJ es tab li sh ed 建立 ；便被接受；使得到承认 [ DJ eliminated 消除，消灭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正确率： 38 %

［解题思路］ 空格句句首 Yet 表明本句与上文发生句意转折，因此反推得知，法官的行事方式没有维

护最高法院独立、公正的声誉，符合该逻辑的选项为［目 。

［错项排除］ 前文已暗示是“法官基本行为有问题”使法院招致伦理评判，故“恢复法院声誉”与文意相

悖， ［A］错误。［CJ 内含“从无到有”的逻辑，但“确立最高法院声誉”暗示其在此之前“不被接受，没有独立、

公正的声誉”，与事实不符；同时“建立法院声誉”为积极行为，不应是“问题法官”的行为。［DJ指“完全去除

不必要或不想要的事物”，而文中“法院声誉”显然不是“法官认为不必要或不想要的内容”。

II OJ ust ice Anton in Sca lia, for exampl e, appeared at 

po li ti ca l events. @ T hat kind of ac ti vity makes it less likely 

that the co urt 's decisions w ill be 4 as impartial 

Judgments. @Part of th e problem is that the justices are 

no t 5 by an ethics code( . 0 At the very least, the 

co urt should make itself 6 to the code of cond uct that 

7 to th e rest of th e ［巳d era l judiciary®. 

①例如，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曾

现身政治活动。②这种行为使最高法院的

裁定不太可能被视为公正判决。③部分问

题在于法官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④最起

码，最高法院自身应该服从那些适用于联

邦司法 系统其他部 门的行为准则 。

：：：~词汇注释 －：：： ：，
( code [ kdυd] 11 . 道德准则 $ ( judiciary [ d301d1J;C)n ] 11. 司法部，司法系统

：＞：：：主亟需事· －：：：： 主2
4 . [ A] c ha ll e nged 挑战，质疑 [ BJ compromi sed 违背；达不到；使遭受危险（或怀疑）

[ C] su s pected 怀疑，猜想 [ DJ accepted 接受；相信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正确率：4 1 %

［解题思路］ 首句 for example 表明本段例证上段末“法官损害了法 ｜览声誉”，由此判断这类行为会

“降低公众对法院裁定的认可度”，makes it less like l y 已表达 出否定含义，故空格处应眩表明“公众对法

院或法官原本的态度”；accepted 表示“相信／认为某事为真”，常用于～ sth as s th 结构中， i'i!i: [ D］正确 。

［错项排除］ [ A］与［CJ均含有“怀疑”之意，与 less li k e l y 连用，双重否定表肯定，即，人们认可法院裁

定的公正性，与文意相反；其次出与动词一起使用表示“作为”时，其后 内容与动同语义色影一致，而两

项为“否定”内涵，与“作为公正判决”不搭 。 ［ BJ作及物动词时有两层含义，或表示“违背（原则）”；或指

“使陷入危险”，但文中 decisions 本身并非“道妥协或被危及”的内容，其次该词与补rg. as ..不搭 。

5. [ A] adva nced 促进，推动；进步，发展；提出 [ BJ ca ught 逮住 dJR住 ； 当场发现（或发觉）

[ CJ bound 捆绑；约束 [ DJ found ed 创立，创建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正确率：28 %

［解题思路J Part of th e pro blem 表明本句解释②句“法院裁定认可度下降” 。 而已知“法官涉政损害

了法院声誉”，因此只能是“法官无视道德准则”，也即“不受准则约束”， be bound by 指“受（准则 、协议、法

规等）约束的”， ［CJ正确 。

［错项排除J [ A］宾语一般为 career/ know I edge 等，表示“取得进步”，与 jus ti ces 无法搭配； advanced

还可表示“提出（建议或提案等）”， by 后需为人或机构，此处 by 后为 ethics cod e ，主客体颠倒 。 ［ BJ“被道

德准则抓住、捕获”显然不合逻辑。［DJ错在把句中 jus ti ces 理解为“公正”，认为是“道德准绳未能建立起

公正”或“公正未能建立在道德准绳上 C be founded on/ upon ）” ； 但 by 后接“某一机构或个人” 。

6. [ A] resista nt C to）对……抵抗的，对抗的 [ BJ subj ect C to）服从于……的，受……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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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immune (to）免疫的；不受……影响的 [DJ prone ( to）很可能做（遭受）……的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形容词辨析。正确率： 39 %

［解题思路］ 空格后 the code of condu ct 与七文 et hi cs code 为对应成分； At the very l east （“最起码、

至少”）暗示此两句逻辑为：法官不受道德准则约束（就算了），但最少也要受行为准则约束 。 因此空格部

分要和上句 are not bound by 反向对应， be s ubject to 可以表示“须遵守某事物”，符合文意，［BJ正确。

［错项排除］ [A］表示 opposed to sth and want ing to prevent it , [ CJ表示 no t affected by s th ；此两项均

与文意相反 正DJ侧重“可能4性、趋向性” ， to 后面若为名词，多为“不好之事”，而文中为“准则” 。

7. [A] resorts (to）诉诸；求助于

[ CJ leads C to）导致，引起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动词短语。正确率： ：n %

[ BJ sticks ( to）坚持；维持

[ DJ app li es ( to）使用；应用；适用；有效

［解题思路］ 空格句 that 定语从句具体说明 the code of condu c t . 最高法院属于联邦司法系统的一

部分，故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应是司法系统内其他部门都适用 的， ［ DJ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A］ 内涵为“无奈下的最终选择”；而文中 tha t 定语从句中的主语为“行为准则”，“准则求

助于司法部门”显然不当 。 ［BJ或表示“遵守，信守（决定，信念等）”，或表示“继续做或使用某事（尤指困难

情况下）”，其后为“遵守或坚持的内容”，但空格后是遵守行为准则的主体，而非遵守的内容 。 ［CJ引出导致

的结果，而空格后为“具体部门”，并非“结果” 。

ill Thi s and other similar cases 8 the 

quest ion of whet her there is s till a 9 between the 
这一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引发了这样一个

问题， i!p 最高法院和政治之间是否还存有界限 。
court and pol1t1 cs. 

； 二辜霆墙也：－：：：1' 
8. [ A] evade 回避谈论；逃避 [ BJ ra i se 提，~：＼ ； I唤起，引发

[CJ deny 否认，否定 [ DJ settle 解决，处理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正确率： 5 9 %

［解题思路］ 句首 This 指代上文“法官现身政治事件”；下文指出宪法制定初衷就是要法律和政治分

离；由此推断本句针对法官不当行为提出质疑，并引出论证。［BJ用于“唤起对问题的思考”，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J [A］后接“问题或话题”时，表示“回避谈论”；而文中主语为“事件”，“事件回避问题”不合

逻辑。［DJ表示“让某问题、纠纷、争论尘埃落定”，强调结果 ，而本文问题刚刚提出 。［CJ否认的对象是一面

性的 ，而文中宾语是“两面性问题”，无法“否认”；其次出ny 发出者一般为“人”，而文中为“案例”。

9. [A] line 界限，边界 [ BJ barri er 屏障；障碍

[CJ similarity 相似性；相似处 [ DJ conflict 冲突；争执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十名词辨析。正确率：39 %

［解题思路］全文主题关乎“法官职业操守问题”， 即 ，“司法 vs 政治”应当分离，而近期法官的不当行

为引发争议；故推断本句为：公众对最高法院产生质疑， 自II 这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本应有的）界限； line

常用于指“两国／地之间的分界线”，文中 H俞指“司法和政治两者互不干涉”，故［A］正确 。

［错项排除］ [BJ 内涵为“实体所造成的阻 ｜桶”，而文中两者为抽象内容 。 ［ CJ表示“两者间的相似特

点”，在文中暗示“法院和政治两者之间原本很相似，如今消失殆尽”，有违常识。 ［DJ表示“严重冲突、分歧

或争论”，其主体是“国家、f,羊体”或是“信念、观点、利益等”；而“最高法院和政治”之间不涉及“冲突与否”。

10 

凹 0T he framers( of the Const itution envisioned® law 

having authority apart fromCD po liti cs. @They gave 

Justices permanent® positions 11 they wou ld be fr ee to 

①宪法的制定者们将法律设想为拥

有独立于政治的权威。②他们授予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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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ose in power and have no need to 13 political 

support. @ O ur lega l system was designed to set law apart 

from politics precise ly because they are so closely 14 

i ：~珩同：军＜ ii

终身职位，以便法官可以不受约束地打击

当权者 ，且无需寻求政治支持。③正是因

为法律与政治之间如此紧密相连，我们的

法律体系才有意将两者分离 。

( framer [ 'frrema] n. 制定者

( envision [ m'v13n] v. 展望；想象

\I @apart from 远离，脱离开

1 ④perrr阳

＞；真远远埠’：• ：：： i/
10. [A] by 通过 [BJ as 作为；当作 [CJ through 贯穿；凭借 [DJ towards 向着

［考点提炼］短语搭配＋介词辨析。 正确率： 25%

［解题思路］ 空格句由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 i tut ion 切入，表明作者欲从“国家成立之初构建法

律”的视角强调“法律本应有的客观性、独立性”，空格后 having authority apart from politics 与之吻合，是

制定者认定的内容， as 常与 regard/ see/ envi s ion 等连用，引出观点， ［BJ正确。

［错项排除］ 〔A］和［CJ 均引出“某动作／行为得以实现的方式”，而空格后是宪法制定者所设想的法律

应有的样子，而非“实现该设想的方式”。［DJ偏重“达成目标的过程”，而“独立、客观”对法律来说应该是绝

对性的原则，不存在“逐步达成”一说。

11. [A] so 以便；因此 [BJ since 自从；既然 [ CJ provided 只要 [ DJ though 虽然；不过

［考点提炼］旬内逻辑＋上下文语义 。 正确率：45%

［解题思路］ 空格句已知信息、 be fre e ... those in power 、 no need to .. . political support 暗中呼应上句

authority apart from politics，推断两句间为解释说明的关系，空格句介绍“法律和政治分离”的实现方式

（实行大法官终身制），通过这一方式，法官得以拥有不受政治影响的权力 ，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 so 与情态

动词连用，表示想要达成某结果的意愿， ［A］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BJ 引／J＼ “理由”，而文中 they would be . .. 是对未来结果的预想，明显不符。 ［CJ用于引出

某事实现的“充分条件”，而结合首句可知“他们赋予法官终身制”是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不涉及“把后期行

为作为前提”。［DJ除引 1:1：＼让步逻辑外还可表轻微转折，但空格前后为顺承关系，语义不涉及让步或转折。

12. [ A] serve 服务 [BJ sat i sfy 满足 [CJ u pset 使苦恼；打败 [DJ r eplace 代替，取代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熟词僻意。 正确率： 23%

［解题思路］ 段首句“宪法制定者们的设想是法律拥有独立于政治的权威”，也就是说，受终身制保护

的情况下，法官无需惧怕或迎合当权者，可以自由行使司法权；符合文意的只有［CJ ，此处用其僻意“打败

实力被认为远超 自 己的对手”，文中表示“法官可以毫无顾虑地惩治违法的当权者” 。

［错项排除J [A］强调“履行义务”； ［BJ表示“使满足”；两项均体现“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与文意相

反。［D〕表示“取代”，但法官与当权者（分别为“司法”和“行政勺隶属于不同系统，前者无法取代后者。

13. [ A] confirm 确认；巩固 [BJ express 表达 [CJ c ulti vate 结交 ；获得 [DJ offer 提供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熟词僻意。 正确率：23%

［解题思路］ 空格句中 and 表明 have no need to politi ca l s upport 和 be free to upset those in 

power 并列，表现法律制定者“赋予法官不受政治约束的独立地位”的目 的 ，故文意只能是“法官无需寻

求政治支持”， cu l tivate 有“争取支持”的语义 ，［CJ正确。

［错项排除J [A］内涵为“让自身的地位、角色或权力等更强大、更清晰”，暗示“对法官的政治支持本就

存在”，显然背离文意“法律和政治之间界限明晰” 。 根据文章，法律拥有独立于政治的权威，法官具有超然

地位，因此其本身没有政治性，故无法“表达”或“提供”政治支持，排除［BJ和［D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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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guarded 保卫；捍卫

[ CJ st udi ed 研究

［考点提炼］ 上下文i吾义。正确率 ： 54%

[BJ followed 跟随；遵循

[ DJ tied（使）紧密相连；（使）关系密切

［解题思路］ precisely （表强调，“正是、恰恰是”）修饰 because，使全句传递出“就是因为……，我们才有

意设立将两者分开的法律体系”的意味，暗示“法律和政治”在现实中很难脱离干系 ，［DJ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A］作及物动词时表示“捍卫权利或保守秘密等”；［BJ表示“接受，遵循忠告、指示等”；

而“两者被严格保密 、捍卫”和“两者被严格遵循”均将法律和政治置于一个层面讨论，与文意不符。［CJ

被 closely 修饰表示“两者经历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同样与文意无关 。

V 0Constitutional( law is political because 1t 

results from choices rooted in fundamentat0 social 

15 like liberty and property. 8 When t he court 

deals with social policy decisions, the law it 16 

is inescapably( political which is why decisions 

①宪法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基于自由和财

产等基本社会观念选择的结果。②当最高法院处

理有关社会政策的判决时，其所影晌的 法律不 可

避免地具有政治性一一这就是那些在意识形态上

有分歧的判决很容易被认为不公正而不被接受的
split along ideol吨icafD lines are so easily 

unjust. 

17 as 1 _m,、囚 。

（·词汇注：在三J
( constitutional [konst 1 1tju:Janal］ α．宪法的，立宪的

( fundamental [fAnda1mental] a . 基本的，根本的

II ( inescapably [ 1m'ske1pabl1] ad . 不可避免地

I) @ideological [,a山吕u'lod31kal］ α．意识形态的

川军；题精解. ＜ 1'
15. [A] concepts 观念，概念 [BJ theo ri es 理论；观点

[ CJ divisions 部门 ；分歧 [DJ convent ions 习俗 ；惯例

［考点提炼］ 旬内语义＋惯用搭配。正确率 ： 39%

［解题思路］ 句中 like 表举例，空格词应是“对自由和财产的总结和归类”， social concepts 指“社会观

念”，〔A］正确。

［错项排除］ [BJ或指“正式学说、理论”；或表示“未经证实的意见、看法”；均与文中“自由和财产”不

符。［CJ或指“观点、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分歧或差异”，或指“某组织的一个部门”； divisions 被 social 限定，

表示“社会分化”，而文中“ 自由与财产”明显不是社会分化。［DJ多指“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凤俗习

惯”，显然“自由与财产”不是“准则”也非“习惯”。

16. [ A] excludes 将……排除在外；故意不考虑 [BJ questions 质疑，怀疑

[CJ s hapes 决定……的形成，影响……的发展 [DJ controls 控制 ，管迎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熟词僻意。正确率：33%

［解题思路］ 空格句中 it 是省略了 that 的定语从句 ，修饰 the law, it 指代 the court ， 空格处实

际考查“最高法院”与“法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基于法律判决社会政策案件，而判决后的案例会对法

律的制定或修订产生影H向，使之具有政治性。 shapes 含“对某物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之意，故 ［CJ正确 。

［错项排除］ [A］表示“故意不使用或考虑某事”； 而最高法院显然不可能故意无视法律。［BJ表示

“对某事持怀疑态度”；而文中 the law ... is inescapably political 与 首句 Constitutional law is political 呼

应，描述的是“法律的整体特点”，受质疑的法律仅为少数；且文意根本不涉及“存在问题的法律才具有政

治性”。美国法律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方相关 ，最高法院无权操控或管理法律。

17. [A] dismissed 对……不屑一顾；不予考虑

[CJ ranked 排列，将……分等级

[BJ re l eased 释放，放走 ；发布

[DJ distorted 扭曲，使变形； rth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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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炼］上下文i吾义 十动词用法。正确率：27 %

［解题思路］ 空格部分 wh i ch 回指破折 号前内容 ：最高法院对有关社会政策案件的判决难以避免使

法律带有政治性 ， 由此推知，人们很容易会对“意识形态上存分歧的判决”不接受 ， 只有 di sm i ssed （意为 to

refu se to accept or recogn i ze ）符合，文中 即：公众不接受判决 ，认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A］正确 。

［错项排除J [ BJ ( be) released ( as）结构中 as 后只能是名词结构 ，说明“发布的形式或释放的内容” ，

文 中 “不公正”为态度类形容词 ，语法和语义上均不合要求。［C] ( be) ranked ( as）表示“对某事物进行同

类事物中的级别划定 ，“将判决评为不公正（这一级别）”似乎逻辑司行，但“定级”的对象一般是“成功、重

要性、质量等存在不同水平（高低 、好坏等 ） 的内 容” ，而文中逻辑宾语为“判决（ decisions)” , be ranked as 

unjust 暗示“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公正度方面参差不齐” ，显然不现实 。 ［ DJ ( be) di s torted (as ） 意为 “将论

述、事实等歪曲l 为……”，文中即暗示“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判决”是公正的 ，与文意相反 。

VI O T he jus t ices must 18 doubts abo ut the 

court ’s legitimacy by making themse lves 19 to t he 

code of conduct. @That would make rul ings more likely 

to be seen as se para te from polit ics and, 20 

convincing as law. [ 266 words] 

①法官必须使 自己对行为准则 负责 ，以

此来应对人们对最高法院合法性的 质疑。

②这会使他们的判 决更可能被认为是与政

治分离的，并因此像法律一样令人信服。

；：·真：题拮解＿• ：： ；／
18. [ A] s uppress 压制；抑制 [ BJ exp l o it 利用，开发 [ C] address X才忖 [ DJ i gnore 忽视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熟词僻意。正确率： 3 1 %

［解题思路J mus t（用 以引出建议，强调必要性）暗示本段继上文“分析问题（法律和政治不容易完全

分开） ”后开始“提出建议”； 空格后宾语为 doubt s about the court ’s l eg i t i macy ，因此空格词只能表达“应

对”之意， ［CJ符合要求，表示“考J;/fr.某 问题并决定如何应对”之意 。

［错项排除J [ A］常表示“用武力镇压”，而“用武力压制质疑”显然背离法院应有的公正形象，不会是

作者对法官的建议 ；还可以表示“抑制某过程或行为继续发展”，文 中 s uppress doubts 从语法上说可以成

立 ，表示“压制 （人们的质疑）”，但这仅侧重对外部不 良因素的压制 ，与原文“呼吁法官校正 自身行为”的

语境不符。〔BJ常表示“利用人或事为自己谋私利”，文中宾语为 doub t s ， “剥削怀疑”显然不成立 ； 该词还

可以表示“充分利用优势” ，亦不通 。［DJ表示“故意无视、忽略”，这背离了文中作者的呼吁 。

19. [ A] access i b l e 可达到的；可用的；容易理解的 [ BJ amiabl e 和蔼可亲 的；亲切友好的

[CJ ag reea b l e 令人愉快的；同意的 ；可以接受的 [ DJ acco u nta b l e 负有责任的 ；应作出解释的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形容词短语辨析。正确率：20 %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部分是 by 引导的方式状语，说明法官应如何应对人们的质疑：（法官）使自己

行为准则 。 句中 mak i ng th emse lves to the code of condL川近义复现第二段④句 . . . make 

itself s ubj ect to the code of condu c t （最高法院应该遵守行为准则 ） ，故空格词应能体现“服从 ，遵守”之意 ，

符合要求的只有［DJ .

［错项排除〕 ［ A］可以表示“对某人来说，某物／人／地是可到达／接近／使用的等” ；或表示“书画等易

于理解的 ，易懂的”，常用于 sth is access ib le to s b 结构中；文中介词 to 后为 th e code of conduc t ，并非 sb .

[ BJ用于“说明人的性格友好 、亲切”，但“法官对准则友好”不合逻辑。［CJ可表示“某人／物令人愉悦，讨

人喜欢”，此时义同 ［BJ ； 还可表示“某事可以接受”，常用于 agreea bl e to sb 结构中 ，此处均不通；还可表示

“同意做或允许某事” ，只能是“同意遵守准则”，而非“同意准则” 。

20 . [ A] by a ll mea ns 尽一切办法 ；务必

[CJ in a wo rd 简言之，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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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 at a ll cos t s 无论如何 ，不惜任何代价

[ DJ as a res ult 结果，因此





句子主干 I But in her new book Join the 0山 ， Tina Rosenberg 些旦旦ds

地点状i吾 主语 谓i吾

宾语从句

that peer pressure can also be 

引导词 主语 系动词

e- n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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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W

一语
ω

一表

n
v
一

g
u
一

what she calls the social cure 

引导词在句中做宾i吾主语谓i吾 宾丰｜、

定居从句

in which orga nizations and officials 

介词＋引导词 主语

use the power of group dynamics 

谓语 宾语

to help individ ua ls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possibly the world 

不定式做目的状i吉

功能注释：本句地点状语引 IL＼ 罗森伯格的新作， contends 后的宾语从句总体介绍她在新作中的观点

“同侨压力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该从句中义嵌套两层从句，第一层从句（ throu gh －←宾语做状i吾）指出同俯

压力发挥作用的方式“通过她所说的社会治疗运动”，第二层从句（ in wh i 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the

sc : ia l c u re ，具体说明罗森伯格眼中社会治疗的作用机制和1巨大效HJ o 

；：：何事分析＜ ；／
第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引出全文评述对象：罗森伯格（新作）观点。

第一段介绍罗森伯格观点：同侨压力借社会治疗可产生积极影响。关键词：can aJso be a positive forceo 

①②旬通过情景创设引出文章主题关键词：同侨压力。 两句借助指代型名词结构 that wh ispered 

message 的回指功能实现衔接。

①旬情境创设：大家都在做（ it），我们也得赶紧加入。 come on 兼具“催促”、“鼓励”之意，营造出一种

“仙人急切地邀请甚至鼓动你一起做某事”的氛围，预设悬念 ：到底何事（ it ） 令人如此蠢蠢欲动？

(2)旬解除 it 悬念，明确全文讨论话题：同侨压力。 that wh ispered message 反衬①句实为引语，其中

wh i sp ered 展露“口信的私密性 （ 以示亲密） 、不确定性（稍显传言）”，暗示“昕从口信可能是件好事，也可

能是件坏事”； half invitation and ha lf forc i ng 补充口信威力“半是邀请半是强迫”， forci ng 凸显“口信让人

即使不想去做，也不得不去” ； when . .. peer pressure 解除悬念 ：“口信／做 it”是普通大众一听见“同俯压力”

即刻做出的联想，至此可知， i t 并非特指某一具体行为，而泛指那些“同伴悄悄拉你入伙儿”的事情。

③④旬介绍对待“同侨压力”的两种看法。 两句借助 but 实现强关联，借 But 将语义重点落于④句 。

③旬介绍普通大众看法：通常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1』Sll c

多！数场合，其影 II向都是消极 的； l ea d吕 to no good 展示“同f卉压力，，与“不良行为”间因果强关联 。

④旬介绍罗森伯格看法：可通过社会治疗发挥积极作用。

主旬主述：同侨压力可借助社会治疗化为正面力量。 ca n a lso be a positive fo rce 一反①句 usu a ll y

leads to no good ，凸显罗森伯格观点的标新立异：虽说同俯压力常常引发负面效应，但适当引导可使其发

挥正而效应；what she ca ll s“她口 1:1::i 的／她所谓的”一方面表明“中t会治疗”是罗森伯格观点核心关键所在，另

一方面也暗示作者对“社会治疗”持怀疑态度 。

in which 非限制性定语从旬补充说明条件：借助外力施以正面引导。 group dynami cs 同义替换 peer

press ure，体现同俯压力的作用机制：群体互动、群体之间通过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影响 ； orga ni zat ions and 

offic ia ls use t he pow巳r of group d y nami cs 表明 “同俯压力要想发挥正面作用，需借助组织机构或官员等

外力因素”，暗 示“ 同俯 R二力自身到底能再产生多大积极力 量 尚 且存疑” ； to he lp individ ua ls ... a nd 

poss ib ly t he wor l d 彰显其巨 大作 Jl'J ：若利用得当，潜力惊人到“不仅改善个人，甚至改变整个世界”，

poss ib l y 强调这种积极作用令得作者甚为惊讶、震惊、甚或无法理解， H音藏作者的怀疑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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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解读】两种看法意在强调的内容不同 ：③句普通大众看法借因果关联表达 l eads to 强调“同侨

压力常常诱发不良行为”；④句罗森伯格看法借方式手段词 through/ u se 强调“同伤压力与社会治疗运动

之间的相互作用：前者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借助后者，而后者要想取得成效需要借助前者”，预示下文会进

一步介绍社会治疗运动成效问题（以说明同俯压力的社会疗效问题） 。

＞ ~：题精解. :: :/ 
2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peer pressure 21. 根据第一段可知，同侨压力通常以“ ,, 

often emerges as 的形式出现。

[ A] a suppl ement to the socia l cu re [A］ 社会治疗的补充

[BJ a stim t [BJ 群体互动的刺敝

[CJ an obstac le to soc ia l progress [CJ 社会进步的障碍

[ DJ a ca use of und es irab le behaviors [DJ 不良行为的诱因

［精准定位］ 第一段③句明确指出：同。于压力通常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女1:1 刷酒、 I吸毒 、轻率性行为等。

因此［DJ选项符合文义 。

［命题解密］题干＋正确项［DJ是对③句的同义改写 ： u s uall y 如 o ft e n; l ead吕 to→em erges as a ca use of ; 

no good drinking, drugs and cas ual sex• undesira ble behavior s 0 

[A］将④句 through 所传递“同伤压力是社会治疗所借助的力量” dJ1 W？ 为“同侨压力是社会治疗的补

充（ supp lement ） ” ；［BJ将④句碎片信息 be a positive force 、 group d y nami cs 杂粮并由解为“同俯压力剌激

群体互动”，而“群体互动实为同俯压力 的另一种表述”； ［ CJ 将④句 he l p indi vidua ls ... and possibl y the 

world 反向曲解为“同侨压力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obstacle ）” 。

［技巧总结］ 新旧观点对比是常见的开篇方式，两种观点都可能成为题点 。 解题时，首先要明确题

目考查哪种观点，随后据被考查观点追溯文中相应部分，最后筛选出正确答案 。 干扰项常以未考查 的

另一观点为源，故快速f(Jl(, 题时，可直接排除不在锁定区域范围内的选项 。 如本题，由题干可知，本题考

查旧观点（③④句之间有 明显的标记性词语 us ua ll y/ But/ new），可宦接锁定③句 。 只有 ［ DJ在锁定区

域，预测其正确， ［ A］ 、 〔 町、 ［CJ利用新观点（④句）细节设置干扰，予以排除 。

0 Rosenberg, th e recipient( of a Pu litzer Pnze, 

offers a host of examples of the social cure in act io口： In

South Caroli na, a state-sponsored® ant i smoking program 

called Rage Agains t the H aze set s out to make cigarettes 

uncool. @In South Africa, an HIV-prevention initiative 

known as love Life recruit s yo ung peop le to promote 

safe sex among their pee rs. 

普利策奖得主罗森伯格列举许多正在进

行中的“社会治疗 ”实例：在南卡罗莱纳州 ， 一

项由州政府资助的名为 “怒对烟雾”的反吸烟

活动意在让吸烟成为落伍行为 。 在南非，一场

名为“珍爱生命”的 HIV 预防倡议活动招募年

轻人在其同龄人中推行安全性行为 。

J 
析

…

－分
…

一

旬
－

…难
…

…

与
…

e释
…

注
）

「
」－

词
·

．经典搭配

\\ ( in ac tion（进行中 的，正在发挥作用的 ）

» ( set out lO do st h （开始做某事）

! ( HIV-pr 

( recipient [ r1 ' s 1p1 ant ］ 凡接受者

( state-sponsored :J-M 政府资助的

； 二语篇分析 －：：： :I 
第二段实为首段末旬延伸，指出罗森伯格于书中列举了大量社会治疗事例，并举例说明。关键词

为 ： offers a host of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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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量有旬际（①②旬）关联，却实以冒号为语义逻辑分割线，故以冒号为基准做分析。

冒号前：概述罗森伯格于书作中列举了诸多实例。 a host of “许多，大量”一方面结合 in act ion“在运

行中的，正在发挥作用的”尽显书作作者笔下“社会治疗运动红红火火、如1火如荼”的情形，另一方面又暗

示例子过多去｜］不精、收效甚微（无力说服其观点儿 the recipient o f a P ulitzer Pr ize 补充罗森伯格身份 ，表

明其具有相当知名度，暗示其观点可信度、社会认可度高，同时也反衬其所举例子真实（尽管效力存疑） 。

冒号后：列举“怒对烟雾”和“珍爱生命”两个实例予以说明 。 In South Caro li na 和 In South Afri ca （全

球范围内 ）反 衬社会治疗运动 的 红火 ； 而 state-spo nsored ( sponsor 意为“赞助 、资 助勺 、 recruits yo ung 

people ...、 set s out. . . uncoo l &. promote ... 则 分 别回应首段末句 organ i zat ions and off i c i a l s 、 u se th e 

powe r of gro up dynamics 、 to he lp indi vidua ls .. . ，充分表明罗森伯格观点在实例中得以佐证：社会治疗借

助外力影响（如州政府资助）、利用同侨压力（如青少年群体）发挥效力（如戒烟、安全性行为） 。

【深层解读1 一、首两段实为例证关联：本段首 Rosenberg offers a host of examp l es（实例论据）与上

段末 Ti na Rosenberg contends t hat（人物论点）相连，暗传两段例证关系 。 二、作为插入语的身份背景信

息通常有两个用途： 1. 说明人物观点的权威性 、可信性； 2. 说明人物观点的倾向性，多用以凸显主题 。

皿 OThe idea seems promising,a nd Rosenberg is a 

percept ive© observer. 8 H er critique( of th e lameness® 

of ma ny publi c- hea lt h campaigns is spot-on@: they fa il to 

mobilize® peer pressu re fo r hea lt hy ha bits, and they 

demonstrate a serious ly fl awed understanding of 

psycho logy. @) “ Da re to be dif ferent, please don ’ t 

smoke ! ” pleads one bill boa rd cam pa ign a imed at red ucing 

smoking among teenagers- teenagers, who desi re nothing 

more than fit ting i n. 。蜀 Rosenberg argues co nvincingly 

that pub lic-hea lt h advocates ough t to ta ke a page from 

ad v巳I tisers, so s k ill ed at appl ying peer pressu re. 

这一想法似乎很有前景，罗森伯格也确

实是一位有洞察力的观察家 。 她对许多公

共健康运动缺陷的许论十分准确：它们没能

调动起同侨压力以促进健康习惯的生成，且

它们证实了对心理的严重错误理解 。 “敢于

与众不同，请勿吸烟！”一项旨在控制青少年

吸烟的大幅广告牌宣传活动这样请求

道一一而这些青少年实际上只是想要融入

团体 。 罗森伯格颇有说服力地论证指出，公

共健康运动倡导者应向广告人学习，他们是

如此谙熟同侨压力的运用 。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 ；／
( perceptive [ p吕1sept1v］ α．敏锐的，有洞察力的

( critique [ kn 'ti:k] n. 批评，评论

( lameness [ ' le1mn1s] 11 . 缺陷，不足之处

@spot-on [s' pot'an］ α． 准确的

( mobilize [ 'maub1la1z] v. 调动，动员

．经典搭配

)\ ( da re to do 叫飞（敢于做某事）: ②des i…；l吨 more than. （最渴望 ) 

币 ( fit in （融入，合群）I ® ta ke a page fr川机制）

：：： • ：：青草纠斤－：： ;/ 
第三至六段为第二部分，i平述罗森伯格观点。

第三段欲抑先扬：高度评价罗森伯格本人，反证其观点的看似可取。关键词为：①seems promising; 

( a perceptive observer。

①旬（段落主旨旬）总括：罗森伯格本人颇具洞察力、想法极具诱惑力。 and 形式上连接前后两个并

列成分，实质上去｜］借 seems 的表象功能（ J:l=J 子主观陈述观点时，常蕴藏民话人反义） 以及 is 的真相功能

( be 动同虽也表主观判断，却并不蕴藏说话人反义）暗传语义转折及因果：其想法虽不具前景，但其本人

观察敏锐、洞察力强，这反过来又使其想法极具诱惑力（尽管作者持怀疑’） 。

②③④旬分述 ： 罗森伯格对公共健康运动的评论非常正确、对运动倡导者的建议极具说服力。 Her

cri t ique ... is spot o n 、 Rosen berg argues co n vin c i ng l y 实质照应 a pe rcept ive o bse rver ，实现本句群与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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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一分”强关联，并［｜音推②③句、④句并列关联（各为分论点 l 、分论点 2 ，其中③句例证②句） 。

②③旬先说：罗森伯格对公共健康运动的评论非常正确。 One billboard campaign 与 many public 

hea lth campa igns 的照应体现两句间例证关联。

②旬指出罗森伯格对公共健康运动的评论“未能充分调动同侨压力、未能认识目标群体心理”中肯。

冒号后 fa il to mobili ze 、 a serious ly fla wed und ers tanding 具化冒号前 lameness “不足 、缺陷”所指； and 虽

为并列关联，却为递进语义：若说这些运动仅仅是未能调动同侨压力积极作用以生成健康习惯的话，那

还好解决；可问题偏偏是，它们不仅没调动，甚至连 目标群体的心理都没正确掌握，也即从根本上就出现

了偏离；换而言之 ，这些运动需从根本上更改对目标群体心理的把握，否则难以产生根本性效果 。

③旬以“青少年戒烟运动未能正确认识青少年心理：年轻人的真正心理是‘渴望融入、渴望被接受’

而非‘追求与众不同’”例证②旬。 nothing more than“只不过、无非是”突出强调“青少年耍的不是别的，

只是‘融入’这一心理”，而 Dare to be different 口号实质传递“在如此渴望融入的年轻人中，意图通过唤

起他们‘与众不同’的心理来达到使其戒烟的目的，这无异于南辍北辙！”之意，充分说明该运动“对青少

年心理认识的错误”。

④旬再说：罗森伯格对公共健康运动倡导者的建议颇有说服力。 argue “（通过给出理由）论证／争辩

（某事是对的等）”暗示罗森伯格观点仅停留在理论预期层面，为下文批驳“社会治疗的实际效果不尽人

意”埋下伏笔 ； t ake a page from 本指“从……书上撕下一页”，此处H俞指“向 ……学习经验” ， H音表广告人比

公共健康运动倡导者更会调动向挤压力 。

【深层解读】本段形似强调罗森伯格本人极具洞察力，实则反衬其观点极具诱惑力，从而预示下文重

在批驳极具迷惑性的罗森伯格观点：段中饱含强烈褒义色彩的评价词 per四ptive observer 、 spot-on 、

convincingly 、 promising 极言作者对罗森伯格本人的高度评价“观察深邃、评价准确、建议令人信服、观点颇

有前途” ， 同时又巧借暗含否定之意的表象词 seem 预留转折空间“罗森伯格观点看似有前途，实质非也” 。

: .真题措辞. :;/ 

22. Rosenberg holds that public-health advocates 22. 罗森伯格认为公共健康运动倡导者应该 。

should 

[ A] recrui t profess iona l advert isers [A］ 招募职业的广告人

[BJ learn from adverti sers ’ experi ence [ BJ 从广告人那里学习经验

[CJ s tay away from com merci a l adve rti sers [ CJ 远离商业广告人

[ DJ recognize the limi tat ions of adverti sements [DJ 认识到广告的局限性

［精准定位］ 第三段末句介绍罗森伯格针对公共健康运动倡导者提出的建议：应该向普于运用同侨

压力的广告人学习 ，因此［BJ选项正确。

［命题解密］ 题开二十正确项［BJ是对原文④句的同义改写。

[A〕误将 take a page from ad ver t i se r s “ 向广告人学习 （如何调动同俯压力）”过度推断为 recruit

profess iona l adverti ser s“招募职业广告人 （以为己用户。［CJ 、［DJ均误将段中用于批判“公共健康运动倡

导者”的信息 l ameness/ fa il to mobilize/ a seriou sly flaw ed understanding .. . 强加于“广告人” ，并由此分别

推出“罗森伯格劝诫公共健康运动倡导者应该远离广告人”、“广告具有局限性” 。

［技巧总结］集人物观点 、生僻词汇于一身的长难句常为绝佳出题点 。 本题即为典型，形似考查人物

观点 ，实则考查 ta ke a page from 的生僻词义 。 解题关键在：将 take a page from 串联的 pub l ic a d vocates 、

advert i ser s 两者逻辑关联挖掘出来，并结合人物大局观点加以联接 。 该词上文（②③句）指出公共健康运

动倡导者问题所在：由于不懂目标群体心理而未能很好利用同侨压力以生成健康习惯 ，下文（④句）指 出

广告人的优势所在：非常善于运用同俯压力，由此看出两者在“同｛齐压力运用”上的优劣， 同时结合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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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罗森伯格观点“利用同俯压力积极作用展开社会治疗”不难推知［BJ正确。

N fli But on the genera l effect iveness of the socia l 但就社会治疗的总体效力而言，罗森伯

cure, Rosenberg is less persuasive. ＠臼 ］oin the Club is 格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 。《加入俱乐部 》－

fill ed with too much irrelevant detail and not enough 书充斥着太多元关细节，却未能充分探究那

explorat io 1 of the soci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that make 些促就同济压力如此强大的社会和生物因

peer pressure so powerful. @The most glaring<D flaw of the 素 。 正如书中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治疗最明

白cia l cure as it ’s presented here is that it doesn't work v凹Y 显的缺陷是它不能长期运转良好 。 政府资

well for very long. 0 Rage Against the Haze fail ed once state 助一削减， “怒对烟雾”运动就失效。 证实

funding was cut. 0 Evidence that the loveLife program “珍爱生命”活动产生持久变化的证据有限

produces l asti1「 g changes is limited and mixed. 而且有好有坏 。

：：： ~：珩同时难句：分析：＜ 1'
( glaring [ 1 glearr1J］ α．明显的 Ii ( general effectiveness （整体效果）

！②a川g fl川明显的缺陷）( probe [ praub] v. 探索，探究（第 23 题）

．经典搭配 ~ CT) las时hanges （持久的变化）

＞：：：棋协飞4
第四至六段从“社会治疗效力”角度 ，转而批驳罗森伯格观点。

第四段指出“社会治疗总体效果良好”证据不足。关键词为： less persuasive。

①旬（段落主旨旬）总括：罗森伯格在“社会治疗总体效力”问题上说服力不够。 But 转承上段

prom1 smg 、 a percept ive observer, argues convinc ingly 开启下文批驳（ less persuasive ) ; effectiveness“有效

性”预示作者欲从实效性角度指出罗森伯格观点的漏洞，就此可知作者完整观点 ： 罗森伯格见解深邃、对

某些公共健康运动的评价十分准确、对公共健康运动倡导人的建议极具说服力，但其观点“利用同侨压

力发挥社会治疗的强大作用”在实际中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社会治疗总体效果良好”证据不足 。

②③④⑤旬从理论基础和现实收效分述。 贬义词汇 too much irrelevant , not 巳nough exp loration, 

the most gla ring fl aw, doesn ' t work very well for very long, limited and mixed 展示①句 less pers uas ive 。

②旬指出理论基础不牢：对同侨压力的作用机制探究不足。 强对比（ too much irrelevant detail 

VS not enough exp loration）以“书中无关细节过多”彰显“关键信息探索不够：未能深入研究同侨压

力发挥效力的社会、生物因素”的严重性，意在说明“社会治疗连同侨压力发挥作用的机制都尚未搞

清楚，何谈借助同侨压力发挥巨大治疗效果”，为下文介绍“同侨压力作用机制”埋伏笔； so powerfu l 

虽似照应首段末句 to help individuals ... world ，但却用以说明“同侨压力 ”而非“社会治疗”，再度 明

示罗森伯格观点核心咋士会治疗通过调动同伤压力的积极作用以发挥巨大治疗效果”。

③④⑤旬指出现实情况不佳：治疗效果无法持久。

③旬直指缺陆：收效不好。 glaring ( [ of sth bad] very eas il y seen“［负面的事物］显眼的”）以“血性”

反衬②句“隐性”，一反②句“深层问题”引出可见性缺陷，暗藏作者讽刺“新作旨在宣扬社会治疗的强大

效力，结果却透露出极易发现的缺陷”之意 ； ve ry 复现，强调“社会治疗效果不仅不好，而且持续性弱”。

④⑤旬以“第二段所举社会治疗运动实例的效果咱lj证①旬。 failed 、 Evidence that .. . last ing changes 

is limited and mixed 实则 回应③句 doesn ' t work very well for very long，体现④⑤句与③句间例证关联。

④旬说明“怒对烟雾”运动的效果：政府资助一撤就失效。 once 虽表时间，实藏条件，暗示“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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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运动的驱动力，一旦政府停止资助，该运动就立即失效”，深层之意为“怒对烟雾运动产生效用并

非源于对同侨压力的有力调动，而是源于政府财政支持”。

⑤旬说明“珍爱生命”活动的效果：证据有限，且证据好坏兼有。 limited 表明证据不足； mixed 借 and

的语义递进指出“现有的有限证据也是有好有坏，并非全部证明珍爱生命活动能够产生持久变化” 。

【深层解读】本段重在批驳“书作本身未能充分探究同侨压力的作用机制”：全段语义链条实为“④⑤

句例证①句，③句说明②句，②句解释①句” ； 且根据末四句代同指代 （］ oin the CLub / here）和｜内容从属

( Rage Against the Haze 、 l oveLife 从属于 ］oin the CLub ）可知其论述“从书作自身入手” ：作者于④⑤句中指出

罗森伯格本用于佐证自身观点“通过正面引导同侨压力进行社会治疗”的两个运动实例强调“Rosenberg 书

作未能探究同侨压力的作用机制”，表明“其在社会治疗运动效力问题上大大缺乏说服力”。

:>)i题精：解＜ 1'

23. In the author’s view, Rosenberg’s book fails to 23. 作者认为罗森伯格的书未能 。

[ A] adequate ly probe socia l and biologica l factors [A］ 充分探究社会和生物因素

[BJ effecti、吐y evade the fl aws of the social cure [BJ 有效避免社会治疗的缺点

[CJ illus t rate the functions of sta te funding [CJ 说明政府基金的功能

[ DJ produce a long- lasting soc ia l effect [ DJ 产生长期的社会效应

［精准定位］ 第四段②句指出 ： 《力I]入俱乐部》一书无关细节过多，却没能充分探究使同侨压力发挥如

此强大作用的社会和生物因素。故［A］正确。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A］是对第四段②句的改写，其中 Rosenberg ’ s book 对应原文 Joiη the

Club; fails to adequately probe . ..同义改写文中 i s fi lled with ... not enough explorat ion of. .. 。

[BJ利用③句 flaw of the socia l c ure 、 i t doesn 't work very we ll 捏造出“未能避免社会治疗的缺陷”，

而文意实为“书作反映了社会治疗最明显的缺陷”。［CJ利用④句意在说明“社会治疗效力不能持续”而

列举事例“政府基金一削减，禁烟运动就失效”中的“政府基金”捏造出“该书未能阐明政府基金的作用”。

[DJ将③句 it doesn ' t work ve ry we ll for very long 、⑤句 巳vid ence that ... produces lasting changes is limited 

and mixed 意在说明的“社会治疗未能产生长期效果” rl1:J frlr（，为“书作未能产生长期社会效应”。

［技巧总结］ 本题实则考查事实细节。 而正确定位是解答关键。可借题干关键词定位大局，并据大

局主旨信息推断正确答案。 如本题，首先，借题干关键词 fail s to 可知，重在考查作者对罗森伯格书作的

批判性信息，而第四段借 But 展开批驳，就此可将解题信息定位至第 四段；其次，通过分析段落结构不难

发现，本段实质按照“总论点（①句〉→分论点 1(②句）、分论点 2 （③④⑤句）”的逻辑展开，其中④⑤句为

举例论证③句，而且分论点 2 实为分论点 l 服务。因此可重点阅读②③句，尤其②句，并对比选项发现

[A］符合文意。

Y'. OThere's no doubt that our peer gro ups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our behavior. 8 An emerging 

body of r巳sea rc h shows that positive hea lth habits- as 

well as negat ive on巴s- spread t hrough net works of 

friends via socia l communication. ＠困 This is a subtle① 

form of peer press ure , we unconscious ly imitate the 

behavior we see every clay. 

毫无疑问 ，同伴群体对我们的行为施以 巨

大影响 。 不断涌现的大量新研究表明，积极的

健康习惯一一连同消极的健康习惯一一都会通

过社交在朋友圈中传播。 这是同份压力的一种

隐私、形式：我们在无意识地模仿我们每天看到

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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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段指出社会治疗运动根本不奏效。

第五段说明同侨压力的作用机制：时刻悄无声息地影晌他人行为。关键词为：a subtle form。

①旬退而指出同侨之间确实存在巨大影晌力 。 no doubt 暗藏语义让步：一反上段强烈反驳之意，退

而承认罗森伯格／普通大众所秉持的“同伴群体之间会相互影响”； enormous 强调这种影响力极强 。

②旬以研究结论例证①旬，并指出同侨之间造成的影晌好坏兼备。 An emerging body of research 引

出研究最新成果，增强论证的可信度；破折号内虽为辅助说明，却是语义关键： 同侨压力不仅传播好习

惯，也传播坏习惯；它既不是常人眼中的恶魔（第一段③句），也不是罗森伯格眼中的天使（第一段④句），

而是一把双刃剑；罗森伯格意图利用同侨压力培养好习惯的想法是片面的、一厢情愿的。

③旬随后指出同侨压力的真正作用机制：并非刻意，时亥1］皆有 。 This 回指②句所述“好／坏习惯在朋

友圈传播的过程”， 即指“同侨压力的作用过程” ； subt l e 、 unconsc ious l y 以及频度副词 every day 共同展现

该过程的特点：隐秘得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潜移默化发生于无意识之间、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与文首两

句大多数人认为的“同侨压力的作用过程是显性的、言语传达的”形成鲜明对比，澄清大众观点的错误；

同时借助 we... imita te the behavior we see 蕴藏之意“模仿行为本身由模仿人自主决定（尽管无意识产

也否定了罗森伯格“通过外界力量人为引导同侨压力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为下文批驳积蓄力量。

【深层解读】本段形似客观介绍“同侨压力的作用机制”，实质揭示“社会治疗运动根基不稳”： 同侨压
力是自主行为，既影响好习惯生戚、也影响坏习惯生成，而且这种影响时刻都在不知不觉发生 vs 社会治

疗运动却寄期望于外力对同侨压力进行人为干预，且只期望同侨压力影响好习惯生成。

＞：：草草需解：：＜： 1'
24. Paragraph 5 shows that our imitation of 24. 第五段表明 ，我们对他人行为的模仿 。

behaviors 

[A] is harmful to our networks of fri ends [A］对我们的朋友圈有害

[BJ w ill mi slead behaviora l stud ies [BJ 会误导行为研究

[ C] occurs w ithout our rea li z i吨 it [CJ 发生于不知不觉间

[ DJ can produce negati ve hea lt h habit s [DJ 会产生不良的健康习惯

［精准定位］ 第五段末句指出 ： 同侨压力的作用过程微妙，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

由此可知［CJ选项符合文义。

〔命题解密］ 题干 our imitat ion of behav i o r s 对应原文 imitate the behav ior we see every day ， 正确项

[CJ occurs without our realizing it 同义改写原文 unconsc ious l y,

[A］根据②句部分信息 negative ones ( ones 指代 health habi ts）二 spread through networks of friends 过度

推断出“我们对他人行为的模仿对朋友圈有害”，而未能注意到此信息前还有 positive health habits“积极的

健康习惯”。［BJ将①②句中碎片信息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our behavior 、 An emerging body of research 

杂揉而成“我们的模仿行为会误导行为研究”。［DJ利用②句 negative ones (health habits）设置干扰，却将句

意“我们会模仿朋友圈传播的好／坏习惯”倒置为“这种模仿行为产生不良的健康习惯”。

［技巧总结］ 解答该题的关键在“速看题干＋选项，明确题目考查要点，进而于定位处快速搜寻正确

信息”。本题就第五段“行为模仿的结果／影 H向”设题 ；随后于第五段中快速搜寻信息发现，段中唯有③句

提及 imitate the behavior 的特点： subtle, unconsciously, [ CJ与之对应，故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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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0困 Far less certain , however, is how 

successfu ll y experts and bureaucrats( can select our peer 

groups and steer( their acfr1ities in virtuous® directions. @ 

It ’s lil<E the teacher who breaks up the troubl emakers in the 

back rcJw by pairing them with better- beha飞1ed classmates. @ 

Th e tactic® never rea ll y works. 。 And t ha t ’s th e pro blem 

with a social cure 巳ngineered® from th e o ut s ide : in th e 

reιl world, as in sc hool, we insis t on choos ing o ur ow n 

fri ends. [ 429 words] 

然而且难确定的是，专家和官僚们能在

多大程度上成功挑选我们的同伴群体并将

其行为引向道德方向。就像老师会把后排

的捣蛋学生分开，让他们和表现较好的同学

坐到一起 。 这种策略并未真正奏效。 而这

就是从外部进行调控的“社会治疗”的问题

所在 ：和在学校一样，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坚

持自己选择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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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ous [ 'v3:tjuGs] a. 有道德的

( tactic [ 1trekt rk] n. 方法，策略

( engineer [ ,end31 1 rn G］ 【僻义】 υ． 策划，设计

$ ·经典搭配i ( break up （阳）
民 ( the back row （后手｜｜ ）: ( pair A with 叫 A 和巴附）
« ( 111 sis r on doing 州（坚销做某事）

； 二谙篇分析：：~ ： ；／
第六段指出社会治疗效果：靠外力对同侨压力（不受外力影晌）施加正面引导，并未真正奏效。关键

词为： never really works。

①旬对社会治疗借助外力引导同饼压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出质疑。 Far less certain , however 回应上段

首句 There ’ s no doubt，在退而“承认同侨之间存在巨大影 H向”的基础上，转而“质疑借助外力使同伤压力发

挥正面作用的效果”； experts and burea urats .. . directions JI于 应首段末句 organ i za ti ons and offi cials. . the 

world ，｛旦其中的 se l ec t“ ［经过认真思考而］挑选、选择”暗含的“主观性，，、 s tee r“控 jr,lj 、 寻 ｜ 导，，蕴藏的“引导性”

以及 V川uous

无意识性和随机性，，形成巨大反差 ，表明借助外力将目标1吁－体导向好习惯的社会治疗运动太过理想化。 而

且， bureaucrats （“官僚”）含有明显贬义，表明作者对“外力”能否有效开展社会治疗运动深表怀疑 ： 首先，这

些专家和官僚能否成功挑选同伴群体 ，从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近朱者赤 ，而不是近墨者黑？其次，他们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同侨压力的作用过程，促使群体行为向良好方向发展？

②③旬类比证实①旬质疑。

②旬以“老师通过调换座位来帮助捣蛋学生改变坏习惯的做法”类比“社会治疗借助外力的作用模

式”。 It ’ s like 为类比标志词，其中，“老师”相当于社会治疗运动中的组织者或官员，即“外界力量”，“坐在后

排的捣蛋学生”相当于社会治疗运动想要帮助的目标群体，“乖学生”则相当于榜样群体， H/J 各组织者或官

员选定的“道德方向”。“老师将捣蛋学生从原来的群体中生硬拆开（ break u p 意为“拆开、打散”）、并将他们

安排到新的群体中 （ pair. . wi th 意为“与 ．．．．．．成对” ）

③旬以“老师的策赂从未真正奏效”证实“社会？台疗运动同样也很难起到实质｛乍用，，。 The tact i c 指

代 brea ks up ... by pairing th em w ith . .. ，而 neve r rea lly wo rk s 贝lj 对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对社会治疗运动

予以彻底否定 。

④旬总结社会治疗症结所在：目标群体有自主选择权，不受外力影响。 首词 and(i吾用功能为 used to 

introduce a remark）表明本句总评的作用 。 冒号前 engin ee r （“谋划”）丰II o川si de （“不属于 ［本团体、组织

等］”）指出社会治疗的实质：依靠外力引导同侨压力发挥作用；冒号后 in s i st on 和 our ow n 则强调指出同

侨压力的作用方式： 自 主选择 ，不受外力调控 。 句 1=1习表泛指的不定冠词 a 以及旋括②③句场景并扩展至

所有场景的 In the rea l world, as in schoo l 说明一切这类社会治疗运动都存在问题 。 至此，作者通过讲

道理、作类比彻底驳斥了罗森伯格观点呀lj用外力引导同伤压力发挥积极作用以推行社会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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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age® in Vermont last week when it annou nced it 

was 旦旦旦旦旦旦n a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abide 

by the state ’s s trict nucl ea r reg ul a tions. 

供应商，当它上周宣布将违背“遵守严格的州核

法规”这一长期承诺时 ，在佛蒙特州激起了无可

厚非的震怒 。

·词汇注在与难句分析. :: J/ 
( involve [ m'vo!v] v. 包含，牵连

( supplier [sa1 pla1a］ 凡供应者，供应商

( justified [ 1 d3t.st1fa1d］ α 合理的；无可厚非的

( outrage ['aut ,re1d3] 11. 义愤，愤怒

( longstanding [ ,!oIJ 1stcend 1IJ］ ι 长时间的

第一、二段简述事件。

·经典搭配
①巳nergy suppli er （能源供应商） 知识补充

( renege on （背信弃义，食言 ）

( a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对……的一项长期承诺）

( abide by （遵守）

； ·．踊分析. :: ;;/ 

第一段概括指出“ Entergy 公司宣称不再坚守承诺激起民愤”。关键词为 ： ① provoked justified 

outrage ; ( reneging on a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①旬谚语开篇，引出 Ent创·gy 公司及其签约背信行为。 except... when 引 ：±： “签约守信”这一普遍行

事准则的例外： Entergy 公司； appare川ly“看来 ，似乎，好像”的表象性作用则委婉传达 Entergy 公司签约

背信行为，实乃以退为进，影射作者反讽与谴责态度，奠定全文情感基调 。

①旬细说行为及影晌：宣称不再信守佛州｜核法规，激发民众震怒。 provoked just ifi ed outrage 词词珠

矶： provoked 暗传 Entergy 公司 明知其行为会令公众愤怒却还蓄意为之，突 出其明目张胆之举 ； outrage

则表明该蓄意行为惹发的怒气强烈而又令人震惊，反衬其举动骇人昕闻；justif i ed 传递作者态度’ ： 公司行

为不齿，公众愤怒合情合理 。 announced 则在 provoked justified outrage 基础上进一步彰显 Entergy 公司

明目张胆、毫无掩饰的背信行为：直接对外宣布自己“背信弃义”，可见其“不知廉耻”的程度 。

【深层解读】开篇谚语奠定全篇基调：根据考研文章关注“新 、奇、变”的特点，由谚语 A deal is a deal 

“协议就是协议，签约守信（旧知识）”即可推测文章核心关键在“签约不守信 ， Entergy 公司签约毁约（新奇

点）”，进而预示下文将围绕 Entergy 公司签约毁约的前因后果展开 。

：号题精解＜ Ji
26. The phrase “ reneging on” ( Line 3. , Para. 1 ) is closest in 26. 短语 reneging on （第一段第二行 ） 的

meaning to 意思最接近 。

[A] condemning [ A］谴责

[BJ reaffirming [BJ 重申

[CJ di shonorin [ CJ 违背

[DJ securing [DJ 获取

［精准定位］ 由所考同所在句（第一段②句 〉 可知： Entergy 公司针对一项长期承诺做出了 renegmg on 

的行为，引发了众怒 。 再由①句 A deal is a deal （签约守信）在 Entergy 公司上不适用 C except ），可知 Entergy

公司做出了不守承诺行为 。 故可推知该词含义为“背信，违约”， ［C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C] dishonoring 是基于第一段 A deal is a deal- except ... Enter 、 provoked justifie d 

outrage 等对 renegi口g on 所做的合理f住 !£fr 。

[ A]condemning 源于文中 outrage ，去p将文中 Entergy 公司由“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改为“对人发出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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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利用 reaffirming 和原同 reneging 的形近性形成干扰，实际上二者意义截然相反 。

[ DJ securing 望文中 a longstanding commitm巳nt 生义“获取一份长久承诺”，却背离上下文“Entergy 公司

是个例外、引发了众怒”。

［技巧总结］ 解答“超纲同／关键词”词义题的思路为 ：一 、从句内找寻特殊情感色彩表达词，以揣摩被

考词情感基调；二、根据句间语义逻辑揣摩被考词与上下文情感基调的“同向” 、“反向”关系； 三、结合两

条线索 ，最终确定正确选项 。 如本题 ，根据句内 provoked justified outrage 推知“Entergy 公司做出了不光

影行为” ，初步锁定带有负面色彩的［A］ 、 ［C］ ；随后根据首句 A dea l is a deal- except ... Entergy ...推知

“ Entergy 公司未遵守签约守信行事规则 ，也即，做出签约背信行为”，最终敲定［CJ 。

Jil O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done precisely what 1 相反， Entergy 公司恰恰做出了它曾长期

1t had long promised it would not: cha lle眼 the I 永诺不会做的事：在联邦法院质疑佛蒙特川‘i核
con灿阳

as part of a desperate( effort to keep its Vermont Yankee E 电厂能够继续运营而做 出 的拼死努力的 一部

nuclear power plant running. 0 It’s a stunning move. l 分 。 真是惊人之举 ！

：·词汇注辱与难句：分析：＜ ii
( constitutionality [ 1 k onst 1 比ju:Ja'melat1 ] 11 . 合宪性

( desperate [ 1desparit ］ α 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的

ll (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 ty of （质疑……的合宪性）

» ( federal court （联邦法院）

;(a des per 
．经典搭配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done precisely what it had Jong promised it would not: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ermont’s rules in the federal court, as part of a desperate effort to keep its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plant running. 

句子主干： IJ旦旦旦且L the company has done precisely 
衔接词 主i吾 谓i吾

宾语从句
what it had long promised it would not 

解释说明 “do”的内容

主h型坠旦旦旦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ermont’s rules in the federal court 
动词 .. 宾语 地点状语

方式状i吾 T
I ，不定式做后置定语

。s pa民 of a desperate effort l 、 J to keep 阳 Vermont Yankee1 
nuclear power plant running 

功能注释 ：谓语 has done preci s e l y 与宾语从句 what it had long promised it wou ld not 构成反义，强

烈讽刺其言而无信之举；介词短语 as part of. ..补充说明 cha ll 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 . .的原因 。

：：： ~·：毒草分析；－~ ：：： 1'
第二段具体指出“Entergy 公司在联邦法院质疑佛州核法规合宪性令人震惊！”关键词为：①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ermont’s rules in the federal court ; ( a stunning move。

①旬介绍行为：为一己私利挑战佛州核法规的合宪性。 句子先借取代性副词 Ins tead“相反，却（没做

A 去ll 做了四”、强调性副词 prec i se ly“正好 ， 恰恰”明确 Entergy 公司的的确确做出了与之前长期承诺完

全相反的行为 ， 凸显其言而无信 ；后借情态表达词 despera te 揭露该公司做困兽之斗的局面及其为一己

私利而见利忘义丑陋行径“孤注一掷 、不顾后果 ，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的本质。至此 Entergy 公司 “为利弃

信”的形象已然彰显，同时也解释了上文作者认为“民愤”合情合理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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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句点i平做法：令人震惊！ a stunning move 既是对上述行为的总结性评述一一令人震惊；又为下文

的展开做好铺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 Entergy 公司突然做出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为什么说

这是惊人之举？ 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 ？ 下文则开始追述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

【深层解读】首两段实为一个意群：段首替代性关联词 Instead 表 明本段与上段看似语义转折、实为

）｜匮承关联 ：一直遵守承诺（ a longs tanding commitment to a bide by ... ）→违背承诺（ done . . . promised it 

would not : cha ll enge/ reneging on a longs tanding commitment to a bide by ... ）。

皿 0The confli ct has been surfacing( since 2002 , 

when the corporation bought V ermont ’s onl y nucl ea r 

power plant , an aging reactor0 in V ernon. ＠困 As a 

conditi on of receiving state approval® fo r the sa le , the 

com pa ny agreed to seek pe rmission from state 

regula tor s to operate@ pas t 20 12. 8 In 2006, the state 

went a s tep further , requiring that any extension of the 

plant ’s license be subject® to the Vermont legislature’s® 

approval. 。Then , too , the company went along. 

矛盾自 2002 年就已开始显露 出来。 当

时 ，该公司购买了佛蒙特州唯一的核电厂，位

于佛侬镇的一个日 渐老化的反应堆。 作为获

得佛蒙特州批准该买卖的条件 ，该公司当时同

意 ， 20 1 2 年后的运营许可证须向州监管机构

申请 。 200 6 年，佛蒙特州更进一步，要求该核

电厂许可证的任何延期申请都必须经由佛蒙

特州立法机构批准 。 那时，该公司也同意了 。

； ·词汇注释当难；句分析二＼I
( surface [ 1s3:f1s] v . （隐藏或掩盖一段时间后）浮出水 \\ @ legislature [ 'Ied3国e叫a] n . 立法机关

面 ，显露 > ·经典搭配
( reactor [ r1 ＇配kta］ η．反应堆 (( ( as a condi ti 

( approval [ a' pru:val〕 n 赞成’批准 ，认可 \\ ( seek per口1i ss i on from （获取．．． ．．．的

( operate [ 'opare1t] v. 工作，运转 引①extens i o n of the license （许可证延期）

⑤叫“：t [ 1 sAb师叫“取决于 2视…而定 ? ( be subj ect to （服从 ，受…··支配，取决于）

： ·语篇分析 . :;/ 
第三、四段交代事件背景。

第三段追溯双方签署的两份约定。关键词为：①since 2002 ; ( in 2006 。

①②旬追溯 2002 年协约。

①旬追溯协约生成背景： Entergy 公司意欲购买佛州｜唯一核电厂。 句中 surface 以现在完成进行时态

出现，说明“双方矛盾自 2002 年就逐步开始显露，并延续至今、且呈不断加剧的趋势，目前事件是长期矛

盾的集中爆发”； only 强调这是佛州唯一核电厂，暗示 Entergy 公司势在必得的原因，同时反材该厂运行

情况必会引发民众关注 ； aging reactor 侧面表明“该核电厂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需要运营者严格管理 、监

管者严格把关、甚至不排除将其关闭的可能” 。

②旬追溯协约内容：2012 年后核电厂经营许可须向佛州监管机构申请。 句中 condition 强调“接受

200 2 年协约”是“Entergy 公司获准购买佛州核电厂”的必要条件，反衬说明“Entergy 公司 当时答应此条

件不一定是基于对核安全问题的认真考虑 ，而更多地是为实现对核电厂的收购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为

日 后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③④旬追溯 2006 年规定。 went a step further/too 展现两句群之间关联 。

③旬追溯规定内容：核电厂经营许可延期申请都须经佛州立法机构批准。 句中 be subj ect to. 

legis la ture ’s approva l 照应②句 seek permission from sta te reg ul ators ， 表明 2006 规定严于 2002 协议 ： 由

“行政许可”上升到“法律许可”，核电厂 20 1 2 年后运营许可不仅须经佛州核监管机构批准，还须经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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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批准；由此解释 went a s tep further ：分｜政府提出了更极端的意见／要求 。

④旬追溯 Entergy 公司态度：接受。 插入语 too 强化语气：无论对 2002 协议还是 200 6 年规定 ，

Entergy 公司 当时都表示同意并自愿签署，反衬其 日后毁约的言而无信 ，也更能说明作者和佛州居民为

何对此如此愤慨 。

E深层解读】本段为背景追溯段，重在挖掘“Entergy 公司签约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 ：在取核电厂经营

许可”： 以 since 2002 , when . .. agreed to ...、 In 2006 ... too ... went a long H于应 上 文 a longstanding 

commi tment / had long promi sed ，追溯 Entergy 公司与佛州 曾经签订的两份协约 的同时，却以 As a 

condition of. .. 、 requiring that ...反衬该公司签订协约的真实 目的在于“获取核电厂经营许可”而非“真

心遵从州政府相关协定”，就此为后文两者的矛盾设伏 。

：：： ~·宾噩拮解二J

27. By entering into the 2002 agreement, Entergy intended to 27. 通过签订 2002 协议 ， Entergy 公司

想要 。

[A] obtain protection from Vermont regulators 〔A］获得佛蒙特州监管机构的保护

[ BJ seek favor from the federa l legis lature [BJ 寻求联邦立法机构的支持

[CJ acqu ire an ext ension of its bus iness license [CJ 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延期

[ DJ get permi ss ion to purchase a power plant [D〕获得收购一家核电厂的许可

［精准定位］ 第三段①②句明确指出： 200 2 年 ，为了获得购买佛州唯一一家核电厂的许可， Entergy

公司签订了 2002 协议“20 1 2 年后的经营许可证须向州监管机构申请”，可见［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是对第三段②句 receiving s tate approva l for the sa l e 的合理推断。

[A］将“ 2002 协议 内 容 ： 20 1 2 年后 Entergy 公司须向佛州监管机构 申请核电厂运 营权”捏造成

“Ente rgy 公司接受 2002 协议的 目 的：取得佛州监管机构的保护” 。 ［ BJ将 “ 2006 规定 内容 ： 核电厂的延

期申请必须经由佛州立法机构批准”捏造成“ Entergy 公司接受 2002 协议 的 目的 ： 寻求联邦立法机构的

好感”。［CJ直接截取“2006 年规定的部分内容 ：获得核电厂经营许可证的延期需要……”当作“Entergy

公司接受 2002 年协议的 目 的 ：需要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延期”。

［技巧总结］ 于对象、信息集结处设题可考查学生区辨对象／信息的能力，本题即为典型 。 解题关键

在 ：一 、透过题干抓取考查对象及信息； 二、将选项按对象及信息分类。具体到本题 ： 先 由 题干 By

entering into the 2002 agreement. .. intended to 锁定考查范围为 2002 协议及签署动机，优先排除属于

2006 协议范畴的［町、 ［CJ ，次而排除实为 2002 年协议具体内容的 ［A］，最后入选完全切合②句结构“As

a condition of＋ 目的（ r eceiving state approva l for the sa l e）”中 “ 目的吨ffl分的 ［DJ 。

呵 。 Ei ther Entergy never rea ll y intended to li ve 

by those commitments, or it s impl y didn ’ t foresee( what 

would happen ne川. f} 圈 人 string of accident s , including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 ling tower in 200 7 and the 

discovery of an und 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 ’s 

safety and En tergy ’s management espec ia ll y aft er t 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8 

20 

要么 Entergy 公司压根就没打算妥遵守

那些承诺，要么就是它根本没有预料到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 一系列的事故，包括

2007 年冷却塔局部倒塌以及地下管道系统泄

漏为人所知，使得人们既对佛蒙特扬基核电

厂的安全也对 Entergy 公司的管理提出了严

重质疑。 尤其是在该公司对（问题）管道做出



Enraged by Entergy ’s behavior , the Vermont Senate 

voted 26 to 4 las t year agains t a ll owing an extens10n. 
误导性陈述之后更是如此。 被 Entergy 公 司

的行为激怒，佛蒙特州参议院去年以 26 : 4 

的投票否决了它的延期申请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1'
①foresee 〔fa: 'si ：］ 认预见，预知

( partial [ pa:J al ］ α ． 部分的，不完全的

( collapse [ka' Jieps］ η． 突然倒下 ； 但l塌 ； 明均

( leakage [ 'Li:k1d3] n . 渗漏；泄漏

\\ ·经典搭配

! ①川y （按照某种信念或原则生活、做事 ；遵守）
$ ( a st ring of （一连串）

:(raise questions about. （ 引起对 的质疑）

A string of accidents , including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ling tower in 2007 and the dis币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s safety and Entergy’s 

manage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句子主干 IA string of accidents raised serious questioris 

主i吾 千 谓i吾 宾语 -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 i五

功能注释：句子主干 A st ring of. . . 说明已有问题：事故频发使人们质疑核电厂安全和 Entergy 公司

的管理问题， especia ll y a fter 隐含不尽之意 ， Entergy 公司做误导性陈述，会令人们对其质疑更甚 。

: ·.董事分析：＜： ii
第四段追溯事态发展：去年，佛州｜参议院否决了 Entergy 公司 2012 华后经营权的延期串i膏 。 关键词

为： voted• .. against 。

①旬给出 Entergy 公司签署协约的两种推测：或压根没打算遵守约定，或压根没预料到后续运营情

形；并借 Either... or ...结构将重点落于后一推测 。 两种推测各司其职 ，共同传递作者对 Entergy 公司的

谴责态度：前者承上段②句蕴藏文意“Entergy 公司当初同意签署协议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 旨在获取

核电厂经营许可权”而来 ，表达作者对其“为达目的，轻做承诺”的谴责 ；后者重在引出公司 以承诺换取对

核电厂的运营权之后却并未重视其安全问题（注 ：作为多家核电厂的运营者 ， Entergy 公司不应该也不可

能对老化反应堆的隐患毫无所知、毫无准备，故 simply di巾’t for esee . . . 重在暗示“未能足够重视安全运

营问题勺。 绝对否定表达词 never 及强调词 reall y 、 s imply（“简直，根本”）加强了作者谴责语气 。

①旬 JI顶而指出后续运营情形：扬基核电厂运营中安全事故频发，公司管理遭质疑。 句子先借 A string 

of（ “一连串”）表明核安全事故出现频率之高 ：接踵而至；再借 discovery（“被发现的事实”）暗示“Entergy 公

司未向人们坦承泄漏事件，该事件乃经人发现而为人所知” ；然后借 mis leading 着力强调“Entergy 公司不但

不坦白泄漏事件，甚至做出误导人们的解释 ，试图瞒天过海”这一恶劣行径；最后则借隐性比较词 especially

指出“冷却塔倒塌 、地下管道泄漏等一系列安全事故”本身已足够令人不安 ，事故发生后公司管理层误导公

众的做法更是让人无法接受，从而将 Entergy 公司问题由简单的安全事故颁发上升到公司管理问题。

③旬最后指出严重后果：去年（ 2010 年） ，佛州议会以压倒性投票结果否决 Entergy 公司对该核电厂

运营权的延期申请。 enrage ( to make somebody very angry ） 说明公司行为严重惹恕。！；州 议会 ，反衬核电

厂安全问题及公司管理问题已受高度质疑，公司和佛州政府之间的矛盾已走向 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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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解读】本段亦为背景追溯段，重在揭露“Entergy 公司获取核电厂经营许可权后却运营管理不

善”： 借由分析“A 主体的心理到行为（役打算遵守承诺、没预料后续情形→冷却塔局部倒塌、地下管道系

统世漏）”再到分析“B 主体的心理到行为（被激怒→否决延期申请）”最后呈现“ AB 两者关联（合作→决

裂）”，并借 either. .. or. .. 、 especia lly 等语义逻辑词将重点落于“A 的安全管理问题频发” 。

：·草草措辞：：＜： ；／
28.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Entergy seems to have problems 28. 根据第四段可知， Entergy 公司似

with its 乎在“ ”方面存在问题。

[A] managerial practices [A］管理实践

[BJ technical innovativeness [BJ 技术创新

[ C] financia l goals [CJ 财务目标

[DJ bus iness vision [DJ 商业远见

［精准定位］ 第四段②句明确指出：佛州扬基核电厂一系列事故的频发导致人们对其安全问题以及

Entergy 公司管理问题提出了严重质疑，换言之， Entergy 公司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A］是对②句 rai 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 . Enter町’s management 的合理推断。

[BJ将②句事例“冷却塔倒塌、地下管道系统泄漏”旨在说明 Entergy 公司“安全和管理问题”曲解为

“技术创新问题”。［CJ利用读者脑中信息“公司经常会出现财务方面的问题（ financial goa l s）”捏造干扰，而

文中未提及。 ［DJ将①句旨在说明 Entergy 公司可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后来的一系列事故（ A string of 

accidents）”的 didn ' t foresee（没有预料到）望文生义为“缺乏商业远见（ business v i s ion）” 。

［技巧总结］ 解答“问题型事实细节题C. . . have prob lems with its ）”应把握“干扰源于事例细

节，答案源于事例细节外的高度概述”原则 。 如本题，第四段中①句为作者猜测，③句展现问题结果，均

不足以构成问题事实 。 锁定②句，A string of accidents 说明 Entergy 公司事故频发，随后列举具体事例，

并指出这使得人们严重质疑扬基核电厂的安全及 Entergy 公司的管理（ ra ised serious quest ions ... 

Entergy ’s management）。［A] managerial practices（管理实践）符合要求，具有概述性，囊括事例 。

V ONow the company is suddenly claiming that 
the 2002 agreement is invalid( because of the 2006 
legi sla t ion, and that onl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egulatory® power over nuclear issues . 8囚 The legal 
issues in the case are obsc ireCD : whereas the Supreme 
Court has ruled that states do have some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nuclear power, lega l scholars say the 
Vermont case will offer a precedent-setting® test of 

how far those powers extend. @ Certainly, there are 
valid concerns abo ut the patchwork® regulations that 
could result if every state sets it s own rules . 。 But

had Entergy kep t its word, that debate would be 
beside the point. 

现在，该公司突然因为 2006 年法规宣称

2002 年协议元效 ，且只有联邦政府才对核问题

有监管权 。 此案件中的法律问题模糊不清：虽然

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各州对核能确实具有某些管

理权，但法律学者说，佛蒙特州案件将会对检验

“州政府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提供一个先例 。 当

然，假如各州都制定自己的规则 ， 那么对“这可

能会导致补丁法规”的担忧也是合理的。但是，

假若 Entergy 能够遵守诺言，那种争议也就无关

紧妥了 。

＞词汇注辱与难句分括：＜ ii
( invalid [m1vre!rd］ ι 元效的

( regulatory [ 1 regj ulatan］ α． 管理的，控制的

( obscure [ab1skjua］ ι 不分明的，费解的

( precedent-setting a. 开创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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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patchwork [ 1 pretJ w3:k] n. 拼缝物，补丁

;-… ( keep one ’s words （遵守承诺）

( beside the point （与讨论的问题无关，无关紧要）



；二话：篇分析＜ ii
第五、六段说明事件影晌。

第五段说明影晌一：将为检验州级核监管权限提供法律先例。关键词为： will offer a precedent

setting test。

①旬介绍 Entergy 公司观点：唯有联邦政府具有核监管权，公司与佛州政府所签协议无效。 句子先

借 Now 从追溯事件起因拉回当前事件；再借 suddenly claiming 与第二段 a stunning move 首尾相接，完

成对整个事件：“ Entergy 当初同意签署协议，且一直以来都没表示异议，现在去｜］突然提出协议无效”的回

顾；后借因果逻辑同 because of 表明“Entergy 公司宣称 2002 年协议无效”与“2006 年法规”之间的因果

关联 ：据 2006 年法规（由州议会批准是否许可该公司 2012 年后经营扬基核电厂），州｜参议院 20 1 0 年否决

了 Entergy 公司对扬基核电厂 2012 年后的经营权→（这一白热化矛盾使 Entergy 公司反戈一击）于联邦

法院质疑佛州对核电管理的权力，也即 ，质疑 2002 协议的有效性； Fl~ 此可反推 Entergy 公司的期冀 ：若胜

诉，佛州政府无权监管核电，那基于 2002 年协议的 2006 年法规也随之失效，故而也无须遵守基于 2006

年法规的 2010 年佛州议会的压倒性投票否决结果；最后借绝对表达词 on l y 凸显 Entergy 公司观点 ：联

邦政府在核监管问题上独掌权力 ，州级政府根本无此权力，暗示下文将对“核能监管权限”展开讨论 。

②旬介绍法律学者看法：佛州案件将能检验各州｜在核能问题上的管理权限。 强调词 do 用以强调指

出“最高法院确实给了各州某些核能管理权”，而模糊限定同 some“某个，某些”则表明“这一权力的界限

并不明确”，可知，“佛州政府是否有权决定 Entergy 公司对核电厂 2012 年后的运营权”的确无明确判定

依据（ obscure），但 Entergy 公司“州 级政府无权监管核电厂”这一宣称也纯属强词夺理； will offer a 

precedent sett ing test 则明确法学界眼里此案的意义：将会成为明确州级核监管权限的先例，反衬此案引

发争议的原因 ： （除关乎“核能安全性”这一敏感话题、“诚实守信”这一人们元比看重的品质外，）此案还涉

及一个法律盲点，且有望形成对美国法律的补充，成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判决依据（详见“背景知识①勺 。

③④旬给出作者观点。 claiming→ say→ Certainly/ But 展现③④句与①句、②句间强关联“群体 1 观

点→群体 2 观点→作者观点”。③④句则以 if 真实条件句及 had. , wo uld . .. 虚拟条件句实现衔接“现

实→虚拟”。

③旬借假设情形“各州｜自行制定核法规”退而肯定“关乎补丁法规的担忧合理合法”。 valid 既取“合

法的”也取“合理的”之意，表明这些担忧合乎常理 、合乎法律，是法律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

④旬转而借虚拟情形“Entergy 公司若是信守承诺，监管权争议根本无关紧要”反衬作者观点 ： 目前

事态发展至此，争论无法避免，最高法院亟需明确“州级核监管权限”问题。 虚拟语气 had... , wo uld . .. 

（要是…… ，本来不会……）假定 Entergy 公司“信守诺言”的情形，暗含作者对 Entergy 公司背信弃义为

的谴责； that d e bate 指①③句隐含的争议点“各州有无核监管权”，而该争议点实际已被②句“最高法院

已经赋予州级政府核监管权”不攻自破，所以本案的争议点在②句法律学者所述的“核监管权权限”。

E深层解读】法律学者观点与作者观点实为一致：③④句作者观点（ Certainly . . . But . .. ）实则顺承②

句法律学者观点“如！有一定的、但不明确的核能管理权限，此案件为此提供一个先例”指出“要明确各州

核能权限，很显然会导致补丁问题的产生，但这也是 Entergy 公司背信行为所致，若其信守承诺，这一州

级核能权限争议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作者观点同法律学者观点 。

；三真噩精解. :;/ 

29. In t“h陀e au川I此thor气 view, the Vermont case will test 29. 作者认为，佛蒙特州案件将会检验 。

[A] Entergy ’s capac ity to fulfi ll all its promises [ A] Entergy 公司履行承诺的能力

[BJ the nature of states ’ patchwork regulat ions [ BJ 各州补丁法规的性质

[CJ t he federal a uthority over nucl ear issues [ CJ 联邦在核能问题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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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t he limits of s tates' power over nuclear issues I [ DJ 各州在核能问题上的权限

［精准定位］ 第五段②句先呈递法律学者看法 ： 该案件将会就“各州核管理权限”提供一个rN~试性先
例；③④句进而说明作者观点：明确各州权限会引发“关乎补丁法规的合理担忧”，但 目前 Entergy 公司的

所仁所为已经使得联邦法院不得不去明确“州级核监管权（限）”。 换而言之，作者与法律学者观点是一

致的 ，该案的判决结果最终可以作为“州级核监管权限”的参照。 可见， ［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 the limits of s t ates ’ power over nuclea r i ss u es 是对原文 sta tes do have some 

regula tory author ity over nuclear power 、 how far those power s extend 的同义改写。

[AJ利用文中事实“ Entergy 公司不守诺言”形成干扰 ，但文不对题，这并非案件将会检验的对象。

[BJ将文意“案件判决结果可能会‘引发补丁法规的合理担忧”’曲解为“案件会‘检验补丁法规的性质’”。〔CJ

将文中“确实拥有权力”这一肯定意思描述为质疑之意“检验联邦在核能问题上的权力” 。

［技巧总结］ 人物观点 、作者观点集结处常为命题点。本题即对第五段中人物观点十作者观点集结
处设置作者观点题 。 解答关键在把握“人物观点作者是支持还是抨击，通常而言 ，作者持反对态度的对

象群体所反对的观点可能为作者支持观点”。 以本题为例 ，作者反对 Entergy 公司（以虚拟语气谴责其背

信行为），而 Entergy 公司“州政府无核监管权”与法律学者“州政府有一定权限 ，却权限不明”相悖， 由 此

可见 ，作者与法律学者观点一致 ，旨在借法律学者观点以谴责 Entergy 公司所为 ，故 ［DJ正确 。

VI O The company s巳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its 

reputat ion in V ermont is already so da maged that it has 

nothing left to lose by going to wa r with the s ta te. 8团 But

t here should be consequ ences. I&) Permission to run a 

nuclear plant is a public trust. 0 Entergy runs 11 other 

reactors in the U nited States, including P ilgr im Nuclear 

s tation in P lymouth. 0 PledgingJJ to run P ilgr im safely, the 

company has applied for federal permi ssion to keep it open for 

another 20 years . 。因 But as 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 NRC) reviews:2l the company’s application , it 

should keep in mind what promises from Entergy are worth. 

[ 441 wordsJ 

Entergy 公司似乎已下定论：既然它在

佛蒙特州的名誉已经严重受损，它与该州开

战也不会再失去什么了 。 但肯定是妥承担

后采的 。 核电厂的经营许可关乎公众信任。

Entergy 公司在美国还经营着另外 11 家反

应堆，这包括位于普利茅斯的朝圣者核电

厂 。 在承诺保证安全经营朝圣者核电厂的

前提下，该公司已经向联邦机构提出了“再

经营 20 年”的申请 。 但是，当核管理委员会

(NRC）审核该公司的申请时，它应该会考虑

到 Entergy 公司的承诺到底价值几许 。

J 
析

…

－分
…

旬
…

－难
…

与
…

－释注
－

FL 
词

$ ．经典搭配

! ( go ……h （与 开战）
$ ( pledge to do （保证，发誓）

;(i<ee

: ~－董篇劳析；；J

( pledge ［同时3] V. 保证给予、正式承诺

( review [ n I vju:] v. 复审，重新考虑

( defy [ d11fa1] V. 貌视 ，蔑视 ，违抗（第 30 题）

( withdraw [ w1o'dr;:,:J v. 撤回（第 30 题）

第六段说明影晌二： Enter宵公司其他地方lll!务受影晌。关键词为： there should be consequences。

①旬揣摩 Entergy 公司与佛州政府对抗的心态：本公司目前在佛州己名誉扫地，再与佛州政府开放，结

果也不会更糟糕到哪里去（，既然如此，还不如孤注一掷，博得对扬基核电厂的继续运营权 ） 。 先借

concluded 反衬 Entergy 公司“一纸诉状”为三思后行之举 ：扬基核电厂安全事故频发，声誉扫地，经营权被

拒是情理之中；但一纸诉状若能赢得经营权实属侥幸 ，若败诉也没什么可再损失 的；后借表象性表达词

seems to 将该公司该做法否定：事实并非如此，公司与佛州开战并非无可失去 ， 为探讨该公司 因此举而损

失更多埋伏笔 。

24 



②旬转而明确作者观点：公司肯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简短句式结合情态动词 should 肯定而有力地

表明作者结论： Entergy 公司必将自食其果（而非别无其他损失） 。

③④①＠以事实佐证②旬。

③旬首先明确观点立足点：核电厂经营许可关乎公共信任。 句子以判断句式CA is B ）将问题由上段

案件症结点“外｜政府核能权限不明”落到“公众信任”上：只有“公众信任”对“Entergy 公司能否继续运营

扬基核电厂”有生杀予夺大权 。 这既为下文论述奠基，又明确作者在“Entergy 公司起诉佛州｜ 政府”事件

中的站位： Entergy 公司已失信于民，理应放弃 2012 年后核电厂运营权，而不该孤注一掷起i斥。i；州政府 。

④旬进而暗示 Entergy 公司在美其他地方的核电厂将受影响，并借 including 锁定 Pilgrim 核电厂。

⑤＠旬最后明确 Pilgrim 核电厂延期申请因其佛州失信行为肯定会受影晌。

⑤旬介绍事实：在承诺安全管理前提下 ， Entergy 公司向联邦机构申请继续运营 Pilgrim 核电厂 20 年

（还原其为在取佛州扬基核电厂经营许可权时信誓E旦情形的真实目的 ） 。 Pledging to ruηPilgrim 

safely H于应首段 abi de by ... regulations 、第三段 agreed to seek permission ...，再现 Entergy 公司 2002 年

购买扬基厂时“信誓旦旦保证安全运营”的情形； app l i ed for federal permission .. . 呼应第三段 receiv i ng

state approval for the sa l e ，再现 Entergy 公司信誓旦旦背后的目的“获取核电厂经营许可” 。

＠旬做出预测：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 NRC）审核该申请时肯定会考虑到 Entergy 公司承诺的可信度

（暗示其申请会因其在佛州的背信行为受损）。 what promises from Entergy are worth 深层含义为： 当初

Entergy 公司为购买扬基核电厂，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安全管理，可结果却安全事故频发 ，且单方毁约；

现在面对类似情形“Entergy 公司在申请延期经营 Pilgrim 核电厂，同样又在承诺会安全管理该厂”，这种

承诺会不会又是一种权宜之计？以后 Pi lgrim 核电厂会不会也是事故不断？ 这种承诺到底价值几许？

【深层解读】全段借助两个 should 强调指出“Entergy 公司在佛州的背信行为必然使其在其他地方的

业务受到影晌”：借助作者对 Entergy 公司的强烈谴责态度，②⑥句中 should（语用功能均为 used to say 

that you expect sth is true or wi ll happen）实际已由弱化的预期“应该会，可能”演化为非常强烈的推测

“必然会，必定会”，作者对“Entergy 公司会因其在佛州 的背信行为遭受后果、NRC 会医l Entergy 公司在

佛州背信行为而好好审视其在申请 Pi lgr im 核电厂延期运营权时的承诺”持非常肯定的态度 。

：＿. 真题精解＿＿ · : ~I 
30.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30. 从最后一段可推知， 。

[ A] Ent：巳rgy ’ s business elsewhere might be affected [ A] Entergy 公司其它地方的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 BJ the authority of the NRC wi ll be defi ed [ BJ 核管理委员会的权威将会被藐视

[CJ Entergy wi ll withdraw its P lymouth app lica t ion [ CJ Entergy 公司将会撤回它在普利茅斯的申请

[DJ Vermont 's reputation might be damaged [ DJ 佛蒙特州的名誉可能会受损

［精准定位］ 末段③④①＠句以“Entergy 公司在普利茅斯核电厂的延期申请会因其在佛蒙特州不

守信用的作为而受到 NRC 质疑”例证说明i亥公司其他地方的业务会受到影响，［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Tiffi 项［ A］是对段中 there shou ld be consequences ... , it ( NRC) should keep in mind 

what promises from Entergy are wort h 的概括引 l扣 。

[BJ将段末句“NRC 会质疑 Ent巳rgy 公司的 iJ.盘信”篡改为“NRC 的权戚会受到挑战

Pi lgrim Nuclear stat ion in Plymouth 、 appli ed for 设置干扰 ，却将文意“ Entergy 公司在普利茅斯的延期申

请可能会受到其在佛州不遵守承诺的影响”过度推导为“ Entergy 公司会撤回其 申请” 。 ［ DJ将段首句

“Entergy 公司在佛州的名誉已经严重受损”偷换为“佛州的名誉可能会受损” 。

［技巧总结］ 解答推理引申题关键在“以原文为基础，根据已知｜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做出合乎逻辑的

延伸”，解答时可采取“选项定位法＋排除法相结合” 。 如l本题，四个选项（业务受到影 H向、权威被藐视、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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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 frequently 凸显这一现实情况非常普遍，暗示这才是科研常态，起到了加强对比的效果 。

③④⑤旬为第二层，重在揭示②旬“科研过程模糊且复杂”的原因：主观性因素随处可见，难以避免。

各句所述主观性影响因素 the context of our unique life experience 、 Prior knowledge and interes t 、

Opportunities for misint巳rpretation, error, and self deception 展现句间关联 。

③旬概述原因：研究人员自身阅历的影晌。 escape 一词暗示“生活背景对研究者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使其有失客观），研究者尽力摆脱（却终究难以完全逃脱）”的情形； context（“周围情况、背景”）本来起到

“助人了解某事物”的作用，此处却成为科研者客观行事的障碍； unique 起强调作用：科学工作者的生活

背景千差万别，都影响着各自的科学实践，从而大大加深了科研结果的复杂性程度。

④旬细述原因：科研人员先验知识、兴趣爱好的影晌。 Prior knowledge and inte rests 回指 出e context of 

our unique ]if巳 experi ences; and 连接的三个成分以递进关系展示“经历的内容’→对经历的判定→随之做出的

行动”的连锁效应，说明人们的先验知识和兴趣的影响贯穿其活动的始终，科研工作也不例外 。

⑤旬补充原因：误解、差错、自欺的可能性影晌。 opportunity 不能直观理解为含褒义的“机会，机

遇”，而应该根据上下文确定为表中性的“可能性”。 and 连接的并列结构在语言上形成气势，凸显先验知

识和兴趣带给科学研究的各种负面影响 。 至此，研究者“竭力追求客观、却又难逃主观”的矛盾状态完全

展现出来，从而开启下文对“科研是如何克服主观干扰因素成为客观知识”的论述 。

【深层解读】一、对比式开篇，②旬“发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语义重点：严格意义上来讲，

此段落可视作一个对比意群，即①vs②③④⑤句（②句引领③④①句），对比旨在引出重点句②句。 二、

开篇旬先以 In the idealized version of. ..“理想情况下”暗示“现实情况下”，再以“理想情况下的特性‘客

观的（ objective）’、‘科学的（ scientific）’”暗示“现实情况中 ，科研很难做到完全客观、科学缤密”。

（·真题精解＿ • ：： ： ；／
3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is 31. 根据第一段，“发现”过程具备的特

characterized by its 点是 。

[ A] uncertainty and compl exity [A］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BJ misconcept ion and deceptiveness [BJ 错误观念和欺骗

[CJ logica lity and objectivity [CJ 逻辑性和客观性

[DJ systemat icness and regularity [DJ 系统性和规律性

［精准定位］ 第一段②句以 But 转折指出：在日常科学实践中，科学发现遵循一条模糊且复杂的路

径，因此［A］为正确选项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是对②句的同义替换，其中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 uncerta inty and 

compl exity 分别对应句中 discovery fo llows an . .. route 、 ambiguous and compli cated 。

[BJ将科研发现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员自身先验知识及其兴趣爱好”偷换为科研发现过程的特

征“错误观念和欺骗”。 ［CJ将发现过程在理想状态下的特点“科学且客观”偷换为现实状态下的特点“富

含逻辑且客观” 。 ［DJ由常识“科研活动往往具有系统性、规律性”而来，但这是人们的普遍认知，有悖于

段中所强调的“科研在现实情况下存在诸多主观干扰因素” 。

［技巧总结］ 特点题往往针对较抽象或常见事物不为人知的一面而设，正确项或直接体现主题、或

与主题的引人紧密相连，解答此类题的关键在掌握全文／段落主旨。 如本题，由... But ...可推断语义重

心在 But 后（即首段主旨和题眼所在），与 But 后 ambiguous 、 complica ted 相对应的项即为正确项 。

.JL O Consequently , discovery claims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protoscience( . @ Similar to new ly staked0 mining① 

cla ims, th巳y are full of potential. ＠）回 But it takes co ll ective 

scrutiny( and accep tance to transform a discovery claim into 

因此，发现声明应该被视作科学雏

形 。 与新宣布的采矿权声明相类似，它们

充满着可能性 。 但是发现声明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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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 ure discovery . 。 Thi s is the credibility®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indi vidua l researcher ’s m e, here, now 

becomes the communi ty ’sαnyone ， αηywhere ， αηytime . 

@Obj ecti ve knowledge is the goal, not the starting point. 

集体审查和认可才能转变为成熟的发现。

这就是“取信过程”，通过该过程，单个研

究者的“我”、“此地飞“此时”转变成了科

学界的“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

间” 。 “客观知识”是目标，而非起点。

：：：－.词汇穿军事难句分析：~ ：： 1'
( protoscience [ prc>utausa 1ans] n. 源科学

( stake [ste 1 k］ υ． 用桩支撑，标桩

自 @ inspection [ m1spekJc>n］凡检查，审查（第 32 题 ）: ·经典搭配
( mining [ 1 mamu:i] n. 采矿 < ( stake (out) a claim C公开声明对……拥有所有权）

( scrutiny [ 1 skru:t1m］ η．仔细l而彻底的检查

( credibility [ ,kred11b1l1t1] n . 可信，可靠
j ②fu ll 川川充问）

( transform . .. into （将……转变为…… ）

： ）语：篇分析：－：：： ;/ 
末四段为主体，具体阐释“科学发现如何一步一步获取可信度”，完成全篇主题论述“取信过程”。

第二段引出全文主题“取信过程”。关键词为： credibility process。

①②旬为第一层，暗示科学发现声明的可信度有待验证。 they 体现两句间关联 。

①旬指出发现声明只能算作科学雏形。 Consequent l y 展现上下文因果关联：因为科学发现过程中

充斥着主观因素的影响 ，所以发现声明只能算作科学雏形； discovery claim ( cl a im 为动作名同，意为“声

称 ，主 张”）、 proto sc i ence （一词前缀 proto 意为“原型”）两者共同暗示“新发现未被证实、还不完善、不成

熟， ::lt·非客观去rl ＇识，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科学” 。

②旬（类比“采矿权声明”）指出发现声明充满可能性。 full of potential 针对“采矿权声明”而言 ，指的

是“蕴含丰富矿藏的可能”，针对“发现声明”而言，指的是 “有被证实为重大研究发现而为人所用的可

能”，但也隐含“发现声明需要经过验证才能为人所用”之意，为下文引 H：“取信过程”做好铺垫。

①④⑤旬为第二层，明示科学发现声明的可信度需要通过集体努力来验证，即“取信过程”，由此引出

全文主题。 transforms... into a mature discovery“ 由不成熟到成熟”→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s me , here, 

ηow becomes the communi ty's anyo肘， anywhere , anytime“个体的‘我、此时、此地’转变成了集体的‘任何人、

任何时间、任何地方”’→Objective knowledge“客观知识”实现句群内部强语义关联“均蕴藏客观之意”。

③旬（对比“采矿权声明”）指出发现声明的特点：只能通过集体审查和认可才能转化成“真正成熟的

发现”。 句中 takes 近义于 requires/ needs ，表明“条件”； coll ec ti ve sc ru t iny and acceptance 则为条件具体

内容“集体审查并认可”，其中 coll ective 强调“集体力量”的重要性 。

④旬进而明确这一集体审查、认可的过程即为“取信过程”（换言之，取信过程需经集体审查、认可方

可完成）。 句子借助 the indi vidual researcher ’s me, here , now 与 the communit y’s anyone , anywh ere , 

αηtime 的鲜明对比补充说明 “取信过程”最终结果：个体的“我 、此地 、此时”转变成集体的“任何人、任何

地方、任何时间”，自11 “研究者个体发现（di scovery c l aim）”上升为“科学界集体授信 （ mature di scovery）” 。

⑤句补充说明科学界“取信过程”的终极目标：将初期充满不确定性的发现声明转变为客观知识。 A

is X, not Y 句式凸显了 X 和l Y 之间的取舍。注意这里“终极目标 （ the goa l ）”的主体不仅仅是提出

di scovery claim 的研究者，而且也包括确证 discovery cla im 的科学界。

【深层解读】段首词 Consequently 暗示首段为引子； 借由“科学发现过程模糊且复杂的特点”引出全

文论述主体“在诸多主观因素影响下的科学发现声明需要经过集体审查并认可后方能成为成熟发现”。

； ？真惠措辞. : ;' 
32 .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2 that credibility process 

reqm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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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从第二段可推知 ，“取信过程”需要

。



[A] stri ct inspection [A］ 严格审查

[ BJ shar ed efforts [BJ 共同努力

[ CJ indi vidual w isdom [CJ 个人智慧

[ DJ per sistent innovation [DJ 不断创新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③句指出将“发现声明”转变为“成熟发现”需要通过“集体（ collec tive ） 审查和认

可”，④句进一步指出经过这－过程后，“单个研究者的我、此时、此地”转变为“集体的任何人 、任何时间 、

任何地点”，由此可推知，“取信过程”需要集体共同的努力，［因为正确选项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实为③句的同义改写，其中题干的 requires 、正确项中的 sha red effort s 分

别对应 takes 、 co ll ect ive scrutiny and accepta nce 。

[ A］源自③句中 scrutiny（仔细审查） ，但却遗漏原文重要信息 coll ec ti ve（集体的，共同的） 。［CJ将④

句取信过程需要“集体能力”偷换为“个人智慧” 。［DJ利用与文章主题“科学研究”的相关概念“不断创

新”捏造而成，与文意不符。

［技巧总结］ 推理引申题的典型解法为对比分析四个选项 。 本题初看选项，似乎都可算作发现声明取

信过程所需要的因素 ，但与主旨相关的选项似乎H住有 ［BJ 、 ［CJ ，而 ［BJ和［CJ侧重点相反，前者侧重“集体” ，

后者侧重“个人”；由此不难推测 ［BJ可能正确 。 回到原文，发现第二段④旬出现 individua l 和 communi ty 两

个关键词 ，并明确表明该过程是从“个人的……”变成了“集体的……” ， 印证③句 takes coll ective . . . to . . . , 

就此可断定“集体努力 C[B］） ”是作者强调的该过程必不可少的因素。

皿 0 Once a di scover y claim becomes pub li c, the 

di scoverer receives intellectual( credit . @ But, unlike 

with mining claims , the community ta kes control of what 

happens next. @ Within the complex soιi a l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 ic community, re吕ea rchers make discoveri es ; 

editors and r evi ewers act as gatekeepers by controll ing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 other scienti sts use the new finding 

to suit their own purposes; and finall y , the public ( including 

other sc i 巳ntists ) receives the new discovery and possibly 

accompanying techno logy. 。因 As a disCJvery claim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 the i「1teraction②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shared and competing beliefs about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transforms an individual’5 

discovery claim into the community’s credible discovery. 

发现声明一旦公开化，发现者 l'lr 会获得

学术赞誉 。 但和采矿声明不同的是，其随后

的发展掌握在科学界手中 。 在科学界这个

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研究者做出发现；编辑

和评审者通过控制发现的发表过程来扮演

看门人的角色；其他科学家则使用这一新发

现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后，公众（包括其他

科学家）接受这个新发现以及可能随之而来

的技术 。 在发现声明通过科学界的逐级审

查之时，与该科技相容或相抗的理念间的相

互作用、相互对抗把个人的研究发现转变成

科学界的可信发现。

： · 词ii：注释与难句分析. •fl 
( intellectual [ ,mt11 lektf ual］ ι 智力的

( interaction [ ,mta'rrekfan] 11 .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 经典搭配

I\ ( take cont rol of （掌控）

！②沉ct as 

i ③WO川川ay 川川~除因对f秽J特定方向前进 ）

As a discovery claim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shared and competing beliefs about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t ransforms an individual’s 

discovery claim into the community’s credibl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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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bout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后置定i吾

between shared and competing beliefs 

后置定语

句子主干 I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rontation transforms an individual ’s d iscove『y claim 

主i吾
、田、五

i:1弓】口

into the community’s credible discove『Y

宾补

时间状语从句

As a discovery claim works its way 

引导词主语 谓语宾语

宾语

through the community 

地点状语

功能注释：本句重点理解主句谓语部分为 transform... into ...结构；主语后跟三个后置定语：其一 ，

between shared and competing be l iefs 直接修饰主语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rontat ion；其二， about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 logy 又修饰. .. bel i e fs ；其三 ， invo l ved 商，修饰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 logy o 

I ： ~：： ：语毒分布.＜i :J
第三段详细阐述取信过程。关键词为：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①旬指出发现声明一经发现者本人公开即为其带来学术赞誉（此为第一步，此后进入取信过程，启

下引出取信过程的详细步骤）。 Once 浅层表明“研究人员只要愿意公布即可获取赞誉，公开与否完全取

决于研究者的个人意愿，完全在其掌控之中”，深层暗示“还有其他方面研究人员无法掌控”；句中 crecl i t 

含义为“荣誉，称赞” 。

②③④旬详述取信过程各环节及各人物角色作用。 此句群借 Bu t . . . the comm unity takes contro l of 

what happens next 实现与①句间强联接“可控 vs 非可控”；并借 fina ll y, As ... works its way through . .. 

实现句群内部强联接“时间序列”。

②旬指出（发现声明公布之后的）取信过程取决于“科学界”而非“发现者本人”。 本句以 unlik e with 

mining cla i ms 再次将“发现声明”与“采矿声明”相类比，对比上段②句 s imilar to newly staked mining 

c l a i ms ： “发现声明”和“采矿声明”相同的是“二者都充满潜能”，不同的是“采矿声明发出者”对其后续的

挖矿找宝过程掌握主动权，而“发现声明提出者”对其后续“发现声明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发现”这

一过程则无法掌控（communi ty 表明掌控者不是单个个体，而是整个团体），就此突出发现声明要成为成

熟发现的艰难与曲折一－需要历经重重关卡 。

③旬详细介绍“取信过程”各环节及各人物角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句中用于描述科学界的

complex social struct u re 呼应第一段 an ambiguous and compli cated route 暗示“复杂性、主观性不仅仅存

在于科学发现的过程，同样也存在于取信过程的各个环节”； controlli ng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 s u it their 

own purposes 则进一步表明这些环节中暗含各研究者的“主观性因素”。

④旬补充取信过程的催化剂（相容或相抗观点之间的交流与对抗）以及“发现声明”历经“取信过程”之

后的完美蜕变（实现了从“个体发现声明”到“集体可信发现”的转化）。 句 中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work one ’s way through 意为“排除困难朝特定方向前进”）回指①句所述“涉及科学界层层审

视、受到多种外在因素影H向”的取信过程；两组对比词（ i nteraction VS confrontation ; shared VS competing）凸

显这一“通过观点的交流和交锋，逐步以集体的力量消除个体主观性”的复杂过程； transform （尤指“彻底

地、从根本上改变”）以其强烈的掌控意味再次展现科学界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E深层解读】一、本段所述取信过程实为（抓取过程路标词 Once. . • next ... finally ...予以确定）： 首

先，发现者进行科学研究并将其成果公开化，即公开“发现声明”→其次，发现者经过科技期刊编辑和评

论家的把关（所谓的“同行评审”）发表该新发现→随后，其他科学家运用该新发现（可能是引用，也可能

是应用到技术上）以便对其验证→最后，公众（以及其他科学家）接受该发现（即转变成大众接受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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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知识） 。 二、④旬实为取信过程的总结 ：历经“科学界层层审视、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的取信过程

后，“个体不成熟的发现声明”完美蜕变为“集体成熟的可信发现” 。

； ·真题秸解；－：：： fl 
33. Paragraph 3 shows that a discovery claim becomes credible 33. 第＝段表明，“发现声明”在

after it 之后变得可信。

[ A] has a ttracted th e atten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A］ 吸引普通大众注意力

[ BJ has been examin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 y [ B〕被科学界检验

[ CJ has received recognition from editors and reviewers [CJ 获得编辑和评论家认同

[ DJ has been fr equ ently quot ed by peer scientists [ DJ 被科学家同行经常性引用

［精准定位］ 第三段④句明确指出了“发现声明”在历经“‘涉及科学界层层审视、受到多种外界因素

影 II［句 ’的取信过程”之后的蜕变 ：由个体的发现声明转变成了集体可信的发现。可见，发现声明要接受科

学界的检验后方可信，所以， ［BJ为正确答案。

［命题解密］ [BJ对应④句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e community ，是对第三段③④句内容的最有力概括。

[A］将③句第四个分句所述结果“发现声明被大众、被科学界认可”偷换为条件 。

[CJ将③句第二个分句所述取信过程中的一环节“编辑、评论家扮演看门人角色”偷换为全过程各环节。

[ DJ把①句中第三个分句中 other scienti s t s us e the new findin gs ...偷换为 frequentl y quoted by. 

而且，“其他科学家使用该发现”也只是“取信过程”中的一环 。

［技巧总结］ 本题~·启似考查“时间先后”，实则考查“前提条件”。 “条件题”干扰项通常如下设置 ：①将

结果偷换为条件；②将条件之一当作充分条件，对此可借助“比对选项内容”来 l'lm别，通常涉及“选项包

含－！＇！ fl 某选项较全而且涵盖其他选项所涉及的点”，该项正确的可能性较大。本题中 ［ CJ 和 ［ D〕涉及

的人物事件其实被 ［BJ 包含，即， editors and revi ewers 、 peer sc i en tis ts 均属于 the sc ientific communit y; 

received recognition 、 fr巳quently quoted 可算作 examined 的不同表现形式，再结合上题“取信过程需要集

体努力”，初步判断［ BJ可能正确，再结合原文进一步发现［A］将结果偷换为条件，故而敲定［BJ正确 。

。 Two paradoxes( exist throughout this cred ibility 

process. @ First , scientifi c work t ends to focus on some 

aspect of preva iling knowl edge that is viewed as incomp le te 

or incorrect. @ Littl e rewa rd accompanies duplication@ and 

confirmat ion of what is a lready known and be li eved. 。 The

goa l is new-:;earch, not re-search . 。 Nots 」 rprisingly, newly 

publi shed di scovery cla ims and credib le discoveries tha t 

app巳ar to be important and convincing will a lways be open to 

cha ll enge and potential modification'] or refutation® by futur e 

resea rch ers . 0 Second, novelty( itself frequ ently provokes 

disbeli ef. ＠刨 Nobe l Laurea te and physiologist® Albert Szent

Gyorgy1 once desc , i bed di scovery as “ seeing what everybody 

has seen and th inking what nobody has thought . ” @ But 

thinking what nobody e lse has thought and telling othe rs 

what they have missed may not change th eir v i ews . 。

Somet imes y巳a r s a re required for truly novel di scove ry cla im s 

to be accepted and apprecia ted. 

整个“取信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矛盾

情况 。 第一，科学研究工作倾向于关注

流行知识中被认为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方

面 。 重复并确认已经为人所知以及可信

的知识几乎不会带来回报。 科学研究的

目标是新研究而不是重复研究 。 （如此

一来，）貌似重要且令人信服的新发表的

发现声明和可信发现总是面对后来研究

者的质疑、修改、甚至推翻，俊不足为奇

了 。 第二，新奇事物本身就容易招致怀

疑 。 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 Albert

Szent-Gyorgyi 曾经将发现描述为“见世

人所见，忍无人所想”。 但“思考他人未

想”并“告知他人所疏漏”未必会改变这

些人的看法 。 真正新颖的发现声明有时

需妥很多年才能被接受和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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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注需要难句分析~：：： ；／
( paradox [1preradoks] 11. 悖论，自相矛盾的话

( duplication [1dju:pl11ke1Jan] 11 . 重复 ，复制

( modification [ ,rn时的1ke1Jan] n. 修改，修饰

( refutation [refju1te1fn] ，，.辩驳，反驳

( novelty [ 'n口va1t1 ］ η．新奇的事物

@ physiologist [1f1z11olad31st] n. 生理学家

．经典搭配

( be viewed as （被视为）

( not surpri s ingly （毫不奇怪地）

( appear to be （貌似…… ）

( open to chall enge （面对挑战）

：：：－；语篇分析：＜ 1'
第四段补充取信过程中两个矛盾，从而表明该过程的漫长且曲折。关键词为： two paradoxes。

①旬总述有两个矛盾贯穿取信过程始终。 throughout ( during a ll of a particu lar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巳 end）强调这两个矛盾自始至终贯穿整个过程，无法回避 。

②至⑨旬分述两个矛盾。 First 、 Second 体现逻辑链条 。

②至⑤旬分析矛盾一（从科学界研究倾向入手）：科学界重新轻旧，致使新发现声明和可信发现常常

成为靶子。 此句群借助 preva iling 、 a l 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 new search, not r e- search 、 newly published 

形成的语义场“新、旧知识”实现衔接 。

②旬介绍科研倾向：关注流行知识中被认为不完善、不正确之处。 preva ili ng （兼具“流行”及“被接

受、战胜”之意）及被动式 i s vi巴wed as（被他人认为）一方面暗示科学发现的取信没有止尽，这些流行知识

即便被证实之后也可能被证伪；另一方面微妙传达作者批驳之意：这些经由逐步检验而确定的流行知识

未必都不完善、不正确，研究人员不该为了获得学术界重视和l认可而刻意将重心放在流行知识上 。

①旬解释该倾向的原因：复旧无回报。 拟人修辞 Little rewa rd accompanies . ..将 reward （回报、报

酬）一词前置凸显， H音讽科研者做科学的初衷夹杂了过多名利追求 。

④旬复述科研倾向：重新轻旧，出新才是研究目标（本旬实为②③旬的重申） 。 再次运用 A is X, not 

Y 句式，并且“生造”两个合成词 new search （回应②句 prevailing know ledge . . . ）和 re-search（回应③句

dupli cation and confirmation. . ）凸显研究人员的目标取向 ，强调科研者“急于迫新”这一倾向使“重复”、

“证实”等进一步验证发现声明可信度的必要阶段少有人参与 。

⑤旬指明该倾向的后果：新出炉的发现声明以及重要的可信发现总是面临质疑、修改甚至颠覆， 由

此将镜头拉至全文主题“取信过程”，暗示该过程的艰难。 Not surpr i sing l y 表明句间因果逻辑 ：科学家以

“追新”为目标，“新发表”的发现声明总是受到外界质疑这一情况便不足为奇了 C cha ll enge 取“质疑”之

意） 。 appear to be 暗含之意为：发现声明是否真正重要、令人信服，要经历漫长的验证取信，故在此只能

说它们是“貌似重要且可信” 。 always be open to . . Copen t o 意为“易受……损害 的，容易被……影响

的”）回应上文 tends to focus on . .. 以及 The goa l is new-search ，强调在这种大环境下，新研究声明“总是

面临毫无阻挡的、来自各方的直接攻击” 。

附注：⑤旬实质明确了矛盾一的核心点所在： 由于科学界关注现有流行知识的不足与谬误，使得新

的发现声明最容易成为科学家们攻击的对象，致使新发现声明取信过程艰难 1111 折 。

＠至＠旬分析矛盾二（从发现声明的本质“新”入手）：新本身常遭质疑，也即，新发现声明也会常遭质疑，

致使其取信过程漫长。 本句群借助 thinking what nobody has thought 复现、novel/ novelty 复现实现衔接。

⑤旬总括矛盾二：“新”本身容易招致外界怀疑。 provokes 实际展示“新”与“怀疑／质疑”之间的因果

强关联； frequently 则以频度高强调了这种关联：新知识要比旧知识更频繁地招致他人怀疑 。

⑦＠⑨旬以＠旬为根基，指出发现声明易遭质疑，其取信过程颇长 。

⑦旬引证指出科学发现就是“见世人所见 ， 思无人所思”，科学发现即为“新”。 引号内内容实质表明

作者对科学研究的看法：从日常所见中展开理性思考、慎思明辨 。

③旬迸而明确“见世人所见 ，思无人所思，提出新发现”无法改变他人，并不能获取外界认同 ， 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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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遭外界质疑。 telling others what they have missed 即指“发现声明的公开”； may not change their views 

即指“外界不改变既有想法，相反，不接受并质疑新发现”。

⑨旬最后指出发现声明需要多年方可被接受和认可，言外之意为，取信过程非常漫长 。 句中 years

暗示真正新发现认可所需时间很难说。 tru ly nove l discovery claims 指最终被证实为重大新发现的声明。

【深层解读】一 、⑤句实为⑤旬的深入： novelty 对应 newly publ ished di scovery claims and credible 

di scoveries, fr equently provokes 对应 always be open to, di sbe li ef 对应 ch a ll e nge.. .，由 此实现了两个矛盾

之间的逻辑链接：科学界倾向于探索新东西，而新东西本身又容易引发质疑，深层传达 ti:＼科研过程中“发

现者（个人）”和“科学界（集体）”两方自然而然形成的对峙局面 。 二、本段借两个矛盾说明取信过程的艰

难及漫长：根据 First 、 Second 不难掌握浅层层次（①～⑤句 VS＠～⑨句）；而深刻研究会发现，两个层次

的最后一句（⑤句、⑨句）均指向了发现声明，⑤句指出发现声明易遭质疑，⑨句指出真正新颖的发现声

明取信时间很长 。 由此不难推知，本段重在讲述取信过程的艰难及漫长，印证下文 In the end 所蕴意的

“历时长久、复杂多变的取信过程终于结束”。

：·真题需解＜ fl
34. Albert Szent-Gyo，宵i would most likely agree that 34. Albert Szent-Gyorgyi 最有可能赞同 。

[A] scientifi c claims wi ll survive cha ll e吨臼 [ A〕 科学声明会经受住质疑

[BJ discove ri es today inspire futur e resea rch [ BJ 今天的发现激发未来的研究

[ CJ effort s to make di scoveries a r巳 j us t i fied [CJ 做出科学发现的努力是合理的

[DJ scientific work ca ll s for a critica l mind [ DJ 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头脑

［精准定位〕 第四段⑦句指出 A l b ert Szent-Gyorgyi 认为科学发现就是“见别人之所见，想别人所未

想”，由此可推知，他认为科学研究发现需要非凡的观察及思考的能力，需慎思明辨，故 ［DJ为正确答案 。

［命题解密］ 正确工页［DJ是对⑦句 discovery as “ seeing what everybody ha吕 seen and thinl 

has thot』ght" EJ{j合理归纳 。 sci entifi c work 对应 discovery, a critical mind 对应 thinking what nobody ... 。

[A］将⑤句“……往往容易招致质疑”曲解为“能够战胜质疑”。［BJ将⑤句“边未来科研人员的质

疑、修改、反驳”曲解为“激发未来研究”，而文中未谈及未来研究的动力 。［CJ将末句“真正新颖的发现声

明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被认可”曲解为“做出科学发现的努力是合理的” ，而事实却是，历经若干年后，有些

不新颖的发现声明未必能够取信。

［技巧总结］ 本题针对文章引证内容提问人物观点，实则考查该引证内容的具体含义，也即句意理

解题 。 ffµ（，题关键在“精准定位”，干扰项常根据与该人物观点无关的上下文设置。本题只要根据题干定

好位（至第四段⑦句 thinking what nobody has thought ，此部分无生词且不难理解）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

V O In the end, cred ibili ty “ happens" to a di scovery 最后，可信度“降！！备”到发现声明

claim a process that corresponds( to what philosopher 上一一这一过程与哲学家 Annette Bai巳r
Annette Baier has described as the comm。nsofthemind. @ 所描述的“思维的交汇”相契合。 “我们

“ W e reason together, cha llenge, revise® , and complete each 一起论证、质疑、修改、并相互完善彼此

other ’s r easoning and each oth町、 conceptions® of r eason. ” 的推理以及彼此对理性的理解。”
[ 446 words] J 

…
析

…
分
φ

·旬
…

－难
…

…与
…

．

释
－

…

注
－

-L …

词
φ

( correspond [1 kor11spond] v. 相一致、符合

( revise [ r11va1z] v . 校订，修正

( conception [ k@n1sepf::m] n. 础解；概念

$ ·经典搭配
!(happen to （突然降 1阳 身上）; 。…川 to （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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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击毒分＃斤二. :i i/ 
第五段为取信过程画上完美句号：它就是思想交汇的过程。 关键词为：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①旬指出发现声明历尽千辛万苦的取信过程终于获得了可信度，并类比引出 Annette Baier 概念“思

想的交汇”。 In the end 复现取信过程“历时长久、复杂多变”的特征 。 happens（“碰巧、恰好”）一词加l引号

有两个作用 ：一、表强调，呼应前文“取信过程不受发现声明提出者的掌控”：可信度最终“如大奖一般从

天而降”落至发现声明上；二、表反语，暗示作者观点：“发现声明”历经曲折漫长的取信过程，期间经历科

学界的重重补充、修改、挑战，最终靠自身实力“赢得”可信度，可见这一过程对发现声明来说看似被动，

实则主动，它说明发现声明本身经得起检验，而非真是“从天而降”偶然得之，实乃偶然中的必然 。 破折

号后以类比词 corresponds to 表明取信过程与 Annette Baier 同名书作概念“思维的交汇”的对等关系 。

②旬进而援引l Annette Baier 原话表明“思想的交汇”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含义，最终明确取信过程

的真实所指 ：它是一个利用集体力量将带有主观色彩的发现声明转为成熟客观知识的过程。 toge ther 原

词复现并和 each other 形成对比，强调了“集体努力”在验证个人发现声明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

用 。 注：句首处 reason 为动词，意为“推理、判断；论证、思考”；句末 reason 则为名词，指“理性、判断力”，

故 conceptions of reason ( conception of 意为“对……的理解〔认为某事怎样或应该怎样］勺即指“对于理性

的理解”； reasoning 表示“（作为过程的）推理、推论”。

E深层解读】一、②旬可视作对第三段④旬 、乃至全文的概括，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发现者学术同行为

了追求客观知识进行着“友谊辩论赛”，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既包括发现者，也包括学术同行）”观点中的错

误、不足、及主观性逐渐被消除，最终呈现的是“集体”论证的结晶：成熟客观的研究发现。 二、本段实为“发现

声明取信过程”谢慕段：先以 In the end, credibi lity “ happens” to a discovery claim 提示全文以“科学发现由雏形

到成熟的过程”为轴展开；再以 a process that .. . the com1ηans of the mind 总结该过程特点“集体智慧结晶”；最

后以 together 、 each other 回应前文“这一取信过程属于科学界这一集体，而非个人”凸显这一过程特点 。

:: ~ －全局草草草解：~ ：：i i/

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35. 下面哪项为文章最佳标题？

[A] Novelty as an Engin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A］新颖是科学发展的引擎 。

[BJ Collective Scrutiny in Sci entific Discovery. [BJ 科学发现中的集体审查 。

[CJ Evolution of Credibi lity in Doing Science. [C〕科学研究中可信度的发展 。

[DJ Chall enge to Credibi lity at the Gate to Sc i巳nce. [D〕在通往科学的门前对于可信度的质疑。

［精准定位］ 首段介绍了科研发现过程充满主观因素的特点；第二段指出（在诸多主观因素影响下

得出的）发现声明成为客观知识需经历“取信过程”；第三段具体展示该取信过程的各个环节；第四段插

入介绍该取信过程中存在的两个矛盾以说明该过程的擅长和艰辛；末段用 Annette Baier 原话总结了该

过程 。 可见，全文都围绕科学发现的“取信过程”（即，可信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展开论述， ［C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CJ既 ltJJi定全文讨论对象（科学发现的可信度），也覆盖了全篇内容（可信度的发

展过程），是对主旨的高度概括 。 cred ibili ty process 是文章主题关键词，与 evolution 对应，而 do111g

sc i ence 则是文中首段首句中 how science is done，以及其他段落中 scientific work 等词的同义表达 。

[A］将第四段＠句中细节词 nove lty 视为文中主题同，同时将句意“新奇事物会招致质疑” 11t1 fij!(c 为“新

奇事物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引擎飞［闯将第二 、三段中所述取信过程的前提条件“集体审查”视为文中主

题词，“集体审查”无法涵盖文章全部内容 。 ［ DJ将第凹段⑤句 cha ll enge 和全文关链－同 er巳dil】 ility 、 sc i 巳n ce 

探杂，将斗全文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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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总结］ 标题题的解答关键在明确全文主题关键同及全文主旨，以偏概全为其干扰项常见干扰

方式 。 为提升难度，命题者也常把细节与涉及大局的高频复现词探杂在一起 ，使选项貌似合理，但应警

惕命题人利用“语言重构”的方式进行概念偷换 。 本文高频复现词为 credibi li ty 、 process ，因此 ［ CJ 、［ DJ

最有可能成为正确选项；仔细比对发现，两者区别在范围上， ［DJ包含 cha ll enge 、 credibility 、 sc i ence，似乎

很全面．但选项的中心词落于“cha ll enge（质疑） ”上，偏离了“取信过程”这一全文大方向 。

Text 4 公共部门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工会 -…… 
二
叫叫

·-
hy 

：登 －：二总体分析
本文摘自 The Economist 《 经 济学人 》20 11 年 3 月 1 7 日 一篇题为 Enemies of Progress- The Biggest 

Barrier to P ublic-sec tor Refo rm Are the Unions（进步之敌一一公共部门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工会） 的文章。

这是一篇现象分析型文章 ，重点阐述了当今现象“英美等国公共部门工会势力过于强大”的影响“使得公

共部门改革障碍重重”，论证过程中作者大量使用对比 、引证以及例证等手法，逐步将论证推向高潮 。

守－二语篇分割及试题精鲤
I Olf the trade unionis t Ji mmy H offa were ali ve 

today, he wo uld pro bably represent( civil serva nt s. 8 
When H offa ’s T eams ter s wer e in their prime( in 1960, 

only one in t en American govern ment work ers 

belonged to a union ; now 36 % do. @) In 2009 the 

nu m ber of uni onists in Amer ica ’s pub lic secto r passed 

that of their fellow mem ber吕 in the pri vate secto r. 。 In

Britain , more t han ha lf of pub lic-sector work ers bu t 

onl y abo ut 15 % of pri vate-sector ones ar e unionized0 . 

倘若工会主义者吉米· 霍法如今在世，他

很可能代表着公务员 。霍 法领导的卡车司机

工会 1 9 60 年全盛之时 ，仅有 10 % 的美国政府

工作人员 参加工会； 如今这一比例为 36 % 。

2009 年 美 国公共部门中的工会会员人数已经

超过私营部门中的工会会员人数。 在英国，超

过一半的公共部门在员加入了工会，而私营部

门中f叉，约为 15% 。

: ·J司i(i注释乌拉句分析：＜ 1'
①repr，臼ent [ repn1zenl] v. 为……代言 ，维护……的利益 $ ( civil serva nts （公务员）

( prin 

( unionized [ 1jL : nj ana , zd ］ α． 力11 入 主lj工会的 \J (J) publi c secto r （公共音il 门 ）

P, @ pri vate sector （私有部门 ）
． 经典搭配 $ 

:: I语篇分析：• ：：i i/
第一至三段为文章第一部分，说明现象：公共部门工会势力过于强大。

第一段指出现象：（英美等国）公共部门工会迅猛发展，工会已成公务员代言人。关键词为： represent

civil servants。

①旬（总起旬）以虚拟之形影射全文主题：工会巳成公务员代言人。 虚拟语气 If. . . were alive today , he 

would probably represent . .. 将历史人物“工会主义者吉米 · 霍法”与当今群体“公务员”跨时空相连，暗藏今

昔对比 ：“当前工会已成公务员代言人，重在维护公务员利益”反衬“此前工会抗争对象主要是资方，重在维

护私营部门而非公共部门雇员利益”，深层反映 ：±； “现如今工会的使命变迁”，并隐含“工会维护公务员利

益，也即变相损害纳税人利益”，为下文的批驳埋下伏笔 。 proba b ly 实质上暗表作者充分肯定之意 。

②③④句对比论证①旬，明确当前现象 ： （英美等国）公共部门工会势力强劲，公务员入会比例激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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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私营部门雇员。 此句群借助时间词（ in 1960 、 now 、 In 2009 ）、数词（ only one in ten 、 36% 、 15%）、国别词

( America , Britai n）以及动作词（ passed“超过，越过”）展示强关联 。

①旬纵比（ in 1960 VS now): （美国）公务员入会比例由 1960 年的 IO%激增到现在的 36% 。 in their 

prime ( prime“盛年，年富力强的时期，鼎盛时期”） ... only one in ten 取“卡车司机工会最为盛行之时公务员

入会比例之低”反衬“近些年工会在政府公共部门的发展异常迅猛”，深层传达“霍法时代工会鼎盛时期，工

会并非公务员而是民众青睐之地” 。

①旬横比（ In 2009) : 2009 年（美国）公共部门雇员入会比例反超私营部门。 passed 体现公务员入会比例的

翻转性变化：私营部门雇员占主要→公共部门雇员后来居上，明确“霍法时代私营部门员工为工会主力，工会

代言私营部门雇员”的同时，凸显“近些年政府部门工会发展势头元比强劲，工会代言公务员”的翻转 。

④旬横七t ：现在（英国）公共部门雇员入会比例远超私营部门。 数值对比 more than half VS only 

about 1 5 % （超过一半 vs 仅约 1 5% ）辅以强转折词 bu t 及强调副词 on l y 凸显悬殊差异，强调工会在公

共、私有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 ， H音示公共部门工会影响力异常强大，为下文详述该影响力做铺垫 。

【深层解读】本文开篇结构集诸多特点于一身，共同凸显“公共部门工会会员数量猛增、影晌力极其

强大”，为下文分析原因暗中设伏： 1. “不枝不蔓、切中肯紫”开篇方式（①句直接断言“工会主义霍法如若

在世，十之八九代表公务员”，②③④句明确断言所指“公共部门雇员已取代私营部门雇员成为工会主流

力量勺 ； 2. 数据援引； 3 . 纵比j愤比 ； 4 . 同 ／近／反义共现 。

；芳草拮饵＜ 1'
36. It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first paragraph that 36. 从第一段中可以得知 。

[A] Teamsters sti ll have a large body of members [A] Teamsters 依然拥有大量会员

[BJ Jimmy H offa used to work as a civil servant [ BJ Jimmy Hoffa 曾经是一名公务员

[ CJ unions have enlarged their public-sector membership 〔C］工会已经扩大了公共部门会员数量

[DJ the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nionists 〔DJ 政府已经改善了 同工会会员 的关系

［精准定位］ 第一段②③④句指出，美国政府雇员力II入工会的比例已由摇法时代的仅 10%增长到了

现在的 36 % ；公共部门工会成员人数已超过私营部门；英国更是公共部门雇员的人会比例已远超私营部

门 。 可见，工会中来自公共部门的会员人数近年来明显扩增， ［C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 ［CJ是对第一段主要 内容的概括： publi c』sector membership 对应 civ il servants/ 

American government workers/ publi c sector workers; en l a rged 则囊括 repres巳nt civil serva nts 、 now 36% 、

passed that of their fe llow members in t he private sector 、 more than ha lf 等 内容。

[A］用②句时态干扰，将 Teamster" l960 年处于全且在／有大量会员”改为“如今仍有大量会员”，实际

文中无法得知l Teamster 现在情形。［BJ利用①句虚拟语气干扰，从中错误推出 Jimmy Hoffa 曾是“公务

员”，而实际他的身份是“（代表私营部门员工的）工会主义者” 。 ［ DJ对文中所述事实“大量公务员加入工

会”进行主观推断，这属于“工会和l公务员个人之间关系”，与“政府和工会之间关系”无关 。

［技巧总结］ 本题是针对开篇段落命制的“事实生1H 节＋概括推理”题。考生语意识到 ： 1. 开始｛首句若

为抽象虚拟句，则必为｜随后各句具体信息说明对象 ； 2 . 在处理随后各句信息时，既要仔细单独分析各句，

更需提炼概括各句“共同指向”； 3. 处理完各句信息后 ，需回到①句虚拟语气 ， 与其建立逻辑顺泊的对应

关系，得出段落主旨，且借助下文信息（尤其是下段首句）进行验证 ； 4 . 具体看选 :g;r 时需警惕“1昆淆语态、

时态，偷换各句及段落关注对象”等干扰方式 。

如解本题可 ·先大致了解①句涉及“公务员、工会主义”并随即跳过，将主要精力放到进行具体描述

的②③④句，理清各句信息并抓住三句共同关注点“工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中势力发展情况”以及比

较结果“公共部门工会成员发展迅猛，会员数己反超私营部门 ” 。 随后回看①句，建立对应关系、理解该

句具体所指一一曾经代表“私营部门雇员”的工会如今成了“公务员”的代表，并借助第二段首句“公共部

门工会的壮大有三个原因叫if(J 认上述推理无误。最后具体看各选项，可发现［CJ为对段落主旨的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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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混淆②句时态；［BJ脱离下文对①句断章取义， ［DJ偏离②①④句关注对象，从而确定正确项为［CJ 。

公共部门工会的持续壮大有三个原

因。首先，他们可以举行罢工而无需承担

太多后果。 其次，他们大多头脑灵活且受

过良好教育 。 四分之一的美国公共部门

雇员具有大学学历 。 第三，他们目前主导

着中左政治 。 两者之间的一些关联可回

溯到很久以前 。 英国工党，顾名忠义，与工

会主义渊源久远。 工党现任领袖埃德·

米利班德、能够荣登宝座，公共部门工会的

选票功不可没 。

H ‘’ Ther巳 are thr巳e reasons for the public~ sector 

unions' thriving. 8团 First, they ca n shut things down 

without s uffer 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nsequences. 

@Second, they are mostly bright® and well-educated. 。 A

quarter of America ’s public-sector workers ha ve a university 

degree. 。 Third , they now dominate( left-of-centre 

po l itics. 。 Some of their t ies go back a long way. 

@Britain ’s Labor Party , as its nam e imp lies,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trade unionism. 0 Its current leader, Ed 

Miliband, owes his position to votes from public-sector unions.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中斤： • :;/ 
( go back a long way （由来已久）

( Labor Party （工党）

( as its name implies （顾名思义）

J 
析

－

t
$
4
4
1

－

分
…

篇
一

，

语

( bright [bra1t] a. 聪明的

( dominate [ 'dom111e1t] v. 支配，控制，影响

．经典搭配

( left of-centre politics （中左政治）

第二段分析现象产生的三大原因。关键词为： three reasons 。

①旬（过渡兼段落主旨旬）指出公共部门工会壮大原因有三。 定冠词 the + public sec tor unions ’ 

thriving 衬托首段所述重点“公共部门工会势头强劲”，其中动名词 thriving 暗表公共部门工会已然蓬勃

发展，而且这种强劲发展势头将一直持续下去 。

①至＠旬详述三个原因。 First, t hey ...• Second, they. . 一＋－ Third , they .. .串起意群主线（②⑤句

they 直接回指 the public-sector unions ；③句 they 间接回指 the public-sector unions ’ members ） 。

②旬说明原因之一（何以壮大叫：可以罢工而无须承担太多后果。 can... w ithout s uffering ...充分

展示公共部门工会的不公平优势：可充分维护自身利益却又可以基本免责，如liJ 面解释了公务员为何会对

工会趋之若莺；其中 shut sth down 此处指“让政府部门无法运作”； without s uffering much in th e way of 

consequences( in the way of st h“关于，就……而言”）意指“就后果而言，无须承担太多”。

①＠旬说明原因之二（何以进步？）：会员大都聪颖且受过良好教育（话外音：劳资谈判中他们力量雄

厚，无疑有助工会持续强劲）。

③句直陈原因。 mostly 强调会员聪颖、受教育程度高的占大多数。

④旬以数据佐证③句： 1 /4 美国公共部门工会会员有大学学历。 have a university degree 具体说明

bright and well educat时，指向“会员高智商、受过专业教育”；a quarter of 强调有大学学历的会员高达 25 % 。

①＠⑦③旬说明原因之三 （ f可以坚挺？）：政治影晌力巨大（为其赢得有力发展态势）。

①＠句分析原因。

①旬直指原因：主导中左政治。 dominate 表明“政府部门工会左右中左政治”的同时，隐｜晦传达“作

者不赞同态度：影响力过强，不谦恭、不温和，令人不爽” 。

＠旬补充①句：与中左政治渊源颇深。 go back a long way 强调这种密切关系由来已久； tie l决衬⑤

句 dominate，展现政府部门工会对中左政治的影响力由以前的“强关联”发展至如今的“支配地位” 。

⑦③旬以英国工党为例证明⑤＠旬。

⑦旬侧重固应＠旬，指出工党长久以来一直与工会主义有关联。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 11于

应 their ti es go back a long way，展现工党与工会之间年深日久、难以割裂的渗透关系；插入语 a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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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imp li es 补充 ：单从名字便可知 Labor Party （工党：代表工人的政党）和 trade unioni sm （工会主义／工

团主义：将工人联合到一起并捍卫其利益）紧密相连，事实亦如此 。

⑧旬直接回应⑤旬，指出工会会员投票助推埃德·米利班德问鼎工党新领袖，凸显工会庞大政治影

晌力。.. . owe ... to . ..“归功于……”体现直接因果关系 ： 会员投票→问鼎领袖， H乎应⑤句 dominat e 说明

公共部门工会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同时借 owe 本义“欠债，欠人情”传递另外一层含义“利益关系、交换关

系”：作为回报，埃德·米利班德很可能会成为公共部门工会在政府中的代言人、进一步维护其利益（工

会因此更能继续扩大会员基础） 。

E深层解读】一、②旬 without suffer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nsequences 实际用意有二： 1. 公共部门雇

主实际是各级政府，他们不像私营业主那样与雇员之间有切身厉害关系，故而较易在罢工谈判时让步且

较少日后打压罢工人员； 2. 私营部门罢工很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一一企业破产、雇员失业，而政府

部门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如果公共部门雇员以罢工要挟涨工资，元异于是在要挟纳税人 。 二、

本段同上段，仍在呈现现象：本段三个原因之间存在明显共性（展现公共部门的庞大实力／势力 ） ， 与上段

之间真正逻辑为：由表及里说明公共部门工会的庞大势力 。

i" ·＿主题精饵＜ii
3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Paragraph 2? 37. 下列关于第二段的表述哪一项正确？

[ A] Public-sector unions are prudent in taking actions. [ A］公共部门工会行动谨慎 。

[ BJ Education is required for publi c-sector union membership. [ BJ 公共部门工会会员有教育要求 。

[ CJ Labor Party has long been fighting against public-sector unions. [CJ 工党一直在同工会进行长期斗争 。

[DJ Public- sector unions seldom get in trouble for their actions. [DJ 公共部门工会极少因其行动陷入麻烦。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②句指出，他们／公共部门工会可以举行罢工而无需承担太多后果， 即：他们不大

会因其行动陷入麻烦， ［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 同义改写第二段②句， Public sector uni on s 明确 they 所指； th eir action s 对应

shut things down; seldom get in trouble 同义替换 without s uffering much in th e way of conseque口ces o

[ A］对第二段②句 without suffer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n sequ en ces 断章取义，将其含义“工会无需

为其行动承担太多后果／可大阻行动”改为与之相悖的“工会行动小心谨慎 、因而并未招致太多不 良后果

( prudent）飞［BJ将第二段③④句所述公共部门工会会员“具有的特点／来源优势”偷换为其加入工会的

“必需条件”。［CJ将公共部门工会与工党之间关系由“渊源颇深”改为与之相悖的“长期斗争” 。

［技巧总结］本题即为典型的细节判断题设问方式 。 遇到这类 wh ich 型题目，需将“定位法”与“排除

法”相结合：先根据选项关键词定位至原文，然后将选项内容与原文逐一进行对比以判断；真正误 。 注意 ：

对比过程中须深挖原文信息，体味言外之意／深层含义；若遇到疑难词汇、对1：解关系等 ，需抓大放小看整

句、句群、甚至整段；在两个选项之间难以抉择时，取其中更能与段落主旨契合的一个 。

如解答本题，可先由首句明确第二段主旨为“公共部门工会壮大的原因”，并将论述部分按原因划分

意群（②句 ③④句－⑤＠⑦③句） 。 随后看选项，先将［町 、［CJ分别定位至①④句和｜⑤⑤⑦③句 31二分别

与原文仔细对比，发现［B]is required 从文中元从推知， ［C] fighting again日t 和l原文相悖 。 然后关注［A] ,

[DJ ，发现两选项关注点均在于公共部门工会的“行动” ，而②句含有明显动作 shut things down，且未被

［町、［CJ涉及，可定位至此 。 随后比较发现： ［A］强调公共部门工会“行动谨慎小心”， ［DJ强调“很少会因

行动陷入麻烦”，显然［DJ更能体现整句意味，也更与段落主旨契合，故选定为正确项 。

I[ OAt the state level their influence can be even 

more fea rsome(]) . 8 Mark Baldassare of the Public 

Poli 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points out tha t mu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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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 级层面来看，公共部 门工会的 影响力

甚至更为可怕 。 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

的马克 ·巴 尔达萨雷指 出 ，加州政府多数预算



the s tat e ’s budget® is patrolled® by unions. @ The 

teach ers ’ union s keep a n eye on schoo ls, the CCPOA 

on pri so ns and a va ri ety of la bor gro up s o口 h ea lth ca re. 

受到工会监察。 教师工会紧盯学校，加 州监狱

和平促进委员会看看监狱，而各种各样的劳工

团体则监视着医疗保健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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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rsome [ 'f1asam］ α．可怕的，害怕的

( budget [1 bAd31t ］ η． 预算

( patrol [ pa'traul] v. 巡查，巡逻

．经典搭配

\\ ( at the . .. level （在 …··层面／范罔）; ②山川udget （州政府预算）
;(keep an eye 叫切留意）

>Jf勒布＜ ii
第三段进一步呈现现象：（美国）公共部门工会势力在州级层面为更可怕。关键词为： even more 

fearsome。

①旬（过渡兼段落主旨旬）总括：公共部门工会在州级层面的影晌力更为可怕。 At the state l e ve l 将

视觉由首两段“（英美）全国范围”转至“（美国）州｜ 级层面”； even more fearsome 以“递进十 比较”因循前文

“公共部门工会全国范围内发展迅猛、势力庞大”启 示下文“在州 级层面，其影响力更为可怕”，其中

fea rsome 明确“州级公共部门工会势力庞大到令人惊恐”， II音表“应对此强劲势力加以遏制”之意。

②③旬以“加州政府预算受工会监察”论证①旬。 此句群借助 much of the s tate ’s (=California ’s) 

budget 、 schoo l s . .. pri so ns ... hea l th care 与①句 At the s ta te l e v e l 之间的呼应实现衔接。褒贬色彩并不

明显的 patrol 、 keep an eye on 借助 fea rsome 词带上了明显的贬义色彩： patro l （巡查 ）一一气势汹汹、颐指

气使地巡查 ； keep an eye on （注意，关注） 密切注意并随时准备插手干涉 。

②旬引专家之言指出加州政府预算大都受工会审查（注：州政府预算体现政策目标、影晌未来发

展）。 much of 表明工会监察范围之大 ； patrol（本义为“巡查”，此处附有“气势汹汹地驾车在某地徘徊，威

胁性地逛荡”之意味）凸显工会对政府预算颐指气使的嚣张气焰。

③旬运用排比旬式列举指出学校、监狱、医疗保健等部门（预算）都受工会干涉（注：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要部门）。 keep an eye on ...义为“仔细查看／密切注意……”，与②句 patro l 异曲同工，带有贬义色影；并

列结构 keep an eye on .. . on .. . and . . . on . . . 刻画工会居高临下，肆意干涉州内各事务的现状。

【深层解读】前三段实为一个段落群，共同说明现象“公共部门工会影响力过于庞大”：本段首句 At

th e s ta te leve l their influence ca n be even mo re fearsome 是把握全篇框架的关键点，不仅提出本段主 旨

“公共部门工会在州级层面可怕的影响力”，而且反向暗示前两段主旨“公共部门工会在国家层面的庞大

影响力” 。 即：本句实则提示 ，前三段可视为一体，且文中虽然提及“英、美”，但主要关注点在于“美国” 。

N Oin many ri ch countri es av巳rage wages in the s tate 

sec tor are high er than in the private one. f) But th e rea l 

gains com巳 in benefits a nd work practices . ＠圆 Po liti c i a ns

ha ve repea tedly “ back loaded ( ” public- sec tor pay dea ls, 

keeping the pay incr eases modest® but adding to ho lidays 

and es peciall y pens io ns that ar e already generous( . 

许多富裕国家公共部门的平均薪资高

于私营部 门 。 但是实际收益源自福利和工

作制度 。 政治家们一直在反复“变相提高”

公共部门的薪酬：使工资保持低涨幅 ，却增

加厉、本就已丰厚的节假 日 ，特别是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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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ous [ 'd3enaras］ ι 大量 的，丰富的

( secure [s11kjua] v . （尤指经过努力〉获得（第 38 ！题）

$ ( augment [::i:g'ment] v . 增加，增大（第 38 题）: ·经典搭配
$ ( work practices （工作惯例 、体制）

；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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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撞去玩： ：~ ：：： ；／
第四至六段为第二部分，分析现象影晌：滋生不合理的公共部门薪酬制度，阻碍公共部门制度改革。

第四段指出影响一：（英美等国）公共部门薪酬福利待遇被反复变相拉高（暗示制度不合理，亟待改

革） 。 关键词为： repeatedly “ back loaded” 。

①②旬说明公共部门收益状况。 But 兼具“转折”与“递进”功能，强调语义重点在②句 。

①旬指出显性状况 ；平均薪资高于私营部门。 In many rich countries 暗表本文所述现象可外扩至除英

美之外其他发达国家，表明现象之普遍 ； average wages 虽表“平均化”，实则暗指“普遍性”，也 l'.!11 “公共部门

薪资普遍比私营部门高”，暗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分配不公”。注： the state sector 即指出e public sector 。

②旬转而指出隐性状况：实际收益源自福利待遇及工作制度。 benefits and work practices 体现本句

关注点为“福利和1工作体制” ，有别上句“平均薪酬（ average wages)”; the real gains( real 用以说明收入之

意时，意为“实际的（已按物价指数等调整）；按购买力衡量的”； gains 意表 advantage“好处，利益”、 profit

“经济收益（常含贬义色影）勺表明本句实为揭示事实真相：当公务员的实际好处，并非仅仅源于比私营

部门高的薪资，更是源于其隐形的待遇及工作体制，由此将文意转向“公务员福利待遇、公务员工作体制

不合理”问题 。 注 ： work practices 本义为“工作管理”，此处延伸为“工作制度、工作体制” 。

①旬说明①②旬成因 ：（ 中左翼）政治家们反复查相拉高其薪酬福利待遇。 “ back loaded”本为金融专

业词汇，指“根据金融协定，若选择在指定期内的后期付钱，则比在前期要支付更多”，此处借引号赋予其

更深层含义：取原有含义并力［｜载 back 隐含意“偷偷地、暗中地”，整体隐喻“变相提高，暗箱操作”；其前

repeated l y 强调这一不够光明正大的行为再三发生；句内对比 modest( not very large) VS generous( more 

than necessary; large) f(JI(c 释前文 backloaded 、 rea l gains 真实内涵，凸显“增加公务员收益的隐蔽性”之时，

反衬作者对“政治家们反复提高公务员业已非常充足、甚至超过实际所需的福利待遇”这一极端不合理

做法的强烈不满“很可能会造成公务员薪资趋同、缺乏激励，人们棍等退休、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深层解读】一、本段以“时态呼应（①②旬现在时 are/come VS③旬现在完成时 have repeatedly 

backloaded ）”暗表“因果关联（先说明结果一后指出原因）”：前者阐释“目前情形：公务员实际收入明显高

于私营部门雇员’气后者强调“一直以来不断的行为：政治家们反复变相拔高”，并借助三组“词汇对应”

（③句 but 、 pay 、 ho l idays and espec iall y pensions 分别回应②句 But、①句 wages 、 ②句 benefi ts and work 

practic巳s）凸显这一关系 。 二、末旬 politicians 实指像第二段末句所述“借助公共部门工会会员选票而荣

登宝座的现任工党主席埃德·米利班德”一样的中左政治领袖、政治家们：这些人成了公共部门工会在

政府实践中的代言人，他们拼命维护公共部门工会（即公务员）利益，变相提高其福利待遇 。 就此，滴水

思源怪圈“公共部门工会政治影H内力大→政治家借助其选票而获取政府职位→获得政府职位的政治家

们反过来为公共部门工会（公务员）谋取福利”形成 。

: i真理措但＜ fl
38.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 4 that the income in the 38. 从第四段可以推知公共部门的收

state sector is 入被 。

[A] illega lly secured [A］非法获得

[BJ indirect ly augmented [BJ 间接增加

[CJ excess ively incr巳aseel [CJ 过度增加

[ D] fair ly adj us tecl [DJ 公平调整

［精准定位］ 第四段③句指出，政客们一再“变相提高”公共部门的工资待遇：虽然压低工资增 l闸，去jJ

增加了假日、养老金寄：福利 。 这表明，公共部门的收入通过间接、隐蔽的方式得到了提高，［BJ正确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BJ构成对第四段③句的同义改写， the income in the state sector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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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sector pay dea l s ；正确项是对“back loaded”... adding to ho lidays and especia lly pensions . .. 的概括。

〔A］利用②句 rea l gains come in . . . 和③句 repea ted l y bac k l oaded 设置干扰，但由③句后半句具体描

述可知，该内容实际指公共部门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间接获得”而非“非法获得”。［CJ将原文“工资

增幅不大”夸大为“大幅增加”。［DJ 将“不断提高公务员原本就已经丰厚的假期和养老金／体现不公”改

为与之相悖的“公平调整”。

［技巧总结］ 本段③句中副词 repeatedly 、 especi a ll y 、 already 承载作者语气态度，而且关键词
backloaded 难以理解，同时句式结构又很复杂，这使得该句成为本题直接考点。解答关键 ：一、学会读题，

抓住选项中的关键信息、明确区分选项方向； 二、借助语法知识和语义逻辑理清长难句各部分关系，用

“易理解信息”来解决或避开“难以理解的关键同”；三、学会从形容词、副词中抓取作者情感态度。

解答本题时：首先，发现选项的区分点在于副词 il l ega l l y, indirectl y, excessively, fa i rly 。 随后根据

题目直接定位到第四段③句，并判断句中 have repeated l y “ back l oaded”是解题关键，但旋即意识到

backloaded 一词成了解题的拦路虎。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替代信息、发现随后的现在分词短语 keep ing... 

起解释作用 ，并从中得知信息“政治家们多次间接增加公务员薪酬”， ［ BJ 正确。最后将 repeated ly,

especia lly, a l ready 以及上句强调形容词 rea l 相联系，可得知作者是在说明“公务员收益的真相” 。

V 0国 Reform has been vigorously oppo创d① ，

perhaps most notoriously® in educa tion, where chart er 

schools, academies<:D and merit pay all faced drawn-out 

battles. @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巳v i denc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 teachers ' unions have fought aga inst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 

改革一直遭到强烈反对，最出名的或许是

教育部门，其中特许学校、专科院校以及教师

绩效工资（制度）都面临旷日持久的战斗。尽

管众多证据表明，教师素质是（影响教育水平

的）最重要可变因素，但教师工会还是一直抗

议对教师行业进行优胜劣汰。

；；由i（注释与难旬分析.. '. .:: fl 
( oppose [ a' pauz］ υ．反对，反抗

( notoriously [nau 't:xriasli］叫． 出名地

( academy [a' k能dam1] n. 私立中学，学院，学会

® variable [ 'veariabaJ] n. 可变的事物，可变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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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teachers' unions have fought against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 

句子主干 I teachers’ unions have fouqht aqainst qettinq rid of bad ones and 

主语 谓语 并列的动名词结构做宾i吾

the aualitv of the teachers 」豆＿ the most imoortant variable 
？五 -:,;=-1.. .，一 i五

功能注释 ： Even though 可视为让步逻辑词 though 的强调形式，用于连接“两个事实” ，并强调“即便

第一个事实（从句）客观存在 ，还是会出现与之相悖的第二个事实（主句）”，表明作者对主句行为者“无视

事实、执拗／任意／强硬行事”（不同程度的）不满。从句中嵌套了修饰 evidence 的定语从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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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已 fl
第五段（以教育部门为例）指出影晌二：公共部门（不合理）制度改革一直遭到工会极力阻挠。关键

词为： vigorously opposed。

①旬总括公共部门改革遇到极大阻力，教育部门尤甚。 vigorous ly( in a way tha t uses a lot of energy 

and strength or determination）表明工会对改革的阻挠强劲有力、充满斗志、极富决心，加上工会已呈现出

的强势政治影响力，暗示改革举步维艰； drawn-out ( l engthened“拉长 、拖长了的”〉 凸显教育领域各方面长

期一直面临“欲改革 、却屡遭反对，以致形成拉锯战”的胶着状态，再度凸显工会势力之大 、反改革之猛 。

②旬细说“教师工会反对教师行业优胜劣汰机制”解释①旬。 句子借 Even tho ugh 从句与主句形成

“让步指出已有事实一一转折说明某人不顾已有事实的强硬做法”的逻辑，强调教师工会吓顾客观事实

（教师素质是影响教育水平的最重要变量）， 执意反对在教师中采取优胜劣汰制 度” 的强硬无理做法 。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 variable “变量 ，可变因素勺 突 出教师素质之于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及“可

变性” ：教师素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最关键因素，教师素质高则教育水平高 ， 教师素质低则教育水平低 ；

have fought aga ins t 则强调教师工会为了保护会员利益 ，不顾教育质量，长期极力对抗改革的错误做法 。

【深层解读】一、本段采取“由描述普遍到聚焦典型”写作手法：首句末 perhaps most notori ous ly m 

education 由其前普遍情形“工会极力阻挠公共部门改革的情绪存在于各部门”引出该普遍情形中典型领

域“教育部门” 。 二、本段主旬均采用现在完成时态，意在强调“工会反对改革的行为囱来已久，并己造成

严重后果”，为下文引出 “政治家采取强压政策对付工会抗议之举，而工会又反压政治家强压政策”设伏 。

VI O As the cost to everyone else has become 

clea rer, politicians have begun to clamp down. 8国

In W iscons in the unions have rall ied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against Scott Walker , the hardline① 

Republican governor. @ But many within the public 

sector suffer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 too. 

随着（公共部门之外〉其他所有的人付出的代

价都日益明显，政治家们已开始采取强压政策 。

在威斯康辛州，各大工会召集成千上万支持者反

对强硬的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元 。 但在现行制

度下，许多公共部门雇员也深受其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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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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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e

( hardline [ 1had ,lam］ ι 强硬的，不妥协的 $ ( clamp down （镇压）

．经典搭配 ; ( rall y against （召集人群以反对 ) 

:. － ~－语：篇分析：－：： fl 
第六段（将时间拉近）继续分析影晌二：近期政治家们改革公共部门的决心遭到工会强力反抗。关

键词为： rallied... against。

①旬承上指出（非中左翼）政治家开始采取强硬手段推行改革以维护公务员外所有人的利益。 As 虽

表时间，实表因果 ：付出的代价高→采取强压政策 ； has become c l ear巳r 表明这种代价一直存在但较为隐蔽 ，

如今则更严重、明显 ； clamp down 强行压制”）将－工会以其庞大势力阻挠公共音fl 门改革的行为l盼为“犯罪” ，

映射政治家们与其背水一占戈 、推进改革的决心 。
②旬继而以威斯康辛州为例说明政治家们强硬手段遭到工会强烈抵制。 ra lly. . . agains t. .. the 

hardline Republican governor 指向明确，反映“以斯科特 · 沃克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施行改革的决心虽大，

工会对抗改革的气焰更胜（召集众多支持者 、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强力推行的公共部门改革再次

受阻”的情形 。 本句实则以点带面说明全国普遍情形 ：政府公共部门改革遭到工会强力阻挠 。
③旬承接①旬转而指出当前体制（不仅伤害公务员以外的群体）同样损害到许多公务员的利益。

many within the public sector suffer. . . too 对不合理的公共部门体制进行了彻底谴责 ：损人亦损己，强调

公共部门体制的严重弊端忐ut 后为文意重点，预示下文将对此展开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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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解读】－、联系第四、五段可搭建语义跳板，推知①旬 the cost to everyone else 具体内涵：不合理

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体现分配不公、增大税收支出、造成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等；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使得素

质低下教师被留用、素质高的教师积极性被打击，严重影响莘莘学子前程、国家未来发展前程等。 二、本

段实际含有两条主线： 1. ①句从句部分和③句侧重批判当前体制：既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也损害
了许多公务员自身的利益； 2. ①句主句部分手11 ②句侧重谴责工会 ： 政治家决心改革不合理体制，工会却

坚决抵制改革。

： ·真题精解. :fl 
39. The example of the unions in Wisconsin shows that unions 39 . 威斯康辛肉’｜工会的例子表明工会

。

[A] often run against the current po litical system [A］经常违背现行政治体制

[BJ can change people's politica l att itudes [BJ 能够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

[CJ may b巳 a barrier to pub lic-sector reforms [CJ 可能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障碍

[DJ are dominant in the government [DJ 在政府内占据主导地位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Wisconsin 定位到第六段，该段实际接续第五段（段落主旨句①句）文

意“公共部门改革遭到工会强烈反对”：段首指出由于当前不合理体制的代价越来越明显，政治家们已开

始采取强硬措施（进行改革），随后提及威斯康辛州各工会集结大批支持者反对州长（政治家之一）。可

见，作者意在借此例说明工会阻碍了应有的公共部门改革。［CJ正确。

［命题解密］ 第六段承接第五段而来，因此第六段中事例论证实际是出现于第五段首句的观点。

[CJ是第五段首句 Reform has been vigorously opposed( by the trade unions）的同义改写 。

[A］将第六段②句渗透之意一“工会反对意在改革现行体制的州长，以维护现有体制”反向曲解为

“工会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町、［DJ将该句渗透之意二“工会召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反对强硬的州长”分

别曲解为“工会能够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工会在政府内占据主导地位” 。

［技巧总结］ 面对“事例写作目的题”，考生应 ：理清行文脉络、区分论点论据，体味事例以点带面的性

质。具体解答思路为：①圈定“事例市围”并将其做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从上下文中寻找作者“观点

结论”或“意在说明的现象”，注意搜索’范罔不是“段”，而是“意群”（有时需跨段寻找）；②注意正确项特

征：不仅能完整概括事例，还需明显大于事例本身，且能和上下文顺滑衔接，成为一体。③了解干扰项设

置方式 ：直接摘取文中细校末节；歪曲事例中具体细节；扭曲论点（事例说明对象）。

具体到本题为 ：先根据关键词 the unions in Wiscor i n 定位到第六段②句，并进而将事例讲述范围扩

大到①②句，将事例本身大致概括为“威斯康辛州工会集合力量反对州长行动，， 。 然后向上段寻找论点／

事例说明对象’发现明显观点句为 Reforms has been vigorously opposed ( by L』n i ons），而［C] ( unions) may 

be a barrier to publi c sector reforms 和该句近义，且体现了事例以点带面的性质，故很可能是正确项 。 而

[A］、［町、［D〕均歪曲事例中具体细节（直接反向干扰、偷换因果关系、夸大其词儿故将其排除。

咀＠国 John Donahue at Harvard ’s Kennedy School 

points out that the normsCD of culture in Western civi l services 

suit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 but is bad for high achievers. 8 
The only American pub l i仑sector workers who earn well above 

$ 250,000 a year are university sports coach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r ited States. @Bankers ’ fat pay packets have att racted 

much cri丁icism ， 因 but a public-sector system that does not 

reward high achievers may be a much bigger problem for 

America. [ 435 words]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翰 · 唐纳

修指出，西方公务员文化标准适合那些寻

求安稳的人，却不利于那些追求事业高成

者。 美国公共部门雇员中，只有大学体育

教练和总统的年收入远超 25 万美元 。 银

行家的丰厚收入一直饱受指摘，但是不奖

励事业高成者的公共部门体制或许才是

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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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 [ n:i:m］凡标准，规范

．经典搭配

( norms of culture 〈文化标准）

( civil services （行政部门）

：：： －：：词汇萍在当难旬分析＜ fl
1\ ( stay put （保持不变）

； ω 
< ( fat pay packets （丰厚工资）

：⑥a叫叫 critici叫受制）

川崎分析：＜ 1'
第七段为文章第三部分，由现象强调问题所在：公共部门制度弊端重重一一缺乏激励、造就平庸、阻碍

国家发展。关键词为：a much bigger problem for America。

①旬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当前西方政府公务体系的缺陷：“大锅饭”体制滋生平庸。 句中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 stay put“待在某一固定位子或是比较不锚的位子勺也即“寻求安稳的人”； high achi evers 

(achiever“（尤指事业）成功者”）则指“事业取得很高成就的人”，两者对工作持两种不同态度、并因此产生两

种完全不同工作效果 ：“棍”为主旋律、寻求安稳，表现平平 vs“迫”为主旋律、力求向上，工作出色；就此 suit

.. but is bad for. . .很明显反映出当前制度的缺陷：不能奖优惩劣，回应上段末句“许多公务员也受损害

( many . . . suffer. .. ）”，即“现今公务员制度给这些事业高成就追求者带来痛苦”。

②旬以“公共部门离薪职位者较少”说明①旬“公务体系适合寻求安稳的人，而不适合追求事业成功

者”解释上段末旬“许多公务员深受现行制度所害”。 only 凸显公共部门高收入职位的稀缺（仅有总统和大

学体育教练），暗示绝大部分公务员薪资都趋于平均化，即“当前公共部门制度极度缺乏激励性”，对于那些

有上进心且工作有成效的事业高成就追求者来说，得不到奖励和升迁的机会。

③旬借类比“银行家因其辛厚收入而饱受指摘”凸显“公共部门体制不奖优罚劣、大锅饭问题严重（暗示改

革势在必行）”。 attracted （“引起（反应）”）隐藏因果关联 ：（私营部门）高收入→饱受民众指责，借此反衬第四段

“政治家们变相提高公务员薪酬：小幅度涨薪，大幅提高福利待遇”旨在“在维护公务员利益的前提下，又不被

大众指摘”，以致“公务员薪资待遇趋同，缺乏奖惩机制，挫伤有上进心且工作颇有成效的事业高成就追求者的

积极性’气a much bigger problem 在 attracted much cri ticism 批判基础上强化作者批判意味 ：尽管说收入丰厚会

引致民众指摘，但是缺乏奖惩机制问题更严重，暗示（中左）政治家们不应该为了避免民众指摘，而变相提高并

“大锅化”公务员收入，而应该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奖优罚劣，以使得公务员系统充满活力。
【深层解读】本段引证说明公共部门现行体制的缺陷，实则以他人之言服务作者观点（注：考研文章

中人物观点或为作者所立，或为作者所驳）： 公共部门弊端重重，改革势在必行，工会阻碍改革行为实不

可取。对于本段所述“当前公共部门体制体系缺陷”可结合第三段所述“当前体制特征”加以理解。

: i：真理措辞－：：：｝
40. John Donahue’s attitude towards the public-sector 40 . John Donahue 对于公共部 门制度的态度是

system is one of 。

[A] disapproval [A］不赞同

[BJ appreciation [BJ 欣赏

[ CJ tolerance [CJ 容忍

[ D] indifference [DJ 不关心

［精准定位］ 末段介绍 John Donahue 观点：政府公共部门文化标准适合那些寻求安稳的人却不利于

那些追求事业有成的人，这一缺乏激励的体制是美国面临的严重问题。可见他对当前公共部门体制持

不满、担忧态度，［A］符合文意。

［命题解密〕 正确项［A] disapprova l 是对专家观点（①③句） suit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 but is 

bad for high achievers ... be a much bigger problem for America 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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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对①句转折之前的内容 suit those . . . 断章取义，却忽略了转折之后的内容，误解了 John llinahue 态度。

[CJ仅从内容表面 suit those ... but is bad for. ..理解，从而错误推出 John Donahue 认为现行体制有利有

弊、可以容忍。 但实际上 su i t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 也是对现行体制的批判。［DJ背离态度意图，

J ohn Donahue 明确指出现有体制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哪些人，不可能对其摸不关心 。

［技巧总结］ 本题就“涉及语义转折 C. .. but .. . ）及固定表达（ stay pu t）”的内容命制文中人物观点

题，需要意识到：①对于人物观点需整体把握，转折之后才是其观点的集中体现；②从逻辑上深层理解人

物观点，切记断章取义 ；③注意文中人物和本文作者观点之间关系。

具体看本题 ：解题过程中需整体把握 John Donahue 观点，且意识到 but 之后的 内容 i s bad for high 

achievers 是其观点的集中体现。 同时还应注意，即便对于 but 之前内容，也不能仅凭 sui t 一词便认为这

是作者在让步承认其优点，而是要体味到其实 suit those who want to stay put（适合追求安稳的人）整体

传达的也是一种批判。另外，通过阅读整段可发现 John Donahue 观点和本文作者观点一致，故可借作者

态度加以验证。综合上述多个角度分析，确认答案为［A]o

回~掌回
一
一• 
盹A--i; WV'i芮1’

下载与上传之间的隐秘战争
回疆京画明
外教朗读

；守 一．文章总体分析
来源 ： New Scie1山st 《新科学家 》 20 11. 07. 050 该文为一篇新书摘要，书名为 The S ecret W ar 

Between Downloading and U户loαding : Tales of the Comρuter as Culture Mαchine 。文章指出在电脑时

代，人们不应陷入信息被动下载模式 ，而应主动参与信息创作和共享。全文共八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

本文选自一篇针对新书的摘要文章，针对网络时代“下载与上传之前的隐秘战争”进行介绍和分析。

文章按照“说明问题（第一至三段介绍网络计算机的巨大意义；第四至六段分析网络时代隐患‘人们重下

载而轻上传’）一一提出建议‘人们应积极参与信息创作与共亭’（第七、八段）”的脉络行文。

程f 二．语篇分析
I OThink of t hose fleeting( moments when you 

look out of an aeroplane window and rea lise that you 

ar e fl ying, higher than a bird. 8 Now think of your 

laptop( , thinner than a brown-paperCD envelope® , or 

your cellphone in the pa lm of your hand. 8 T ake a 

moment or two to wonder at those marvels® . 。 You

are the lucky inheritor® of a dream come true. 

想想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当你透过飞机

窗口向外望去，然后意识到自己正在天空朝翔，

比鸟儿飞得更高。现在再想想你那比牛皮纸信

封还薄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放在你掌中的手机。

花片刻时间来感叹这些神奇的东西吧。梦想已

经成具，你幸运地成为了它的继承者。

； ·词汇：注辞呈难句分析：：＜ 1'
( fleeting [ 1 fli:t1 1J］ α．短暂的，飞逝的

( laptop [' ireptop］ η 笔记本电脑，便携式电脑

( brown-paper [ braun'pe1pa］ α ． 牛皮纸的

( envelope [ 'envalup] n. 信封，封皮

( marvel [ 'm口：val］ η．奇迹

1\ ( inheritor ［时 herrt ＜＞ ］ η．（生活或思: 想的）继承人
．经典搭配
( a dream come tr u e 梦想成真

·语：篇分析 0: 1'
第一至三段介绍网络计算机对人类巨大的文化意义。

第一段为引子：借引导人们思考身边高科技，提出当代人类是一个业已成真的梦想的幸运继承者。

首两句以 Think of. .. Now think of. .. 举例引读者对身边科技产品进行思考。＠句随即明确用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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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堪称奇迹，值得思考”。 those marvels（概指上文 aeroplane . . . laptop . . . ce llphone）结合 wonder at （对

…·感到惊讶）传达作者对这些科技产品的惊叹。④句i吾义递进，指出“当代人类是业已成真的科技梦

想的继承者”。 a dream come true ( com巳 t rue ：过 去分词做定语，表示完成）基于 those marvels 

(aerop lane . . . laptop ... cellphone）而来，提炼其共性可知大概指代“计算机技术的实现”，但完全确定具

体所指有待下文。 the lucky inheritor 侧面表达作者对这一科学突破之于人类意义的肯定。

II 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aw a 

collect ion of geniuses, warriors, entrepreneurs( and 

visionaries( labour® to create a fabulous machine that 

co uld fun ction as a t ypewriter and printing press, studio® 

and theatre, paintbrush and ga ll ery, piano and radio, the 

mail as well as the mail carrier. ( 41) 

20 世纪后半叶见证了 一群夭才、勇 士、实

业家以及有远见卓识的人不辞劳苦创造出了

一台神奇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兼作打字机和

印刷机、摄影室和剧院、画笔和画廊、钢琴和收

音机、邮件和邮差。（41)

J 
析

·

分
…

…旬
…

难
也
与

…

，
释

…

注
…

．

「
」

u
词

．

( entrepreneur [ ,ontrapra1n3:( r) ] n. 企业家

( visionary [ 1v13anar1] n. 梦想家，有远见的人

( labour ['le1ba] v. 辛勤工作，努力

( studio [ 1stju:d1au] n. 录音室，播音室，工作室

i\ ·经典搭配I Q) printi…印刷机
( the mail ca rri er Ul/1 差

！·逼篇分析：~ ：：： ；／
第二段引出本文讨论对象“神奇机器”，即上段“成真的梦想”。 句子以 some time saw sb to create 

sth 结构凸显“神奇机器”的出现意义不凡 。 a co llection of. ..强调神奇机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创造实属

不易 。 that cou ld function as . . . 彰显其神奇之处（功能极多，用途极广） 。 之后出现空格 41 。 根据前文可

推测，空格处可能进一步明确“神奇机器”所指，也可能介绍其后续发展 。

ill OThe networked computer is an am azing device, 

the first media machine that serves a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means of distribution( , s it e of reception® , 

and place of praise and critique. 8 The computer is the 

21st century ’s culture machine. 

联网电脑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设备，是第

一 台 可以兼具生产方式、传播手段、接收站

点以及褒贬评价平台的媒介机器 。 电 脑就

是 2 1 世纪的文化机器 。

( distribution [ d川ri1bju:Jan] n. 分配，分发

江南j（注释与难旬分析：. :i i/ 

；二号毒分析：：~ ：：： 1'
$ ( reception [ ri'sepfan] 11. 接收；接待

第三段最终明确本文关注事物“联网电脑”并强调其巨大的文化意义。 首句将联网电脑定性为“首
个媒介机器（ the fir st media machine） ”，凸显其划时代意义。由 The networked computer 的回指内涵 ，以

及其定性成分 an amaz ing dev i ce 与 a fabulous machin e 的高度相似，可推知 The networked computer 即 a

fabulous machine。定语从句则以 production→distribution→ reception- pra ise and cr i t ique 囊括信息“生

产、传播、接收、反馈”全过程，具体展现联网电脑的“强大媒介机器”功能。②句进而以 A is B 句式提炼

联网电脑的巨大文化意义 。

JV O But for a ll the reasons there are to celebrate① 

the computer , we must also act wit h ca ut ion. ( 42) 

f) I ca ll it a secret wa r for two 

r easons . 8 Fi rs t, most people do not realise tha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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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有种种理由可以称颂电脑，我

们还得必须谨慎行事 。 （ 42)

。 我称其为一场隐私、战争源 于两



ar e s trong commercial agendas at work to keep them in 

passive consumption mode. 。 Second, the majority o f 

people w ho use networked computer s to upload® a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s ignificance of w hat they are doing. 

个原因 。 首先，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一些

强大的商业模式正在起作用，将他们控制在

被动消费模式中 。 其次，大多数利用联网电

脑上传信息的人甚至未曾意识到他们此举

的重要意义 。

（·词if~注释与难句分析. :1' 
( celebrate [ 'selibre1t] v. 赞美 ，称颂

( upload [A p1Jaud] v. C信息 、计算机程序等）上传

．经典搭配

II ( ac t with ca ution 步步小心，言行i革慎

;(com 
( at work 在起作用，在运作中

·语篇分析• ： d
第四至六段转而分析联网电脑背后的隐患：人们易于被动消费，而不愿主动创造。

第四段转折指出隐患：联网电脑使用中，人们易陷入被动消费模式。 首句承上（联网电脑文化功能
强大） ，以 But 为标记转而指出“仍需谨慎使用电脑”。 act with ca ution 以其抽象概括性引领下文：为何需

谨慎？ 如何谨慎？ 随后是空格 42a 空格后②句指出，之所以将它称为“隐秘战争 （ a sec ret wa r）＇’在于两

个原因（结合空格前一句 act w ith ca ution 推理可知，空格 4 2 指出电脑的使用激起了一场“隐秘战争”） 。

③④句进而详述两点原因：一、各种商业模式暗中诱导人们被动消费 （ passive consump tion ） ； 二 、人们尚

未意识到上传信息 （ upload ） 的重要性 。 两句中 most people do not rea lise 与 th巳 majority of people ... are 

not even awa r巳 of 形成语义递进，强调人们的“无意识状态”，解释“隐秘（ secre t）” 。 强烈褒贬对比 passive

VS signifi ca nce 凸显“被动消费”与“主动上传”的对立关系，亦即隐秘战争中矛盾双方，且表明作者态度：

人们应避免只是被动下载（消费），而应更多主动上传（创造） 。

V O All animals download , bu t onl y a few upload. 

@Beavers( build dam s and birds make nests. @Yet for 

the most pa rt , the animal kingdom m oves through the 

world downloading. 0 Humans are unique in their 

ca pacity to not onl y m ake tool s but then turn aro und and 

use them to crea te superfluous( materia l goods

pa intings ,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 and s uperfluous 

experi ences- music , literature ,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4 3) 

所有动物都在下载，却只有少数在上

传 。 海狸修筑大坝，鸟儿修筑巢穴 。 然而，

就大部分而言，动物王国都是以下载的方式

生存 。 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能够制造

工具，还能够反过来利用工具创造额外物质

财富一一绘画、腺塑和建筑一一以及额外的

精神体验一一音乐、文学 、 宗教和哲学 。

(43 )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beaver [ 'bi:va］ η．海狸

( superfluous [su: 1 p3:f1uas］ α．多余的，不必要的

( sculpture ［ 『skAiptJa］ η． 雕刻，雕塑

( architecture [ 'a :k阳ktfu] n . 建筑

\\ ． 经典搭配

)(mov 
在文中比H俞“动物在世上生存”

~ ( turn around 反过来 ，扭转过来

： ·语篇分析. :;/ 
第五段对比动物，说明“主动创造／上传”乃人类独特之处。 前三句通过两次转折 （ but... Yet）指出

虽然少数动物会制造东西（如海狸和鸟 ） ，但大部分只能被动下载（即靠消费 自 然资源生存 ） 。其中②句

为对①句 only a few upload 的例证f解释。④句对比说明人类较之动物的独特之处：不仅能制造工具，还

能主动用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体验。 句中以 uniqu e 强调人的“独特性”；以 superfluous 复现（此处

superfluo us 贬词褒用：强调人类“强烈的主动创造性”）凸显人类“主动追求更有品质生活”的独特性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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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空格 43 。 根据上文可推测，空格处很可能继续彰显人类独特的“创造／上传性” 。

哑。 For a ll the possibi lities of our new culture 

machines, most people are still stuck( in download mode. 8 
Even aft er the advent® of widesp read soc ia l media, a 

pyramid( of production remains,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uploading materi al, a slightl y la rger gro up 

commenting on or modifying® that content, and a huge 

percentage remaining content to just consume. (44) 

尽管新文化机器存在各种可能性 ，

大部分人依然拘因 于下载模式 。 即使社

交网络普遍出现之后，“创造金字塔”依

然存在 ：一小部分人上传资料，稍多 一些

人对那些资料进行评论或修正 ， 而 绝 大

多数人只是安于消费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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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ck [stAk］ α．不能动 ； 不能继续做某事

( advent ［＇能dv3nt］凡 出现，到来

\\ ( pyramid [ 1 p1ram1d］ 凡 金字塔

I\ ( modify [ 'modrfar] v. 修改，更改

: ~：：语篇分析＿＿._:: ;/ 
第六段转折指出人类当前问题 ：安子被动消费／下载，懒于主动创造／上传。 首句以 For a ll （虽然，尽

管）表让步转折，重在揭露问题 ：尽管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主动创造，尽管新文化机器（联网电脑）提供了主

动创造的各种可能，但大部分人依然局限于下载模式 。 are st ill stuck in 刻画人们习惯于被动下载、不求

改变。②句进－步凸显问题：即便社交网络普及（，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主创造和展示的机会），但金字

塔式的创造模式依然没有改变。 Even 形成“承第一句引发语义递进，且在第二句内形成让步转折”的逻

辑。 with 引 导状语阐释 a pyramid of production remain s 内涵： sma ll. .. s lightl y larger. .. huge .. .通过人

数对比形象描绘出“从上到下， 由少到多”的金字塔图像：顶端极少数人主动创造上传→中间少数人对上

传内容进行评论修改→底部绝大多数人安于下载接收 。 注：句中两个 content 同形不同义 ： 第一个为名

词，意为“内容”， that content 回指（ uploaded) mater i a l ； 第二个为形容词，意为“满足的”。 段末为空格 44,

可能继续围绕“创造金字塔”说明其负面影响、形成原因等 。

W. 0 T elevis ion is a one-way tap( flowing<ID rnto 

our homes. 8 The hardest task that television asks of 

anyone is to t urn t he power off after he has turned it 

on. (45) 

电视如单向水龙头一样（使信息） 流入千

家万户 。 它需妥人们傲的最费力的事情莫过

于开机后再关上它 。（45 )

＞.词汇辞呈难句分析＜ JJI
( tap [t臣p] n. 水龙头，文中为比喻用法 $ ( flow [fl;;iu] v. 流动

：： •）毒草分析－－. :: ;/ 

第七至八段明确伟者观点：电脑时代应鼓励人们有意义地上传。

第七段介绍电视的单向传播模式 （造成人们的被动下载 ） 。 首句指出 电视的单向传播性质 。 a one

way tap 形象展现“电视如同水龙头一样将信息流单向引人每个家庭”，暗示人们只能被动接收信息。②

句反向凸显电视的“被动接收”属性 。 句子以“再简单不过的‘关电视’动作却‘最费力’ C hardes t ） ”，反 向

强调“电视本质上是使人陷入完全被动接收信息模式的机器”，且暗示一旦打开电视，这种模式便难以停

止（电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被动接收信息的习惯，暗合前文“人类本是主动创造的动物 ，却陷入了

被动接收的状态勺 。 之后出现空格 45 ，可能介绍“电视被动下载模式的影响”，也可能给出解决办法 。

VIII O What counts as meaningfu l uploading? 8 My 

definition revolves aro und the concept of “ stickiness( ” - 

creations and experiences to w hi ch others adhere<Zl . 

什么才能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上传呢？

我的定义围 绕“粘性”这一概念展开，即能让

人感兴趣的创造和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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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iness [ 'st 1km1s］ η． 粘性；吸引人

；三词汇注码：难旬分析；. :;/ 
$ ( adhere [ad1hra] v. 粘着 ，依附，追随

： ·道篇分析： ：• ：： ；／
第八段作者自问自答，给“有意义的上传”下定义。 首句设问“何为有意义的上传？” meaningful

uploading 为上段空格内容提供线索。第二句给出定义：上传内容要有粘性 。 破折号后随即对其解释 。

【梳理会文】根据文章现有内容可知，作者认为电视使人们养成了被动接收信息的习惯 ，而联网电脑

的发明不仅使人们能下载信息，更能上传信息。 人类拥有无限创造力 ，但遗憾的是， 即便有了联网电脑，

人们依然下载多，上传少，创造不足。最后作者提建议，人们要有意义的上传 。

[ A] Of course, it is precisely( these superfluous things 

that define human cu lture and ultimately what it is to be 

human. Downloading and consuming culture req uires great 

skills, but failing to move beyond downloading is to strip② 

oneself of a defining constituent® of humanity®. 

[BJ Applica tions like tumblr. com, which allow users 

to combine pictures, words and other medi a in creative 

ways and then share them, have the potential to add 

stickiness by amusing, entertaining and enlightening 

others. 

[ CJ Not only did they develop such a device but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ey had also managed to embed® it in 

a worldwide system accessed( by billions of people every day. 

[ D] This is because the networked computer has sparked® 

a secret war between downloading and uploading- between 

passive consumption and act ive creation- whose outcome will 

shape® our collective future in ways we can only begin to 

imagme. 

[ E] The chall enge the computer mounts( to te lev1s10n 

thus bears® li tt le similarity to one format being rep laced by 

another in th e manner of reco rd players being rep laced by 

CD players. 

[ F] One reason for the persistence® of this pyramid of 

production is that for the past half-century, much of the 

world ’s media culture has been defined by a single medium

television and television is defined by downloading. 

[ G] The networked computer offers the first chance in 50 

years to reverse@ the flow, to encourage thoughtful downloading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meaningful uploadi咱. [634 words] 

[A］当然，正是这些额外事物定义了

人类文化，并最终定义了什么是人。下载

和消费的文化需要高起的技能，但是如采

不能超越下载模式，则无异于剥夺了人之

所以为人的定义性要素 。

[BJ像 tumblr. com 等应用软件，可以

让用户将图片、文字和其他媒介创造性地

结合起来，然后与人分享 。 这些应用有可

能通过愉悦、娱乐和启发他人的方式来增

加粘4生 。

〔CJ他们不仅发明了这样一台设备，

而且还在世纪之交成功地将其嵌入了一

个每天都有数十亿用户访问的全球系统 。

[DJ这是由于联网电脑已经触发了一

场下载与上传一一被动消费与主动创

造一一之间的隐私、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

采将以一种我们之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影

响我们共同的未来 。

[E］因此，电脑对电4见形成的挑战，与

CD 播放机取代录音机这种以一种格式取

代另 一种格式的方式有所不同 。

[F］这种“创造金字塔”持续存在的一

个原因是过去的半个世纪内，世界上大多

数媒体文化被一种单一媒体一一电视一一

所定义了，而电视的本质就是下载 。

[G］联网电脑提供了 50 年来第一次

扭转这种流向的机会，鼓励人们认真思考

后下载，更重妥的是鼓励有意义的上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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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ely [prr 1sa1sl1 ］ αd. 恰好，正是（ A 项） 1 (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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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ituent [ kan'st1tJuant] ri. 成分，构成CA 项）

( humanity [ hju1mrenit1 ] 11. 人性CA 项）

( mount [ maunt］ 队发起，施加 CE 项）

@bear [ bea] v. 具有，带有，显示 CE 项）

( millennium [ m11 l i::n阳n] ri . 千禧年 CC 项） stence [ pa1s1stans] 11 . 持续、持久性（

( reverse [ r11 曰：s] v . 颠倒，彻底改变CG 项）( embed [ 1m1bed] v. 使嵌入 CC 项）

( access [ 1rekses] v. 至｜］ 达，进入，使用（C 项）

( spark [ spa:k] v. 引起，导致 (0 项）
．经典搭配

strip sb of sth 剥夺（头衔、财产或权力） (A 项）
( shape [ Je1p］ υ 对……有影响 (D 项 ）

1. Not only did they develop such a device but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ey had also managed to 

embed it in a worldwide system accessed by billions of people every day. 

分句1:1旦旦!.._Q且L 」i止 」坠卫 develop such a device 
并列连词倒装句助动词提前主语 谓i吾

分句2主干：｜ ．坦L 旦旦 had also managed to embed it in a worldwide system 
并列连词主i吾 谓i吾 不定式做宾语

时间状语 • 后置定语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 accessed by billions of people eve印 day I 
功能注释 ：本句为 but 连接两个并列分句，第一句中 not on ly 引导倒装结构，需将助动词 did 提前 。

2. This is because the networked computer has sparked a secret war between downloading and 

uploading- between passive consumption and active creation whose outcome will shape our collective future 

in ways we can only begin to imagine. 

句子主干 ： This is 

主语系动词

表语，〉人句

between downloading and uploading 

后置定i吾

because the netwo「ked computer has spa「ked

引导饲 主i吾 谓语

插入i吾做定语

between passive consumption 

whose outcome will shape ou「 collect ive future 且旦旦旦

主i吾 寸自百一 宾语 历可获1吾
定i吾从句

we can only begin to imagine 

功能注释 ：本句主干是主系表结构，表语从句的宾语 war 由两个 between 引导的后置定语和插入语

以及一个 whose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两个 between 短语为并列说明关系，破折号中的 between 短语明

确破折号之前的 between 短语的具体含义 。 whose 定语从句中又嵌套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ways 。

：：.~选项分析，＜ 1'
[A］额外事物定义了人类文化和人性。人类应超越“下载”模式，否则就失去了人的定义性因素。

【要点解析】①选项首句以强调句式强调“额外事物”与“人类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Of course 、

prec i se l y 凸显两者关系真实明显、毋庸置疑 ；②指代词 these 表明上文对“额外事物”做了具体介绍，而第

五段第四句中 superfluous materia l goods . . . and superfluous experi ences 可能是其指代内容；③选项第二

句指出“沉溺于下载和消费文化违背人类本性”，故“人类本性”应包含“主动创造”的要素，第五段第四句

指出“人类的独特在于主动创造额外事物”，显然与本句内涵一致，关联密切 。 【可选空格】空 43 0

[BJ某些网络应用如 tumblr. com 支持创新和分享，可以通过娱乐和启发别人而增加粘性。

【要点解析】选项举例（ l ike ） 介绍某软件独具创新特色，兼有娱乐和益智的作用（用户体验良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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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粘性”，据此总结选项意在举例说明“增加剧i性的两个要点：创新＋用户体验”，关键词 stickiness 1:E 
第八段首次出现，其定义为“让人感兴趣的创新手II体验”，选项举例与之相关。【可选空格】空 450

[CJ他们不仅研发出这台设备，还将其嵌入到了一个用户庞大的全球系统。

【要点解析】①Not only . .. but. . a lso ...句式一般承上启下，前半句提示上文涉及“某些人发明了某

种设备”，第二段首句“一大批天才合力创造了神奇机器”与之重叠，可能是选项的上文；②后半句指出

“他们将该设备连接人网、每天有数十亿人访问”，很显然民的是“联网电脑”，与第三段 The networked 

computer 相关 。 E可选空格】空 4 1 。

[ DJ这是因为联网电脑触发了下载和上传（被动消费和主动创造）的隐秘战争，结果影晌深远。

【要点解析】①选项引出“隐秘战争”的概念，明确了战争中敌对双方：下载 vs 上传（被动消费 vs 主动

创造），第四段空格后解释如此命名的原因，其中出现了战争中敌对的双方 passi ve consumption VS upload, 

故选项与第四段密切相关；②选项针对上文现象或观点分析原因“联网电脑JiJr ffltlt发的隐秘战争后果难以想

象”，推知作者意欲提醒人们谨慎利用联网电脑，第四段首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联网电脑”能与选项构成

因果关系 。 【可选空格】空 42 0

[E］因此 ， 电脑对电视形成的挑战并非是一种格式取代另一种格式。

【要点解析】选项意在指出“电脑若取代电视，并非是一种格式取代另一种格式那么简单”，辅以表因

果关系的逻辑词 thus 可推知前文应提及“电脑和电视的特点”或“电脑比电视有优势”的内容，原文第七

段出现关键词 te l ev i s ion ，并指出电视的特点是“信息单向流动”，由于第六段末也出现空格，也可能介绍

电视或电脑的特点，故选项可能出现在第七段上下 。 【可选空格】空 44 或空 45

[F］“创造金字塔”持续存在的原因与电视的下载本质密不可分。

【要点解析】①选项分析“创造金字塔持续存在原医！”，提示上文应提及“创造金字塔一直存在”，原文

第六段第二句指出“创造金字塔依然存在”，并以 wit h 引导的状语解释“创造金字塔”， a pyramid of 

production r emain s 与选项中 the persistence of this pyramid o f production 近义，故选项可能是对第六段

第二句的进一步解释；②选项借分析“创造金字塔存在原因吁 ｜ 出“电视”这一信息，并民明电视的“下载”

本质，第七段首句指出“电视信息具有单向流动性”，可能是对“电视本质”的具体说明 。 【可选空格】空 44

[G］联网电脑提供了 50 年来第一次扭转这种流向的机会，鼓励人们选择性下载和有意义的上传。

【要点解析】①选项意在说明 E包脑的重耍意义， the flow 表特指，提示上文介绍了“某科1流向”，而第七

段出现关键词 flowing ，子1

importantly 表递进引出重点信息 m巳aningfu l up loading ，下文可能对此fWf. 释，而第八段提问“何为有意义

的上传？”，与选项能f移形成“提出概念 就概念提问”的逻辑，两者关系密切 。 【可选空格】空 45

综上，各空格可能对应的选项为：

第 41 空

[CJ 

，等 三试题精解

第 42 空

[DJ 

第 43 空

[ A] 

第 44 空

[ E] [ F] 

第 45 空

[ BJ [E] [G] 

解题思路与技巧综述：快速浏览原文及选项不xit发现一个特点 ．某些关键同仅在原文某一段和某一选

项中复现（如 a secrect war、 superfluous 、 pyramid of production 、meaningful uploacl in剖，这说明该段和选项关系

紧密，为匹配原文空格和选项提供了重要线索 。 充分利用这些线索来解题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1.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代词指代十上下文衔接。正确率： 50%

【空格推测】 空格上句围绕 fabulous machi ne“神奇机器（电脑）”展开，空格下句则转至论述 The

networked computer“联 网电脑”，故空格应涉及“将电脑联网”的内容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答案敲定】由选项分析可知， ［CJ为本题备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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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项主干为 Not on ly ... but ... a lso ... 结构， but 表转折递进，将语义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内容“他

们发明了这样一台机器”概括空格上句“一批天才、勇士等合力发明了一台神奇机器”， they 可 回指 a

co ll ection of ge niuses ... , develop such a device 近义复现 create a fabulous machine ；第二块语义介绍“他

们将机器（电脑）连接入网”，实现与下文第三段“联网电脑”的衔接，选项在语义上能够承上启下；另外，

时间状语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与选项中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一前一后，按时间顺

序呈递“联网电脑”的发展过程，逻辑合理，故敲定［CJ为本题答案。

42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词汇复现＋上下文衔接。正确率：76 %

【空格推测】 空格下文分析“我称其为‘隐秘战争’的原因”，推测空格内容应涉及“隐秘战争” 。

【答案敲定】由选项分析可知， ［DJ为本题备选项 。

[ DJ引出并具体介绍“隐秘战争”的概念，与下文分析“为何如此命名”形成的逻辑合理；同时选项指

出“联网电脑触发的隐秘战争影H向深远”，意在提醒人们联网电脑存在隐患，要谨慎，与上文“人们要谨慎

对待联网电脑”语义一致， This is beca u se 所体现的选项与上文因果逻辑成立，故敲定［DJ为本题答案。

43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词汇复现十代词指代＋上下文衔接。正确率： 62 %

【空格推测】上文介绍人类较之动物的独特之处“能够创造额外物质财富和精神体验”，下文则另起

一段转折指出“人类仍然拘泥于下载模式”，也即人类并未充分利用其主动创造的特性，推测空格可能涉

及“人类特性和l下载模式之间的关系”。

【答案敲定】由选项分析可知，［A］为本题备选项 。

[A］首句以强调句式指 1±＼“额外事物”与“人类本性”之间的明显关系，与上文“人类的独特在于能够

创造额外事物”经 EEi 语义重合点“额外事物”衔接（指代词 these 实现回指），共同说明“人类有创造的本

性”，前后内容可顺滑衔接；选项第二句“人类不能超越下载和消费文化（即不能主动创造）将有失人类本

性”反向探讨创造性的重要性，与空格后文“但现在人类仍然拘固于下载模式”转折自然（虽然创造性很

重要，但是人类并没有充分利用创造性） 。 故敲定［A］为本题答案。

44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词汇复现＋上下文衔接。正确率： 55%

【空格推测】上文指出，人类局限在下载模式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创造金字塔”；下文第七段则转移

对象介绍电视的特点“信息单向流动”，推测空格可能承上阐释“创造金字塔”的影响、原因等，也可能承

上启下，由“创造金字塔”过渡至“电视” 。

【答案敲定】由选项分析可知，［E][F］为本题备选项 。

[ E］提及“电脑”与“电视”，分别对应上文“新文化机器”和下文“电视”，似乎能够承上启下，但选项内

容“电脑对电视构成挑战”与上文“创造金字塔”毫不相关，话题出现太过突兀，逻辑词 thus 所体现的选项

与上文的因果逻辑更是无从得出，故排除 。

[ F］承接上文“创造金字塔”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指出“人类的媒体文化一直被电视所影响，而电视的本

质就是‘下载’”，即下载模式长期左右人类文化，能够解释上文“人类为何仍困于下载模式之中”，因果逻辑

合理 ；另外选项通过追本溯源引 tl:1 “电视”这一信息，并指出“电视的下载本质”，下文第七段则具体说明该

本质“电视信息具有单向流动性，人们只能被动接收”，衔接顺畅，能起到过疲作用。故［F］为本题答案。

45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词汇复现十上下文衔接。正确率：33 %

【空格推测】 空格下文另起一段就“何为有意义的上传”提问 ，反向推测空格内容涉及“有意义的上传”。

【答案敲定】由选项分析可知， ［B][E][G〕为本题备选项 。

[BJ虽复现第八段关键词 sti c kin ess“粘性”，但选项举例“某些网站如何增加柑性”与上文“电视是单

向媒介”内容毫不相关，更无例证关系；且选项并未涉及“有意义的上传”，不能与下文衔接，放排除 。

[E］复现上文关键词 te l ev i sion ， 看似由上文“电视的单向性特点”过渡至“电脑对电视构成的挑战”，

但 thu s 表明与选项衔接的上文应提及“电脑和电视的对立、电脑较之电视的优势”，但现有第七段并无该

内容，与选项不能构成因果逻辑；另外，选项并未涉及“有意义的上传”，不能与下文第八段衔接，故排除 。

[G］ 指出“联网电脑鼓励人们选择性下载，更重要的是进行有意义的上传”，递进结构 eve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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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ly 引出新信息“有意义的上传”，下文进而就新信息设问“何为有意义的上传”，衔接顺畅；同时，选项

中出现特指名词 the flow“这种流向”可回指上文 one-way tap flowi口g“（电视信息）单向流动”，选项内容即为，联

网电脑（既能上传也能下载，）扭转了电视信息的单向流动模式，衔接顺11易合理。 1次敲定［G］为本题答案 。

二：~~

科学研究不应寻求绝对的普遍真理

；甲：口．总体全析
本文选自 Nαturd..＜ 自然》2011 年 4 月 14 日一篇题为 Universa l Truths （普遍真理）的文章 。 文章以语言

研究证明：科研不应该寻求绝对的普遍法则 。 主要考查：各种从句、被动话态、根据上下文选择词义等 。

I Since the days of Aristot le, a search for uni versal 
自 亚里 士 多德时代起，寻求普遍法则 一

pnnc1ples has characterized(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直是科学事业的特点 。 从某些方面而言，这
some ways, this quest for commonalities® defines science. 

种对普遍性的追求定义 了 科学 。 牛顿运动定
Newto n ’s laws of motion and Darwin , 

律和达尔文进化论都分别将多种不 同 现象爱
bind a hos t of different phenomena in to a s ingle 括进单一的解释框架 。

explicatorl l framework. 

：：－ ：词汇注辱与亮点表这＜ 1'
( characterize [ 'kceriktara1z] v. 以……特征

( enterprise [ 1 entapra1z］ η． （尤指艰巨而重大的）事业

\\ CTl commonality [ 'komanalt1] n . 普遍性，共性

；队向川的阳ri] a . 解释的

bind ... into ... “束缚，约束”。 Due to her independent nature, it wi ll be difficult to bind her into a 

relationship. 独立的天性使她很难束缚在一段感情里。

：：：－量篇分括：＜ 1'
第一段提出问题：由“科学界一直执着于寻求万物普遍规律”引发对此行为的思考。

首旬引出全文主题词“普遍法则”并指出科学界历来执着于此。 universa l prin 

的东西， Since 、 charact巳r i ze 强调这是科学界住l 来已久的行为特．征 。

第二旬深入指出“探求普遍法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定义了“科学”。 thi s quest for commona li t i es 回

指 a search fo r uni versa l principles ; A defines B 句式从“内涵定义”角度将“科学”等同于“探求万物的普遍

规律” 。 In some ways 凸显客观性，预示后文可能展开批判 。

第三旬以“牛顿运动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例证上述现象。 a single expli ca tory framework 回应

universa l principles 、 commonalities ，指“普遍法则”； a host of cl川fe re nt phenomena 与之形成对比，体现科

学界对普遍性的追求 。

Il ( 46) In physics, one approach takes thi s impulse 

for unification( to its extreme , and seeks a theory of 

everything a single generative( equation( for a ll we 

see. It is becoming less clear, however, that such a 

theory would be a simplification® , g iven the dimensions® 

(46 ）在物理学领域，一种做法把这种寻

求大同理论的冲动推向极端 ，试图寻找包含

一切的理论一一一个涵括我们所看到的一

切的生成性公式。 然而 ，鉴于这样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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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es® that it m ight enta il( . Nonethe less , 可能涵盖的规模和领域，它能否算是一种简

unt fication of sorts r emains a major goal. 化就变得不那么清楚了 。 尽管如此，将多样

性统一化依然是一个主妥 目 标 。

( unification [ ,j u:nrf11 ke巾n] n . 统一

( generative [ 1巾narat1v］ α 生成的 t ＠川erse [ 'j u川：s] ,,. 领域 3日夜补充
( equation [ 1'kwe13an] n . 等式，公式 > ( entail [ in 'teII ] v . 牵涉，使（某事物）

( simplification [ ,s1mpl1山呻n] n. 简化 ~ 必要

take sth to extreme“把某事推向极端” 。 Prob l ems only occur when th is a ttitude is taken to extreme. 只

有当这种态度走向极端时，问题才会出现 。

汪道篇分析•：：： 1'
第二、三段深入问题：具体分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过于追求极端普遍法则的做法，隐

晦传递作者的批判之意。 In physics ...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oo 标明两段间的并列关系 。

第二段指出物理界 （ 自然科学界 ）对于“普遍法则”的追求已趋于极端。三旬间以 unification/a theory 

of everything ... such a theory ... unification of sorts 团指衔接。

首旬明确物理界的－种极端做法：th i s impulse for unif icat ion ＠］上指代“普遍法则”； a single .. . for 

all we see 强调人眼所见包罗万象， 第二旬 however 转折，指出物理界此等做法并不现实。 It is becom ing 

less clear ... that. ..明确传递作者的否定态度 ； gi ven t he dimensions and uni ve rses VS a s imp l if i cat ion 进

而以事实解释否定的原因：自然之物多不胜数，要归结为单一的物理定律并不现实；涵盖一切的大同理

论即使成行，也算不上是简化 。 第三旬 Nonetheless 再次转折，承上强调（即便如此，）追求普遍法则仍是

物理界的主要目标。 unificat ion of sorts 指将各种事物统归于单一理论，即“普遍法则”； remains a major 

goa l 承上强调物理界仍执着于极端普遍法则 ，暗显作者于无奈中的批判之意 。

＞真题信解＜；
( 46) In physics, one approach takes this imp ulse for unification to its extreme ( 1 分〕， ／／and

seeks a t heory of everything(O. 5 分） ／／－a single generativ巳 equation for all we see(O . 5 分〉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 ： 并列结构、固定用法、介词结构、定语从旬。

1. 旬法分析

In phys ics, one approach takes th is imp ul se for uni ficat ion to its extreme , 
（状语） 主语 谓语l 宾语l （目标状语）

a t heory of everythi ng -a s i ng l巳 ge n erat i ve equation for a ll we s巳巳．
宾语2 同位语

2 . 旬子注释

and seeks 

并列连词 词语2

t hi巳 impul se for un i ficat i on 中 for 表目的，可译为“寻求”； generat i ve equ at ion for a ll 中 for 表用途，可

译为“涵括” 。 w巳 see 为省｜略关系代词的定语从句修饰 a ll ，可译成“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

3 . 词义确定

( 1 ) approach 可作动词和名词，此处考查其名词常见义“方法，做法” 。

(2 ）翻译 unifi cation 、 a theory of everyth i ng 、 generat i ve eq uation 时需结合前文背景：科学界一直在寻

找一种通用的法则 。 此段介绍物理界追寻 uni f i cation （由 un ify “统一”大致猜测同义） , a theory of 

everything, generative eq t川ion（由 gen e ra t e“生成”、 equa l“等于”大致猜测词义），可推知它们均指普遍法

则或理论 。 可根据其本义，分别译为“大同理论”、“包含一切的理论”、“生成性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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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在物现学领域，一种做法把这种寻求大同理论的冲动推向极端，试图寻找包含一切的理论一一一个

涵括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生成性公式 。

皿 This tendency in the nat ural sc iences has long been 

evident in th e soc ia l sciences too. ( 4 7) H ere, Darwinism 

seems to offer justification( , for if all humans share common 

origins, it se巳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cul tural diversity 

could also be traced® to more constrain悦）CD beginnings. Just as 

the bewildering® variety of human courtship( rituals® m胁t all 

be considered forms of 5巳xual selection, perhaps the world ’s 

languages, musi: , social and religious customs and even 

history are governed by universa l features. ( 48 ) To filter out 

what is unique from what is shai ed might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h:iw complex cultu ra l behavior arose and what 

guides it in evo lu tionary or cognitiveCZJ t erms. 

自然科学的这种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

也一直很明显 。 （ 47 ） 这里，达尔文学说似

乎做出了证明，因为如果人类有着共同的

起源，那么似乎就有理由认为文化的多样

性也可以追溯到更为有限的起源。正如

人类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示爱仪式都可

能被看作性选择的形式，世界上的语言、

音乐、社会宗教习俗，甚至历史，也可能受

普遍性制约。（ 48 ） 从共有特征中滤出独

有特征，这使我们得以理解复杂的文化行

为是如何产生的，并从进化或认知角度理

解什么引导了它的走向。

： ·词时释与亮，在表达. ::/ 
( justification [ d3A剖1f1 1 ke巾n］ η 证明为正当，辩护

( trace [ tre1s] v. 追溯，追查

( constrained [ kan 1stremd］ α． 受限制的，受约束的

( bewildering [ b11w1Jda］ α．令人眼花缭乱的

( courtship [ ' k ::i叫1p］ η．求爱

® ritual [' r叫ual］ η 仪式

$ ( cognitive ['kogn此1v］ α．认知l 的: ．经典搭配: ①白lte r out. from. （过滤）
豆 ( courtshi p r itua ls（示爱仪式）: ( in terms of（在某一方丽，从某方而来说）

1.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似乎有理由认为” 。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we should 

prefer peace and quiet to noise . 似乎有理由认为我们会喜欢安宁平静胜过吵闹声。

： ．语篇分析； ：J
第三段指出社会科学界（生物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对于“普遍法则”的追求也很明显且貌似

合理。

首旬指出追求普遍法则的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明显。 Thi s tendency 回指上段“追求普遍法

则”， too 标明两段间的类比逻辑 。 has long been evident 凸显长久性及明显性 。

第二至囚旬解释社会科学界追求普遍法则的动机。第二旬介绍其理论依据：达尔文学说的启发。

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观察影响到社会科学家，使他们认为多样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归结为有限起源（more

constrained beginnings）。但 seems 暗示作者的怀疑态度 。 第三、四旬说明追求普遍法则的诱人前景。

第三句举例民明可能受普遍性法则支配的领域多，可提高认识的广度 。 第 四句说明发现普遍法则 （滤

除独有特征，留下共有特征）可增进对文化行为的理解，提高认识的深度。

；·主题精辟： • : ;;/ 

( 4 7) H er e , Darwinism seems to offer justification ( 0. 5 分） , / / for if a ll humans share common 

origins( 0 . 5 分） , //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 0. 5 分）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co uld also be 

traced to more constrained beginnings( 0.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 状语从旬、宾i吾从旬、形式主语、被动语态。

1. 旬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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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旬 ： H e re, Darwinism seems to offer justification, ... 

才犬 4吞 主4吾 t百 t吾

for 引导的原因状i吾：. . . if all humans share common origins, it seems reasonabl e 旦旦旦旦E
条件状语从句 形式主语 谓语

that cu ltura l diversity co uld a lso be traced to more constrained beginnings. 
嵌套宾语从句的动词不定式做真正主语

2. 旬子注释

for 作为连同引出原因状语，其中包含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 

中 it 为形式主语，不定式引导真正主语，可以译为独句“似乎有理由认为……”。 被动结构 cu l tura l diversity 

co uld also be traced to . . .可省略“被”字，译为“文化的多样性也可以追溯到……”。

3 . 词义确定

( 1) Darwini sm 为 Da,win 加后缀－ i sm 构成，可译为“达尔文学说，达尔文主义”。

( 2) share common origins: s hare 与 common 意义重叠，可合译“有着共同的起源” 。

(3 〕 justification 前面为动作动词 offer，其后又无其他修饰成分，可直接译为名词“合理解释，辩护”，

off er just i fi cat io n 译为“做出证明”。

(4)constrained beginn i ngs ，过去分词表示完成或被动状态，因此 constrained 译为 “受 限制的”；

beginnings 可根据上文对应词 common origins（共同起源、〉猜测词义，故译为“有限的起掘”。

4 .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这里，达尔文学说似乎做出了证明，因为如果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那么似乎就有理由认为文化的

多样性也可以追溯到更为有限的起源 。

(48 )To fil ter out what is unique from what is shared (0 . 5 分） ／／might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 0. 5 分） / / how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r arose ( 0. 5 分） // and what guides it in evolut ionary or 

cognitive terms ( O. 5 分）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动词不定式做主语、宾语从旬、并列结构。

1. 旬法分析

主旬：To fi lter out what is unique from what is shared might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 
主语 谓语

and 连接的并列宾语从旬 1: ... how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r arose .. . 
引导词做状语 主语 谓语

and 连接的并列宾语从旬 2 : . . what gu ides it in evolut ionary or cognitive terms. 
引导词做主语谓语宾语 方式状语

2. 旬子注释

句子结构可简化为 To filt er out A from B migh t enab le us to understand C and D；本句主要在于对三

个 what 从句的理解：第一个 what 从句做 fil ter out 的宾语 ；第二个 what 从句做介词 from 的宾语；第三

个 what 是 unders t a nd 的宾语，和 how 并列。主语是一个较长的动词不定式短语，可将其转化为汉语句

子翻译出来，并补充“这”：“从共有特征中滤出独有特征，这……” 。 understand 后的宾语从句较长，可以

拆译为两个并列短句 ，翻译第二个短句时补译出被省峙的谓语 unders tand（理解）。

3. 词义确定

(1 ）基于 unique 与 shared 的本义可知 what is unique 与 what is shared 为相对概念，而后者回指前句

universa l fea tures（普遍特征），可译为“共有／普遍特征”，那么前者相应译为“独有特征”。

(2) in ... t erms 意为“从……方面（来讲） ， 就…… 而言”，且结合上文所述“物种起源”、“文化多样

性”、“普遍性”等话题，可将 in evolutionary or cognitive t erms 译成“从进化或认知角度”。

4 . 全旬调整 ，得 出译文

从共有特征中滤出独有特征，这使我们得以理解复杂的文化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并从进化或认知角

度理解什么引导了它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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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t least, is the hope. But a comparative① 

s tudy of ling ui stic traits® publi s hed on line today supp li es 

a realit y check. Russell Gray a 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d his colleagues consider® t he evolution of 

grammar s in the li ght of two previous attempts to find 

universalit~® in lan? ua?e. 

至少，那是希望 。 但是，今天在线发布

的一项语言学特征的比较研究提供了 一次

现实核查的机会 。 奥克兰大学的罗素 · 格

雷及其同事基于 以前两次寻找语言普遍性

的努力来考查语法的演化 。

J 
达
－

…表
…

点
一

…

盲
目…

－

与
·

…辑
…

注
－

…
「
」词

·
( comparative [ kam1prerat1v J a. 比较的

( trait [trert ］ 凡特性

( consider [kan's1da］ υ．讨论

\J © universality [ ,ju:rnv3:1srelau] 11. 普遍性

> ·经典搭配
~ ( in the light of（根据，如！！O

； ·语篇分析二J
第四至七段借语言学新研究证明作者观点 ：不应太过追求普遍法则，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四段介绍新研究：核查两项关于语言普遍规律的先例研究，以此考查语法 （ 语言）的演化。

首旬过渡 ： That 回指上段末句， at l east 以让步口吻指出“这是种美好希望（ hope ）” 。 第二旬转折指

出新研究为之提供了现实核查机会 （ 打破希望 ）。 But . .. a r ea lity check 暗示“普遍真理”实际上并不存

在。 末旬引出新研究的核查对象： two previous attempts to find universa lity in l a nguage 回应第三段①句

languages ... governed by universal features，说明新研究涉及两项“语言普遍法则”前例研究 。

The mos t fa mous of these efforts was initiated① 
- 在这些寻找语言普遍性的努力中 ，最著名

by Noam Chomskηwho suggested th可 humans are I 的 一次由诺姆 · 乔姆斯基做 出 。 他认为人类
born wi,:h an innatew language acquisition"" capacity 阳t I 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支西己普遍语法的先夭性
diet盹s飞＂＇ a un 

ar巳 then s uffi cient to unfold® th巳 entire fund ame nta l I 
l 一门语言全部的基本结构，这就是儿童为何能

stn 

it so quickly. 

： ·词汇注释与亮点表这. ii/ 
( initiate [ 11 rnf 1e1t] v. 发起，创始

( innate [, 1'ne1t ］ α．天生的

( acquisition [,rekw11z1Jan] n. （语言）习得

l\ ( dictate [ d1k 'te1t] v. 命令，支配I @unf川

：：－语：篇分析汇i i/
第五 、六段具体介绍新研究核查对象的内容 （ 即，两项前例研究的内容 ） 。两段首旬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efforts .. . The second . .. 回应第四段末句 two previous attempts ，呈递段际关系。

第五段介绍新研究核查对象一 ：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研究。 首旬说明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 1)语言

能力是天生的； 2）人类语言受普遍语法支配 。 末句进一步解释首旬观点：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可以统归为

一些普遍性的、先天性的生成规则 。 两句论述回应第三段末句 what gu ides it in evolutionary t erms，凸显

本段从“先天／进化”角度论述语言演化 。

( 4 9) The second , by Joshua Gre巳nberg, takes 

a more empirical( approach to uni versa lity, identifying③ 

traits ( pa r t icular ly in word orde r ) s ha red by m any 

languages, whi ch ar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biases 

tint result from cogn iti ve constraints<:D . 

(49〕 第二次努力一一囱乔舒亚·格林堡做

出一一采用更为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

普遍性，确定了多种语言（尤其在语法词序方

面）的共有特征 ，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代表了由认

知限制产生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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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注释特点表达. :: J 
( empirical [ em I pmk.31］ α． 经验主义的

( identify [a11dent1fa1] v. 确定，辨认

( constraint [ k＂旷stremt］ 凡限制，束缚

$ ·经典搭配
j 川t川造成）

: ~：：语篇分析：~ ： ： J
第六段介绍新研究核查对象二：格林堡式共性理论研究。 more empirical 说明格林堡采用的方法；

universali ty, ident ifying traits. . . shared by many l anguages 解释其观点：人类语言具备共性特征（尤其在语

法词序方面），且受限于人类共有的认知限制（ bias 此处为熟词僻义，意为“趋势、倾向勺 。 resu l t from 

cognitive constra i nts 回应第三段末句 what guides it in cognitive terms，凸显本段从“认知”角度论述语言

演化。

注：本段存在笔误，Joshua Greenberg 应是 Joseph Greenberg，美国语言学家、开创了现代语言类型学

（通译为“约瑟 · 格林伯格”）；而 Joshua Greenberg 是美国社会学家 。

：：： ~：：~题精解. :: J 
( 49) The second , by J oshua Greenberg , takes a more empirical approach to universality(O. 5 

分） , / / identifying traits C particularly in word order ) C 0. 5 分 ） // shared by many languages C 0. 5 

分） ,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r epresent biases that result from cognitive constraints(O. 5 分）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插入语、分词短语、定语从旬、被动语态。

1. 旬法分析

主旬 ： Th e second , by Joshua Greenberg, takes a more empi rica l approach to universa lity , 
主语 插入语 词语 宾语 后直定语修饰approach

identifyir g traits (particula rly in word order) shared by many languages , 
f丰 i毯才犬t吾

第一重定i吾从旬补充说明 traits: which are cons idered to r epresent biases 
关系代词做主语被动式谓语 主语补足语

第二重定 i吾从旬限定修饰 biases : that res ult from cognit ive const ra ints. 
关系代词做主语 谓语

2. 旬子注释

本句主干为 The second takes a more empiri ca l a pproach。需注意 whi ch 定语从句修饰的是 tra i t s 而

不是离它更近的 languages 。 可将 which 替换为 tra i t s 与 languages ， 从语义上判断 。 实际上 shared by 

many languages 是后置定语，与 which 定语从句一起修饰 tra i ts ，可译为前置结构，而 which 引 导的非限

定性定语从句与主句关系更弱，通常独立译为一句，即“这些特征被认为 ……”。主语 The second 

(attempt/ effort ） 实为省略结构， H乎应第四、五段内容 two pr evious a tt empts 、 Th e most fa mous of these 

efforts，翻译时应还原译为“第二次努力”。捕入i吾 by...引出施动者，可以将其译为“由……做出的”。

伴随状语 identifying.. . 修饰谓语动词，表示与谓语动同同时进行 。

3 . 词义确定

( 1 ) takes a more empir ica l approach to universa lity : universa li ty 与上文 uni versa l features 类似，由 于

此处是指语言的具体研究，故可以具化为“语言的普遍性”； approach 本身含有动作意义 ， 表示“研究／ f(j[f

决／处理某一问题的方法”，故可增译“研究”，译为“采取更为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普遍性” 。

4. 全旬调整，得出 i孝文

第二次努力－一由乔舒亚·格林堡做出一一采用更为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普遍性，确定

了多种语言（尤其在语法词序方面）的共有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代表了由认知｜限制产生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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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Gray and hi s colleagues have put them to the tes t by 

examining four family trees that between them represent 

more than 2 , 000 lang uages. ( 50 ) Chomsky ’s grammar 

should show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tha t are 

independent of the family tree or the pathway tracked① 

through it, wher eas Greenbergian universa li ty predicts® 

strong co-d巳pe nd encies between particular types of word 

order relations. Neither of these patterns is borne out by 

the ana lysis, sugg巳sting that the struct ures of the 

languages are lineage@ -spec ific and not governed by 

universa ls. [ 427 words] 

格雷及其同事通过考查 4 个语言谱

系，共涉及 2000 多门语言，来检测上述两

种理论。 （ 50）乔姆斯基的语法应该显示出

语言变化的模式，这些模式并不受语言谱

系或贯穿谱系路径的影响；而格林堡式的

普遍性则预言了特定的语法词序关系类型

之间所存在的紧密互依性。两种理论模式

均未通过此分析得以证实，表明语言的结

构具有种系特异性，而不受普遍性所支自己。

( track [ trrek] v . 穿过 ，通过

： ·词汇注释与亮，在表达. :;/ 
$ · 经典搭配

( predict [ pr11d1kt] v. 预言 ，预测

( lineage [ 1lmud3] n. 宗族，语系

♂ ( famil y tree( ii普系）

i ( bea r out CiiE 实）

1. put sth to the test“使受考验、检验” 。 Students put to the test all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last two 

months. 学生们检验过去两个月里学到的全部知识。

2. be independent of“不相关的，不受影响的”。 Your job is independent of your personal life and 1t 

shou ld be treated as such . 你的工作与你的个人生活是不相关的 ，应该分开对待 。

3. strong co-dependencies between ... “ 紧密互依性、相互依赖” 。 There exis t strong co-dependencies 

between some species, and the breaking of them may have a devastat ing effec t on nature . 某些物种之间存

在紧密互依性，若是打破这种互依性可能会对自然造成灾难性影响 。

；二i哥篇分析O: ;/
第七段以上述两项研究“未通过核实验证”的核查结果说明：不应过于执着寻求绝对的普遍性。

首旬再次明确新研究核查对象并说明研究方法 。 th em 回指“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和格林堡式共性
理论， four famil y tr巳巳s . . . more t han 2,000 l ang uages 凸显新研究样本充足，即：研究具备可信度 。

第二旬介绍新研究模型下，两种理论的推测结果。 Chomsky's grammar should show ... ( shou ld 表

示推测）表明乔姆斯基理论应当显示出某种结果（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 patterns of lang uage changes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 ( fami ly tree 指整个语言谱系树状图； pathway 代表具体的语言谱系）具体解释

基于乔姆斯基理论做出的推测结果：语言演化的模式，不受谱系图和谱系图中具体谱系的制约 ，（回溯第

五段可知其原因）因为语言受先天存在于人脑中的普遍法则支配 、并非后天进化而来 。

Green bergian uni versa lit y predi cts s trong co-dependenc ies between ... ( predi c t 意为 to say that 

something wil l happen befor e it happens 预测）说明根据格林堡式共性理论的推测结果：特定的语法词序

关系类型之间存在紧密互依性（回溯第六段，格林堡认为语言具有共性，尤其在语法词序方面） 。

末旬转而介绍新研究的实际检测结果： Nei ther. . is borne out( bea r out 意为“证实 、支持［某种说法 、

看法等］”）强调上面两种理论的推测性结果均未通过新研究的核实验证 ， f,!fJ ：推测结果均与现实不符 。
suggesting ... languages are lineage-specific and not governed by uni versa l s 进而述出新研究的深层含义、

由此明确本文主旨：语言结构具有种系特异性，不受普遍性支配；即，执着于寻求绝对的普遍法则并不妥

当，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对待差异性 。

： ·真题精解三J

( 50) Chomsky' s grammar shou ld show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 0. 5 分） ／／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the family tree or the pathway tracked through it ( 0 . 5 分） , I I whereas Greenbergian 

universality predicts strong co d巳pendencies between particular types of word-order relationsO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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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核的知识点：并列成分 、定语从旬。

1. 旬法分析

并列分旬 1 中主句：Chomsky's grammar should show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主语 词语 宾语

定语从旬修饰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th巳 family tree or 
关系代词做主语 谓语

the pathway tracked through it 

并；~lj 分旬 2 : whereas Greenbergian universali ty predicts strong co-dependencies between particular 
并列连词 主语 词语 宾语

types of word order relations. 
（介词短语做后直定语）
2. 旬子注释

较快的定语从句通常会采用后置法翻译，如本句中的 that 定语从句就适合单独译为一句；由于主从

句主语不一致，故需重复先行同 patten屿，译为“这些模式…… ” 。 从句中 family tree 与 pathway 为并列
关系，过去分同结构 tracked through it ( i t 指代 famil y tree）做 pathway 的后置定语，译为“贯穿谱系的

·’ 。 whe rea s 引导并列句表示对比，语序不需做调整 ，但需把对比之意“而”传达出来。
3 . 词义确定

( 1) be independent of：固定用法，意为“与……无关，不受……影响” 。

(2) family tree：本义为“家谱”，由于本段论述对象为语言学 ，语言学中存在“语系／谱系”一说，故具

体化译为“语言谱系” 。

( 3 ) co-dependenci es ： 词根 depend 本义为“依赖”，而前缀 co－表示“一起，共同，联合”之意，再根据下文

指出是两者关系，可推断指“相互依赖性”。 strong co-d e pe ndenci es 译为“紧密互依性”。

4. 全旬调整，得出译文

乔姆斯基的语法应该显示出语言变化的模式，这些模式并不受语言谱系或贯穿谱系路径的影响；而
格林堡式的普遍性则预言了特定的语法词序关系类型之间所存在的紧密互依性 。

Section ][ Writing 

Part A 欢迎辞＋建议信

－、审题引导

知识补充

抓取指令关键问 梳理信息 归纳要点

情 Some internat ional student s' are 
1. 写作话题： 留学生来校

1. 格式：书信（“欢迎＋建议”信） 。
:r-丑 , , I 

2. 语域：①给国际学生的电子com mg to yo ur um vers1 ty . 

邮件属于公务信函，应使用正
Write t hem2 an email3 in the 2. 写作对象： 留学生

式语体；②因是同龄人之间的
name of the Student s ' Union' to 3 . 写作类型：电子邮件

交流，因此语言不必过于拘谨。要
1) extend your welcome5 and 4 . 写信人身份：学生会代表

3. 内容要点：①对留学生表示求
2) prov 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5 . 交际目的 ：①表示欢迎；

欢迎；②向留学生提供“在华校
their campus life here. ②提供留学生活建议 园生活”方面的建议 。

二 、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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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my pleasure to offer several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your stay in China. ( Firstly, to overcome language 

barriers, I suggest that you make full use of all resources to 

study and practice Chinese diligently. ( Secondly, to cope with 

culture shock , it is advisable to get acquain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through making Chinese fri ends or via 

books, films and museums. ( Besides, you can also make full 

use of various learning resources boasted by our library. 

( I hope my suggestions would be helpful and I wish all 

of you a fulfilling college life here. 

［必备表达］

1. fac ili tate[ v. ］使便利 ，促进

Yours sincerely, 

Li Ming 

2. overcome language barriers 克服语言障碍

3. practice diligently YiJJ练

［活用外干lj]

①我很乐意提供几点建议，以便为你

们的中国之行提供便利。②首先，为了克

服语言障碍，我建议你们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学习并勤练中文。③其次，为了应对文

化冲击，建议你们通过结交中国朋友或阅

读、看电影和逛博物馆等方式熟悉中国的

文化习俗。④此外，你们还可以充分利用

我校图书馆的海量学习资源。

①希望我的建议有帮助，同时祝你们

能拥有一个充实的大学生活。

4. it is advisa ble to ...建议…

5. boast [v. ］有，以拥有……而自豪

诚挚的，

李明

6. ful fil ling ［α．］有意义的，实现自我的

1. As her world trave ls take off, she ’S in for more and more culture shock. CNN 

译文：随着环球旅行的启航，她即将体验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冲击 。

点拨： culture shock 指“突然处于一个与之前大不相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而感到困惑、忧虑、烦恼

的心情”，用以形容在新环境中产生的文化上的不适应。

2. This lesson is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get acquamted wit h the main characters in 

Pride and Prejudice in order to fac ili tate reading and some dee per analysis of the story. 

The Cuaγdiαη 

译文：为了促进阅读和对小说的深入分析，这一课程旨在给学生提供了解熟悉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人物角色的机会。

点拨： get acquainted with 指“（使某人或自己）开始了解、熟悉某事 ”，是 be famili ar with 另一种更文

雅的表达，可用以说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进行学习（代替 learn 、 study 等较为平凡的同语） 。

［篇章衔接］

开头部分（ 1 旬）：自我介绍并对来校留学生表示欢迎。

主体部分（ 4 旬）：为留学生在华校园生活提供建议。 ①句表明写作目的 。 后三句提供具体建议 ：

②句建议一： "/0） ！学勤练中文；③句建议二：丰富课余生活，了解中国文化；④句补充介绍校图书馆馆藏资源 。

结尾部分（ 1 旬）：表达期待和祝愿。

［模饭提炼］

该思路适用于撰写以“欢迎新人”为切人点的建议信， 比如给新加入社团的人提建议、给到某地旅游

的人提建议等。

My Dea r Fri e n缸，

I , on behalf of （ 机构名称） , want to extend a wa rm welcome to you . I am happy that you have 

chosen to （进行的活动） in our 

It is my pleasure to offer you my suggestions. F irstly, to overcome （困难） , you should （建议一）．

Besides, it is advisable to （建议二） ．

I hope my suggestions would be helpful and wish a ll of you （祝愿）．

Yo urs sincerely, 

L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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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储备

［建议信常用表达］

( 1)开篇：说明写作目的

φI am wri t ing thi s letter on behalf of. ..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with r egard to. 

我代表……写这封信 ，提出一些关于……的建议 。
φI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you to consider. And I would grea tl y apprecia te yo u ta king my 

s ugges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我有一些建议希望您采纳 。 如果您能考虑我的建议，我将非常感谢。

(2 ）中 间段：罗列建议

争To... , I would like to give/ offer/ render some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First and for emost,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 In addition, we should .... Last , . 

为了……，我想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 其次 ，我们应该…… 。 最后， －

4’ I hereby sugges t you to .. .. Also ... might be useful. These a re some important po ints tha t I 

wanted to mention. I am s ure if . . . , yo u wil l. .. . 在此我建议你……，并且……也许会有用 。 这些是我

想提及的要点 。 我相信如果…… ，你会…… 。

( 3 ）结尾．表达期待

集Your prompt a tt ention to my sugges tions would be highl y appreciat ed. 

我将十分感激您对我所提建议的及时关注 。

争 If you wish to know more , please ca ll me at ( phone number) .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请拨打（电话号码 ） 。

Part B 积极心态看人生

一、审题引导

提示信息 信息解析 推导寓意

瓶子倒地，瓶中液体洒出 象征挫折和不幸
瓶子倒地这个小的意外事

左边的人伤心地说“全完 了！” 说明他仅关注到损失 、态度悲观 件象征人生中的挫折和不

说明他面对 困境态度乐观积极，关注如
幸 。 面对同一场景 ，持有

右边的人欣喜地说“幸好还剩
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的人

点儿 。”并准备上前挽救 何破角月1 困局
对其反应截然不同 ， 可推

揭示两人的内心想法，两个人的反应代
知图片宣扬乐观向 上、 积

文字信息： “全完了 1 吁口“幸好
极处世 。

还剩点儿 。 ” 表人们面对不幸时的两种处世态度

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 As is shown in the picture , two men reac t in di stinctl y 

different manners when they see a bottle get tipped over and 

half of the wa ter spill. ( Wearing a gloomy look , one man 

covers hi s for ehead and curses his luck , lamenting , “ It ’s a ll 

gone !” while the other smil es agreeably and reaches for the 

bott le, chee ring,“Luckil y there ’s still some left. ” 

①如 图所示， 一个瓶子翻倒在

地 ，里面的水泼了一半， 而两人对这

一幕的反应却大相径庭。②其中一

人神情沮丧，怨声连连，手抚额头哀

叹道，“全完 了！”另 一人则面露笑容

去捡瓶子，说道 ，“幸好还剩点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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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ortraya l r evea ls that in adverse s ituations, being 

optimistic or being pessimistic directs peop le towards two 

opposite paths. ( j ust as Alexander Bell puts it : “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 her opens ; but we often look so long and so 

regretfully upon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 not see the one 

which has opened for us. ” ( When obstacles confront us , 

ass uming the worst on ly spells more fa ilu1 白， whil e

interpret ing them in a pos itive light a lways spurs us to look for 

a s il ve r lining and concentrate upon addressing probl ems . ④ 

The drawbacks of pessimism and th巳 benef i ts of optimism are 

self-evident. 

( T herefore, optimism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our 

work and li fe. ②Asa口 o ld saying goes, misfortune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山se . ③When adversity strikes , instead of being 

blinded by pess imism, we shou ld lea rn to examine it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so as to break fr ee of despa ir and 

discover hope. ( Besides, we should ma inta in a pos itive 

att itude all a long by remaining g rat ifi ed by what we have 

achieved, with an at tempt to keep forging ahead and embrace 

vc1riCJLJS c:ha_ll enges_. 

［必备表达］

①这幅画揭示了：在逆境中选择

乐观看待还是悲观处理，会将人们引

上截然相反的道路。②恰如亚历山

大·贝尔所言 ： “一扇门关了，必有另

一扇打开；而我们经常久久地盯着那

扇关上的门，懊悔不己，以致对为我们

打开的另一扇门视而不见。” ③遭遇挫

折时 ，把情况想到最坏只会招致更多

失败；而积极对待往往会敦促我们寻

求光明 ，并一心寻找解决之道。④悲

观之弊，乐观之利，至此一目了然 。

①因 此 ， 在工作和生活中，乐观

精神至关重要。②俗话说， 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③身处困境时，我们

要学会辩证分析，从绝望 中 发现希

望，而非被悲观消极情绪蒙蔽双眼。

④此外 ， 我们还要懂得知足常乐 ， 尔

后积极进取，迎接一个个新的挑战 。

1. get tipped over 被打翻在地 9. spell [ v. ] （通常是坏事）招致，意味着

2. spill [ v. ］泼洒，使溅出 10. spur [ v. ］鞭策，激励

3. gloomy ［α．］沮丧的，情绪低落的 11. se lf-evident [ a . ］不言而喻的，明显的

4. wear a . . . l ook 面带……之色 12 . advers ity [ 11. ］逆境

5. lament [v. ］悲叹 13 . strike [ v . ］打击

6. agreeab ly ［α． ］ 愉悦地 14. a comp rehens ive perspect i ve 辩证全面的眼光

7. reach for 伸手去拿 15. keep forging a head 快速前进，不断进步

8. confront [ v . ] （问题或困境）降临于

［活用外干lj]

1. H e wet hi mself halfway to the knees befo re he fl oundered out to the firm crust. H e was angry, 

and cursed hi s luck a loud. To Bui ld α Fi, e by J ack London 

译文：他把膝盖一半以下都打湿了，这才挣扎着爬上牢固的冰层。 他气H于 n于的，一边大骂自己运气不好。

点拨： curse one ’s lu ck 意为“骂自己运气不好”，极言人们遇到困境时悲观无助的心情。

2. The resili ent tend to be peop le who share their emotions befor e becoming overwhelmed, who 

know how to cope with stress, and who have the abil ity to look for a sil ver lin ing. NPR 

译文：有韧性的人往往是那些在被情绪彻底击垮之前分享他们的情绪的人，是懂得如何应对压力 的

人，是有能力在困境中寻求一线光明的人 。

点拨： silver lining 意为“（不幸或不快中的）一线希望”，可用以形容在不幸或失望境遇中的一丝

慰藉 。

［篇章衔接］

第一段（ 2 旬）：描述图片。 ①句指明图片核心信息“两人物对同一场景反应迥异”；②句对比凸显两

人面对不幸时的一喜一悲两种心态 。

第二段（ 4 旬）：阐述图片寓意，论述两种心态的影晌。 ①句总述“乐观悲观带来的结果迥异”。②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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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贝尔之言呈现悲观之害。③句分析原因。④句明确“褒贬”态度 。

第三段（ 4 旬）：联系实际，提出行动建议。 ①句概述“保持乐观意义重大”。②③句从思想和行动两

方面给出具体建议。④句回应主题，发出 H乎吁 。

［思路拓展］

图片描绘的是“乐观与悲观”的对比类哲理，属于“人生哲理类”话题。第一段描述图片后，第二、三

段可以从不同角度论述主题。 可如范文所示，第二段采取引证方式说明悲观心态的负面影响 、论证乐观

心态的重要意义 ，第三段提出具体行动建以；另外，也可以在第二段正面论证，列举“乐观心态”所带来的

好处或举例说明“困境中要保持乐观”的道理，第三段则鼓励人们以积极心态面对人生 。

［应用模板］

I In the above picture appear C 图片中心人物／事物）． 在上面的图片中，有

H( It re fl ects two dist inct C浅层现象） , wh ich ar ise I ①图片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from different cogniti on in （深层原因） ． ② in the I 这两种方式源自于对于 的不同认知 。

left picture（或 ： on the left ) represent s those who a re ｜ ②右边的 代表那些 的人，他们

, seeing · . ( With this attitude ，（评价上④1n I 把 看作 。③抱着这种态度，

cont rast, in the right picture （或： on the right ) I 。 ④相反，左边的 ，把

（行为） , regard ing . ( Such at titude has an I 看作 。⑤这种态度有种激励效应，

energizing effec t, leading to enormous success in ｜能够在 中带来巨大的成功。⑤比如 ，

. ®For examp le, 

田 ① As Seneca, an ancient Roman philosopher, 

once put it,“ A lmost any s ituat ion good or bad- is 

a ffec ted by the attitude we bring lo. ” ( Therefore, it is 

advi sa bl e to （建议） ．

①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所说的那

样：“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一一

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②因

此，明智的做法是

模板注释：第二段主体段落主要聚焦“对比论证”和“举例分析”，先对比分析图片中两种行为方式产

生的原因，再转而以事例佐以论证。第三段提出倡议 。

三、写作储备

［话题表述补充］

关于乐观： optimi s tic ［α．］乐观的， optimist [n. J 乐观者， positive [a . ］ 积极的， brigh t [a. ］光明的 ，

promisi吨 ［α］有前途的， sanguine [a. ］乐观的

关于悲观： pess i mistic ［α． ］悲观的 ， pess imi s t [ 11. J 悲观者， negat i ve [ a . ］消极的 ， grim ［α．］（前景）

｜暗淡的 ， des pair [v. / 11. ］ 绝望

［写作素材积累］

命Do not cry over spilt milk. 不要为已经无法挽救的局面伤心难过 。

争“The optimis t sees the donut, the pessimis t sees the hol e. ”( Oscar Wilde) 

乐观者看到甜甜圈，悲观者看到洞 。 （英国作家奥斯卡 · 王尔德）

4属 Almost any s ituat ion- good or bad- is affected by the attitude we bring to. ( Seneca, ancient 

Roman ph ilosopher） 几乎任何一种处境一一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 （古

罗马哲学家西尼加）

""Opt imi sm is the fa ith that leads to achi evement.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hope and confidence. 

( H elen Kell er , American writer) 

乐观是一种通往成就的信仰。没有希望和信心 ，便会一事无成。（美国作家海伦·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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