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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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Today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GPS systems, digital maps, and other navigation 

apps are available on our smartphones. __ 1 _ of us just walk straight into the woods 

without a phone. But phones _2_ on batteries, and batteries can die faster than we 

realize. _3_ you get lost without a phone or a compass, and you _4_ can't find 

north, we have a few tricks to help you navigate_5_ to civilization, one of which is 

to follow the land. 

When you find yourself well 6 a trail, but not in a completely 7 area, 

you have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Which _ 8_ is downhill,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And where is the nearest water source? Humans overwhelmingly live in valleys, and 

on supplies of fresh water. _9_, if you head downhill, and follow any H20 you find, 

you should __lQ_ see signs of people. 

If you've explored the area before, keep an eye out for familiar sights - you may 

be 11 how quickly identifying a distinctive rock or tree can restore your bearings. 

Another 12 : Climb high and look for signs of human habitation. 13 

even in dense forest, you should be able to 14 gaps in the tree line due to roads, 

train tracks, and other paths people carve ___lL the woods. Head toward these 

16__ to find a way out. At night, scan the horizon for 1 7  light sources, such as fires 

and streetlights, then walk toward the glow of light pollution. 

the 

1 8  , assuming you're lost in an area humans tend to frequent, look for 

19 we leave on the landscape. Trail blazes, tire tracks, and other features 

can _1Q_ you to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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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Some [B] Most [C] Few [D] All 

2. [A] put [B] take [C] run [D] come 

3. [A] Since [B] If [C] Though [D] Until 

4. [A] formally [B] relatively [C] gradually [D] literally 

5. [A] back [B] next [C] around [D] away 

6. [A] onto [B] off [C] across [D] alone 

7. [A] unattractive [B] uncrowded [C] unchanged [D] unfamiliar 

8. [A] site [B] point [C] way [D] place 

9. [A] So [B] Yet [C] Instead [D] Besides 

10. [A] immediately [B] intentionally [ C] unexpectedly [D] eventually 

11. [A] surprised [B] annoyed [C] frightened [D] confused 

12. [A] problem [B] option [C] view [D] result 

13. [A] Above all [B] In contrast [C] On average [D] For example 

14. [A] bridge [B] avoid [C] spot [D] separate 

15. [A] from [B] through [C] beyond [D] under 

16. [A] posts [B] links [C] shades [D] breaks 

17. [A] artificial [B] mysterious [C] hidden [D] limited 

18. [A] Finally [B] Consequently [C] Incidentally [D] Generally 

19. [A] memories [B] marks [C] notes [D] belongings 

20. [A] restrict [B] adopt [C] lead [D] expose 

Section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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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r D.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4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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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1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Britain have imposed a rather unusual rule on the bosses 

of big banks. Starting next year, any guaranteed bonus of top executives could be 

delayed 10 years if their banks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wrongdo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lawback" rule is to hold bankers accountable for harmful risk-taking 

and to restore public trust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Yet officials also hope for a much 

larger benefit: more long-term decisionmaking, not only by banks but by all 

corporations, to build a stronger econom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hort-termism" or the desire for quick profits, has worsened in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says the Bank of England's top economist, Andrew Haldane. He quotes a 

giant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lfred Marshall, in describing this financial impatience 

as acting like "children who pick the plums out of their pudding to eat them at once" 

rather than putting them aside to be eaten last. 

The average time for holding a stock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he 

notes, has dropped from seven years to seven months in recent decades. Transient 

investors, who demand high quarterly profits from companies, can hinder a firm's 

efforts to invest in long-term research or to build up customer loyalty. This has been 

dubbed "quarterly capitalism." 

In addition,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allowed more rapid trading of equities, 

quicker use of information, and thus shorter attention span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re seems to be a predominance of short-term thinking at the expense of long

term investing," said Commissioner Daniel Gallagher of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n a speech this week. 

In the US,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 0 0 2  has pushed most public companies to 

defer performance bonuses for senior executives by about a year, slightly helping 

reduce "short-termism." In its latest survey of CEO p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inds 

that "a substantial part" of executive pay is now tied to performance. 

Much more could be done to encourage "long-termism," such as changes in the 

tax code and quicker disclosure of stock acquisitions. In France, shareholders who 

hold onto a company investment for at least two years can sometimes earn more 

voting rights in a company. 

Within companies, the right compensation design can provide incentives for 

executives to think beyond their own time at the company and on behalf of all 

stakeholders. Britain's new rule is a reminder to bankers that society has an interest in 

their performance, not just for the short term but for the long te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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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one motive in imposing the new rule is to 

[A] enhance bankers' sense ofresponsibility. 

[B] help corporations achieve larger profits. 

[q build a new system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D] guarantee the bonuses of top executives. 

22. Alfred Marshall is quoted to indicate 

[A] the conditions for generating quick profits. 

[B] governments' impatience in decision-making. 

[q the solid structure of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D] "short-termism" in economic activities. 

23.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ransient investment on public companies can be 

[A] indirect. 

[B] adverse. 

[q minimal. 

[D] temporary. 

24. The US and France exampl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A] the obstacles to preventing "short-termism". 

[B] the significance of long-term thinking. 

[q the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long-termism". 

[D] the prevalence of short-term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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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lure of Quarterly Capitalism 

[B] Patience as a Corporate Virtue 

[q Decisiveness Required of Top Executives 

[D] Frustration of Risk-taking Ba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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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2 

Grade inflation -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average GPAs (grade-point averag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 is often considered a product of a consumer era in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students are treated like customers to be pleased. But another, 

related force - a policy often buried deep in course catalogs called "grade 

forgiveness" - is helping raise GP As. 

Grade forgiveness allows students to retake a course in which they received a 

low grade, and the most recent grade or the highest grade is the only one that counts 

in calculating a student's overall GP A. 

The use of this little-known practice has accelerated in recent years, as colleges 

continue to do their utmost to keep students in school (and paying tuition) and 

improve their graduation rates. When this practice first started decades ago, it was 

usually limited to freshmen, to give them a second chance to take a class in their first 

year if they struggled in their transition to college-level courses. But now most 

colleges, save for many selective campuses, allow all undergraduates, and even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their low grades forgiven. 

College officials tend to emphasize that the goal of grade forgiveness is less 

about the grade itself and more abou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take courses critical 

to their degree program and graduation without incurring a big penalty. "Ultimately," 

said Jack Miner, Ohio State University's registrar, "we see students achieve more 

success because they retake a course and do better in subsequent courses or master 

the content that allows them to graduate on time." 

That said,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grade forgiveness satisfies colleges' own needs as 

well.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state funds are sometimes tied partly to their success on metrics 

such as graduation rates and student retention - so better grades can, by boosting figures 

like those, mean more money. And anything that raises GP As will likely make 

students - who,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paying the bill - feel they've gotten a better value 

for their tuition dollars, which is another big concern for colleges. 

Indeed, grade forgiveness is just another way that universities are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expect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Since students and parents expect a 

college degree to lead to a job,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a school to turn out 

graduates who are as qualified as possible - or at least appear to be. On this, students' 

and colleges' incentives seem to be al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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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hat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grade inflation? 

[A] The change of course catalogs. 

[B] Students' indifference to GP As. 

[q Colleges' neglect ofGPAs. 

[D]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 culture. 

2 7. What wa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grade forgiveness? 

[A] To help freshmen adapt to college learning. 

[B] To maintain colleges' graduation rates. 

[q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a challenging future. 

[D] To increase universities' income from tuition. 

2 8. According to Paragraph 5, grade forgiveness enables colleges to 

[A] obtain more financial support. 

[B] boost their student enrollments. 

[q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D] meet local governments' needs. 

2 9 . What does the phrase "to be aligned" (Line 5, Para. 6) most probably mean? 

[A] To counterbalance each other. 

[B]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q To be identical with each other. 

[D] To be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3 0.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practice of grade forgiveness by 

[A] assessing its feasibility. 

[B] analyzing the causes behind it. 

[q comparing different views on it. 

[D] listing its long-ru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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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 

This year marks exactly two centurie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by Mary Shelley. Eve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electric 

light bulb, the author produced a remarkable work of speculative fiction that would 

foreshadow many ethical questions to be raised by technologies yet to come. 

Today the rapid grow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at is intelligence, identity, or consciousness? What makes humans humans? " 

What is being called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machines that would imitate 

the way humans think, continues to evade scientists. Yet humans remain fascinated by 

the idea of robots that would look, move, and respond like humans, similar to those 

recently depicted on popular sci-fi TV series such as "Westworld" and "Humans." 

Just how people think is still far too complex to be understood, let alone 

reproduced, says David Eagleman, a Stanford University neuroscientist. "We are just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are no good theories explaining what consciousness actually 

is and how you could ever build a machine to get there." 

But that doesn't mean crucial ethical issues involving AI aren't at hand. The 

coming use of autonomous vehicles, for example, poses thorny ethical questions. 

Human drivers sometimes must make split-second decisions. Their reactions may be 

a complex combination of instant reflexes, input from past driving experiences, and 

what their eyes and ears tell them in that moment. AI "vision" today is not nearly as 

sophisticated as that of humans. And to anticipate every imaginable driving situation 

is a difficult programming problem. 

Whenever decisions are based on masses of data, "you quickly get into a lot of 

ethical questions," notes Tan Kiat How, chief executive of a Singapore-based agency 

that is helping the government develop a voluntary code for the ethical use of AI. 

Along with Singapore, other governments and mega-corporations are beginning to 

establish their own guidelines. Britain is setting up a data ethics center. India released 

its AI ethics strategy this spring. 

On June 7 Google pledged not to "design or deploy AI" that would cause "overall 

harm," or to develop AI-directed weapons or use AI for surveillance that would 

violate international norms. It also pledged not to deploy AI whose use would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s or human rights. 

While the statement is vague, it represents one starting point. So does the idea 

that decisions made by AI systems should be explainable, transparent, and fair. 

To put it another way: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the thinking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reflects humanity's highest values? Only then will they be useful servants 

and not Frankenstein's out-of-control mon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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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Mary Shelley's novel Frankenstein is mentioned because it 

[A] fascinates AI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B] has remained popular for as long as 2 0 0 years. 

[q involves some concerns raised by AI today. 

[D] has sparked serious ethical controversies. 

32. In David Eagleman's opinion, our current knowledge of consciousness 

[A] helps expl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 can be misleading to robot making. 

[q inspires popular sci-fi TV series. 

[D] is too limited for us to reproduce it. 

33. The solution to the ethical issues brought by autonomous vehicles 

[A] can hardly ever be found. 

[B] is still beyond our capacity. 

[q causes little public concern. 

[D] has aroused much curiosity. 

34.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Google's pledges is one of 

[A] affirmation. 

[B] skepticism. 

[q contempt. 

[D]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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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I' s Future: In the Hands of Tech Giants 

[B] Frankenstein, the Novel Predicting the Age of AI 

[q The Conscience of AI: Complex But Inevitable 

[D] AI Shall Be Killers Once Out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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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4 

States will be able to force more people to pay sales tax when they make online 

purchases under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that will leave shoppers with 

lighter wallets but is a big financial win for states. 

The Supreme Court's opinion Thursday overruled a pair of decades-old decisions that 

states said cost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in lost revenue annually. The decisions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tates to collect sales tax on certain online purchases. 

The cases the court overturned said that if a business was shipping a customer's 

purchase to a state where the business didn'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such as a 

warehouse or office, the business didn't have to collect sales tax for the state. 

Customers were generally responsible for paying the sales tax to the state themselves 

if they weren't charged it, but most didn't realize they owed it and few paid.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wrote that the previous decisions were flawed. "Each year 

the physical presence rule becomes further removed from economic reality and results in 

significant revenue losses to the States," he wrote in an opinion joined by four other justices. 

Kennedy wrote that the rule "limited states' ability to seek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has 

prevented market participants from competing on an even playing field." 

The ruling is a victory for big chains with a presence in many states, since they 

usually collect sales tax on online purchases already. Now, rivals will be charging 

sales tax where they hadn't before. Big chains have been collecting sales tax 

nationwide because they typically have physical stores in whatever state a purchase is 

being shipped to. Amazon.com, with its network of warehouses, also collects sales tax 

in every state that charges it, though third-party sellers who use the site don't have to. 

Until now, many sellers tha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in only a single state or a 

few states have been able to avoid charging sales taxes when they ship to addresses 

outside those states. Sellers that use eBay and Etsy, which provide platforms for 

smaller sellers, also haven't been collecting sales tax nationwide. Under the ruling 

Thursday, states can pass laws requiring out-of-state sellers to collect the state's sales 

tax from customers and send it to the state. 

Retail trade groups praised the ruling, saying it levels the playing field for local 

and online businesses. The losers, said retail analyst Neil Saunders, are online-only 

retailers, especially smaller ones. Those retailers may face headaches complying with 

various state sales tax laws. The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Council 

advocacy group said in a statement, "Small businesses and internet entrepreneurs are 

not well served at all by thi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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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will 

[A] better businesses' relations with states. 

[B] put most online businesses in a dilemma. 

[q make more online shoppers pay sales tax. 

[D] force some states to cut sales tax. 

3 7.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s 2 and 3 that the overruled decisions 

[A] have led to the dominance of e-commerce. 

[B] have cost consumers a lot over the years. 

[q were widely criticized by online purchasers. 

[D] were considered unfavorable by states. 

3 8. According to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the physical presence rule has 

[A] hinder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q harme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D] boosted growth in states' revenue. 

3 9 . Who are most likely to welcome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A] Internet entrepreneurs. 

[B] Big-chain owners. 

[q Third-party sellers. 

[D] Small retailers. 

4 0. In dealing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the author 

[A] gives a factual account of it and discusses its consequences. 

[B] describes the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of its making. 

[q presents its main points with conflicting views on them. 

[D] cites some cases related to it and analyzes their im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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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B 

Directions: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re given in a wrong order. For Questions 4 1-45, you are 

required to reorganize these paragraphs into a coherent text by choosing from the list 

A-G and filling them into the numbered boxes. Paragraphs C and F have been 

correctly placed.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A] These tools can help you win every argument - not in the unhelpful sense of 

beating your opponents but in the better sense of learning about the issues that 

divide people. Leaming why they disagree with us and learning to talk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If we readjust our view of arguments - from a verbal fight or 

tennis game to a reasoned exchange through which we all gain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 then we change the very nature of what it means to ''win" an 

argument. 

[BJ Of course, many discussions are not so successful. Still, we need to be careful not 

to accuse opponents of bad arguments too quickly.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evaluate them properly. A large part of evaluation is calling out bad arguments, 

but we also need to admit good arguments by opponents and to apply the same 

critical standards to ourselves. Humility requires you to recognize weakness in 

your own arguments and sometimes also to accept reasons on the opposite side. 

[q None of these will be easy but you can start even if others refuse to. Next time 

you state your position, formulate an argument for what you claim and honestly 

ask yourself whether your argument is any good. Next time you talk with 

someone who takes a stand, ask them to give you a reason for their view. Spell 

out their argument fully and charitably. Assess its strength impartially. Raise 

objections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their replies. 

[D] Carnegie would be right if arguments were fights, which is how we often think of 

them. Like physical fights, verbal fights can leave both sides bloodied. Even 

when you win, you end up no better off. Your prospects would be almost as 

dismal if arguments were even just competitions - like, say, tennis games.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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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pponents hit the ball back and forth until one winner emerges from all who 

entered. Everybody else loses.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why so many people try to 

avoid arguments, especially about politics and religion. 

[EJ In his 1 9 36 work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Dale Carnegie wrote: 

"There is only one way . . .  to get the best of an argument - and that is to avoid it." 

This aversion to arguments is common, but it depends on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 that causes profound problems for our personal and social lives - and 

in many ways misses the point of arguing in the first place. 

[_F] These views of arguments also undermine reason. If you see a conversation as a 

fight or competition, you can win by cheating as long as you don't get caught. 

You will be happy to convince people with bad arguments. You can call their 

views stupid, or joke about how ignorant they are. None of these tricks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m, their positions or the issues that divide you, but they can 

help you win - in one way. 

[GJ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win arguments. Imagine that you favor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in our state, and I do not. If you yell, "Yes," and I yell, "No," 

neither of us learns anything. We neither understand nor respect each other, and 

we have no basis for compromise or cooperation. In contrast, suppose you give a 

reasonable argument: that full-time workers should not have to live in poverty. 

Then I counter with another reasonable argument: that a higher minimum wage 

will force businesses to employ fewer people for less time. Now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s and recognize our shared values, since we both 

care about needy workers. 

4 1. 1-1 42. 1-CIJ-1 43. 1-1 44. 1-1 C 1-1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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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Directions: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carefully and then translate the underlined segments into Chinese. 

Your translation should be written neatly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It was only after I started to write a weekly column about the medical journals, 

and began to read scientific paper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at I realised just how bad 

much of the medical literature frequently was. I came to recognise various signs of a 

bad paper: the kind of paper that purports to show that people who eat more than one 

kilo of broccoli a week were 1.17 times more likely than those who eat less to suffer 

late in life from pernicious anaemia. ( 46)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this kind of 

nonsense in the medical journals which, when taken up by broadcasters and the lay 

press, generates both health scares and short-lived dietary enthusiasms. 

Why is so much bad science published? A recent paper, titled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Bad Science", published on the Royal Society's open science website,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intriguing and important question. It says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merely that people do bad science, but that our current system of career 

advancement positively encourages it.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truth, but publication, 

which has become almost an end in itself. There has been a kind of inflationary 

process at work: (47) nowadays anyone applying for a research post has to have 

published twice the number of papers that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for the same post 

only 10 years ago. Never mind the quality, then, count the number. 

( 48)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urb this tendency, for example, by trying to 

incorporate some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into the assessment of an 

applicant's papers. This is the famed citation index, that is to say the number of times a 

paper has been quoted elsewhere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e assumption being that an 

important paper will be cited more often than one of small account. ( 49) This would be 

reasonable if it were not for the fact that scientists can easily arrange to cite themselves in 

their future publications, or get associates to do so for them in return for similar favours. 

Boiling down an individual's output to simple metrics, such as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r journal impacts, entails considerable savings in time, energy and 

ambiguity. Unfortunately, the long-term costs of using simple quantitative metrics to 

assess researcher merit are likely to be quite great. (50)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ensuring that our science is both meaningful and reproducible,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hat kind of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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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Writing 

Part A 

5 1. Directions: 

Suppose you are working for the "Aiding Rural Primary School" project of your 

university. Write an email to answer the inquiry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volunteer, specifying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use your own name in the email. Use "Li Ming" instead. (10 points) 

PartB 

52.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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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1) describe the picture briefly,

2) interpret the implied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tly on the ANSWER SHEET. (2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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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真试题解析

第－部分知识运用
回宿南挫E

……………………………........... 
=---= 主巨哩~·－＝

如何走出迷失的森林
回击西四面
原文外教朗读

受z
本文选自 Popular Science 网站一篇题为 How to find your way out of th巴 woods without tools- or 

your phone（如何在没有工具，或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走出森林）的文章 。 脉络：引／j:＼场景“在森林中迷失”

并概述对策之一“沿着陆地走”（第一段） 详细介绍具体的迷路情形及对策（第二至五段〉。

we live in a wor ld where GPS① 

systems, digital maps, and other navigation® apps are 

a ll ava il ab le on our smartphon巳s . @ 1 of us just 

walk straightCD into the woods without a phone. @But 

phones 2 on batteries© , and batteries can die③ 

faster than we rea li ze. 0 3 you get lost witho ut a 

phone or a compass® , and you 4 can ’ t find north, 

a few tricks( may help you navigate® 5 to 

civi li zation , one o-f w hi ch is to fol low the land. 

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 GPS 系统、数字

地图和其他导航应用程序均可在智能手机上使

用的世界。②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在没有手机的

情况下就径直走进森林。③但手机是靠电池运

行的，而电池耗尽的速度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

快。④如果你在没有手机和指南针的情况下迷

路，并且确实找不到北了，有一些技巧可以助你

找到返回 文明社会的路，其中 一 个是沿着陆

地走。

：＂： －：：真噩拮解：·＜ tt
1. [ A] Some 一些；有些，一部分

[ CJ Few 很少；几乎没有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 BJ Most 大多数，大部分；最多，最大量

[ DJ All 全部，所有；每，个

［解题思路］ 首句指出如今我们的智能手机拥有各种导航功能；②句切入具体场景：我们中一一一一会
不带手机走进森林。百l见首句意在为②句结论做铺垫：手机导航功能强大，｜虽然是户外必备“神器”，也

即 ，没有人会不带子机就贸然入林，选项中表否定含义的代词只有［CJ Few 。

〔错项排除］“我们中的一些人／大部分人／所有人会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走进森林”均传达“手机并

非必需”之意，与首句信息相悖 。

2. [ A] put Con）使运行；穿戴；举办 [ BJ take Con）承担；呈现

[ CJ run Con）运转 [ DJ come (on）开始；进展；开始运转

［考点提炼］ 旬内语义＋动词短i吾搭配。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句意为 ：但是手机一一一电池，而电池耗尽的速度会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快 。
··空格动词十on”需体现“手机”与“电池”的关系，由句首 But（体现上下文语义转折：手机功能固然强大，

但一切最终取决于电池）以及常识“手机是依靠电池提供能量才得以运转”可以判断［CJ正确， run on 为

固定搭配，表示飞机器／设备依靠某种能源）运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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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项排除J [ A] put (on）利用其“使运行”的用法干扰，但“A put on B”意为“A 开动／发动了 B”，如

He got up and put on the ligh t . （他起身打开了灯。），而文中“手机 vs 电池”之间实为“依靠（运转） VS 被
依靠”的关系 。 ［BJ take (on）利用中文思维“手机携带电池”干扰，但 take on sth 实指“承担（工作／责

任）”或“呈现（新丽貌／品质）”。［DJ come (on）虽可表示“开始运转”，但这里 on 为“副词”，用于修饰

come ， 其后不接宾i霄，女11 T he centra l heating comes on. （中央供热系统开始工作 。）；而文中 on 为介同，用

以说明事物（手机和电池）之间的关系 。

3. [ A] S i nce 自……以来；因为，既然 [ BJ If 如果；是否；即使

[ CJ Though 尽管 ；不过 [DJ Unt il 直到……为止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逻辑。

［解题思路］ 本题考查句内逻锚，从句、主句大意分别为“在没有导航工具的情况下迷路”、“我们有一

些技巧能助你确定路线……”，很明显，“迷路”构成“帮你找路”的“假设性前提”， ［BJ If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J [ A] Since 引出 真实情况（既成事实〉，如 Since you are unab le to answer , perhaps we 

s ho川d ask someone else. （既然你回答不了，那我们也许该问问别人。），而原文“迷路”为假设性情况 。

[ CJ Thoug h 看似符合逻辑 ：尽管你迷路了，但我们有办法…… 。 但一方面该同同样引出的是既有事实，

其次主句因从句内容而显得“让人诧异或不可能”，而“有办法”并不因“迷路”而让人明显感到意外。［DJ

U n ti l 引 H·＼ 主句所述事件终止的时间，如1 He waited unt il s he had fi nis hed speak ing. C 她目｜：完话之前他一

直在等／之后设等了 。），但“迷路前我们能为你提供找到路的技巧／迷路后不再提供技巧”显然逻辑泪乱。

4. [ A] forma ll y 正式地 ；礼貌地

[ CJ grad ua ll y 逐渐地，逐步地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副词辨析。

[ BJ re l at i ve l y 比较而言 ，相对地

[DJ li tera ll y 的确，确实；根据字面意思

〔解题思路］ “一一一－ 找不到北”与其前的“在没有手机和指南针的情况下迷路”形式上由 and 相连，

语义统一但更进一步：迷路→且方向感尽失，故空格处副词只能表示肯定或强调 ， ［ DJ li tera ll y 用于“强

调所说内容为真，尽管昕起来有些夸张”，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 A] forma ll y 表示“行为正式／有礼貌”，如 forma ll y recognize t h巳 new government（正式

承认新政府），而文中的被修饰对象“找不到北”属于日常情形，且不涉及“礼貌”与否。［BJ re l ative ly 表

示“（与其他相比）相对、相 当地”，如 re lative ly easy C 相对／比较容易），而文中空格词修饰整个句子，且

can ’ t f ind north 也不涉及“程度”。［CJ gradua ll y 多形容过程的渐进性，但“找不到北”强调结果，而非

过程 。

5. [ A] ba ck 回到原处；恢复原状 [ BJ next（时间）紧接着的；（位置）离得最近的

[ CJ around 环绕；围绕 [DJ away 离开；朝另一个方向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逻辑。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句意为，如果你（在林中）迷路，我们有一些技巧可以 flJJ 你确定路线 文

明社会 。 t下文讷境表明 c i v ili za t ion 与 woods 构成“文明社会 vs 原始丛林”的对立，而 he l p nav i gat巳意

为“助你找回／明确方向”，故 一二一＿ to c i v ili zatio n 应体现“返回文明社会”之意，［A] back 正确 。

［错项排除］ 各项副同均体现方位，从副词本身含义看，“紧挨／围绕／离开文明”均不合语义；从用法

看，［CJ around 可用于 nav i gate your way around sth 结构中，意为“辨明方向，走出某地”， ［DJ away 通常

用于 nav i gate away from ...结构中，表示“离开某地”，如 nav igate away from the page（离开该网页〉；但原

文 c i v ili zat i on 为“迷路后找寻的目的地”，而非“迷路／逃离之地” ，且之前有介词 to 。

： ·词汇呼拉旬分析. ::1' 
①GPS 全球定位系统（Globa l Posit ioning System) 

( navigation [ ,n配v11ge1 Jan] 11. 导航；领航

( stra ight [stre1t ］ αcl. 径直 ；笔直地

( battery [ bietar1] 11. 电池

2 

~\ ( die [ da1] v. 停止运转

；＠叫as
币 ⑦tri cl‘ ［tr1l《］ η．诀窍 ；技巧

I) ( navigate [ 1 nrev1 ge1t] v. 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



If you get lost without a phone or a compass , and you literally can’t find north, a few tricks may help 

you navigate back to civilization, one of which is to follow the land. 

定语从句

a few tricks may help you na川gate back to civilizat10n one of which is to follow the land. 

主活 谓语宾语 宾补 主语系动词 表语

条件~灾语从句

If you get lost without a phone or a compass, and you literally can’t find north, 

状语 连词主i吾2 状i吾谓语2 宾语

功能注释：本句中 he l p you nav igate back to civ il izat i on 说明所述技巧的功用：帮助迷路者重返文明

社会， one of w hi ch 引导定语从句，引出其中一个技巧：沿着陆地走 。

辽阔分析：＜ ii
首段开启文章话题：在无导航工具的情况下迷失在森林中的应对方法。 前三句铺垫问题，末句明确

主题 ：就问题提供对策 。 ①②句（欲抑）先扬，展现手机的强大 ：导航功能完备 。 avail a bl e（意为 suitab l e or 

ready for use; at hand）强调各种导航功能的 H垂子可“用”→一只需拿起手机。②句 the wood 回应首句

“导航”内容，暗示文章背景“户外旅行” 。 双重否定 Few + with out 、强调副同 jus t 、以及 stra i ght： 叠加三

重强调效果，突显手机的“标配”地位。①句后抑，点明手机的局限性 ： 全靠电池运行，而电池极易耗尽，

fast e r than we rea li ze 以比较级形式凸显手机耗电之快。④句进而引 ti：＼ 主题 ：在没有手机或其他导航工

具的情况下迷路后的对策。 get los t without a phone or a compass 与 li tera ll y can ’ t find north 共同设定极

端（但常见的）场景以反衬对策； he lp you to naviga te back to c i v ili zat ion(ci v ili zation 指“文明社会、现代生

活环境”）以文艺的笔触表明文章用意 ：助你从“蛮荒”重返“文明”； one of whi ch 定语从句起到过渡句作

用，引出对策之一“沿陆地走”，正式开启下文论述 。

囚 0When yo u find yours巳lf 一立＿ a trail( , but not in 

a complete ly 7 a rea of land , yo u have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Which 8 is downhill® , in t hi s particular area? 

And where is the nea res t wate r source( ? 8 Humans 

overwhelmingly© li ve in va lleys, and on suppli es of fresh 

water( . @ 9 , if you head dow nhill, and follow any 

H, O® yo u find, you should 10 s巳e s igns of peop le. 

； ·；真题拮霹：：－：：： ii 

①当发现自 己偏离路线，但又并非

身处完全陌生的 区域时，你必须回答两

个问题：在这片区域，哪边是下坡方向？

最近的水源又在哪里？ ②绝大多数人居

住在山谷中，依靠淡水供应生活。③所

以，如采你朝下坡的方向 ，顺着发现的一

切水分子走，最终应该会看到人烟 。

6. [ A] onto 到……上，朝……上 [BJ off 离开 ；不在（某地）上

[CJ across 穿过，越过；朝 ， 向 [DJ along 沿着，循着

［考点提炼］介词搭配。

［解题恩路］ 上段末句指出，迷路后的对策之一是沿着陆地走 。 本句指出，当发现自己 一一－一 小路／
路线，但叉．．．．．．时，你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在这片区域内哪一 ．．．．．．是下坡路7 最近的水源在 1m11 里？可见，

上段末与本句构成

实际在重申上述假设前提（When 表示“条件”） ，即“如果迷路”， off 作介词可表“偏离”， 由程度副词 well

（大大地，远远地）修饰，意为“完全偏离路线／迷路”，故［BJ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到小路上去”、“横穿小路”或“循着小路走”均与“迷路”的语境不符，排除［A］、［CJ 、［DJ 。

7. [ A] unattracti ve 无吸引力的；不好的

[ CJ unchanged 未改变过的

[ BJ uncrowded 不拥挤的

[ DJ unfamiliar 不熟悉的 ，不 了僻的

3 



［考点提炼］形容词辨析。

［解题思路］ but 表明“并非身处完全一一一一的区域”与“发现自己远离小路（即迷路）”构成对比转
折，而 not 再度转折，则 in a completely a rea 应该与 well off a trail 同指“迷路”，意即“身处完全陌

生之地”，故 ［DJ unfamiliar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 A] unattractive 强调“（人或物的外表）无吸引力，不招人喜爱”，［BJ uncrowded 用于形

容“（某地）不拥挤”，均与“迷路”的大语境无关 。 ［CJ unchanged 表示“一段时间内未曾改变过”，“不在完

全未改变过的地方”暗示所处之地相较过去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同时也｜暗示迷路者对此区域较为熟悉

（才会意识到变化），而下文给出的建议是“寻找下坡和水源地”，而不是具体的熟悉之物，说明迷路者对

i支区域不够熟悉，故选项与该文意不符 。

8. [ A] site 场所，地方 [ BJ point 观点；位置 [CJ way 方向；路线 [ DJ place 地方，地点

［考点提炼］名词辨析。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句介绍迷路时必须思考的两个问题 ：｜卿一一一一－是下山／下坡／向下的？最近

的水源在哪里？ 由②句“绝大多数人住在山谷中（山谷地势较低）”和③句“如果你朝下坡方向走 （ head 

downhill) ……就应该能看到人的迹象”可知，下坡方向有人类居住的可能性极大，迷路者的目的地既然

是文明社会 ， downhill 应是其努力辨明并选择走的方向 ， which way . ..为固定用法，表示“某方向、往某

方向”， ［CJ way 正确 。

［错项排除］其余三项虽能表示“位置”，但与 Which 搭配不能表示“方向、方位”，无法与 downhill 形

成对照 。

9. [ A] So 因此，所以 [ BJ Yet 但是，然而 [CJ In stead 相反；而；却 [ DJ Besides 除此之外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逻辑。

［解题思路］ 本题考查②③句之间的逻辑关联，②句意为：（森林里）绝大多数人住在山谷中，依靠淡

水供应生活，③句意为：如果你朝下坡且顺着发现的水走，……应该会看到人的迹象 。 可见③句是基于

②句常识得出的逻辑结论， ［A] So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 BJ Yet 表转折； ［CJ Instead 表取舍，用于说明“没做 A，相反，做了 B”，如 Geoff clidn ’ t 

study law. lnste时， he decided to become an actor. （杰夫没学法律 。 相反，他决定当演员 。 ） ; [ DJ Besides 

用于在前述内容基础上补充说明另一层信息或原因，如 I need the money. And besides, when I agre巳 to

do something, I do it. （我需要这笔钱 。 而且，我一旦答应做什么事情就会做到 。）；而空格前后不存在转

折、取舍或并列递进关系 。

10. [ A] immediately 即刻，马上；立即

[ CJ unexpectedly 出人意料地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逻辑。

[BJ intentionally 故意地，蓄意地

[DJ eventua lly 终于，最终

［解题思路］ 句子架构 if. . . , you should ... （如果 …… ，你应该会 …… ；此处 should 用于“表示预

期”，指“应该会、可能”）明确“条件→结果”的句内逻辑， 即主句中“看到人的迹象”是从句中条件“l/Yl 下坡

方向走”达成的结果，选项中符合文意的只有 ［DJ eventua ll y ，该词强调“（经过一番困难后）最终”，符合

“一路向下、同时不断追寻水源”的语境 。

［错项排除J [ A] immediately 强调时间之快，与“迷路后短时间内找不到方向、需花费一定时间寻找

人迹”的文意相悖 。 ［BJ intent iona ll y 含贬义，常用语境为“蓄意／故意带来伤害”，含义和l语义色彩均与原

文不衔。［CJ unexpectedly 表示“意料之外”，而基于②句惯常情形，“沿下坡和水源而行”自 当会“发现人

迹”，这是意料中的结果 。

1：： －：：词汇注：辞辛辛句；如f< il
( trail [ tre1J ］ 凡 〔乡 间或森林里的〕小路；痕迹；踪迹

( downhill [ ,daun 1 h1l］ ι 下坡的

( source [so:s] 11. 〔溪流的〕发源地，源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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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否篇分析：＜ 1'
第二段介绍第一种迷路情况及对策。 ①句表明“在不完全陌生之地迷路”的对策： ）I顶着下坡方向以

及水源走 。 we ll off a tra il 对上文末句 get lost 进行细化说明； but not in a completely unfamili ar area 转

而弱化前述 we ll（大大地） 的程度 ：但没彻底迷失。 Which 与 where 引出应对措施 ：确定下坡方向及最近

水源。②③句解释对策为何有效。 So 关联两句逻辑 ： 鉴于人类……的习性，这么做应能发现人迹。

fres h wat er 、 矶0 和 downhill 与①句 water so urce 、 downhill 的复现提示动词链条 head... follow ... 接①

句“自问”明确具体做法； eventually 一同内涵饱满，形象展现迷路者在历经多重挫折后最终柳暗花明，重

寻人类迹象的喜悦；注意此处 should 不是表示“建议、要求”，而是表推测：你应该会…

[IIli If you ’ve explored( the area before, keep an 

eye out for0 fam iliar sights( - you may be 11 

how qu ick ly identifying© a distinctivea., rock or tree can 

restore your bearings® 

如果你以前曾探索过这一区域，请密切留

意熟悉的景物一一你可能会惊讶于认出一块特

别的岩石或一棵特别的树竟能如此迅速地让人

重获方向 。

11. [ A ] surpr i sed 惊讶的，诧异的

[ C] frightened 受惊的，害怕的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形容词辨析。

：：－主题精饵二J
[ BJ annoyed 烦恼的，生气的

[ DJ confus巳d 困惑的，糊涂的；不清楚的

［解题思路］ 破折号后内容是对其前建议“密切关注熟悉景物”的解释说明（ a di stinctive rock or tree 

具化 famili a r s ights），表明这么做的意义：认出某熟悉景物会让人迅速找回方向感。 how quick l y 引导的

感叹句体现对耗时之短的惊叹，空格词应与该惊叹语气一致，为积极正向语义，［A] surprised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 BJ annoyed 、 ［ CJ frightened 与〔DJ confused 均为负面、消极情绪，与文中感叹句 how

quickly .. . can restore your bearings 所暗含的积极正向文意不符，故排除 。

［知识补充］“系动词＋表示精神／情感作用的形容词（或过去分词）”在语法上相当于一个及物动

词，后可接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本句中 that 省略，感叹句 how quickly .. .充当宾语从句），表示精神／情

感的施加对象／释放背景，如 I am s ure(= believe) that he is at home. （我确信他在家。）。

；三词汇等在当难旬：分布：：＜ 1'
( explore [ 1k1spJ;:i:J v. 探险；考察；勘查

( keep an eye out/ open for ... 密切注意…

( sight [ sa1t] n . 景物，景象

$ ( identify [ a1'dent1fa1] v. 认出，识别；发现: ⑤削net叫旷stIDkt1v] a . 独特的，与众不同的
\) ( bearing [bear1D］ 凡方向，方位

If you’ve explored the area before, keep an eye out for familiar sights-you may be surprised how 

quickly identifying a distinctive rock or tree can restore your bearings. 

how quickly identifying a distinctive rock or tree can restore your bearings. 
If you’ ve explor巳d the area before, 

状语 现在分词短语作主语 谓语 宾i奇

l 宾i吾从句
B破折号后内容补充说明结果 l

keep an eye out for familiar sights · 

条件状语从句

祈使句型

功能注释：本句中 keep an eye out for familiar s ights 为祈使句型（动词原形十名词），宾语从句 how

quickly . . . 为 how 引导的感叹句，强调熟悉景物对于恢复方向感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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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董事分析：－~ ：： i i/
第三段介绍第二种迷路情形及对策。 If you ’ve exp lored the area before I呼应上段 When yo u find 

yo urse lf. .. not in a completely unfa miliar a rea ，开启对“相对熟悉区域（探索过的区域）”迷路情形的介绍；

祈使句型 keep an eye out for 点明对策内容：留意熟悉景物 。 本段以“破折号＋解释（通过预想当事人心
态）”的方式实现与上段②③句相同的功能：说明“对策为何有效” 。 “ surprised ＋感叹句型 how

qui ckl y ... can res tore .. . ”凸显一石一木等熟悉景物对于快速恢复方位感的重要作用 。

IV O Another 12 : Climb hi gh and look for s igns 

of human habitation( . 8 13 , even in dense0 for est , 

yo u s hou ld be able to 14 gaps in th e tree line® due to 

roads, t ra in tracks , and other pa ths people carve® 15 

the woods. @) H ead toward these 16 to find a way 

out. 。 At night, scan( the horizon@ for 17 li ght 

sources, s uch as fires and street li ghts, then wa lk toward 

the glow( of light pollution®. 

①还有个选择 ：登高并寻找人类居住的l

迹象。②旦旦，即使身处茂密的森林之中，何

也应该能够发现人们在树林中 开辟道路、钳

轨和其他小路而形成的林木线缺 口 。③朝这j

些缺口走以便找到出路。 ④夜间，仔细眺望

地平线，寻找诸如火和路灯之类的人造光源，

然后朝光污染造成的光亮走。

： ·真题精解－－~ ·：： 1'
12 . [A] problem 问题；闲难 [BJ opt i on 选择 ；可选择的东西

[ CJ view （理解）方法、方式 ；观点 [ DJ result 结果，后果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名词辨析。

［解题思路］ 第二段介绍迷路后的一种对策“朝下坡方向、顺着水源走，以寻找人迹”；第三段介绍在

曾探索过区域迷路后的对策“寻找熟悉景物” 。 第四段①句冒号后内容“登高并寻找人类居住的迹象”在

话’义上与前述内容构成并列关系，故本段应开始介绍第三种对策， opt i on 内涵为“可供选择的事物、选

项”，用在此处可以代指“（可供选择的）对策”，故［BJ正确 。

［错项排除］“登高并寻找人类居住的迹象”是针对迷路这一问题给 l+'i 的解决方案／达成（找到路）结

果的途径，既非问题本身，也非圆满结果，故排除［A] problem 、 ［ DJ result " [ CJ view 晾于中文思维“从不

同的视角／角度来解决问题”，但这里的“方式”特指“理解或思考某事的方式（ a way of understand ing or 

thinking a bout st h）”，如 I-I e has an optimist ic view of life. （他乐观地看待人生 。 ），而文中“登高寻找人类

迹象”属于行为建议，并非思维方式 。

13. [AJ Above a ll 最重要的是 ；首要的是 [BJ ln contrast 对比之下

[ CJ On average 平均来看，通常 [ DJ For examp l e 例如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逻辑。

［解题恩路］ ①句引出对策内容：登高并寻找人类居住的迹象。②③句指出， 即便身处密林之中 ，也

应眩能……由于人们开辟道路、铁轨和其他小路而造成的林木线缺口，朝这些……走以便找到出路 。 由

文意可知，②句“林木线缺口（ gaps in the tree line）”是人力为之的结果，应属于①句“人类居住的迹象

(s igns of human ha bi tat ion ）”，故①句与②③句构成“抽象→具化”的例证关系，［DJ For examp l e 正确 。

［错项排除J [ AJ Above a ll 表递进 ，用于引出所述内容中最重要或特别的一点，如 Never waste anything, 

and above all never waste time. （永远别浪费任何东西 ，尤其不要浪费时间 。 ），而文中“即使在密林中，你也能

…”显然不是“作者要极力凸显的某种对策”。［BJ In contrast 用于引出与前述内容反差鲜明的情形，而文中

前后为顺承关系，都在论述“林中迷路的情况”。［CJ On average 利用其中文释义“通常”干扰，但该同内涵为

“基于多项数值得出平均值或平均水平，对某事发生的频次、人们某行为的情况等做结论”，而非“单纯论断大

体情形”，如l On average, men still earn more than women. （平均来看，男性仍比女性挣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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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A] bridge 弥合，消除；在……上架桥

[CJ spot 发现；注意到；看出

［考点提炼］动词辨析。

[BJ avoid 避免；躲避

[ DJ separate 把……隔开，分离；分辨

［解题思路］ 由上题分析可知，②③句例证说明①句，空格后 gaps in the tree line（林木线缺 口）是①

句 signs of human habitation （人类居住迹象）的具化，上文指出迷路后可以登高来寻找人类居住的迹象，

空格同应该与①句 look for 语义接近，说明“寻找 、发现（林木线缺口）”的文意，［CJ spot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A］、［ BJ均可与 gaps 搭配，但 bridge gaps/the gap 表示“弥合鸿沟、填补空白”， avoid

gaps 表示“避免缺口 ／差距”，均与“登高远眺 、寻找人迹”的语境无关。［DJ sepa rate 利用中文义项“分辨、

区分”干扰，但用于 separate A from B 结构，表示“看出／展示两者差异”，而非“辨别／识别某物（缺口）” 。

15. [ A] from 自，从，由 [BJ through 穿过，通过；切断，切开

[ CJ beyond 超出；在……的另一边 [ DJ under 在……下面

［考点提炼］介词搭配。

［解题思路］ 空格位于修饰 roads, train tracks and oth er paths 的定语从句（ that) peop le carve 

the woods 中，巳知关联为“道路、铁轨等是由人们铺就而成”，故本题实质转化为“考查 roads... 

与 woods 之间的（方位）关联” 。 由因果标记词 due to 可知， road s . ..即为林木线缺口的原因，可见它们位

于森林之中，是人们开辟的结果， carve a road through a place 为常见用法，表示“建起贯穿某地的道路”，

介词 through 表示“从一端到另一端”， ［BJ正确 。

［错项排除］ [ A] from 可用于 carve sth from sth 结构中，表示“减少 ， 削减”，如 The company carved 

$ 1 million from its budget. （公司从预算中削减了 100 万美元 。），但森林和l道路并非“整体 vs 个体”的

关系，“从森林中削减道路”不合逻辑 。 beyond the woods 表示“在森林的另一边”， under the woods 表示

“在森林下面”，均与原文“在密林之中迷路”的文意不符，排除［CJ 、 ［ DJ 。

16. [ A] posts 工作，职位；桩，杆 [ BJ links 联系，关联 ；线路

[ CJ s hades 背阴处，阴凉处；阴影 [DJ breaks 裂口 ，缺口；休息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解题思路〕 由 these 的回指功能可知，解题线索在上文②句核心信息中。②句核心内容为 ： 登高便

能发现各种林木线缺口（gaps）。可见本句“朝着它们走应眩能找到出路”中“它们”指代“缺口”，空格词

应与②句 gaps 近义， ［DJ breaks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A] posts 含“木杆、木桩”之意，看似可与上文②句 woods H乎应；［ BJ links 含“（铁路／公

路／电话线等）线路”之意，看似可与②句 roads, t ra in tracks, and other paths H乎应； ［CJ s hades 意为“背阴

处、阴凉处”，看似可与②句 trees 构成“树荫”干扰；但三项均歪曲了 these 的回指内容 。

17. [ A] art ifi c i a l 人造的，人工的；人为的

[ CJ hidden 隐藏的，隐秘的；潜在的

［考点提炼］形容词辨析。

[ BJ myster ious 神秘的，难以解释的

[ DJ li mited 有限的

［解题思路］ 已知l①句总体介绍迷路后的又一项对策，④句 At night 提示③句 Head toward ...和l④句

scan the ... 分别是白天和夜晚时的具体做法 。 因此④句 scan the horizon for light sources 应该对应

①句 look for signs of human habitation ，空格词应与 human 对应 。 再由 such as 可知， fires and st reetlights 是

light sources 的具体例证，而“火和路灯”的共同特征是“人造光源”， ［A] artificial 正确 。

［错项排除］ 其他三项虽均可与 light sources 搭配，但“神秘的／隐秘的／有限的光源”既无法体现“人

类居住的迹象”，也无法概括“火和l路灯”的共同特征 。

：：： ： ：词汇注释要在句分玩：~ ：：： ；／
( habitation [ ,hreb1'te1Jan] n. 居住；在t宅

( dense [ dens］ ι 茂密的，密集的，稠密的

( tree line 林木线；指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树木生长

的上限

@carve [ ka:v] v. 切；雕刻

11 ( scan [skren］队纠II看 ，审视，查找

j ⑥h… ［ha1ra叶叫
( glow [ g!au］ η． 光亮；光辉

!(light p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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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贯穿：析· •： J
第四段介绍通常情况下（在完全陌生之地）迷路的对策。 ①句总括具体对策内容 。 Climb high 、 signs of 

human habita tion 分别 H于应第二段末 head downhill 、 s igns of people，提示文章就“寻找人迹”这一 目标，将叙述
视角从上段“向下（行）”转向本段“登高（望）”，明确 Another option（另一种可选对策）引出另一种可选对策 。
②句以极 l'!/rii 情形（ even in dense fo rest）为例说明对策的有效性 。 结合 due to 以及定语从句 peopl e cave 

through the woods ，可 以明确 gaps in the tree line 和 roads, tra in tracks, and other paths 关联 ：前者因后者而

成， 1251 人类活动所致。③句顺势给 .~I：＼ 对策 ： Ji顶着缺口找出路。 these breaks 回指②句 gaps .. . 。④句以动作
链 scan . .. then walk toward ...明确夜晚时的做法 ： 搜寻人造光洒、 。 the glow of light pollu tion 复现 light

sources o 注 ：光污染指来自街道和家用光的光亮，掩盖了夜空并阻碍对微弱星光的观察 。

V O 18 , assuming( yo u're lost in an area 

humans tend to frequent<2> , look for the 19 we leave 

on rhc landscape®. @ Tra il blazes(D , tire。 tracks, and 

①最后，假设你在人类经常出没的地方

迷路，请寻找我们在地面景观上留下的痕迹 。

②小路上的树皮刻痕、轮胎痕迹和其他特征
o ther fea tures can 20 you to civili zation. [ 288 可以引领你走向文明社会。
word s]

：：－真要精解：：＜i ii
18. [ A] Fi nally 最后，终于

[ CJ Incidenta ll y 顺便提一下；偶然地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逻辑。

[ BJ Consequentl y 因此 ，所以

[ DJ G巳r阳a lly 总体上来说；普遍地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句 assum in g you ’re lost in an area 与第二段首句 When you find yourself. . . 

but not in a completely ... area 、第三段首句 If yo u ’ve explored the ar ea before 结构一致、内容呼应，分别

’; 1 :1•, ＝种假设下（在“人类经常 ： I\ 设”、“不完全陌生”以及“ 首l探索过”的地方迷路时）的应对之举，因此可

行i；如空格处应引出最后一种假设下的对策，［A] Fina lly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空格后内容为另 一具体对策，上下文并非“上文因→本段果”的逻辑，排除 ［ B J
Conseque ntl y ，以及用于引出笼统性总结说明（ used to give a summary of a situa tion, act ivity, or id ea）的

[ DJ Gc ncra ll y o [ CJ Inc identa ll y 或用于引出新话题、附加信息或临时想到的问题，或表示某事是“偶然／

附带性的”，如 Quite incidenta ll y, I got some useful info rmation at the party. （我在聚会上无意中得到了

一些有J+J 信息 。），但空格后内容与上文内容均围绕“不同情形下迷路后的对策”展开，即使有主次先后之

分，也仍然属于并列内容，而非“ ｜炮口、无意提及的内容” 。

19. [ AJ memories 记忆力；记忆，回忆 [ BJ marks 记号 ；标记；迹象

[ CJ notes 笔记；便条 [ DJ be longings 所有物 ；财物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名词辨析。

［解题思路］ 空格所在句指 :I ＼ ，假设你在人类经常出设的地方迷路，寻找我们在地面景观上留下的

。 下文②句指出，小路上的树皮刻痕 、轮胎的痕迹和其他特征可以……文明社会。可见②句主i吾

Trail blazes , rire tracks, and othe r feat ures 即为①句宾语一一＿ we leave on the l a ndscape 的具体例证，

而它们显然是人们在地面景观上留下的痕迹， ［BJ mark s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 AJ memo ri es I斗斗 第三段“假如你曾探索过某个地区叮眩断出“人们对某地景观还有记

忆，应努力找回”，但此处论述角度并非“自己曾到之地”，而是“人们经常出没之地”。［CJ notes 虽有“标

记”之意，但该同侧重“用笔写下的待复习或备忘内容”， ［ DJ be longings 表示“（尤指能携带走的）个人财

物”，！在然均不能指代文中“树皮折痕与轮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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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 AJ r estr i ct 限制，控制 ；约束

[ CJ l ead 领路；号 ｜ 领

[ BJ adapt 使适应

[DJ expose 使暴露（于险境〉 ；使接触



［考点提炼］上下文i吾义＋动词短i吾搭配。

［解题思路］ 由上题分析可知，“小路上的树皮刻瘦、轮胎痕迹和其他特征”是迷路时可以借助的线

索，而这些线索应该有助于引导人们重返文明社会。 此外，本句是介绍迷路时的一种对策，应该与首段

末句“一些 回到文 明世界的技巧”语义方向一致’－一一＿ you to civili zat ion H乎应首段 nav iga te... to 

c iviliza tion ，空格词应与 navi gate 近义， ［ CJ l ead 符合文意， lead s b to/ into st h 为固定搭配，表示“引领某

人到／进入某地”。

［错项排除J [A] rest ri ct 、 ［DJ expose 均能用于～ sb to s th 的结构中， ~II I ’m res tri ct ing myself to 

two cigarettes a day. （我在限制 自己每天只抽两支烟 。） 、 Some children a陀 nev巳r exposed to class ica l 

mus ic. （有些孩子从来没有接fO且！过古典音乐 。 ）；但文中“限制到文明，，说不通，‘6接 fM！文明，，看似合理’但）脱

离了“在大自然迷t各，如何返回人类社会，，的i吾境 ，曲解此处 ci v ili zat io

用于 adapt on巳吕e lf to sth ( f吏，言， 己适应 ．．．…）结构中，且本文主题为“如何从迷途返回”，不涉及“由迷路的

森林进入文明社会后的适应问题”。

:: .由民主辱与难句分析：＜ ii
( assuming [;) 'sju:m11J] cοηJ . 11x定，假设

( frequent [ fr11kwent ] v. 常去，常到 〔某地方〕

( landscape [ 'lcendske1p] 11. 风景；地形，地貌

\\ @ blaze [ ble1z] 11 . 树皮刻痕（用作指示道路或森林界

！线）
$ ( tire [ ta1a] n. 轮胎

＞军：军费：辑：：：：~ ： ： ： 孚
第五段介绍最后一种迷路情形及对策。 ①句设定具体情形并介绍对策内容 。 Fina ll y 承上开启对最后

一种情形的介绍； assuming you’re lost in an area ...与第二段 When you find yourself. .. area（非 100 %陌生之

地）、第三段 If you’ve explored the area（曾探索之地）呼应，引出另一种迷路之地：人类常出没之处；marks we 

leave on the landscape 与前文 roads, tra in tracks ...、 artifi ci a l light sources 等指向一致，亦为人类活动留下的

痕迹。②句列举具体痕迹 。 Trai l blazes, tire tracks, and other features 是 marks EII.J 下义同，明示几种明显痕

迹； lead you to civilization 呼应首段末句 help you navigate back to c i vili zat i on，实现首尾圆合 。

田型耀自回

皿耐副研
知识补充

？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田组嚣~回

回南皿副部；
原文外教朗读

Part A 

/ Text 1 耐心是一种企业莫德

等 －、文章总体分析
来源：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2015 . 06 . 24 文章 Pat i ence as a Corporate 

Virtu e（耐心 ，企业的美德〕 。 主题： 当前经济活动中短期主义盛行、危害经济发展；企业应进行长远决策，

为后代建立更强健的；经济。 脉络：引入“英国银行业监管新规”并说明其长远目的“使企业做出更多长远

决策，为后代建立更引健的经济”（第一段）一一－剖析当前社会现象 ：上市公司中短期主义盛行（第二至四

段） 提出削弱短期主义、鼓励长期主义的方法，肯定英国新规（第五至七段） 。

等二、 语篇耸娇及试题精解
I, 0 F inancial regulators( in Britain have imposed® a 

rather unusual rul e on t he bosses of big banks. @Starting 

next yea r, any guaranteedOJ bonus@ of top executives could 

be delayed 10 yea rs if their banks a r巳 und er investigation for 

英国金融监管机构针对大型银行主

管强制推行了一项极不寻常的规定。 从

明年起，芳银行在因不当行为接受调查，

9 



wrongdo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 claw back呻 rul e 则其高管的任何固定奖金都可能会推迟
is to hold bankers acco untab le fo r harmful risk-tak ing and llO 年发放 。 这项“追田”规定的主要目的

to restore public trust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0 Yet 是让银行家对有害冒险负责，同时重建公
officia ls also hope for a much larger benefit: more long term 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 。 然而，官员们还期

decis ion-making, not only by banks but a lso by all 待着一项远比这支巨大的成效：不仅仅是

corporations, to build a stronger economy for future 银行，而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出更多长

generations. i在决策，从而为后代建立更强俊的经济。

J 
－

析
…

－

分
…

…旬
…

…难
…

…

与
－

…释
…

…注
…

FL …词
…

( regulator [ 1 reg.jule1t<> J n. 监管人，监管机构 i © bonus [ 1b<>un<>s] n. 奖金

( irr>pose [ 1m1 

③gu盹aranteed [ 1g徨r吕n1t1d］ α．有保证的 \\ ® financial institution 金融机构

C ·：道毒分析二. :: if 
第一段重大新闻事件开篇，引入英国银行业新规并说明其目的。关键词：a rather unusual rule。

①旬引入新闻事件：英国金融监管机构针对银行高营出台新规。 A have imposed sth on B 结构（ A

向 B 强制实行……）将语义重心置于“新事物” Ca rat her unusual rule ）且彰显新规“强制性” 。 rathe r

unu s u a l 强调新规极其不同寻常／完全不同以往，设疑激趣、引出下文。

②旬概述新规内容：若银行因不当行为接受调查，则高管保证奖金将推迟发放（言外之意：若银行不

当行为属实，则追回高管奖金） 。 any guaranteed bonus VS co uld be delayed 10 yea rs 说明新规的核心 ： 高

管的保证奖金不再有保障（可推迟发放、甚至被迫回） ，并凸显新规的严苛 ：所有保证奖金都纳入此列 ，且

多项、多年累加，最长可达 10 年。 H 从句说明触发条件、明确新规本质 ：将“高管个人利益损失叮H “银行

不当行为 C w rongdoing 指不法／不道德行为）

注： gL』rant eed bonus 意为“有保证的奖金／固定奖金，，，指无论个人表现及公司业绩如何，者11 r可享有的

奖金；欧美银行家这笔收入数额惊人。

③④旬说明新规目的。

③旬说明主要目的（ The main purpose ）：银行冒险行为问责到人，金融机构重获公众信任。 thi s

“ claw back” ru l e 明确新规“追索高管奖金”的性质 。 to.. . and to .. .暗含因果，说明新规两重目 的：要求银

行家对有害冒险行为负责（ hold sb acco untable for st h 意为“要求某人对某事负责勺，并以此重建公众对

金融机构的信任 C res tore 言外之意：由于银行家屡屡进行有害 冒险且不对后果负责，金融机构已失去公

众信任） 。

④旬进而指出更深远的意图（ hope for a much larger benefit）：鼓励银行以及其他所有企业进行长期

决策。 more long- term dec i s i o n-making（本句核心义）明确新规深远目的：扭转只关注短期利益、不计后果

冒险的现状（回应上文 wrongdoing/ harmful r i sk- t aking），促成更多长期决策。 not on ly by banks bu t also 

by all corporat ions 从“一个领域（银行业）”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所有公司）”，强调新规意在生成辐射

效应 。 to bui ld a stronger econom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则强调公司进行长期决策的深远意义 ： 为子孙

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

【深层解读】本文开篇段从头至尾都在阐述一则重大新闻事件，对此类开篇应：

1. 厘清段落结构：①②句以 have imposed a rathe r unusual rule . . .. Sta rting next year. . .体现“概

述一详述”逻辑，介绍一项新规；③＠句以 The main purpose ... Yet officials also hope for ... 由浅入深，说

明新规目的 。

2. 分类段中指代 ： a rather unusual rule 、 th i s “ claw back” ru l e 同指新规 ； Financ i a l reg ulators 、 off i c i a l s

同指新规制定者 ； th e bosses of big banks 、 top exec uti ves 、 bankers 同指新规针对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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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理解关键词含义：对全段内容进行推理可知l段落关键词 a rather unus ual rul e 内涵： 1. 以往罚款

通常只是针对金融机构，很少针对商管个人； 2. 以往即使有针对高管的惩罚，也没有如此大的力度、如此

深远的影响 。

4 . 体昧作者态度：rather unusua l 、 hold bankers accountable , a much larger benefit, to build a stronger 

economy for futur e ge口erations 均传递作者对新规的肯定 。

5 . 推理全篇主旨：末句以 Yet（连接句子表示含惊讶之意的转折） 、 a lso 引出作者强调信息，且句中放

大关注范围（ all corporat ions）、提出更大希冀（ more long term d ec i s i on-making）、并强调深远意图（ build a 

stronger eco nom y for futur e generations），均暗示本句与文章主旨紧密相关 。

；三真题精辟＜ ii
21.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 one motive in imposing the 21. 根据第一段，施行新规的目的之一

new rule is to * 。

[A] en hance bankers ’ sense of respons ibi lity [A］增强银行家的责任感

[BJ help corporations ach ieve larger profits [BJ 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CJ build a n巳w system of fin ancia l regulat ion [CJ 建立新的金融监管体制

[DJ guarantee the bonuses of top executives [ DJ 保证高管的奖金

［精准定位］ 第一段③句指 H一1 ，却i规主要目 的是让银行家对有害冒险负责，并重建公众信任，概括即

为增强银行家的责任感， ［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 ［A］是对③句 to hold bankers accountab le for harmful r isk t a king 的同义改写 。

[BJ 对④句 larger benefit ... a ll co rpora tion s 断章取义，眩句含义实为“新 1Ji\ 有 望带来更大的益

处一一企业将会制定更多长期决策”。［CJ夸大其词，文中只提及“一项新的银行业监管规定”，并未提及

6一套新的金融监管体制”Ca n巴w system of financia l regu la ti on 元据可依） 。［DJ对②句 guaranteed bon us 

of top execut i ves 断章取义，与i衷句完整含义“新规会推迟高管固定奖金的发放”相悖 。

［技巧总结］ 题干中常用 moti ve/ motiva t e 、 inte ntion/ intend 、 purpose 、 hope 、 a im 等词询问某政策、行

为等的目的，解题时应从文中寻找体现“目 的性”的同类词汇以锁定正确项来源，并与选项比对 。 具体来

看本题：首先借题干中 motive 一词明确具体考查方向 新规目的（且 one mot i ve 暗示：文中很可能提

及多条目的，选项符合其中任何一条都正确） 。 随后锁定同样体现强烈“目的性”（ The main purpose 、

hope for）的③④句为解题范罔 。 最后将选项信息与锁定内容对 比， 发现［A］是对③句 to hold bankers 

accountab le for ...的概括（ enhance . .. sense of respo nsibility 与 hold.. . accounta bl e 近义 ）， 故正确；其他

选项或明显偏离文意（ ［町、 ［D］ ），或找不到支撑信息 C [CJ ），均错误 。

正 。 “ Short t ermism ” or th e d es i陀 fo r qui ck 

profits, has worsened( in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 

says the Bank of Eng land ’s top eco nomi s t, Andrew 

Haldane. @H e quotes a giant® of classical economics® , 

Alfred Marshall , in desc ribing thi s fin ancial im patience 

as acting like “ children w ho pick the plums® out of1D 

their pudding to ea t them at once ” rather than putting 

them aside( to be ea ten las t. 

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

丹称，“短期主义’气或者说是对迅速获利的渴

望，在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中已经加剧 。 他援

引古典经济学巨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言，

把这种“经济上的急躁”形容成就像是“从布丁

里把葡萄干拣出马上吃掉的孩子”一样行事，

而非先把葡萄千放到一边，留到最后再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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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en [1w3:san］ υ．恶化，变得更糟

(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上市公司

( giant [1d3a1 ant］ η．伟人，卓越人物

( classical economics 古典经济学

1\ ( plum [ plnm] n. （用于布丁、蛋糕等的）葡萄干 ， 李

：子中人垂涎的事物
( pick sth out of sth 把……从……中挖走／剔除

$ ( put sth aside 省下，留出

He quotes a giant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lfred Marshall , in describing this financial impatience as 

acting like “ children who pick the plums out of their pudding to eat them at once” rather than putting them 

aside to be eaten last. 

结构切分：

He quotes a giant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lfred Marshall, 

主语谓语 宾语
京一

状语

同位语
rather than putting them aside to be eaten last 

比较状语

who pick the plums out of their pudding to eat them at once” 

锻含describe s出 as sth结构 关系代词谓语 宾语 地点状语 目的状语

功能注释：句子主干为 He quotes a giant of classical economi cs ， 但核 心信息在状语部分 in

describing. . . as ... ，状语以比喻修辞阐明“经济上的无耐心 （ thi s financial impati ence）”内涵： rath er than 

取舍结构以“从布丁中拣出葡萄干马上吃掉 vs 留着葡萄干最后吃”形象明确其所指“注重眼前利益，忽

视长期回报”。

::_ • ＿＿语篇分析斗：J
第二至四段指出当前普遍现象一一经济活动中短期主义盛行，并进行剖析与批驳。

第二段提出现象，并初步表明作者批驳态度。关键词： Short-termism/desire for quick profits/ 

financial impatience。

①旬作者援引 Haldane 观点指出现象：上市公司中短期主义加剧。 or（用于给出更明确的信息）引出
对 Short-termism 这一抽象概念的具化：对迅速获利的渴望。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回应上段 all

corporations ， 明确关注群体 ：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 has worsened 强调当前不利形势 ：短期主义加剧 。

②旬 Haldane 援引 Marshall 之言，比喻阐释短期主义思维。 句子整体以 He quotes sb, in ...结构指
出 Haldane 援引 Marshall 之言阐释自己观点 。 比喻修辞十取舍结构 describing sth as A rather than B 

(describe 意为“描绘，形容”）起到形象具化且对比凸显的功用，并从中传递作者批判：短期主义（ this 

financial impatience= the desire fo r qui ck profit s = Short-termism）就像“从布丁中拣出葡萄干马上吃掉

的孩子（ pick the plums out ... eat them at once ）一样只关注眼前享受／利益，急切无耐心”，而非“把葡萄

干留待最后再吃（ putting them aside to be eaten l ast）这种更有耐心、更关注长期的做法” 。

【深层解读】 1. Short-termism 、 the desire for quick profits 、 this financial impat i ence 同指但贬义色彩

递增，锁定全文主题“短期主义”，并辅助 worsen 一词体现作者批判态度 。 2 . the Bank of Eng land ’s top 

economist 、 a giant of classica l econom i cs 强调两人身份权威，增强观点力度 。

：：： •：：真革措辞－：：： fl 
22. Alfred Marshall is quoted to indicate 一－一一一·

22. 文中引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言是为

说明 。

[ A] the conditions for generating quick profits [A］实现快速获利的条件

[BJ governments ’ impatience in decis ion-making [BJ 政府在决策上没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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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the so li d s tructure of publicly traded com pani es 

[ DJ “ short- te rmism” 111 economic act1v1t1 es 

[ CJ 公开上市公司的坚实架构

[DJ 经济活动中的“短期主义”

［精准定位］ 第二段首先指出 ， Andrew Haldane 提出上市公司中“短期主义”（“Short- te rmism”）加

剧 。 随后指出他援引 Alfred Mars h a ll 之言，将“这种经济上的烦躁（ th is fi nancia l impat i e nce）”形容为“从

布丁里拣出葡萄干马上吃掉的孩子行为”。 可见 th i s finan cia l i mpati e口ce 与 Short-termism 同指，援引

Marshall 之言意在形象说明经济行为中的“短期主义”，［DJ正确 。

［命题解密］ ［ DJ 明确第二段 Short-termism 、 thi s fin anci a l impat i en ce 所指，也即 Andrew Ha l dan e 援

引 Alfred Marsha ll 之言所阐释的对象 。

[ A］将第二段关注对象“渴望快速获利的心理／行为”！Ill 解为“实现快速获利的条件”，从而将两人对

快速获利的态度 Ei3 “否定”改为“肯定”。［BJ将缺乏耐心者（短期主义者）所指“上市公司管理者／股东（ i口

pub li cly traded com pa ni es ）”窜 改为“政府（ governments ）” 。［ C ］ 复现第 二 段①句 publicly traded 

compan i es ，但文中未论及“公开上市公司的组织架构（ so lid s tructure 无据可依）” 。

［技巧总结］ 本题考查引用 Marsha ll 话语的目的，而援引 Marsha ll 话语的是文中另一人物 Andrew

Ha ldane ，因此fO［（，题重在明确两人观点之间关系 。 且该过程中涉及比喻用法及取舍结构，需分清本体、喻体。
由②句 He ( Andrew H aldane ) quotes . .. A lfred Mars hall, in describi ng this fin ancial impa ti ence 

as ...可知 Andrew Ha ld ane 援引 Marsha ll 之言意在解释“这种经济上的缺乏耐心”，由此可回归至①句

的 Andr ew H a ld ane 观点关键词 Short-termism，并基本确定 ［ DJ 为答案 。 随后 细看 describe... as… 

rather than . .. 取舍结构，可知“急于从布丁里找到葡萄干并立刻将其吃掉的孩子”为喻体，其恰能体现

“关注短期享受／利益”，完全确定 ［DJ 。

ill, OThe average time for holding a stock(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 it ain , he not巳s, has dropp巳d from sev巳n

year s to seven months in recent decades. @ Transient② 

inves tors, who demand high quarterly( profi ts from 

companies, can hinder a firm 's effort s to invest in long term 

r esearch or to bui ld up customer loyalty®. @This has been 

dubbed( “ quar te rl y ca piLa li sm. ” 
N O In additi on, new digita l technologies have allowed 

more rapid® trad ing of equities( , quicker use of 

informat ion , and thus shorter attention spans® in financial 

markets. @“ There seems to be a predominance® of short 

term thinkin g at the expense o俨 long- term invest ing ,” sa id 

Commissioner® Dani el Ga ll agher of the US Sec uriti巳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n a speech this week. 

他特别提到，最近几十年，无论是在美

国还是在英国，持有一支股票的平均时间

都从七年下降到了七个月 。 短暂投资

者一一那些要求从公司获得高额季度收益

的投资者一一会阻碍公司投资长期研究或

者增进客户忠诚的努力 。 这已被称为“季

度资本主义” 。

此外，新的数字技术已使得股票交易

关迅速、信息使用更快捷，且因此使得金融

市场中注意力的时间跨度更短暂 。 “短线

思维似乎已占据主导地位 ，其代价是长期

投资受损，”本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

员丹尼尔 · 盖伦格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二词汇注释些难句分析－：：： it/ 
( stock [ st口k] 17. 股份

( tnmsient [ 1t rrenz 1 ant］ α 短暂的 ，转瞬即逝的

( quarterly [ 1kw:i:tal1 ] a. 每季度的

( customer loyalty 顾客忠诚

( dub [ dAb] V. 把……称为 ，给……起绰号

@ rapid [ ' rrep1d ］ ι 迅速的

$ ⑦equity 〔 ＇ ekw 1 t1 ］ η ． （分享红利而斗le 固定！投息自甘）／役豆? i 
; ( attenti 
< ®pre《lominar川 ［ ［】r11d口mrnans] 11. 主导地位 ，支配J也位

； 川
@<:ommissioner [ ka' m1Jana］ 凡委员

Transient investors, who demand high quarterly profits from companies, can hinder a firm ’s effo1如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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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in long-term research or to build up customer loyalty. 

结构切分 ：

主语 谓ill 宾诏

to invest in long-tenn research or to build up customer loyalty 

to ... or Lo .. .3i二男！J结构
瓦一

定i否从句

who demand high quarterly pro自ts 仕om companies 

引导词谓语 宾语 状i百

功能注释：句子主干为 Tra n s i ent in vestors can hinder a firm ’s efforts, who 定语从句民明 Trans i ent

mvestors 行为倾向 ，后置定语详述“（被短暂投资者所阻碍的）两大长期投资方向”。

；·语意分析：二J
第三、四段说明“短期主义加重”的具体表现、消极影晌，以及助长因素。

第三段说明“短期主义加童”的具体表现及消极影晌。关键词为：quarterly capitalism。

①旬介绍具体表现：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锐减。 he notes ( note 指“特别提到勺浅层承上引出

Halda ne 重要发现，深层引出对“短期主义现象力I]剧”的典型例证； seven years • seven months 巨大落差

表明持股时间锐减、短期主义加剧； in both the United Sta tes and Britain 强调“短期主义”乃多国现象。

②旬明确消极影晌：有碍企业投资长期研究以及增进客户忠诚。 Transient in ves tors 概指①句 ，辅以

从句 who demand high quarterly profits ...彰显其“追求短期利益”的本质 。 a firm ’s effort s to invest in 

long- term research or to build up customer l oya lty (e fforts 兼具“努力”和“有组织的活动”之意）则关乎企

业长远发展乃至生死存亡 。 hind e r 一词表明二者关系，展现短期主义之害。

③旬为其冠名：季度资本主义（ quarterly capitalism ） 。 This has been dubbed ... （这巳被称为…… ）

为典型的引出“公认称谓”句式；被动完成时表明此现象早已引发广泛关注 。

第四段补充指出数字技术助长短线思维、并重申其负面影晌。关键词为：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①旬明确指出加重投资者短期思维的因素：数字技术。 have a ll owed 、 and thus 标示两重因果 ： 数字

技术广泛应用→股票交易更迅速、信息使用更快捷→金融市场中注意力的时间跨度更短”。

②旬再度强调如今短线恩维的盛行及危害。 predom inance 凸显短期主义之“盛”，暗示长期思维之

“弱”； at the expense of long- term invest ing 复现第三段②句 hin der . . . invest in long- t e rm research ，强调

短期主义之“害”。

E深层解读】第三、四段以 In addit ion 紧密相J盏，引人加重短线思维的外部因素“数字技术”。两段中

以数字／形容词 dropped from seven years to seven months（从 7 年跌至 7 月）、 tra n s i ent（短暂的，转瞬即逝

的）、 quarterly（季度的 ，每 3 个月的）、 shorter/ s hort- t：巳rm 凸显如今短期主义之“短”；以带强烈画面感的

名同 predominance 凸显短期主义之“盛”； to invest in long- term researc h （投资民期研究）、 to build up 

customer loya lty（建立客户忠诚）则以点带回说明长期投资（ longterm in vest ing ）之“重”，并借 can

hind er 、 at the expense of 强调短期主义之“害”。

；·．：要题；精解：；：J
23.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ransient 23 . 文章认为，短暂型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investment on public companies can be 一一一一· 可能是 。

[ A] indirect [ A］ 间接的

[ BJ adverse [ BJ 不利的

[CJ minimal 〔C］ 极小的

[ DJ tempor ary [DJ 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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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第三段②句指出，短暂投资者会妨碍公司投资长期研究或提升客户忠诚度 。 第四段②句

也指出：短期主义思维盛行的代价是长期投资受损 。 可见短暂型投资的影响是消极的、不利的， ［BJ正确。

［命题解密］ ［B]adverse 是对第三段②句 can hinder. ..以及第四段②句 at the expense of. ..的概括推理。
[ A］不符合第三段②句 ca口 hinder a firm ’s efforts 传递的“短暂型投资直接影响上市公司”之意。

[CJ 、 ［ DJ均由 trans i ent（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捏造而来，但背离②句含义：“投资长期研究项目”和“建立

客户忠诚”均子企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故公司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受阻所造成影 H向应是“深远的、致命

的”，绝非“暂时的、极小的” 。

［技巧总结］本题要求用一词概括“短暂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可采用思路为“先找到文中相关论

述信息，再根据上下文对其进行概括推理飞先由 transient investment 、 publi c companies 定位至第三段②

句（Trans i ent inves tors ... a firm），随后由定位信息 hinder a firm ’s efforts to invest in long-t erm research 

or to build up customer loya lty 得出影 响 是“负面的”；再结合第二段①句“Short- t ermism ” . . . has 

worsened 和第四段②句 a predominance of short-term thinking at the expense of long-t erm investing 体现

的作者对短期主义／短线思维／短期投机行为的强烈否定态度，可推知“负面影响巨大”， ［BJ正确 。

V Oin th e US, the Smbαnes-Oxley Act of 2002 has 

pushed mos t public compa ni es to defer( performance 

bonuses® for senior executives by about a year, slightly® 

helping reduce “ short-termism. ”@ In its lates t survey of 

CEO pay, Th e Wall Street ] ow nal finds that “ a substantial© 

part” of executive pay is now tied to performance. 

V[' 0 Much more could be done to encourage “ long

termism,” such as changes in the tax code( and quicker 

disclosure® of stock acquisitions( . @ In France, shareholders® 

who hold onto a company investment for at least two years can 

sometimes earn more voting rights in a company. 

在美国，《 2002 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

法案 》己迫使多数上市公司将高管绩效

奖金推迟了约一年，稍稍削弱了“短期主

义’＼《华尔街日报》在 CEO 薪酬最新调

查中发现，如今，高管薪酬中“相当大一

部分”与业绩紧密相关 。
就鼓励“长期主义刀，可傲的还有很

多，比如调整税法以及更迅速地披露股

权收购 。 在法国，持有公司投资两年以

上的股东有时可以在公司内 赢得更多表

决权。

＞词汇注释与难句分析＜ ii
( defer [ d1 1f3：］ υ．推迟

( performance bonus 绩效奖金

( slightly [ 1sla1t1I] ad . 略微，稍微

( substantial [ sab1 stcenJal］ α ． 大量的，很大程度的

ii ( tax code 税法

)(d 
(I ( acquisition [ ,cekw1'z1 n] n. Jj灾购

$ ( shat holder [' Je吕hauJda] 11. I段东

：．语篇分析二：： ；／
第五至七段提出削弱短期主义、鼓励长期主义的方法。其中第五、六段以美、法方式为鉴，指出就鼓

励长期思维可做的有很多。

第五段例举的《2002 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关键词：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

①旬介绍法案，并肯定其成效。 has pushed most public compan i es 体现法案强 制效力； defer

performance bonuses for sen ior executives by about a year 明确法案内容（将高管绩效奖金推迟一年h

s li ghtly he l ping 虽肯定其成效，去｜］指出效果有限，暗示下文将提出更具力度的可行性方案 。

②旬以最新调查发现证实法案成效。 句中以 A is ti ed to B 句式辅以“a subs tantial part”的双重强调

( substant i a l 意为“相当大一部分’气引号进行另一重强调）指出“高管薪酬与业绩紧密挂钩”，目｜］：法案使

得高管薪酬结构有了很大调整，从而促使他们更关注公司发展 。

第六段提出就鼓励长期主义可做的还有很多，并例举法国措施。关键词为：Much more co旧d be done。

①旬指出就鼓励长期主义，可傲的还有很多。 Much more could be done ...承上表明作者观点、暗含

作者呼吁 。 such as ...表示列举、提出具体努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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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旬介绍法国举措：增加长期投资者的表决权。 hold onto . . . investment for a t least two yea rs 指 向

“ 七己其lj 投资” ； ca n ea rn more voting r igh t s 指向“更大权益” ， 即 ： 以增加｜投票权为诱，鼓励伏期投资行为 。

【深层解读】第五、六两段分别举例，看似松散，对此结构需：

1. 抓取旬群核心信息 ： Much more co uld be done to encourage “ long- termi sm”在第五 、六段处于核心

地位 ：承上启 F兼段群主旨 。 即 ： 两段 以 In the US ... helping reduce “ short-termism. ” ... Much more 

co uld be clone to encourage “ long- term ism , ” .. . In France . . .衔接， 明线在于“美法两国” ，暗线在于“如何

削弱短期主义 、鼓励长期主义”。

2 . 明晰两段方向差异 ：两段虽同关注“如何削弱短期主义”，但美国法案核心在于“优化高管薪资结

构”，而法国举措核心在于“鼓励长期投资行为” 。

3 . 推理 slightly 与 substantial 的一致： sub s t a ntia l 强调法案已使得美国高营大部分薪酬与业绩挂钩

（ 即 ，使高管更关注较长期的绩效 、避免不负责任的有害冒险 ） , s l i ghtly 指出法案对于遏制短期主义效果

有限（原因有多方面，有法案自身的不足，如奖金推迟期限仅为一年，也有其他因素 ，如短期主义问题本

身复杂） ；作者实则在借这组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词汇实现其“肯定法案 、建议借鉴；同时引出更多的建

议、更有效的方法”的写作意 ｜型 。

：： ： ~：：：事理需露：：：~ ：： ： ；／
24. The us and France examples a re used to 24. 美 国和法国的例子被用来说

illustrate 日月 。

[ A] the obs tac les to prevent ing “ short- term ism” [A］ 制止“短期主义”的障碍

[ BJ the s ignifi cance of long- term t hinking [BJ 长线思维的重要性

[ CJ t he app roaches to promoting “ long- termi sm” [CJ 增进“长期主义”的方法

[ DJ t he preva lence of short- term thinkin [ DJ 短线思维的盛行

［精准定位］ 第五段指出 ，美国施行《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使得短期主义稍有削弱。第六段则先

指 出鼓励长期主义的方法还有很多，随后例举法国举措。综合可知｜ ，文 中举美国和｜法国事例是为了说明

“削弱短JVJ 主义、增进长期主义的方法” ， ［ CJ正确 。

［命题解密］ ［CJ 中 promot i ng “ long- t erm i sm”同义 hel ping r edu ce “ s hort- t erm i sm . ”、巳nco urage “ long

t e rmism，”体现两国举措的共同 目 的 。

[ A] o b stac l es 一词无中生有，文中并未提及美国和法国在遏制短期主义过程中遇到了阻碍。［町 、

[ DJ两项中“长线思维重要 、而短线思维盛行”为第二至四段所述事实 ，但第五 、六段已经进入新的意群，

重在针对该事实说明“增进长期主义 的方法（集中体现于. . . helping reduce “ short- termi sm. ” . .. Much 

more cou ld be clone to e nco urage “ long- te rmi sm ， ”． ． ． ）。

［技巧总结］ 本题就美国、法国实例（跨越两段〉设置写作 目 的题，正确项既要体现事例主要内容 、又

要契合事例所在意群的主旨 。 选项中 ｜惟有［CJ体现美国做法“推迟高管绩效奖金／避免追求短期业绩的

行为”及法国做法“给予长期投资者奖励／鼓励长期投资行为” ； 且契合 Much more co ul d be clone to 

e n courage “ l o ng- termi sm ， ”所体现的意tll主 旨 。

咀J 0Wi thin companies, the right compensation(!) design 

can provide incentives( for executives to think beyond their 

own time a t the company and on behalf of all stakeholders. 

@ B,i tain ’s new rule is a reminder( to bankers that society 

has an in terest in their performanc巴， not just for the short 

term but for th巳 long term. [ 437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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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合理的薪酬设计可以对高

管形成激励，使其会考虑自己任期之后的情

形 ，并努力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 。 英国的新

规是对银行家的一项警示：他们的表现与社

会利害相关，不仅从短期来看是如此，从长

期来看也是如此 。



：·词同时难；句分析＜ fl
( compensation [ kompen'se1fan］ η．工资，报酬

( incentive [ 1n'sent1v］ 凡动力，鼓励
；①re川

；吁：第分析：~ ：：： rt
第七段收束全篇，回应开篇事件、肯定英国新规。关键词：Britain’s new rule is a reminder 。

①旬作者先明确观点：“合理设计高管薪酬”有利子公司长远发展以及所有股东利益。 本句以 A can 

provide incentives for sb to do sth 句式肯定 A 的激励、促进作用。 think beyond their own time at t he 

company and on behalf of a ll sta keho ld e rs（遏制高管只关注自己任期的短视行为，激励其关注企业l夭远发

展、关注所有股东利益）指向本文主旨 ：倡导长期思维川1e ri ght com pensation d es ign（合理薪酬设计）则

为本段作者语义重点，是促进长期思维的有效方式，也是开篇的英国新规以及第五段的美国法案 旨在实

现的效果 。

②旬聚焦英国新规，明确进行肯定：这是对银行家（乃至所有企业高管 ） 的提醒 ：具备长期思维、关注

社会发展。 a reminder 概述新规警示作用； that 从句明确这－作用，强调银行家（以及所有企业的高管）

应意识到 ：不应仅仅考虑个人及企业的短期利益，更应考虑其行为长远的社会效应（ not just for the short 

t巳rm but for th e long term 语义重点在于 for the long term ， 收束全篇，重申主旨）。

E深层解读】1. 本段采用先提出观点（理论铺陈）一一后聚焦英国新规（语义重点）的论证方式，意在

肯定英国新规是鼓励长期思维的一项有效方案 。 2 . soc iety has an interest in their performance not jus t 

for t he short term but fo r th e long term 回应开篇 to build a stro鸣er economy for futur e generat i ons ，彰显

全文主旨，耐心／长期J思维是一种企业美德 ：关乎未来社会 ，关乎子孙后代 。

＞：：真：题需解 .~ ： ：： ；／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25. 下列哪项是本文的最佳标题？

[A] Failure of Quarterly Capita lism [A］季度资本主义的失败

[BJ Patience as a Corporate Virtue [ BJ 耐心，企业的美德

[CJ Decis iveness Req uired of Top Executives [CJ 高管必备的果决

[ DJ Frustration of Ri sk-taking Bankers 〔DJ 冒险型银行家的挫败

［精准定位］文首段引人“英国银行业监管新规”并说明其长远目的“让银行及其他所有企业能够做

出更长远的决策，为后代建立更强健的经济”。第二至四段剖析现状“上市公司中短期主义盛行”并明确

其消极影响。第五至七段则说明削弱短期主义、鼓励长期主义的方法，可见，文章旨在倡导企业奉行长

期主义、多些耐心，以为后代建立更强健的经济，［BJ正确 。

［命题解密 ］ [ BJ 中 pat i ence 指 向 long termism，与 short termism/ fin ancial impati ence 相对， a

Corporate Virtue 暗合 to bui ld a stronger economy for fu ture generat i on s ，体现作者对长期主义的倡导 。

[A］与第三段信息“投资者平均持股时 间锐减／季度资本主义加剧”相悖。［ CJ 由首段④句

dec i s i onmaking 臆断出“高管行事需果决”，但文意并非在于“高管必须果断”，而是在于“高管的决策应考

虑民远（ more long term dec i s i o nmaking）” 。［DJ源自第一段③句“英国新规将惩罚银行家的有害冒险行

为”，但文章随后范围已经扩大， tlt驳的并非仅仅是“银行家的冒险行为”，而是“所有公司的短期主义”。

［技巧总结］本题以文章标题形式考查考生对全篇的把握，除“锁定答案”中所用梳理文章脉络这一

基本解题思路外，还可以借助如下技巧：一、寻找文章主旨旬或与主旨密切相关的旬子；借助关键词复现

抓取文章重心；借词汇褒贬明确作者态度： 1. 通过多条线索可判断第一段末句与文掌主旨紧密相关（见

第一段深层 f侨民） ; 2 . 文 中 corporations/ compa nies/ p ubli cly traded compani es 多次同义复现， Short

termism/ financia l impatience/ quarterly capita li sm/ sho rt term thinking/ long-t erm dec isionmaki 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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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sm 多次同义／反义复现，体现文章关注点“企业的短期主义／长期主义”； worsen, hi nd er 、 at the 

expense of 等蕴含强烈贬义色彩，传递作者对“短期主义”的批判、对“长期决策”的倡导 。 二、从选项入

手，拆分选项信息、多角度判断正误。如本题选项均可拆分为“中心词／关注点＋描述／限定信息” C [ A]

Failure of + Quarterly Capitalism; [ B] Patience + as a Corporate Virtue ; [CJ Decisiveness + R equired of 

Top Executi ves; [ DJ Frustration + of Ri sk taking Bankers）分别进行判断 ，可发现： ［A] Fai l ure of 违背文

意， ［CJ Dec i s i ven ess 偏离文章关注点 ； ［DJ Risk-taking Bankers 缩窄文章针对群体；而［BJ则既体现文章

关注点，又符合作者观点，故正确 。

/ Text 2 大学“成绩宽恕”的兴起

回辈革~田

面碰茹茹辄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选自 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20 1 8 .06. 29 一篇题为 The Ri se of College “ Grade Forgiveness” 

（大学“成绩宽恕”的兴起）的文章 。 文章围绕美国大学“成绩宽恕”政策加速普及这一趋势，按照“先介绍

现象（第一至三段）一一后剖析原因（第四至六段）”的脉络展开论述，在逐层解释原因的同时流露出对高

等教育过度“商品化”的批评与担忧之情 。

喝： 三、短篇焚析及试题籍解
I O Grade inflation①一the grad ual increase 111 

average GP As C grade-point averages( ) over the past 

few d巳cades一 i s often considered a product of a consumer 

era in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students are treated like 

customers to be pleased( . 8 But: another, related force a 

policy often buried deep in course catalogs© called “ grade 

fo咆iven四＠ ”一 i s helping raise GP As. 

分数膨胀一一平均 GPA (GPA 指“平均

学分绩点”〉在过去数十年间的逐渐攀升一一－

往往被视为高等教育进入消费者时代的产物，

在这个时代，学生被当作需妥被取悦的消费者

看待 。 但还有个与之相关的推动力一一一项

通常深藏在课程目录里的、被称为“成绩宽恕”

的政策一一一也在推高着 GPAo 

J 
－

析
．

·分
…

－

旬
·

…难
…

与
…

－释
…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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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词
－

( inflation [ 1n 'fle1Jan] n. 膨胀，通货膨胀 $ ( please [ pli:z] v. 使满意，使愉快

②grade-point…ge 平均学分绩点（衡量学生学习能 ! ( cata 

力与质盘的综合词Z价指标之一） $ ( forgiveness [fa' g 1 vn1s］ η．宽恕，宽仁之心

：：： ~：：：青：篇分析三J
第一至三段提出现象 ：“成绩宽恕”政策近几十年来日益在高校盛行。

第一段由“GPA 膨胀”趋势引出本文关注对象“大学‘成绩宽恕’政策”。 关键词为： ① Grade

inflation ; ( grade forgiveness。

①旬引出“分数膨胀”现象并指出显性环境因素 ： 消费者文化的影晌。 开篇先抛出一个概念／现象

Grade infla tion 并借破折号引出其具体所指 ， average GP As 对应 Grade, gradua l increase 则衍’释 in fl a ti on,

可见眩词（本指“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在文中喻指“成绩通胀、GPA 贬值” 。 a product of. .. 暗传因果，介

词 in 微妙关联 a cons umer era 与 higher educat ion ：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高等教育也不免被这一潮

流绑架 。 in whi c h 定居从句借展示“消费者时代”的特征进一步解释原因：学生成了顾客，换句话说，学校

作为卖家，势必会“推高分数（＝提供好产品／服务）”以取悦顾客。注 ：破折号间有两处 average ，前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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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表示所有学生 GPA 的平均成绩（提示分数膨胀是全国性趋势） ，后者为名同，代表 GPA 中的 A,

表示 GPA 所指（提示算法） 。

②旬补充强调隐性因素：“成绩宽恕”政策的推行。 But 提示①②句间“并列、但本句所述（因素）更重

要”的逻辑内涵 。 因果表达 another. .. force ... is helping I呼应①句 a product of. o grade forgi飞咄1巳ss 结

合上文“成绩通胀”可推知其大意：对成绩宽容／放水（的政策） 。 often 强调该政策已在各高校各类课程

广泛实行，而 buri ed d e叩暗示其“不成文却心照不宣”的同时也强调其“根深蒂固 、难以撼动” c

E深层解读】开篇①句以被动句形式（ A is often cons idered ( as) B. ）聚焦现象 A，并明确公众对其成

因的看法，接着在②句补充另一成因，看似围绕现象介绍两大原因（ Grade inflation .. . a prod uct of. .. 、

another. . . force ... ），实则“借①引②”，即以“众人熟悉的内容（ often cons ide r ed）”为引子 ， 引 出“较少为

人谈及，却是作者意在强调的重点”，也即本文关注对象／成因：高校“成绩宽恕！”政策。②句 related 一词

暗示“两成因的‘近亲’关系”，再结合它们的具体内涵（①句大环境影 H向 vs ②句高校具体举措），可知首

段深层因果链条 ： 消费者时代／市场经济时代→高校（受影 II ［句、市场化） /-ll 台成绩宽容政策（讨好学生）→

GPA 日益膨胀，暗中为下文细述“高校市场化的表现、 'i;)J l王l ”埋下伏笔 。

i ： •：：真理措辞二：：J
26. What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grade inflation? 26. 什么常被视为分数膨胀的原因？

[A] T he change o f course catalogs. [ A］ 课程目录的变更。

[BJ Students ' indiffer ence to GPAs. ［同学生对 GPA 的模视 。

[CJ Colleges' neglect of GPAs. [CJ 大学对 GPA 的忽视 。

[DJ T he in fl uence of co nsum巳r culture. [ DJ 消费者文化的影响 。

［精准定位］根据题干关键同 grade inflation 定位至首段①句，该句指出 ： “分数膨胀”往往被视作高

等教育进入消费者时代的产物，目ll 人们通常认为消费者文化是高等教育“分数膨胀”的原因，［DJ正确。

［命题解密］题干 common ly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grade i nfl ation 对应首段①句 Grade infl at ion .. . 

is often cons idered a product of. . , [DJ 同义改写眩句 a product of a consumer 巳ra in higher ed ucat ion a 

[A]cou rs巳 ca talogs 在首段②句复现，但文中并未涉及“课程目录的变更”。［町 、 ［ CJ 由 forg iveness

一词腊、断学生和｜大学对 GPA 缺乏重视、甚至 l由之以鼻，但②句“‘成绩宽恕’政策（ grade forg i v巳n巳ss）正在

推高 GPA”恰恰表明该政策是基于双方对 GPA 的重视、希望提高 GPA 的强烈要求而出台的，两项既与

文意相悖，更非公认的“分数膨胀”的原因。

［技巧总结］本题针对开篇现象考查其成因（ the ca us巳 o f grade infl ation），而定位段（首段）两句分别

提及两重原因（ a product of. .. ,another, r巳lated force .. . ca lled “ grade forgiveness勺，此时应自问：两项原
因“是完全并列，正确项只需契合其中之一”，还是“有轻有重，题干有所特指”。 文中①句 often

considered . ..介绍“人们公认的原因”，②句以 But 引出语意重点一一不同于前者、令人惊讶的内容，即“相

对较少被人关注的原因飞这也是文中意欲重点论述的原因 。 再审视题干，发现命题人“避重就轻”，针对

“普遍看法（铺垫性信息）”发问，所以解题时需牢牢锁定①旬，谨防利用②句逻辑或信息设置的干扰 。

Grade forg iveness allows stud ent s to retake( a course 111 

which t hey received a low grade , and the mos t recent grade or th e 

highest grade 1s the only one that co un ts in ca lculat ing a stud ent ’5 

overall( GPA. 

:: ~：词汇：注辞呈难句分括：~ ：：： 1'

“成绩宽恕”允许学生重修得

分低的课程，而在计算总 GPA 时只

计入最近或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

( retake [ r i: 'te1k] v. 重（考），童学：（课程等） $ ( overall [ 1 ;:iuv;:ir;:i:t］ α ． 全面的，综合的，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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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毒分析：：＜ ；／
第二段介绍大学“成绩宽恕”政策的具体内容。关键词为：①allows ； ②retake ；③the highest grade。

本段为 and 连接的一个复合句 ，两个分句递进呈现“成绩宽恕”政策的两方面内容，分句二中 the

most recent gr ade or the highest grade is the only on巳 that counts 进一步明确分句一中 retake a course 的

内涵 ：机会远远不止一次。 可见i京政策本质上是学校为学生开辟的“高分”绿色通道 。 注：句中 count 不

同于 ca lcul ate （ 计算 、核算），作不及物动词用，意为 to be a llowed or accepted“算数、有效、被接受”。

【深层解读】“只计入最高分”的原则明确传达一种信号：受众范围不会只限于低分者（ received a low 

grade）， 而是会扩大至所有不满于自己成绩的学生，怂恿他们追逐这一政策福利，最终导致“分数膨胀”现

象 。 故本段形式上在“客观介绍政策的具体内容”，但实为对上段②句“现象成因”的细化解释 。

皿 0 T he use of this li tt le- known practice( has 

accelerakd( in recent years, as colleges continue to do their 

utmost to keep students in school ( and paying tuition® ) and 

improve their g rad uation rates. @ When th is practice first 

star ted decades ago, it was usually limit:“ to freshmen® , to 

give them a second chance to take a class in their first year if 

they struggledφ in their transition® to college- level courses. 

@ But now most coll eges, save for many selective① 

campuses, allow all undergraduates® , and even graduate 

st udents, to get their low grades forgiven. 

近些年来，随着大学不断竭尽所能让学

生留在学校（并支付学费〉、提高毕业率，这

种鲜为人知的做法开始加快推行。 数十年

前该做法刚实行时，通常仅适用于大一新

生，为的是在其向大学水平课程艰难过渡的

过程中给予他们一次在第一学年重修课程

的机会 。 但现在，除许多知名院校外，多数

大学允许所有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得到低分

“宽恕” 。

： ·附注释当时穿插＜1'
( prat:“ ce [ 1 prrekt1s] n . 通常的做法，惯例，常规 $ ( selective [s11lekt1v］ α．严格筛选的

( accelerate [ak 1se!are1t］队（使）加速，加快 > ® undergraduate [ Anda' grredjuat] n. 大学本科生

( tuition [ tj u:11fan］ η． 学费 < ·经典搭配

( freshman [ 'frefman] 11. C美国中学或大学的）一年级学生 ? ( do their u tmost（尽全力，竭力）

( struggle [ 'strAgal] v. 艰难地行进，吃力地进行 ; ( save (fo r) C l徐……之外）

® transition [ trren'z1fan］ π 过渡 $ 

； ·．语篇分析···. ：：： i/
第三段为过渡段，概述“成绩宽恕”政策流行的来龙去脉。关键词为 ： ① improve their graduation 

rates ; ( usually limited to f，咽hmen。

①旬概述政策流行的直接原因：高校极力追逐学生保留率及毕业率。 this little known practice 暗合

首段②句 a po li cy often buried deep in course catalogs ，重申“成绩宽恕”这一政策的“潜规则”性质，而这

与其“愈演愈烈的现状（has acce lerat ed in recent years）”反差鲜明，凸显写作意图：引起大众对这一政策

的关注与思考 。 as 引出现状背景／原因， continu e to do their utmost 展现大学的“不渝”与“尽瘁”，而对象

keep s tudents in school 以及 improve their grad uation rates 却尽显讽刺 ：完全无关教育、科研本身，括号内

and paying tuition 更是曝光其意图 ：追逐高额学费。 注：新生保留率（ keep students in school) 是指大一新

生次年返校上大二的比例，也是判断新生对学校满意程度的重要参考。

②③旬昔今对比讲述政策“变形记”。两旬以时间状语 decades ago VS now 以及转折词 But 体现政策

前后变化，同时回应①旬具化强调政策现状。

②旬回顾政策初衷：为大一新生量身定制。 usually limited to freshmen 与“政策加速滥用”的语境对

比鲜明， to give them a second chance .. .具体解释政策目的：为新生提供缓冲，助其适应大学生活和学

习； i f they s truggled . 借“假设”外壳补充新生需要帮扶／出台政策的深层原因， struggle （意为“艰难、吃

力地前行”）形象展现“新生过班期之苦”，侧面突显政策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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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旬聚焦如今情形；适用于大部分学 生。 to get their low grades forgi ven 重申政策内 容， most

co ll eges 、 a ll undergraduates 、 even graduate s tud e nts 共同突显政策扭曲槛用的程度 ：忘却“保护弱势新生”

的初心，沦为高校确保学生保留率、提升毕业率的工具 ； save for( = except sth“除……外”）引出例外情

形， se lec ti ve（仔细挑选的）表明坚守原则的仅剩真正的实力院校 。

【深层解读】现象类文章结构通常为“提出现象→评述现象（原因 、影响等）”，本文前两段基本完成了

“提出现象”的任务，预计第三段应切入“评述部分”，但①句 The use of . . has accelerat ed in recent yea rs 

与③句 But now most ... allow all. .. to get their low grades forg i ven 均为对现象的具化强调 ， 可知本段

（虽明确针对“高校”开启论述，但）重点仍在“展示现象”，阅读时应着力抓取“新的评述性信息（只有这部

分信息可能成为区别于开篇内容的命题点）” ： 其一是首句 “带出的“大学普及政策的原因”，其二是②

句 When . .. first s tarted ... , us ua lly limited to . ..所示“政策出台背景”，前者直接关乎主 旨“全球市场

化／消费者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也一路商品化”，则后者很可能作为考点出现 。

：：： ~：：草草精ι：J
27. What wa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grade forgiveness? 27 . “成绩宽恕”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 A] To help fr eshmen adap t to college lea rning. 〔 A］ 帮助新生适应大学学习 。

[ BJ To main ta in co ll eges ’ graduation rates. [ BJ 维持大学毕业率 。

[CJ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a cha llenging future. [ CJ 让学生为充满挑战的未来做好准备 。

[ DJ To increase univers it ies ’ income from tuition . [ DJ 增加大学的学费收入 。

［精准定位］根据题干关键词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grade forgiveness 可定位至第三段②句，该句介

绍数十年前“成绩宽恕”政策刚开始实行时的情形（When this practice fir st started .. . ） ：仅针对大一新

生， 旨在为新生提供一次重修课程的机会，帮他们应对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也即适应大学学习，［A］正确 。

［命题解密］［ A］是对第三段②句 to give th巳m a second cha n c巳 . . . if they struggled in their transit ion 

to co llege- leve l courses 的概括。

［町 、 ［DJ利用第三段①句 as 从句的内容进行干扰，但“维持毕业率”和“（提升保留率，）增加学费收

入”均为该政策近年来加速实行的原因 ，而非其初始 目的 。［CJ借第四段②句“通过重修课程，学生在后

续课程中表现得更好，最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吁三扰 ，该内容固然是“（高校管理者眼中）政策对学生的好

处”，但并非政策初衷 。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事实细节，解题关键在于准确定位 。 题干关键词 the or耶nal purpose of grade 

forgiveness 看似直接对应第四段①句 the goal of grade forg i veness ，但 Coll ege officials tend to emphasize 

that .. . 表明该句／段为当前大学管理者对政策的看法，与题干中过去时态以及 or耶nal 一词表明的“政策

实行之初”不符，故实际应定位至第三段②句（When this practice first started decades ago . . . ）。 四个选

项中只有［A］符合题意，其他三项均借该政策当前的执行效果 CB 、D 背离初衷，C 则扩大作用对象）干扰 。

OCollege officia ls tend to emphasize t hat th e goal 

of grade forgiv eness is less about the grade itself and 

more abou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take courses crit ica l 

to their degree program( and graduation without 

incurring( a big penalty®. @ “ Ultimately ,” said Jack 

Min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s registrar® ，“ W巳 see

s tudents achi eve more success because they retake a 

course and do better in subsequent® co urses or mas ter the 

content that a llows them to graduate on time. ” 

高校管理者常常强调成绩宽恕的目的

并不在分数本身，更多是为了鼓励学生重修

那些事关学位和毕业的课程而免于受到严

重处分 。 “最终，”俄亥俄州立大学教务主任

杰克·迈纳说，“我们看到学生获得更大的

成功，因为他们重修了 一门课程而在后续课

程中表现得更好，或掌握了让他们得以按时

毕业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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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辞辛辛句；分析＜ii
( program [ 1 prc>ugrrem］ η 计划，方案，课程 $ 后果，损失
( incur [ m1k3:] v. 招致，蒙受 ; ④咐t叫1red31str
( penally [ 1penc>]tr ］ η. ( I扫行为、处境等造成的〉不利 $ ( subsequent [ 1 sAbsr l王wc>nt］ α．随后的，后来的

：＞：语：第分击：王i i/
第四至六段评述现象，阐释“成绩宽恕”政策盛行的原因：符合学生和大学双方的利益需要。

第四、五段分别从学生和大学的角度分述原因。

第四段借大学管理者发言指出“成绩宽恕”政策符合学生的利益。关键词为：①students achieve more 

success。

①旬介绍大学管理者对政策目标的定位：鼓励学生重修事关学位的关键课程。 t巳nd to emphasize 微

妙传达“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大学管理者非常清楚政策所涉争议，常刻意表明立场‘以正视听”’的

内涵 。 be less about A and more about BC更多在于 B，而不在于 A）暗中回应外界质疑：提分并非目的，人

们也大可不必纠结于“分数膨胀”现象；形容词短语 critica l to . .. （对……至关重要的）修饰 courses ， 侧面

揭示“成绩宽恕”政策的用意：帮助学生顺利毕业。注： pena l ty 是指考试成绩低、挂科等带来的惩罚，包括

academic pena l ty（课程成绩为零）、financia l pena l ty （重修课程、延迟毕业等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

②句引某大学教导主任所言证明①旬。 整句引 言为包含原因状语从句的复合句， because 从句中

and(= as a result，意为“结果是”）也充当因果连词，故而整个句子形成因果逻辑链条 ： （利用“成绩宽恕”

政策）重修课程（ r etake a course）→学好后续课程、掌握关孚毕业的核心内容（ do better ... or master. .. ) 

→取得更大的成功（more success）。

【深层解读】本段两句看似介绍大学管理者（ College officials &. University 's regi strar）的观点，实则

重点落在“成绩宽恕”政策对学生 的影响上（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 . . their. . . &. students achieve . .. 

a llows them . . . ），解释该政策如何满足学生的利益需要。另外，整段说辞尽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

“大学管理者”的功利（将“学生顺利毕业”视作重心，几乎将之等同于“成功勺，但由于论述基于政策制

定／执行者自身所言，远未能就前文暗示的“学校施行该政策更多是为了达成交易，满足私利（比如为赚

取学费、实现高毕业率等）”进行直接评述／揭示，预示下文会就此展开说明，更进一步曝光学校意图。

V O That sa id,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grade 

forgiv eness sa ti sfies co ll eges' ownηeeds as well. 8 For 

pub lic institut ions, state fund s are somet imes tied( partly 

to their s uccess on metrics® s uch as graduation rates and 

s tudent retention®-so better grades can , by boosting® 

figur es like those, mean® more money. 8 And anything 

that raises GPAs will likely make students who, at the 

encl of the day, are paying the bi ll fee l they ’ve gotten a 

better value for their tuit ion do llars, which is another big 

concern for colleges. 

即使如此，成绩宽恕也以某种方式满足

了大学自身的需要。 对公立机构而言，州政

府拨款有时部分取决于其在毕业率、学生保

留率等指标上的成功一一因此成绩越好，就

越能提升上述数据，从而带来更多拨款。 而

且 现任何能提高 GPA 的东西可能都会让学

生一一最终买羊的人一一觉得他们的学费

花得物趋所位，这是大学极为关心的另

J 
·析
…

…

分…旬
…

…难
…

…与
…

－

释…注
…

－

「
」

…词
…

( tie [ ta1] v. 连接，联合，使紧密结合

( metric ['metr1k］ η． 衡量标准，［数］度最

( retention [ r11tenf c>n] 11. 保留

( boost [ bu：“JV. 推动，提高，增强

1\ ( mean [ mi:n] v. 产生……结果，意味着: ·经典搭配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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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ything that raises GP As will likely make students-who,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paying the 

bill- feel they’ve gotten a better value for their tuition dollars, which is another big concern for colleges. 

that raises GPAs I I who,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paying the bill' 

引导词作主语谓语宾语

定语从句｜修饰叫出mg
状i吾

定i否从句修饰students

谓语 宾语

灿d 旦旦皇 will likely make 旦且也 生！ l 全el的宾语从句｜生豆豆里些E a be阳叫ue如由四川∞由liars,

连词主i吾 谓语 宾语宾补广 ｜ 主语＋谓语 宾语
且

非限定性定i吾从句

wllich is another big concern for colleges. 

引导向作主语系动词 表语

功能注释：本句为复合句，嵌套三个定语从句，一个宾语从句， that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anything, who 

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students，句末 which 引导非限定性定语从句，而 fee l 后接省略 that 的宾语从句 。

i： ~3毒草劳析；二J
第五段指出“成绩宽恕”更符合大学自身的利益。关键词为：①satisfies colleges' own needs as well 。

①旬为段落主旨旬，表明“成绩宽恕”更为满足大学自身需要。 as well 表明本段与第四段为并列关

系，而段首 That said(= even so ，“尽管如此”， that 指代第四段所述“学校为助学生毕业而施行政策”）又

提示从本段起才是作者的论述重心所在，将彻底明了问题本质，摆明其态度。 satisfies co ll eges' own 

needs 回应上段“满足学生的需求”，强调“学校绝非仅为学生毕业考虑那么简单” 。

②③旬具体解释“成绩宽恕”如何满足大学的两大需要。 ③旬 And、 another big concern 体现两旬并

列关系。 state funds、 tuition dollars 均聚焦“物质利益”，提示政策的盛行源于大学的逐利倾向。

②旬指出需要一：有助于获得更多政府拨款。 sometimes ti ed partly to . . .引出影响政府资金的重要

因素：指标是否高， graduation rates 、 student retention 列举两大指标，分别复现第三段①句 graduat ion

rates 、 k eep students in schoo l ，揭示大学施行“成绩宽恕”政策的根本原因 ： 政府拨款与学生的毕业率、保

留率关联甚密 。 破折号后 so 进一步细化结论 ， mean(to have sth as a [ likely] resu l t ， 意为“产生……结

果，意味着”）、 by （借 由 ［某事达成另一事］）均表明“因果关联”，共同构成语义链条：成绩越好（ bet ter 

grad es ）→越抬高毕业率、保留率（ boos ting figures）→越多拨款（more money） ，其中 figures 回指 metri cs,

those 指代 graduation ra tes and s tudent retentiona 

③旬指出需要二：提高学生满意度，确保重要的收入来源。 anything 的“泛指意义”与其后定语从句

tha t ra ises GPAs 传递的“特指单一目标”形成对比，暗暗撞责大学“为达目 的不择手段”的心态与做法，

“成绩宽恕”政策正是其中一种 。 破折号 内的 who 定语从句 、破折号后 fee l ... a better va lue for. .. 

doll ars 借说明学生的身份、心态凸显其“消费者”本质，从而揭露大学大力推行“成绩宽恕”的用意。

【深层解读】第四、五段看似并列，但从“号｜大学管理者所言”过渡至“作者自我论述”，从“间接”到本

段的“具体、直接（funds/ more money 、 paying the bi ll/tuition dollars ） ”，可知本段更进一步揭示“高校成为

一味逐利的商人／高等教育商品化”的现状，呼应了首段“高等教育进入消费者时代”，预示下文或发出呼

吁／提出建议，或总结对现象的看法收束全文。

＞： ：草草精：解＜ ti
28. According to Paragraph 5, grade forgiveness enables 28. 根据第五段的内容，“成绩宽恕”使

colleges to 一一一一一· 大学得以 。

[A] obta in more fi nancial support [A］得到更多财政支持

[BJ boost their stud ent enrollments [BJ 增加入学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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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improve their teach ing quality [C：提高教学质量

[ DJ meet local governm巳nts ’ needs [DJ 满足当地政府的需求

［精准定位］第五段指出“成绩宽恕”满足了大学两方面的需要： 1. 帮助公立大学获得更多政府拨款；

2. 提高学生对于学校的满意度。［A］符合第一项内容 。

［命题解密］“题干 ＋［A］”同义改写②句 better grades can ... mean more money 。

〔BJ 由③句“让学生觉得学费物超所值（即，提高消费者满意度）”过度引申而来，但该句实际指“留住

在校学生”，而非“吸引还未入学的学生”。［CJ由②句“提高毕业率和保留率”臆测出“成绩宽恕”政策有

助于“提升高校教学质量”，但文中没有信息支撑这一结论。［DJ借②句干扰，但原文为“州政府拨款的部

分依据（毕业率和学生保留率高）”，这一条件并非地方政府本身的需求（governments ' needs ） 。

［技巧总结］题干中的 enables colleges to 提示本题考查“大学热衷成绩宽恕政策的背后原因／对大学

的好处” 。 应结合微观与宏观思维解题：微观上定位梳理原文并比对选项，宏观上还应思考文中对这一

好处的定位 。 第五段首句 sat i sfies colleges' own needs 将这种好处定位为“（大学的）私利”，②句随即验

证 财政拨款。③句则呼应首句的“消费者时代”，说明高校的“取悦”心态 。 所以整段内容与“高等教

育本身 C[C］项）、州政府需求 C [D］项）”毫无关联，［BJ虽符合“高校逐利”的总体导向（有利于增加高校学

费收入），但比对后发现为过度引申。

Olnde时， grade forgiveness is just another way 

that univ巳rs iti es are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 

expectations fo r higher educat ion. 8 Since students and 

pare口 t s expec t a college degree to lead to a job, it is in the 

bes t interest of a schoo l to turn out graduates who are as 

qua lifi ed as possible- or at least appear to be. @On this, 

s tudents ' and colleges ’ incentives( seem to be aligned( . 

[ 429 words] 

实际上，成绩宽恕不过是大学回应消费

者对高等教育的期望的另 一种方式 。 既然

学生和家长都希望大学学位能带来一份工

作，那么产 出尽可能合格的毕业生一一或者

至少看起来合格的毕业生，就是最符合学校

利益的做法 。 在这一点上，学生和大学的动

机似乎是一致的 。

1：：：词汇苍白在句：分析二：： i/
( incentive [ 1旷sentiv］ η．动机

( align [ a' lain ］ 【超纲］v. 使一致

．经典搭配

( lead to （通 向，通往）

1 (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sb/ in sb ’s best interest to 

j 巾的（做某叫人时）
( turn out （生产，制造）

；二勇军分：新－~ ：1 1'
第六段总结现象原因：“成绩宽恕”政策是高等教育商品化的表现，是学生与大学双方共同作用的结

果。关键词为：①re击ponding to consumers' expectations ；②aligned。

①旬 JI顶承上文揭示“成绩宽恕”政策的实质：满足买家（ ttP 学生）的某种手段。 Indeed（用于强调］／肯定

已提及的事实）提示本段基于上述内容开启总结陈词 。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 expectations. . 

(respond 指“针对需求 、危机、挑战等采取必要或合适的行动”）至此彻底明确前文暗示的“学生 vs 大学

问关系的实质”一一消费者 vs 商品／服务提供者、买方 vs 卖方，由此H乎应首段②句 related 隐含的“消费

者时代催生成绩宽恕政策”之意 。 just anoth巳r. .. C不过是……又一种……）突显对“高等教育商品化程

度之深以及表现方式之多”的讽刺 。

②旬具体阐释①旬所述实质。 Since（引出“某事之所以合理的解释”）明确学校行事的原则：完全因

循学生需求。 换句话说，学生需要什么，学校便做什么 。 expect a coll ege degree . .. C 大学文凭→求职）也

正与 to t urn out graduates ... qualified as possible 完全一致：都奔着“顺利毕业”而去， turn out（注：原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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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n out，表示“大量炮制”）本来针对“物”，此处接“毕业生”，展现作者对大学背弃自身教育使命的讽

刺 ： 与批量生产、只求产品达标的商家元异；破折号后 or at least appea r to be 更是强化讽刺力度，暗示

“成绩宽恕”不止“给学生重修机会”而己，若多次重修仍不过，学校甚至会放宽标准，直接给成绩注水。
③旬总结现象原因：学生和大学合力使然。 students ' and col leges ’ incentives ( incentive 指 sth that 

encourages you to do sth“剌激、动力”）指代多种诉求，但状语 On this（在这点上）将其锁定于②句所述的

方面，即“尽力让学生／自己毕业”，由此推断主句中的超纲词 aligned 意为“一致的、统一的”，也就是说，

学生和大学实属“买卖利益共同体”，行事受同一股力量推动，也正因此，“成绩宽恕”才会如此盛行 。

【深层解读】本段是对第四、五段两大原因的总结 ， 同时也是对全文现象的“终结性评述”，阅读时注

意回顾开篇关键信息以及论述过程中对该信息的重申，总体把握全文，捋顺作者成文用意 。 开篇明确

“消费者时代／文化”是高校“成绩宽恕”政策愈演愈烈的始作俑者，并于论述过程中层层揭示“消费者文

化”的内涵：消费者居主导地位，一切都唯买家需求是从，教育也沦为拿来交易的产品，如今这一悲哀的

现状，高校自当受到责备，但学生作为买方也势必难逃其责 ，换句话说， 当今时代人人都是消费者文化的

推手，作者希望引起每个人的反思 。

:: ·；研制：－二：：： t/
29. What does the phrase “ to be aligned ” ( Para. 6 ) most 29. 短语 to be aligned （ 第 6 段第 5 行 ）最

probably mean? 有可能是什么意思？

[ A] To counterbalance each other. [A］ 互相抗衡 。

[ BJ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BJ 彼此互补 。

[ CJ To be identical with each other. [CJ 彼此相同。

[DJ To be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DJ 彼此相反 。

［精准定位］所考词组位于第六段③句，而该句中 thi s 囚指前文信息，需综合分析：本段①句先揭示

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实质一一商品／服务提供者 vs 消费者，②句具体说明这一关系：作为消费者的学

生及其家民希望顺利拿到学位，作为商品／服务提供者的学校尽力产出合格或看起来合格 （即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 ） 的学生，可见两者动机是一致的， to be a ligned 意为“一致的，相同的”， ［CJ正确 。

［命题解密］［CJ是基于学生和学校之间关系（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 expecta tio ns）以及两者目标

( expect a college degree 与 turn out graduates who are as qualified as possible 一致）作出 的合理推断 。

全文均未提到学生与学校之间存在任何的对立 、矛盾，反而是学校致力于满足学生的需求，为学生

提供支持，排除［A］与［DJ o [BJ利用“学校服务学生的同时 ，实现 自身需求，两者五帮互补、各取所需”干

扰，但原文主语为“动机（ ince ntives）”，文中动机均指向“拿到文凭”，而非“互补” 。

［技巧总结］③句 thi s 乍看指代不明，此时应回顾全段进行判断，首先明确“总一分”布局（①句概述 ，

②③句具体说明）， ①句 univers iti es are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 expectations 、 ②句 Since students ... 

expect ... ,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a school to . ..均表明学生与大学出发点一致（均追求一纸文凭），故

推知 to be a ligned 意为“一致的”。 捷径：本题实际考查学生与大学动机／态度的关系，可结合全文或明示

或暗示的二者关系（首段 consumer era/ customers to be p leased 、第三段 students... paying tuition、第五

段 students... paying the bill. . . va lue for. .. tuit i on 均表明学生与学校为消费关系）可知，学校致力于取

悦学生，排除体现矛盾关系的［ A］ 、 ［DJ 以及互补关系的 ［BJ 。

30.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practice of grade forgiveness 30 . 作者通过 的方式剖析了“成

by 一－一一一· 绩宽恕”这一做法。

[A] assessi ng its feasibility [A］评定其可行性

[BJ ana lyzing the causes behind it [BJ 分析其背后原因

25 



[ C] comparing different views on it 

[ DJ listing its long-run effects 

[C： 比较关于它的不同观点

[DJ 列举其长远影响

［精准定位］本题考查作者写作方式（examines . . . by ... ），需结合全文内容进行判断。文章第一至三

段先介绍“成绩宽恕”政策的内容及其发展情况，特别指出近年来该政策日益普及的现状，第四至六段揭

示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其中第四、五段先分别指出该政策符合学生和大学的需求，第六段总结原因，

揭示学生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实质是消费关系，“成绩宽恕”政策的加速施行是双方共同利益驱使的结果 。

可见，作者是借助“分析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来剖析政策、表明态度的， ［BJ正确 。

［命题解密］ ［ BJ正确概括本文写作方式，主要指向第四、五段具体原因分析以及第六段原因总结。

[A］利用作者隐含的担忧态度进行臆测，但选项内涵实为对尚未实施的计划、政策等进行可行性评

定 (feas i b l e 意为“切实可行的，行得通的勺，而本文论述对象“成绩宽恕”政策早已实行数 ｜－年 ；且“可行

性”一词侧重“能不能”，而非“该不该”。第四段涉及政策相关观点，但仅涉及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的观

点 ，没有观点交锋 ，故排除〔CJ。第四、五段虽涉及政策对学生和大学的影响 （助学生顺利毕业就业、提高

毕业率和学生保留率），但都是双方想要的短期效果，且与全文“曝光这一动机”的立意不符，排除［DJ 。

［技巧总结］本题形式上考查论证方式／结构，但作为最后一道题，也可以视作考查文章主旨，解题时

需捋清文章主线。前三段介绍大学“成绩宽恕”政策，并指出其近年来加速普及，第四至六段分析原因，

指出该政策的背后推手是“买卖双方（学生和大学）的共同需求”，可见本文主要分析了“成绩宽恕”的原

因，希望借此引发公众对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反思 ，［BJ正确 。

回瑞峰础田

:i..,;ur主哩‘Jr,,,吨画面τ

/ , Text 3 赋予川良知，任重道远
回毡草斟拙
知识补充

，等』豆豆章£体分赞
＊文选 1言1 The Ch，－川ian Science Manito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 1 8 年 7 月 8 日 一篇题为 AI can have 

va lues if not a consc i ence （ 如果没有良知， AI 可以有价值观）的文章。本文先介绍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现

状：仍有很大局限性，难以复制人类意识；随后重点论述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 AI 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

凸显，必须确保 AI 的决策反映人类的最高价值观，才能使其真正有益于人类社会。

two centuri es s ince the 

publi cation of Fγαnkenst 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 , by 

Mary Shel ley. 8 Eve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electri c ligh t 

butblZ> , the author produced a r emarkab le work( of spec ulative 

fi ction th a t would foreshadow© many ethical® quest ions to be 

raised® by technologies yet to come. 

今年恰逢玛丽·雪菜的《 弗兰肯

斯坦一一现代普罗米修斯》 出版二百

周年。甚至早在电灯泡发明之前，这

位作家就创作出了一部非凡推理小

说，预示了未来技术将引发的诸多伦

；三阶注释辛辛句：分析；；二r
( Prometheus [ prau 1mi:Bju:s] n.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

中人名，意为“先见之明”，在和，，话中是人类的创造者）

( bull>[ bAlb] n. (light bulb）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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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re1z] v. 引起，引发

( concern [ kan1s3:n] n . 担忧；令人担忧的事（ 31 题）

® spark [spu:k] v . 引发（ 3 1 题）

YI ·经典搭配

~ ( speculative fi ct ion tf豆理小说 ，推想小说

i ②阳 to come 未来，早晚会来

Eve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electric light bulb, the author produced a remarkable work of 

speculative fiction that would foreshadow many ethical questions to be raised by technologies yet to come. 

句子主干 ·
时间状语

the author produced a remarkable work of speculative ficti n 
I Ito be ra ised hy 肌hnologies

主语 谓语 牟 宾语

定语从句 后置定i吾

that would foreshadow many eth ical questions 

引导词 谓i吾 宾i吾

功能注释： tha t 引 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a remarkab l巳 work of spec ulat ive f i ct i on ，具体解释小说的伟大

之处：预示了未来（二百年后的今天）科技衍生的伦理问题 。 句末两个不定式短语均作后置定语， to be 

ra i sed 修饰 et hica l q uest ions ，而 yet to come 就近修饰 techno l og i es 。

：：： －：：语；革分析；二hi
第一段为引子部分，由文学界热点事件“今年恰逢《弗兰肯斯坦》出版 200 周年”引入全文主述话题

“技术伦理问题”。关键词为：①Frankenstein ；②ethical questions to be raised by technologies。

①旬引入热点事件。 This year, the pub licat ion of Franke川lei n . . .两个时间节点借助 marks exactly 

two cent uri es“恰逢 200 周年”传递出今年之于《弗 》的里程碑意义 ，既凸显《弗 》对后世影响巨大，也预示

下文将具体解释其伟大之处。注 ： Thi s year marks exactly two centuries s ince . ..义同 Thi s year marks 

t he 200 th anniversary of. .. 。

②旬切入文章论题。 新增时间节点 the invention of the elec tri c lig ht bu l b 结合上句共同建立“《弗 》

出版一－电灯泡发明 如今”时间链条，一方面借时间强调词 Even before“甚至早在……之前”突出

《弗》之前瞻性，承上明确其伟大之处：虽创作于电灯泡尚未出现的科技发韧时期，却能突破时代视野局

限，对未来科技（ technologies yet to come 实质对应《弗 》中那位醉心于探索生命奥秘的科学家所创造出

的人形怪物所指向的当今智能机器人）将会衍生的伦理问题做出预测；另一方面又借“电灯泡”与《弗 》之

间的相关性（一个是古老科技发明、一个是经典科幻小说）将论述角度由文学界转向科技界，启下引出文

章主论题 ：科技伦理问题（ et hica l quest ions 对应《弗 》中科学家最后被自己所创造的人形怪物毁灭所指向

的科技伦理问题） 。 remarkab l e 、 foreshadow 实际暗藏因果关联：小说极具前瞻性／预测内容超前（ Even

before 、 yet to come）→小说非凡、不寻常 。

E深层解读】“由热点事件切入文章话题”的开篇方式：本段巧妙利用文学界里程碑事件，从科幻小说

鼻祖《弗兰肯斯坦》入手，借助三个时间节点“《弗 》出版一－电灯泡发明一一现如今”将《弗 》与“当下科

技”强关联 ，从而引出“当下科技伦理问题”这一话题，影射该话题重要性比肩付的出版里程碑，进而引发

读者对“当下科技伦理问题为何”的好奇 。 而若读者大致了解《列门，即能预测下文“当下科技”与“人造

人”有关 。

：：： ~：事；墨精解..~::: ;/ 

31. Mary Shelley’s novel Frankenstein is mentioned I 31. 文章提及玛丽·雪菜的小说《弗兰肯斯

because it . ｜ 坦》 ，是因为它 。

[A] fasc i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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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 has remained popular for as long as 200 yea rs [ BJ 200 年来一直受人欢迎

[ CJ involves some concerns raised by AI today [CJ 涉及 AI 目前所引发的一些担忧

[ DJ has sparked serious ethical controversies [ DJ 引发了严重的伦理争议

［精准定位］ 由题干关键 词 Mary She ll町’ s novel Frankenstein 虽可直接定位至首段， 但由 I S

mentioned beca use it 即可推断此题考查写作目的，故应结合文章话题及下文内容予以解答。首段以科

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版 200 周年开篇，称赞著作者极有远见，在书中预言了未来（200 年后的今天）技

术将带来的诸多道德问题，浏览下文发现只有篇末复现作品相关词 Frankenstein ，而 AI 、 et hical/ ethics 却

贯穿全篇 。 由此推知，文章关注点并非《弗兰肯斯坦》本身，该小说只是作为开篇引子用以引出本文核心

话题“与 AI 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即，文章提及《弗兰肯斯坦》是因为书中预言了 200 年后的今天新

科技CAD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 ［CJ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CJ恰当解读了小说重大意义 foreshadow many ethi ca l ques tions to be ra ised by 

technologies yet to come 与下文复现关键词 AI 、 et h i cal/ et hi cs 、 i ss u es/ ques tions 之间“引子正题”关联 。

[ A］ 中 fascinate 源自第三段②句 ，但原文意在说明“人类痴迷于某种‘机器人’概念”，选项内容“全球

AI 科学家痴迷于《弗兰肯斯坦》”文中并未提及 。

[B］！」：I 开篇句所涉信息“《弗兰肯斯坦》出版 200 周年”过度推出“该小说 200 年来一直受欢迎” ，但下

文并未论及小说的受欢迎度，故选项偏离文章话题，并非小说被提及的原因。

[DJ 中巳th i ca l controversies 源自首段末句中 eth i ca l quest i or山但选项将引发伦理问题的主体由“新

技术”偷换为“小说《弗兰肯斯坦》” 。

［技巧总结］ 本题就开篇引子（事例、故事、名人名言等）设置写作目 的题。 解题思路为：一、首先明确

引子的作用：激发读者兴趣，为引人正题服务 ；二 、大体锁定全文主述话题词 ：速览下文抓取与引子内容

有关联的高频复现词；三 、分析选项 ．“能体现引子本身所涉内容”且“能和下文内容Ji因接（或反映全文主

述话题）”的选项是正确项，“与引子所涉内容相悖／无关”或“无法与下文内容建立有效关联（偏离全文主

述话题）”的通常是干扰项。如本题， ［ A］ 、 ［ BJ 实际均围于小说本身，而未与全文多次反复出现的 AI 、

ethical/ e thi cs 、 questions/ issu es/ prob l em 相关联，故均予以排除 。

II Today the rapid growth of artifi cia l intelligence CAD 

ra ises fund amental questions:“ What is intelligence, 

identity( , or consciousness( ? What makes humans humans?” 

田 0What is being ca lled a rtifi cia l general intelli gence, 

mac hines that wou ld imitate t he way humans think, 

continues to evade( scientists. 8 Yet humans remain 

fascinated® by the idea of ro bot s that wou ld look , mo ve , and 

respond like humans, similar to those recently depicted® on 

popular sci- fi® TV series such as “ W estworld ” and 

“ Humans. ” 
N OJ ust how people think is still far too complex to be 

und erstood, let a lone reproduced( , says David Eagleman, a 

Stanford Un ive rsity neuroscienti st. 8 “ We are just in a 

situat ion where t here are no good theori es exp laining what 

conscio usness act ually is and how you cou ld ever build a 

machine to get t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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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工智能 CAD 的快速发展引

发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 “何谓智力、身

份或意识？ 是什么让人成其为人？”

目前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一一模仿

人类思维方式的机器一一对科学家们来

说一直扑朔迷离 。 然而，人类依然痴迷

于像人类一样观察、移动和反应的机器

｜人概念，就像《 西部世界》《人类 》等新近

热门科幻电视剧所刻画的那类机器人。

人类思维方式仍然极为复杂，难以

理解，更不妥说复制了，斯坦福大学神经

科学家大卫·伊格曼说。 “我们正面临

的处境是，目前尚没有哪项理论能够足

以解释意识究竟是什么，又怎能建造一

台复制人类意识的机器呢。”



；·词汇注：辞辛辛句分析－：：： fl 
( identity [ a11clent1ll ] n. 身份，本身；本体

( consciousness [ ' k口nJasn 1s] n. 意识 ； 自觉

( evade [ 1've1cl ] v . 对I＇倒 ，使困惑

® fascinated [ 'fa,s 1n e 1 t 1cl ］ ι 人迷的 ，极感兴趣的

( depict [ c1 11p1kt] v. 捎述，捎绘

~I @sci-fi [' sa 1 1 fa 1 ］ α．科幻（小说）的

;(reproduce [ ri:pra ＇创u:s

< ．经典搭配

» ( let a l on e 更不必说; ( get there 达到 目 的；有所成就

“ We are just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are no good theories explaining what consciousness actually is and 

how you could ever build a machine to get there. ” 

“ We are just in a situation 

定语从句

where there are no good the。ries

引导词 th臼e be结构

功能注释： 主干嵌套 where 引 导 的定语从句（其 中 explain i ng 后跟宾语从句 wha t consciousness 

act ua lly is and how ... 〕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处境 ：没有合适理论解释意识是什么，更不可能建造复制意

识的机器 。

：·语盼析＜ ii
第二至四段为第二部分，聚焦“AI 技术局限问题”，分析其技术发展现状。

第二段概述：当前 Al 技术引发“何以为人，人何以区别于 AI”等根本性问题。 关键词： fundamental

questions。

本段实为上段末尾 ethi ca l qu estions to be rai sed by t echnologies yet to come 的具化，其中 artificial

m te lligence x,J-应 techno l og i es yet to come ，将全文焦点落在“ AI 技术”； fundamental ques tions:“What 

is. . What makes ... ？”对应 ethi ca l ques tions ，将当前 AI 技术所面临的本质问题深层指向道德层面 ， 即

由其浅层文意“AI 技术认知局限：尚未搞清｛可以为人，何以为智力、身份及意识”影射出深层含义“AI 技

术伦理问题：人之智力、身份及意识并非 AI 所能替代， AI 极有可能做出有违人类道德规范的错误行为

决策” 。 funclamen tal ( serious and very important; affec ting the most centra l and important parts of sth“十

分重大的 ；根本的勺强调这些问题之于 AI 技术全面健康发展的严肃性及重要性（，如若不解决，终将带

来诸多不良影 H向），预示下文将对这一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予以具体说明 。

【深层解读】本段可视为过渡段：段中所述 AI 带来的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人对自身的认识问题，与上

段末“伦理问题”存在语义割裂；但结合 fundamenta l questions :“What is . . . What makes ... ？ ”实可推测

出 “AI 技术椎动者（科学家们）连人之本质、人之智力、身份及意识尚且未能认知，更不可能创造出与人

完美契合的 AI ，意 即 ，当前 AI 并不能做出与人完全一致的行为决策，它们极有可能做出违背人类道德

意识的行为决策”。 也即，本段一方面承接上文 ，将首段“未来科技伦理问题”明确为“当下 AI 技术伦理

问题” ， 另一方面开启下文 ，为具体介绍 AI 技术难题及伦理问题做铺垫 。

第三、四段详述：以“通用人工智能 （ 强 AI ） 的遥不可及”说明当前 AI 技术发展局限。

第三段说明技术局限性：难以复制人类意识。 关键词：① evade scientists;( humans remain 

fascinated 。

①旬直指通用人工智能的遥不可及。 What is being ca ll ed （“当前所谓的”蕴藏作者质疑 口吻）、

wou ld（“会”以其想象性传递 出 疑惑之意〕 、 continues to （ “一直不停地做”表明持续时间之久）、 evade ( to 

be diffi cu lt or imposs ible fo r somebody to fi时 ， o btain or achi eve“［对某人来说］难以实现 ，难以捉摸”说明

难度大／可能性低 、甚至无）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通用人工智能目前仍处摸索研发阶段，离真正实现还

很遥远，甚至属于乌托邦式幻想 。 编者注：通用人工智能（又称“强 AI”）是指能完全模拟人类思维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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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各类需求的人工智能，与之相对的专用人工智能（又称“弱 AI”）则是指能处理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

②句补充人类对通用人工智能的痴迷 。 the idea of robots 借 the idea“构想／概念”暗示通用人工智
能当前实际尚属虚无嫖纱 ； remain fasc inated 则借人类一直以来对其热切向往烘托科学家们仍在为之努
力奋斗 。 注： robots that wou ld ... , simi lar to those ...“能像人一样观察、行动及反应，类似于当前科幻

剧中的人形机器人／仿生人”义同上段 artificial genera l intelligence, machines that wou ld .. .，均指向“可

模拟人类思维方式的机器人（即通用人工智能）” 。

第四段引证说明原因：人类目前对意识的认知太过有限。关键词：①still far too complex to be 

understo创；②no good theories explaining。

①旬间接引证。 强调词 j ust“正好，恰好（可延伸为‘究竟＇）”、 still“仍然，至今还”、 far too .. . to. 

“太……而不能飞 let a lone“（常用在含否定意昧的句子后表示进一步否定）更不用说”构成“单单……仍

然不可能……更别提／更不可能……”语义逻辑，传递强烈语气 ：单是人类如何思考这一复杂问题我们至

今都仍未搞懂，更别提去复制人类思维了 。 注： reproduced 同义复现上文 imitate 、 like humans ， 其所描述

对象均为“通用人工智能”。

②旬直接引证。 连同 and 传递因果关联：缺乏解释意识的优质理论 Olfl 还未摘懂意识是什么）→想
创建复制意识的机器（即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简直是天方夜谭 ； how yo u cou ld ever. ..以反问句式及强调

词 ever“在任何时候”加强否定语气 ：根本不可能建造这样的机器。注 ：句中 just 不同于段首 Just，此处为

时间副同“此时，眼下，现在” ，强调目前正面临的现状 。 build a machine to get there 中 get there 为抽象

概念“实现目标／取得成功”，此处具体指“复制人类意识”， a mach in e 实指 向第三段中 art ifi cia l genera l 

intelligence, machines that .. . 

【深层解读】第二、四段既是对第二段 fundamental qu四ions f交层文意“对人类意识知之甚少”的解释说

明，亦是对下文第五段 thorny ethical questions 的过渡铺垫：两段针对通用人工智能展开论述，借助“人类尚

未理解自身意识的本质，也无法复制意识，因此对人类极具吸引力的通用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实现”的逻辑

营造出“强 AI 尚未到来，伦理问题看似尚未出现”的假象，为下文论述“弱 AI 的技术伦理问题”做铺垫 。

：：： ~： ：真霆号；但＜ 1'
32. In David Eagleman’s opinion, our current knowledge of 32. 大］！ .伊格曼认为，我们 目前对意

consciousness 识的认识 。

[A] helps exp lain artifi cial inte lligence [A〕有助于解释人工智能

[ BJ can be mis lead ing to robot mak ing [BJ 可能误导机器人制造

[ CJ inspires popular sci-fi TV series [CJ 给热门科幻电视剧以启示

[DJ is too limited for us to reproduce it [DJ 太过有限而无法复制意识

［精准定位］由题干关键词 David Eagleman 可直接定位至第四段。该段通过直接引用、间接引用两

种方式指出伊格曼观点 ：人类思维方式（文中又指“意识”）极其复杂、难予理解，更甭提复制（思维方式／

意识） 。 换言之，人类目前对意识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尚且无法复制意识。［DJ正确。

［命题解密］题干十正确项是对第 四段①句的同义改写：题干中 consciousness 对应 how people 

think, [D］项同义改写 fa r too compl ex to be und巳rstood, let a lone reproduced 。

[ A］利用第四段②句中 explaining what ... and how .. .设障，却忽略其前否定表达 there are no good 

theori es ，从而将原文口o theori es explaining ...“没有理论能够解释意识、更甭提去制造复制意识的机器

（即‘人工智能’）”曲解为 he lps exp la in“有助解释人工智能” 。

[BJ 中 robot making 虽与第四段段末 build a machine 同义，但原文意在指出我们目前对意识的认识

“阻碍 （ how yo u could eve r ）”而非“误导 （ misleading）”机器人的制造 。

[CJ虽复现第三段末 popular sci-fi TV ser i es ，但原文并未提及“我们目前对意识的认识”与热门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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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关系，而且该处也并非伊格曼的观点 。

［技巧总结］人物观点题的解题关键是把握人物观点表达中的情感色彩表达词以及特定特殊句式 。

如本题，定位段中 far too complex to be understood（强调否定意义的 too... to . . .“太……而不能……”结

构）、 let a lone reproduced（常用在含否定意味的句子后表示进一步否定的 let a l one“更不要谈”结构）、 no

good theori es explaining（绝对表达 no“没有勺、how you could ev巳r... （反 问表达“你怎么可能……？”）等

均透露出 David Eagleman 对人类理解意识以及机器复制意识 c ep人工智能）的否定态度 。

V O But that doesn 't mea n cru cia l ethical issues 

involving Al aren ’ t at hand. f} The coming use of 

autonomous( vehicles, for example, poses® thorny③ 

eth ical questions. @ Human drivers somet imes must 

make split-second@ decisions. OTheir react ions may be a 

complex combination of ins tant reflexesaD , input® from 

past driving experiences, and what th eir eyes and ear s tell 

them in that moment. 0AI “ vision( ” today is not near ly 

as sophisticated® as that of humans. 0 And to anticipate® 

every imaginabl e driving situation is a difficult 

programming( pro blem. 

但这并不意味着与 Al 有关的重要伦理

问题尚未出现。 例如，即将投入使用的自动

驾驶汽车就带来了棘手的伦理问题。 人类

驾驶员有时必须在瞬间作出决策。 他们的

反应可能是一种复杂的组合，包括在那一瞬

间的瞬时本能反应、过往驾驶经验的输入及

其眼睛耳朵的所见所闻 。 AI 目 前的“眼力 ”

远不像人类眼力那样精密复杂 。 而且预测

所有可想象得到的驾驶情景是一个高难度

的编程难题。

：.： ~：通牛羊辱与苹句分析：：~ ：：： rt
( autonomous [ ;:,:'tonam;:is］ α 自主的 )) ( sophisticated [df时1ke1t1d ］ α．复杂巧妙的

( pose [ pauz］队 造成，引起 > ( anticipate [ren't1s1pe1t] v. 预料；预计’（并作准备）

( thorny [ 'S;:,:111 ］ α ＊＊手的，麻烦的 < ⑩pr吨ramn

( split-second [ ,split 'sekand］ α ． 一瞬间作出的，做得非 ~ ·经典搭配

常精确的 ! ( at hand 就在眼前，目附到来
( reflex [ 1ri:fleks] n. 本能反应，反应能力 < ( not n ea rl y 远非，绝不是

( input [ 'input ］ η．输入 > CD beyond one's capac ity 超出某人的能力范围，力所不

( vision ［＇叩n］ η 视力，视觉；眼力 { 能及（ 33 题〉

：：： ~3董事惊：：：－ ：：： ；／
第五至末段为第三部分，聚焦“AI 技术伦理问题”，论述其解决恩路。

第五段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说明当前 AI 技术（弱 AI）伦理问题。关键词：①crucial ethical issues; 

( thorny ethical questions。

①旬（段落主旨旬）直指当前 AI 技术已经引发关键性伦理问题。 双重否定表达 doesn’t mean. 

aren’t at hand(at hand 意为“就在眼前，需马上处理的”）强化肯定语气“AI 的道德问题已然显现，且迫在

眉睫、亟待解决”，进而明确 But 传递段际转折逻辑 ：虽然复制人类意识的强 AI 尚未出现，但现阶段的弱

AI 已引发诸多道德问题 。

其余各旬以“自动驾驶汽车与人类驾驶员的本质区别”影射其引发诸多伦理问题，从而例证①旬。

②旬（旬群主旨旬）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引发棘手伦理问题。 for example 表明①句与②－⑥句的“提

出论点一一举例论证”关系 。 The coming use of autonomous vehicles(coming“ e n将发生的，就要来的”义同上

句 at hand）转承上文 AI 发展现状“强 AI 依然很遥远”，以自动驾驶汽车之例说明弱 AI 已经或即将普及 。

③④⑤⑥旬分析自动驾驶汽车与人类驾驶员的本质区别。

③④旬分析人类驾驶员的瞬时决策过程。 两句以 in that moment（回指 sometimes ）、 Their reactions 

（回指 make spli t- second d ec i sions）构成衔接：前句引出偶发情形，后句解释情形细节。其中③句

sometimes must 暗示所遇情形的特点“偶发、紧急”， split-second decisions C sp lit-second 意为 don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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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ly or very acc urate l y“一瞬间做出的；做得非常精确的”）指瞬间做出的精确决策 ；④句 a combinatIOn 

of A, Band C 结构引出 ｜瞬时决策的三个构成因素： instant refl exes( I瞬时反应能力）、 input from ... （过往

驾驶经验的输入）、wha t their eyes and ea rs te ll th em （眼耳传递的信息，即所见所问）；由背景知识可知三

个因素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感知器官将路况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从

长期记亿中调取出过往驾驶经验，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并做出决策，最后将决策信息传递给运动反应

系统 。

⑤⑥旬说明自动驾驶汽车与人类驾驶员的差距（ AI 感知和决策系统难以媲美人眼和人脑）。 两句

借 And 形成语义递进关联 。 其中，⑤句借 not nearly as（远非，相差甚远）强调自动驾驶汽车传感／感知

能力不如人类精密复杂， vis ion 此处加引号有拟人之功效，实际指代自动驾驶汽车的传感器功能；⑥句

借判断句式 A is B 指出“预测驾驶情景”实为技术人员编程所为，借绝对词 every 及评注词 diffi cult 指

出这种编程技术的局限性 ：很难穷尽无限多且没有明显规律可循的驾驶情景（也即 当前自动驾驶的决

策算法掌握的驾驶情景有限，尚且不能灵活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驾驶情景，其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

靠谱儿两句深层内涵即为： 当前的自动驾驶汽车无论是从感知l 上、还是从情景决策能力上都远不及

人类驾驶员 。

【深层解读】把握自动驾驶汽车事例所涉伦理问题： “传感器不够复杂”、“难以将所有驾驶情景编入

程序”表面指 ，~， i.9.J 驾驶汽车的技术问题，实际是通过“Al 与人的差距”暗示 Al 决策存有安全隐患，尤其

是在当前自动驾驶汽车即将大规模普及的态势之下，人们对其安全性和丽 ｜陆紧急情形时的“道德选择”

存有很大担忧（注 ：该领域最极端的道德抉择问题是“电车难题”：当事故无可避免时，自动驾驶汽车应把

谁的安全放在首位？乘客还是行人，人类还是动物，守规的行人还是违规的行人等等） 。

：·真：题：精解：i ::: ;/
33. The solution to the ethical issues brought by autonomous 33. 对于 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伦理问题，

vehicles 其解决办法 。

[ A] ca n ha rdl y ever be found [A］ 几乎找不到

[ BJ is s till beyond our ca pacity [BJ 仍在我们能力之外

[ CJ ca us es lit tl e public concern [CJ 几乎未引起公众关注

[ DJ has aroused much curiosi ty [DJ 引起了很大好奇心

［精准定位］根据题干关键词 the ethi ca l iss ues brought by autonomous ve hi c l es 定位至第五段 。 该段

①句概述指出 Al 相关伦理问题业已出现，②至＠句进而以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伦理问题予以说明。②

句首先指出 自动驾驶汽车的投入使用带来了棘手的伦理问题，③至⑤句以“ ATC 自动驾驶汽车〉与人类驾

驶员的差距”解释其棘手的伦理问题：人类驾驶员的决策过程卡分短暂且极其复杂（③④句）；而目前的

AI 技术不太成熟 ： AI 眼力远不及人类，且编程上也很难穷举所有驾驶情景（⑤⑤句） 。 由此可知，我们目

ira仍无法僻决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伦理问题，［BJ正确。

［命题解密］正确项［BJ是对第五段②句 thorny ethical questions 、⑤句 not near ly as sophisticated 、⑤

句 a diff icult programming prob l em 的综合概括和推断 。

[A］是对末句 巾 a diffi cult programming problem “ 一个有难度的编程问题”的近乎绝对／全盘否

定化 。

[ CJ 、 ［ DJ涉及大众对伦理问题解决办法的“关注”、“好奇”，但文中并不涉及大众的关注和好奇 。

［技巧总结］ 本题考查事实 细节， ffl[f. 题 时应先确定 fw.f. 题范围，再注意对比选项与原文 。 题干

autonomous v巳hicl es 在第五段②句中复现，由该句中表示例证的 for 巳xample 可确定 ffil（，题范围为该段②

至⑥句；四个选项涉及“能否解决 C hardl y ... found 、 beyond . . . capac i ty）”、“大众反响 C pub li c concern, 

much c urios ity）”两大方向，②至⑥句分析现状“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伦理问题相当棘手：目前的 AI 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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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驾驶员相 比仍有很大缺陷 （ split-second 、 complex 、 not nearly as sop hi st i ca ted 、 difficu l t programm111g 

problem）”，并不涉及大众看法，先排除［ CJ 、〔D］； 剩余两项中， ［ A］过度推导，几乎全盘否定了解决问题

的可能，过于绝对， ［BJ描述问题解决的现状，为正确项 。

VI O Whenever decisions are based on masses of data, 

“ you quickly get into a lot of et hi ca l questions ,” notes Tan 

Kiat How, chief executive of a Singapore- based agency( that 

is helping the government develop a voluntary® code® for the 

ethica l use of AI. 8 Along with Singapore , other government s 

and mega © corporat ions are beginning to establi sh their ow口

guidelines( . @ Britain is sett ing up a data ethics® center. 

。Indi a released its AI ethi cs strategy this spring. 

回 OOn June 7 Google pledged( not to “ design or deploy® 

AI” that would ca us巳“ overa ll harm ,” or to develop AI directed 

weapons or use Al for surveillance® that would violate⑩ 

international norms®. 8 It also pledged not to deploy AI whose 

use would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s or human rights. 

每每基于大数据决策时， “你很快

会陷入许多伦理问题，”新加坡某机构首

席执行官陈杰豪说，该机构正在帮助政

府制定一份确保 AI 用途合乎道德的自

愿行为守则 。 与新加坡一样 ，其他政府

和超大型企业也开始制定自己的指导方

针。 英国正在建立一个数据伦理中心 。

印度于今年春天发布了 AI 伦理战略。

6 月 7 日，谷歌正式承诺不会“设计

或部署会造成全面伤害的 AI”，不会开

发由 AI 指挥的武器，也不会利用 AI 进

行违反国际规范的监视。 它还承诺，不

会部署用途有违国际法或人权的 AI .

J 
析…分

…

旬
…

难
－

e与…辑
．

注
…

…
「
」

U词
－

( agency [ 'e1d3,ms1] n . （政府的）专门机构；服务机构

( voluntary [ 1 volantar1］ α．自愿的，主动的

( code [ kaud］ 肌道德准则，行为规范

( mega- [ 'mega］ ργef. 巨大的

( guideline [ ' ga时lam] n . 指导方针

® ethics [ 1efl1ks] 11. 道德准则，伦理标准

( pledge [ pled3] v. 保证，正式承诺

( deploy [ d,'ptm] v. 部署；有效地利用，调动

( surveillance [sa've归ns] 11 . 监视

( violate [' va1ale1t] v. 违反，违背（ ¥; 

@norm [ no:m] n. [ pl ］规范，行为标准

．经典搭配

( masses o f 大量的

( get into 陷入（困境等）；卷入

( chief executive 首席行政官，最高层管理者

；二语革分析＜ 1'
第六至九段论述解决思路：唯有赋以 Al 人类最高价值观，方能使其有益于全人类。

第六、七段介绍各国政府及企业针对 Al 伦理问题的举措。

第六段以新加坡、英国、印度为例，介绍政府行为。关键词：code for the ethical use of AI 。

①旬介绍新加坡做法。 Wheneve r（强调普遍性／无一例外）、quickly（强调速度之快）、a lot of （强调数

量之多）等词凸显与 AI 决策相关的各种伦理问题纷至沓来的棘手情形（注： dec isions are based on 

mass巳s of data“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实际指向 AI 决策） 。 句中插入部分 chief execu ti ve of. ..实则起话题

过渡作用：其中 that 从句承接主句中“各式伦理问题层出”引出解决办法“制定行为守则”，将话题由“Al

伦理问题”过疲到“问题解决思路” 。

②旬概述其他国家及企业做法（总起本段②③④旬及第七段）。 Along with Si ngapore 实现与①句ff

列关联； establish... gu id elines 义同 deve lop... co巾。

③④旬以英国及印度为例说明其他国家做法。 is setting up a data ethics center 、 r e l ea sed its AI 

ethics strategy 分借现在进行时及一般过去时例证说明当前各国对 AI 伦理问题的应对状况：或已经 、或

正在着力解决 。

第七段以谷歌为例，说明企业做法。关键词： pledged not to。

两句以并列句式 Google pledged not to ... or to ... It also pledged not to ... ( pledge 意为 to f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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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 to do s th“正式承诺”）列举谷歌郑重声明，并借其指向四种严重背离人类伦理道德的 AI ： 造成

“全面伤害”的 AI 、由 AI 指挥的武器、用 AI 进行违反国际规范的监视、用途有违国际法或人权的 AI ，以

此展现未来 AI 被滥用或误用的危险情形 。

【深层解读】本段 Google 事例实为上段②句中 mega corporat ions 做法的例证，与上段③④句事例

（例证②句中 other governments 做法）属于平行关系。

；三；真噩墙：解’：~ ：： ： i/
34.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Google’s pledges is one 34. 对 于 谷歌的承诺，作者持 一一一一
。f 态度。

[A] affirmation [A］肯定

[ B] skepticism [BJ 怀疑

[CJ contempt [CJ 轻蔑

[DJ respect [DJ 尊重

［精准定位］ 由题干关键词 Google ’s pledges 初步定位至第七段，但由 The author ’s attitud e 可知本题

考查作者态度，故应注意上下文相关内容 。 第七段具体介绍了谷歌有关 AI 的相关承诺，第八段①句作

者随即做出点评 ：虽然谷歌的声明含？昆笼统，但它代表了一个起点 。 由此可知，作者认为谷歌声明虽有

瑕疵，但总体值得肯定， ［ 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A］是对第八段①句 While the statement is vague, It represents one startmg 

point 中“让步－转折”逻辑所含作者态度的正确解读。

[ BJ sk ept i c i sm 为负向态度词，由第八段首句 vagu e 臆断而来，却忽视句中语义重心（ Whil e 预示主句

为语义重点） represents one starting point 所传递的肯定语义色影 。

[ CJ contemp t （ 意为 the feeling that sb/ sth is without va lue and deserves no resp巳ct at a ll“蔑视；轻蔑；

鄙视”）是极端负向情感词，明显与第八段 represents one starting point 所传递的肯定态度相悖 。

[ DJ respect （语用色彩为 used for showing that you admire or strongly approve of someone or 

someth ing“对……的赞赏或强烈支持”）虽是正向情感词，但程度过重，忽略其前让步从句中 vague 所传

递的否定语义色彩。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作者态度，解题关键在于找准并理解体现作者态度的词（组 ） 或表达 。 题干

Goog le ' s p ledges 为作者评价对象，可据此初步定位具体介绍谷歌承诺的第七段，作者态度有可能出现该

段前后：第六段介绍各国政府的举措，排除；第八段①句中作者先让步（ While）指出谷歌声明的缺点“含

泪笼统”，随后肯定其优点“是一个起点”，由此可知作者对谷歌承诺总体持肯定态度 。 浏览四个选项，先

排除带有明显负面色彩的［町、［CJ两项，［A］、［DJ虽均为正面评价，但只有 ［A］与作者客观肯定的态度

相衔， ［DJ有夸大赞誉之嫌 。

咀 0While the statement( is vagu庐 ， it represents one 

startmg point. @So does the idea that decisions made by AI 

systems should be explainab l巴， transparentC!l , and fair. 

OTo put it another way: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the thinking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reflects 

humanity ’s highest values®? @ Only then will they be 

useful servants( and not Frankensteiη ’s out of-control 

monster. [ 434 words] 

34 

虽然这种声明含混笼统，但它代表了一

个起点。“AI 系统做出的决策应该是可解释：

的、透明的且公平的”这一信念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确保智能机器的思

维能够反映人类的最高价值观？只有到那

时，它们才会成为有用的仆人，而不是弗兰

肯斯坦的失控怪物。



: : ~ ：词汇注辞呈在句分析：＜ ti
( statement [ 'stertmant] 11. 声明，陈述

( vague [ verg] a. 模糊的，不明确的

( transparent [ tr记ns1 pεerant ］ α．透明的，显而易见的

( value [ 'vrelju:] n . [ pl］是非标准；生活准则；价值观

)) @servant [1 s3:vant ］ 凡仆人；供人们利用之物; ·经典搭配
！①5川1g point 起点； l脱点

< ( to put it another way 换句话说，换言之

：.：－ ：语篇分析；；： ：： 1'
第八、九段针对政府及企业行为做出点评并给出终极建议。

第八段做出评价：代表 Al 道德之路的开端。关键词：represents one starting point。

①旬肯定谷歌声明（企业行为）。 Whil e 明示句内“让步－转折”语义逻辑 ： 先以 vagu e 点出谷歌声明

的缺陷：声明中的 overa ll harm 、 internationa l norms 、 h uman righ t s 等概念比较含糊j笼统，有很强的主观

性；再以 one start ing po i nt 转而传达积极评价 ：谷歌声明象征着科技巨头公司开始以身作则带头设立 AI

道德标准，表明企业界开始重视并积极应对 AI 伦理挑战 。

②旬肯定政府行为。 “so does 十 the idea”倒装句式表示上句所述肯定情况同样适用于本句所述

“……这一观念（也代表了一个开端）”；其中 the id ea 具体所指“ Al 系统做出的决策应该是可解释的、透

明的且公平的（即 AI 决策应遵循道德规范）”实际指向第六段所述各国政府针对 AI 决策带来的各式道

德问题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借此表明本句点评对象实为政府行为（／意愿） 。

【深层解读】②句中 the idea ( that ... ）并不义同第三段中 the idea ( of robots），而更加倾向于指 a

principle or belief about how sth shou ld h“原则 ，信念”，结合段中与之平行的 the statement（回指谷歌声

明）以及全段点评之意（. . represents one starting point. So does the idea ... ），可推测这一原则实际吻合

第六段中 code 、 guid e li nes 等传递出的文意，就此得以明确此处 the idea that .. . 实际指向第六段所述“各

国政府针对 AI 伦理问题做出相应举措（以使其更加契合道德伦理规范）”。

第九段（收束全文）提出建议：赋予 AI 以人类最高价值观。关键词： reflects humanity’s highest 

values。

①旬直指 AI 道德之路的核心关键：确保 AI 反映人类最高价值观。 设问句式 How can we make s ure 

that ...将关注焦点落在“AI 思维反映人类最高价值观”上，借此将第二段所述 AI 的终极目标“复制人类

思维”先行退至“反映人类价值观”，从而一方面解决技术局限问题，一方面解决技术伦理问题（ values 常

指“是非准则 ，价值观念”， highest va l ues 则暗藏积极正面的、群体性的社会道德观） 。

②旬（呼应开篇）强调赋予 AI 以人类最高价值观的重要性：使其真正有益于人类。 Only then will 

they ... 以倒装句式强调 AI 为人所用的前提条件：具有人之最高价值观 。 Frankenstei n ’s out-of-control 

monster 本初指《弗 》中被创造出来的人形怪物，后用以泛指“被某人创造出来后逐渐脱离控制（甚至毁掉

创造者）的危险事物”，篇末以该短语收束全文既与开篇引子构成首尾困合，亦在警示 AI 失控的后果将

不堪设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反向强调赋予 AI“人类最高价值观”是维护人类利益的必然之路。注 ：当

“ only＋状语”位于句首时，主干通常要部分倒装，作用是强调 onl y 引出 的状语 。

【全局把握】本文主体部分（第二至末段）有两大段群·第二至四段围绕中心同 consciousness（近义表

述有 the way humans th i nk 、 how people think）展开论述，段群主旨为“人类意识／思维复杂难懂，实现强

AI 还很遥远”；第五至末段围绕中心词 va l ues（近义词有 ethi cs 、 ethi ca l）展开论述，段群主旨为“目前的弱

AI 己衍生日益严峻的道德问题，只有把人类的道德观灌输给 AI 才能避免其失控恶果”。借助

consc iousn巳ss 与 va l ues 的上下义关联（consc iousness 指更宽泛的思维意识， h igh est va l ues 主要指向道德

意识）可深层把握两大段群的行文逻辑 ：虽然目前的 Al 无法复制人类意识（包括道德意识），但为了应对

日益凸显的 AI 道德问题（源于 AI 的道德意识缺失），人类必须将自身道德观念灌输给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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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亘题拮比；；！ ：／
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35. 下列即项是本文的最佳标题？
text? 

[A] Al's Future: In the H ands of Tech Giants [A] AI 的未来：由科技巨擎掌握

[BJ Fγαnkenstein, the Novel Predicting the Age of Al [BJ 《弗兰肯斯坦》 ：预测 AI 时代的小说

[CJ The Conscience of AI: Complex But Inevitable [CJ AI 的良知：复杂但不可避免

[ DJ AI Shall Be Killers Once Out of Control [ DJ Al 一旦失控将会变成杀手

［精准定位］文章先以玛丽· 雪莱巨著《弗兰肯斯坦》为引，提出全文话题 ：技术引发的伦理道德问

题；尔后铺垫当前 AI 技术的发展现状 ： 尚且难以复制人类意识；随后指出 当前 Al 技术已然引发伦理问

题，并对各国政府、企业的相关具体措施予以了肯定；最后总结强调 AI 必须反映人类最高价值观才能真

正造福人类（言外之意：人类必须将自身价值观灌输给 AD 。综上可知，本文传达的主旨是：虽然目前的

AI 无法复制复杂的人类意识（不具备复杂的道德意识），但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 AI 伦理问题，人类必须

将自身道德观念灌输给 AI，让其具备“道德意识”， ［CJ为最恰当的标题，其中 consc i e口ce 意为 the part of 

your mind that tells you whether your actions are right or wrong“良心 ，良知I （心智的一部分）” 。

t命题解密］正确项［CJ是对文中两大意群（一、当前 AI 尚不能复制极为复杂的人类意识（包括道德

伦理意识），二、当前 AI 已然引发诸多关键性伦理问题，要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唯有赋予 Al 以最高人类价

值观）的高度概括。

[A］中 Tech Giants 对应第六、七段提及的 mega-corporations 、 Googl e ，无法概插全文，且文中并未明

确指出 AI 的未来掌握在科技巨擎手中 。

[BJ 以开篇引子《弗兰肯斯坦》为标题，但它并非文章论述焦点。

[DJ近义复现末段 out-of-contro l monster，但选项只提及“问题 C Al 有可能失控）”，而未触及文章后

半部分的语义重点“针对问题给出的建议／出路（要让 AI 反映人类价值观）” 。

［技巧总结］本题考查文章标题，要求考生总体把握文章，梳理全文脉络时需着重把握文中两个关键

同 consciousness 与 values 的语义逻辑关系“人类意识包含多个方面，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是其中一方

面”，由此才能深层理解本文中的让步转折行文逻辑： AI 虽无法复制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人类意识（第

二至四段），但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 AI 伦理问题人类必须将其道德意识灌输给 AIC第五至末段） ； 〔C］既

抓住全文的核心话题 ，也高度概括了第二至末段的让步转折行文脉络。［A］、［町 、 ［DJ或仅涵盖文章部

分信息或偏离论述焦点，均予以排除 。

回洁自蹭固

/ , Te川 美最高……叩销售税翻
原文外教朗读

，平 l二、文章总
本文选自 U.S. N ews & World Report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8. 06 . 21 一篇题为 High Court: 

Online Shoppers Can Be Forced to Pay Sales Tax （最高法院 ：可强制线上购物者支付销售税）的文章。全

文如对美国最高法院最新裁定“实体存在规则无效，各州可强制外｜外零售商为本州代收销售税并上缴”

展开论述。行文脉络：概述事件“最高法院最新裁定”（第一段）一一详述事件“追溯新裁定所推翻的两项

原裁定及推翻理由”（第二至四段）一－一说明影响“对各类不同商家的影响及他们的反应”（第五至七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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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二、资篝分．析及翩翩
I States will be a ble to force more peop le to pay 

sales tax w hen they make o nlin e purchases( und er a 

Supreme Co urt d巳c i s ion Thursday that will leave s hoppers 

with li ghter wa ll e ts but is a big fina ncia l win for states. 

根据最高法院周四的裁定，各州将有权

强制更多的人为在线购物支付销售税，这会

让消费者的钱包瘪下去，但对各州！而言是财

政上的一大胜利 。

：.－词汇注辱与难句分析~：：i i/
( purchase [ 1 p3:tf is] n . 购买，采购 $ ( sa les tax（销售税）

( dilemma [ d<> 1lema] n. 进退两难的境地，困境（叫） : ( le…b with 的（造成，使留下为〔某种结果］）
．经典搭配 自

States will be able to force more people to pay sales tax when they make online purchases under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that will leave shoppers with lighter wallets but is a big financial win for 

states. 

句子主干：

States wi ll be able to 岛rce more people to pay sales tax when they make online purchases under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主语 、四 ＇xi
Z目1口 宾i吾 宾i吾补足语 时间状语 原因状语

定语从句

that wi ll leave shoppers with lighter wa llets but is a big financial win for states. 

引导词 哺语＋宾语＋介词短诏做宾补 连词 系动词＋表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Sta tes will be a bl e to forc e more peop le to pay sa les tax ， 时间状语 when they 

make on line purchases 说明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支付销售税。定话从句修饰 a Supreme Court decis ion 

Thursday ，对裁定的后果进行解释说明 。

：.－语篇分析iiii 
第一段概述事件：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对在线购物征收销售税，这将有利于各州财政。关键词为：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旬子以 States will be able to. . • is a big financial win for s tates 的“述＋评”结构，采取了“从州政府出

发”的站位，开启事件论述。

整句关键在于 under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 一方面，它在主句中做状语，看似不起眼，

实际却表明了各州新增权力之来源、（而主句中 will be a bl e to 首先明确了各州原先尚无本项权力， force

进而提示各州对新增权力的具体实行方式 ：通过立法强制推行）；另一方面，它是 that 所引导定语从句的

先行词，其影 H向及意义由定语从句阐明 。 而定语从句中正是借 will l eave 与 i s 两者的时态区别对两部分

内容进行区分：前者引出事件后续影响（各州通过法案让消费者“掏腰包”仍需一段时间） ，后者引出事件

本身意义（裁定对各州而言是“胜利”， financial 限定胜利的范畴） , lighter wa llets 与 a big financial win 借

but 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消费者腰包与各州财政的此消彼长。再根据句中两处将来时态标记词 will

( will be a ble to fo r e巳、 will leave s hoppe rs with）可知，两处实为裁定的后续连t.i!l反应（“对居民征税→居民

的钱包瘪下去”）；而把“各州获新权”作为本句主干、以“各州取得财政胜利”作为对事件的整体评价可

知，开篇段实际已在暗示本文“从州政府出发”的站位。至此，全句串联起了“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得权

→各州收税→消费者掏腰包”的“事件＋影响”逻辑，并给出 了“州财政胜利”的评价 。

【深层解读】本段虽已勾勒 11＼ 事件内容“最高法院裁定使各州有权扩大对在线购物的销售税征收范

围”，但主体 States 的行动 force more peop le to pay sa les tax 借其双重的隐含义为下文埋下伏笔： 1. 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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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在针对某些（在线）购物征收销售税，那么最高法院这次是基于何种理由扩大了销售税的征收范

围，即做出裁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各州究竟会采用何种方式强制更多的消费者支付销售税？

r ： ~：主题需饵；：~ ：：： fl

36.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will 一一一一一· 36. 最高法院周四的裁定将 。

[A] better businesses ’ relat ions with states [A］改善企业与各州之间的关系

[BJ put most on line bus inesses in a dilemma [BJ 让大多数在钱商家陷入困境

[ C] make more online shoppers pay sa les tax [CJ 让更多的线上消费者支付销售税

[ DJ force some states to cut sa les tax [DJ 迫使一些州削减销售税

［精准定位］ 开篇段指出，最高法院周四裁定各州可强制更多的人为在线购物支付销售税，［CJ正确。

［命题解密］ 正确项［CJ是对第一段 more peop le to pay sa les tax when they make on line purchases 的

同义改写。

[A］利用“裁定使各州有权（责令企业为它们〉收取销售税”所隐含的“企业将增加与各州的联系”错

误推断出“企业与各州之间关系会改善”，但双方单纯是命令的发布者与命令的执行者，裁定无关双方关

系的改善（抑或恶化） 。［BJ将第二段中新裁定的影响范围“某些网购商品（ certain on line purchases）”窜

改为“大多数在线商家（most on line bu sinesses）”，并捏造出新裁定“使他们陷入困境”的说法 。 ［DJ与“裁

定使各州有权对更多网购商品征收销售税（即扩大销售税征收范围）”相悖。

［技巧总结］ 首段一方面是长难句，另一方面又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所以很容易成为命题点。解答

本题时，可在锁定本题答案来源的基础上，从语法结构和语义逻辑角度分析长难句，并与选项对 比后得

出答案 。

具体来看，首段长句由 States will be ab le to . . .及 under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 hursday that .. . 

构成，再对这两部分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前半部分指出，各州可对更多的在线购物强制推行销售税；后半

部分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定让消费者的钱流入各州财政 。 因此本题题干＋答案应能体现“最高法院裁

定一州政府一在线消费者”的逻辑，而题干给出的信息是“最高法院裁定”，那么答案应能表明州政府与

在线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政府让消费者交税）；通读选项后即可确定答案为［CJ 。

Il O The Supreme Court ’s opinion Thursday 

overruled( a pair of decades-old decisions that states said 

cost them bil lions of do ll ars in lost revenue( annually®. 

@The decisions made it more diffi cult for states to coll ect 

sa les tax on ce rta in on line purchases. 

最高法院周四的这项意见推翻了数十

年前的两起裁定，各州表示它们每年给自己

的财政收入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

两起裁定加大了各 fl·J 对某些网购商品的销

售税征收难度。

J 
析

·

…分
…

旬
…

…难
，

与
…

…辑
…

注
…

…
「
」
…

－词
…

( overrule [ ,auva1ru:1] v. 推翻，否决

( revenue [ 1 revanju ：］ 凡财政收入，税收收入

( annually [ 'renjualI] ad. 每年地

\\ ·经典搭配

j ①叫叫数十叫的）

：：： ~：；黄毒分析－：：： 1'
第二至四段详述事件：最高法院本次裁定推翻了以往两起裁定，捍卫了各州的财政权益。

第二段指出本次裁定的性质（是对原裁定的推翻）和形成原因（原裁定损害了各州财政）。关键词
为： overruled 。

①旬首先说明所推翻的原裁定的坏处：给各州造成巨额财政损失。 a pair of 、 decades-old 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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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推翻裁定的说明 ，但另一方面结合“美国实行判例法（遵循先例）”这一背景知识可知，这两者凸显了

本次裁定令人震惊：一连推翻了两个有着数十年权威的先例 。 billions of dollar s ... annua ll y 反映出州财

政受影响之大，结合 decad es-o ld 不难推知州财政损失之巨。 states sai d 作为插入语， 以“各州自称”表明

本次裁定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州政府的财政权益 。 注：本句中的 a pair of decades old d ecisions 指最高法

院在 Na ti ona l Bell a Hess 股份有限公司诉伊利诺伊州税务局一案 (1 967 年）及 Quill 公司诉北达科他州

一案 (1 992 年） 中做出的类似裁定 ：未在本州设立实体存在的商家不需要代收销售税 。

②旬具体说明原裁定造成损失的原因：增加销售税征收难度。 The decisions 即指上句中的 a pair of 

decades-old d ec i s i o ns 。 certa in online purchases 一方面呼应首段 online purchases，再次锁定本文话题范

围“在线购物”，另一方面以 certain（“某些”）一词体现出原裁定造成对网购商品的收税不公平现象，为下

文分析新裁定“维护纳税公平”埋下伏笔 。

【深层解读】两句间 states said cost them billions of do ll ars . .. more difficult for states to co ll ect 借语

义上的强关联 ，强化了“外｜权益受损”这一事实，简要说明最高法院推翻原裁定的原因，并为下文具体阐

述原裁定的不合理做好铺垫 。

ill O The cases t he court overturned( sa id that if a 

business was shipping a cus tomer 's purchas巳 to a s ta te 

where the business didn ’ 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such as 

a warehouse( or offi ce, th e bus iness didn't have to co ll ect 

sa les tax for the state. 0 Customers were generally 

respons ibl e for paying the sales tax to the state 

themse lves if t hey wer巳11 ’t charged( it , but mos t didn ' t 

rea lize they owed it and few pa id. 

最高法院所推翻的判例认为，如采企业

将顾客购得的商品运往某个州，而该企业在

本州并无实体存在〈比如仓库或办公室〉，那

么该企业就不需妥为本州代收销售税。 － A生

来说，并未缴纳销售税的顾客需要自行向其

所在州支付销售税，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自己欠了税，而上缴税款的消费者也很少。

J 
析

…

分…旬
－

e

难
－

u与
…

释
－

…注
…

「
」－

…词
…

( overturn [ ,c>uva1t3:n] v. 推翻，撤销

( warehouse [ 'wec>haus] n. 仓库

( charge [ tfo:d3] v . （ 向…… ）收费

~\ ( dominance [ 'domc>nans] n 优势，显要（37 题）

> · 经典搭配

% ( physica l presence（实体存在）

The cases the court overturned said that if a business was shipping a customer’s purchase to a state where 

the business didn ’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such as a warehouse or office, the business didn’t have to collect 

sales tax for the state. 

where the business didn ' 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such as a warehouse or office 

引导词 主语 调语 宾语

句子主干 · I that if a business was shipping a custom町、 P町chase to a state, 

he cases the court ove巾med said I主制叫帚词 条件状语
主语 省略了that的定语从句谓i吾 ｜ 、 I the business didn 't have to collect sales tax for the state. 

定语从句

主诏
、田 、王I

L同l口 语｛
丘
〈

状i否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The cases t he court overturned sa id that ...宾语部分为 that 引 导 的宾语从

句。宾语从句中的主干为 the business didn ’ t have to co llec t sa les tax for the s tate ，该从句中的条件状语

中， where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a state ，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

：－：道革分析：－：：： fl 
第三段紧接着介绍被推翻的原裁定的具体内容及其造成的影晌。关键词为：①physical presence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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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ly responsible。

①旬介绍原裁定的具体内容：在某个外｜没有实体存在的企业不需要为本州代收销售税。 本句利用 a

business. . . the business. . . the bu sin ess 的主体词复现，聚焦于企业这一联系“州政府一销售税一消费

者”的关键，明确了其作为销售脱代收者的身份 。 而商家代收销售税的方式无非是将其包含在商品价格

内，所以以往的裁定相当于让某些商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变相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并由此获利 。

注：根据美国宪法，州销售税仅适用于与征税州有实质联结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原裁定做出了“外｜ 销售

税只有在本州设有实体存在的企业才有义务代为收取”的裁定 。

②旬指出原裁定的直接影晌：主动上缴所欠销售税的消费者为数喜事，各州利益受损。 responsib l e

for paying the sa les ta x . .. themse lves VS most didn ’t rea lize they owed it and few pa id 以理论 vs 现实的

对比反映出原先裁定造成的尴尬情形 ：虽然消费者原则上有义务自行上缴销售税，但知晓这一情况的人

本来就不多，真正上缴税款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genera lly （意为 in most cases“一般地；通常”）则进一步

反映出规定自身的模糊j性 。 所以，大多数消费者虽然不自知，但从结果而言还是以更低的价格购得商

品，因而获利 。 总而言之，原裁定使不少商家和1消费者或显或隐地获利，而使州政府利益受损。

【深层解读】本段通过介绍以往裁定的具体内容， I型~ Tiffi 了上段中 c巳rta in on li ne pu rc hases 的具体所

指，从而阎明州政府 l哪部分财政受损，体现了推翻原裁定的必要性：根据以往裁定，各州有销售税代收义

务的商家仅限于在本州设有实体存在的那些；而许多小型在线商家并非在每个州都设有实体存在，因此

这类商家无需为所有州代收销售税，而自行缴税的消费者比例又很低，各州利益因此受损 。

：·事题精解：i :: :/ 
37. It can be learned from Paragraphs 2 and 3 that the 37. 从第 2 、 3 段可知， 遭 到推翻的裁

overruled decisions 正，...E『
。

[ A] have led to the dominance of e-commerce [ A］ 导致了电子商务的主导地位

[ BJ have cost consumers a lot over the yea rs [ BJ 让消费者这些年蒙受巨大损失

[ C] were widely cri ticizecl by on line purchasers [ CJ 遭到线上买家的广泛批评

[ DJ were considered unfavo ra ble by states [DJ 被各州认为是不利的

［精准定位］ 第二段首先指出，各州称遭到推翻的两起裁定每年都给他们带来巨额损失，加大了对

某些网购商品的销售脱征收难度。第三段具体说明州政府财政如何损失：原裁定导致未在本州设立实

体存在的州外商家无需为本州代收销售税，而原则上需要交税的消费者也很少自行缴纳 。 由此可知，各

州认为原裁定对他们不利， ［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与第二段①句中的... states said cos t them billions of do llars in lost revenue 

a nnu a ll y 直接对应 。

[ A］将“原载定加大对某些阿购商品的销售税征收难度”蕴含的“某些电商（线上商家）得利”偷换为

“电子商务取得了主导地位”，而文中并未对不同商务模式的市场地位进行比较，“主导地位”纯属无中生

有 。 ［町、［ CJ的干扰均源于第三段②句“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欠税，上缴销售税的消费者也很少”，

但前者与“大多数消费者实际得利”相悖，后者将“大多数消费者未自行缴税”错误地归结为“他们对原裁

定不满并广泛批评” 。

［技巧总结］ 本题就“同一事件对不同主体的影 111句”命制事实细节题 。 fffit题可结合“从文章出发明确

事件影响吁H“从选项 /:I：＼ 发明确各主体所受影响”两个方向。具体来看 ： 第二段介绍被推翻的裁定给各州

带来财政损失 ；第三段说明被推翻的裁定认为在本州没有实体存在的商家不用代收销售税 ， 而消费者对

需要自交销售税大多不知情且很少人交。 因此，被推翻的裁定对各州不利、刘某些商家及消费者有利，

初步排除［町 、［CJ ，并确定 ［ DJ 正确 。 而剩下的 ［ A］涉及“电子商务” （ e-commerce :X.J' 应文中 的 on line 

purch ases ） ，其特点“占据主导地位”在文中没有提到，因此同样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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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J OJ us tice Anthony Kenn edy wrote that the previous 

decisions were flawed( .@“ Each year the physica l presence 

rule becom es furth er removed from economic rea li ty and 

res ults in significant( revenue losses to t he s tates , ” he 

wrote in a口 opinion joined by four other jus ti ces. 

@Kennedy wrote that the ru le “ limited s ta tes ’ a bility to 

seek long term prosperity and has prevented market 

participants from competing on an even playing fi e ld. ” 

大法官安东尼 · 肯尼迪写道，此前的

裁定有疏漏之处。 他连同其他四位大法

官在意见书中写道，“实体存在规则每年

都愈发脱离经济现实，使各州蒙受巨额收

入损失。”肯尼迪还写道，这项规则“限制

了各州寻求长久繁荣的能力 ，使市场参与

者无法在公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

（？词if（注：辱与难句分析；：＜ ii
( flawed [ flo:d］ α．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 ( be far/ furth er/ furthest removed from （与……大相

( significant [ s1g I nif1kant ］ α．相当数量的 ，影响明显的 > 运庭）

( hinder ['hind ＜＞］ 队 阻碍，妨碍 （ 38 题） (i ( long- term prosperity （辰 WJ 繁荣）

．经典搭配 l) @a n even/ level playing f i e l d （公平的竞争环境）

Kennedy wrote that the rule “ limited states’ ability to seek long- term pr咽perity and has prevented 

market participants from competing on an even playing field. ” 

句子主干 ： I that the rule “ limited sta恼’ ability to seek long-tenn prosperity 

' Kenn吨f wro忧民语从叫习雨言百百7 亏百「 后置定语

连词 谓i币2 宾语2 宾i再补足诏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Kennedy wrote tha t. .. ，宾语部分为 that 引导的宾话从句。宾语从句中， and

连接两个谓语结构，对从句主语 the rul e 的影响进行说明 。

；二逞篇分析 ：＜：： 1'
第四段借大法官的权威分析指出原裁定的疏漏之处，亦即推翻旧裁定、做出新裁定的必要性。关键

词为 ： flawed。

①旬概述肯尼迪大法官的观点：原载定有疏漏之处。 flawed （意为 spo il ed by having mi sta k巳s or 

weaknesses“有错误的，有缺点的”）是肯尼迪大法官对原裁定一针见血的评价 ， 这既呼应了上文所分析

的原裁定的不利影响 （ 目11 推翻原裁定的必要性），又预示下文将对其缺陷展开具体阐述 。

②③旬具体说明原裁定的疏漏之处。两旬间借 the physical presence rule. . . the rule ...形成的回指

展开对原载定中实体存在规则缺陷的具体分析。

②旬指出原裁定的本质问题：脱离现实。 furthe r removed from economi c rea lity 表明“原裁定严重脱

离现实”，再辅以 Each year 体现出这种情况仍在逐年加剧，从而说明当前调整税收规则 的必要性；

eco nom ic rea lity 则指当前“在线贸易繁荣”这一现实 ：即便企业并未在一外｜设立实体存在，也能与该州、｜ 发

生大量交易，从而建立“实质性联结”；亦自p ， 在当前环境下，实体存在已不再是“实质性联结”的必要条

件 。 signifi cant revenu e losses 借大法官之言H乎应了第二段①句中外｜政府的说辞：实体存在规则严重损害

各州利益（cost th em billions o f do ll a r s 门1 lost revenu巳 annua ll y ） 。 r es u l t s in 则明确了“原裁定脱离现实”

与“各州利益受损”两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 。 注： joined by four other ju s tices 指其他 4 位同意推翻原裁

定的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共设 9 名大法官，本次裁定的表决结果为 5 比 4 ）。

③旬指出原裁定的不良影晌 ：影晌各州长远发展、破坏市场竞争。 limit ed s tates ’ a bility to seek long

term prosperity 近义复现上句中的 signifi can t reve nu e losses to the States 但不完全相同 ：一方丽，销售税

漏收现象影响各州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原裁定变相鼓励商家避免在多州设立实体存在，而这些实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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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州发展是潜在有利因素（如雇佣本地劳动力、带动本地消费等） 。 prevented.. an 巳ven playmg 

field（阻止……公平竞争）明确了第三段首句中原裁定的潜在影响：在某个州有实体存在的商家需要为

本州代收销售税并上缴，因而在维持利润的前提下需提高商品价格，自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

【深层解读】本段通过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wrote. . . he wrote. . . Kennedy wrote 实现句间衔

接，并且通过 flawed→furth er removed 、 significant revenue l osses 、 limi ted states ’ a bilit y 、 p revented. . . an 

even playing fie ld 一系列负面评价的词汇实现“概述一详述”的逻辑，从大法官（即最高法院）的视角分析

原裁定的缺陷，从而体现推翻原裁定、做出新裁定的必要性。其内容虽与上段有重复之处（实体存在规

则使各州利益受损），但与上段着眼点不同 ：上段侧重于对原裁定本身的描述，围绕实体存在规则的具体

内容和影响展开；本段则借大法官之口对实体存在规则的缺陷和l影响进行了评价和分析，高屋建专n：地指

出了原裁定的本质问题、对各州及市场运转的不良影H归 。

第二至四段通过追溯新裁定的源头，实际呈现了新裁定的 ，~t\ 台背景，以“介绍原裁定内容 分析其

不合理之处一体现新裁定形成之必要性”的逻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完整的呈现。至此 ，作者已

清晰地呈现了最高法院做出新裁定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背景，预测下文必然会对新裁定带来的各种影响

展开论述，从而形成“引出话题一分析话题一讨论影响”的完整篇章逻辑 。

：：： ~ ：主题精解＜ 1'
38. According to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the physical 38. 根据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实体存在

presence rule has 一一一一一· 规则 。

[A] hindered economic deve lopment [A］ 阻碍了经济发展

[BJ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BJ 为国家带来了繁荣

[CJ harme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CJ 损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

[DJ boosted growth in states ’ revenue [DJ 促进了州财政收入的增长

［精准定位］ 第四段②句指出，实体存在规则脱离经济现实，使各州蒙受巨额收入损失；③句进一步

指出它使市场参与者无法在公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C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CJ是对 has prevented market participants from competing on an even playmg 

fi e l d 的同义改写 。

[A］将实体存在规则“使各州蒙受巨额财政损失”曲解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但原文讨论的是各州

“税收收入（ sa les tax, revenue）”，而非整体“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 lopment）”。［BJ 、 ［DJ分别与第四段

②句和③句实体存在规则“限制了各州寻求长久繁荣的能力”及“使各州蒙受巨额收入损失”相悖。

［技巧总结］ 本题针对人物观点命制事实细节题，解题关键在于准确定位、把握观点核心；同时需要

避开曲解观点（女ll 过度推断、反向干扰）、张冠李戴等常见干扰形式 。 具体来看，第四段是肯尼迪大法官

观点的集中体现：①句总述原裁定有缺陷，②③句具体阐述缺陷， F.! /J 实体存在规则（原裁定）的问题所在，

因此首先可排除［町、［DJ两个显然带有正面含义的选项（属于反向干扰）；经过与原文的比对后可进一步

排除刷f(f（， 文意的［A］，并最终确定〔C］为正确答案 。

V 0The rul ing is a victory for big cha ins with a 

presence in many states, s ince they usually co ll ect sa les 

tax on on line purchases a lready. @ Now, rivals( wi ll be 

charging sa les tax where they hadn ’ t before. ⑥ Big 

chains have been collecting sa les tax nationwide<Zl 

because t hey typically( have physica l stores in whatever 

state a purchase is being shipped to. 。 Amazo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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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裁定对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大型

连锁店而言是一次胜利，因为他们通常已经对

网购商品收取销售税了 。 如今，竞争者将要

（对消费者〉征收此前并未收取的销售税。 大

型连锁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收取销售税，这是

因为它们一般在商品运抵的任何一个州都设



with its network of warehouses, also coll ect s sa les tax 

in every state t hat charges it , though t hi rd-party sell ers 

who use the s ite don ’t have to. 

有实体店 。 亚马边有库房网络，同样在每个收

取销售税的 fl·！执行代收，不过利用亚马逊网站

；·司同时难句；分析＜ 1'
( rival [ 1 ra1 val］ η．对手，竞争者

( nationwide [,ne1Jan'wa1d] ad . 全国地

( typically [ 1tip1k1I Jαcl. 一般地，通常地

( entrepreneur [, ontrapra I n3: J 凡企业家（ 39 题）

( retailer [1ri:te1la］ η 零售商；零售商店（39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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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革分：玩二J
第五至七段介绍新裁定对各类商家带来的影晌及各方反应。

第五、六段介绍新裁定对两大类商家（在多州设有／未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影晌。

第五段首先指出新裁定对不同商家造成了不同影晌，随后重点介绍它对第一类商家（在多州设有实

体存在）的影晌。关键词为： big chains。

①②旬统摄第五、六段，指出新裁定使大型连锁店受益，使其竞争对手被迫开始代收销售税。

①旬介绍大型连锁店受益及原因。 前半句中，The r u li ng 指代最高法院所做出的新裁定（与首段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ursday 及第二段 The Suprem e Court ’s op ini on 相 H乎应），将话题拉回新裁定 ，

表明下文将聚焦新裁定展开论述 。 big chains w ith a presence in many sta t es 指出新裁定所影H向的第一类

商户（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大型连锁店） , victory 则明确指出新裁定对它们的影响：有利 。 后半句中，

collect sa les tax on onli ne purchases 再度明确本文主题“对网购商品征收销售税” 。 u s ua lly 与 a lready 则

说明这类商户一直在征收这种税款 。 前后半句借 si nce 体现因果关系， 同时又给读者留下了疑惑 ： 为什

么新裁定对这些已在征税的商家就是胜利？

②旬说明（大型连锁店的）竞争对手所受影晌。 Now 借其暗含的今昔对比之义，凸显新裁定带来直

接和实质影响的对象：大型连锁店的竞争者（ riva l s ） 。 w ill be cha rging VS hadn ' t before （完整形式为

where they hadn ’ t been charging sa les tax before）借 rN态的区别构成鲜明对比，明确了这些竞争对手所受

影响：需要开始代收销售税，因此其商品售价（含税）势必上涨 。 本句与上句借 will be charging sa les tax 

VS us ually coll ect sa les tax ... a l r eady 之间的对比 ， 明 Tiffi 了上句中 a v i cto ry 具体所指：之前尚未代收销售

税的商家今后也将开始代收，这使竞争双方获得了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而这对原本一直在代收销

售税、因而在价格上处于劣势的大型连锁店而言无疑是一个胜利 。

③④旬对①旬展开论述，具体说明已在代收销售税的商家情况。 两句中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

句和 with 结构分别说明大型连锁店和大型线上商家（如亚马逊）已经在代收销售税的原因：前者在全国

各州设有实体分店（ physical stores），后者在全国各州设有库 ffi ( network of warehouses ） 。 这两句通过

have been collecting sa les tax nat ionwide 、 co ll ec ts sa les tax in every state 对①句 us ua ll y co ll ect sa les 

tax. . . a lready 的呼应，以及 phys i ca l s tores in whatever state 、 network of warehouses 对①句 a presence in 

many states 的呼应，对①句具体阐述，即：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大型连锁店一直在对在线购物征税 。

④句 though 引发轻微转折，指出亚马逊网站的第三方卖家不用代收销售税， H音示实体存在规则在线上

商家内部也造成了不公平现象，为下文新裁定如何做出改变做好铺垫，即对②句展开论述 。

【深层解读】本段①②句首先简要指出新裁定对两类商家的影响 ，随后③④句针对第一类商家（大型

连锁店）展开论述。①句中虽然指出大型连锁店因新裁定而受益（ a v i ctory ），但是这种益处是通过②句

中其竞争对手被迫开始征收销售税而间接得到的，因此对①句展开论述的③④句只是介绍了大型连锁

店的具体特点，并未解释它们如何受益，预测下文将通过分析新裁定对其竞争对手的影响来体现它们受

益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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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④句中 Amazon. com 因其特殊性，既是对上文大型连锁店的补充，也是对下文的铺垫：亚马逊

本身虽然不是大型连锁店，但因为在多州设有仓库，所以根据原裁定就需要代收销售税，处境与大型连

锁店相似；而依靠其网站的第三方卖家虽然和亚马逊同样是电商，却因为没有实体存在，所以无需代收

销售税 。 这表明 ， 电商内部也存在不公平现象，预测下文将着重分析新裁定对这类无实体存在的商家的

影响（即 ：解释新裁定如何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 。

c ~：辜题信，解：：~ ：：： ff
39. Who are most likely to welcome the Supreme Court 

39. 谁最有可能欢迎最高法院的此次裁定？
ruling? 

[A] Internet entrepreneun [ A］互联网企业家 。

[BJ Big-chain owners . [ BJ 大型连锁店主 。

[ C] Third- party sell ers. [ CJ 第三方商家 。

[ DJ Small retail ers. [DJ 小型零售商 。

〔精准定位］ 第五段①句指出，本次裁定对在多州设有实体机构的大型连锁店而言是一次胜利，所

以最有可能欢迎此次裁定的应该是大型连锁店店主， ［B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BJ Big-chain owners 与第五段①句 big cha i ns 所指相同 ，句中 a victory 体现出

新裁定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好，因此他们应该最欢迎（welcome）此次裁定 。

[A］与第七段④句“互联网企业家完全没有受到本次裁定的周全考虑”相悖。［CJ 、 ［ DJ与第五段④

句和第六段②句“第三方商家和小型零售商原本无需代收销售税，而此次裁定迫使他们开始收税”所暗

示的“不会欢迎本次裁定”相悖 。

［技巧总结］ 题干设问句表明，本题是就“事件对各方影响”设置的事实判断题， ff(/o题关键在于准确定

位各方受到的影响 。 具体来看，对第五、六段描述各类商家所受影响可定位如下：第五段①句明确指出

新裁定对大型连锁店而言是胜利（ a victory for big chains with a presence in many states）；第六段③句指

出，根据新裁定，各州可立法强制要求州外商家（包括第三方卖家和小型零售商）开始代收销售税

( requir ing out-of-s tate sell ers to co llec t the state ’s sa les tax from customers），由此排除［CJ 、［DJ并初步确

定［BJ 为 答案。最后，根据末段信息“互联网企业 家没有受 到本次裁定的周 全考虑（ internet 

entrepreneurs are not well served at al l by this dec i s i on）”排除［A] .

VI O Until now, many se ll巳rs that have a physica l 

pr巳sence in only a single state or a few states have b巳en able 

to avoid charging sa les taxes when they ship to addresses 

outside those states. @ Sellers tha t use eBay and Etsy , 

wh ich provide platforms( for sma ll er se ll 巳r s, also haven ' t 

been co ll ect ing sa les tax nationwide. @ Under t he ru li ng 

Thursday, s ta tes can pass laws requ ir ing out of state 

sell ers to co ll ec t the state ’s sales tax from customers and 

send it to the s tat e. 

在此之前，许多仅在一个或数个州有

实体存在的商家在向州外地址运送（商

品）时都可以避免收取销售税 。 那些使用

eBay 和 Etsy （均为较小商 家提供销售平

台〉的商家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收取销售

税。 而根据周四的裁定，各州可通过法

律，要求州外销售商对本州顾客收取销售

税，并上缴本州 。

::: -:: ¥.it注释与难句：云：斤：＜ 1'
( platform [ 1 pl retfo:m］ 凡 平台 $ ·经典搭配

；①…f-s ta te （少i'I 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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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衰草：：· ： ；／
第六段介绍新裁定对第二类商家（未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影响。关键词为：out-of-state sellers。

①②旬说明第二类商家的具体情况。 两句中 many se ll ers that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in onl y a 

single state or a few sta tes 与 Sell ers that use eBay and Etsy 要么并未在各州设有实体存在 ，要么依靠电

商平台开展线上交易（即第三方商家），两者借 a l so 体现并列关系，正是第五段②句中 riva l s 的具体所指；

avoid charging sa les taxes 和 haven ’ t been collecting sales tax nationwide 两者的近义复现也呼应了第五

段②句中 hadn’ t ( been charging sa les tax before），再次明确这类商家特点：未在全国施围内代收销售税。

③旬介绍这类商家受到的具体影晌：将被迫开始代收销售税。 Under the ruling Thursday 与段首

Until now 体现新裁定出台前后的情形对比，表明新裁定带来巨大变化 。 co ll ec t the s tate ’s sa les tax from 

customers 则直接呼应上段②句 will be charging sa les tax ， 明确了新裁定对这类商家的具体影响：裁定出

现之前，这类商家无需代收销售税；裁定之后，他们将开始代收销售税。 states can pass laws requ iring 与

第一段 States will be ab le to force 遥相呼应，明确了各州行使新权力的具体办法：立法强制商家执行 。

【深层解读】第六段是对第五段②句的具体阐述，明确了新裁定对第二类商家（大型连锁店竞争对

手）带来的影响：前两句说明这些竞争者此前并未代收销售税 ，③句转而指出新裁定允许各州立法强制

他们对消费者代 lj:5[销售税。至此，本段联合上段③④句完成了对上段①②句的具体阐述，即：新裁定要

求未在多州设有实体存在的商家开始代收销售税，这无疑维护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一直代收销售

税的大型连锁店而言是一个胜利（ a victory ） 。

咂， 0 R etail trade groups praised the ruling, saymg It 

levels the playing fi eld for loca l and online businesses. @ 

The losers, said r eta il analys t Neil Saunders, are on lin巳

only retailers, especia ll y small er ones. @ Those retailers 

may face headaches( complying with various state sa les tax 

laws. 。 The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Council 

advocacy group said in a statement ,“Small businesses and 

internet entrepreneurs are not well served at all by this 

decision. ”[ 444 words] 

零售贸易团体赞扬了这项裁定，称其

为地方商家和线上商家创造了公平的竞

争环境 。 零售分析师尼尔 · 桑德斯表示，

输家是纯线上零售商，尤其是小型纯线上

零售商 。 这些零售商可能妥面临遵守不

尽相同的各州销售税法的麻烦事 。 小企

业与创业委员会这一倡议团体在其声明

中表示 ：“小型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家完全

没有得到本次裁定的丝毫考虑 。”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 headache [ 1 hede1k] n. 使人头痛的事，棘手的事 $ · 经典搭配
( er ren 

家精神 $ ( comply with （遵从，道：循）

③factual 问ctJual ］ α （基于〕事实的 ；与事实相关的 ; ( adv y gro t 

．语篇分析 －：：： 1' 
第七段介绍各类商家对裁定的反晌。

①旬指出零售业界反应：欢迎本次裁定。 主句部分借 prai sed the ruling 体现出零售贸易团体对新裁

定的公开欢迎（ prai se 意为 to say that you admire and approve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especia ll y 

publicly“ ［尤指公开地］称赞，赞扬勺，伴随状语 saying. ..对这种欢迎态度做进一步说明：新裁定创造了

公平的竞争环境 。 leve l the playing fi e ld 字面意思为“使运动场平整”，进而衍生出“创造公平竞争的局

面”的 含义 （ to make a situation in which peop le are competing fair, with no one having special 

ad vantages）。 Reta il trade groups 代表的是（尤指在多处开设门店的）零售商家，此前由于实体存在规则

利益受损 ， 自然因为本次裁定推翻该规则而喜出望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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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④旬指出线上零售商的反应：对裁定表示失望。

②③旬首先明确本次裁定中的失利方：纯线上零售商。

②旬援引分析师原话指出遭到打击的是纯线上零售商。 losers 与①句中 praised 形成鲜明对比，将

视角从赞扬新裁定的零售贸易团体（ Reta il trade groups）切换至纯线上零售商（ online only retailers），表

明本句开始阐述新裁定“受害者”的反应 。 由 online only retai lers 到 smaller ones （完整形式为 smaller

online-only retailers），范畴上的缩小其实凸显了本次裁定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是之前的最大“受益
者”：小型纯线上零售商。这是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新裁定出台之前，这些商家鲜有实体存在，因此无

需代收销售税（即价格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而新裁定 ！±＼ 台之后，所有商家都需同等征税，因此这些商家

失去了原本的竞争优势（即新裁定的最大输家）。

③旬指出纯线上零售商将面临的难题。 may face h eadaches 表明新裁定给这些商家带来了重重难

题（ headach e 意为 a problem that is difficult or annoying to deal with “使人头痛的事，棘手的事勺。

complying with various state sales tax l aws 明 fifll 难题“不仅要开始代收销售税，而且还要遵守各州不同的

税收规则”（根据第六段③句，最高法院裁定各州有权自行立法，强制州外商家代收销售税）。

④旬论证②③旬，援引相关倡议团体的声明表达线上零售商对新裁定的失望之情。

Small bus inesses and internet entrep reneurs 呼应②③句中 online-only retailers 及 smaller ones ，而

are not well served at a ll 则表明了他们对新裁定彻底失望（ well 意为 thorough ly and completely “完全

地；彻底地”， 此处用来加深该团体对新裁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 注： Small businesses 与 internet

entrepren巳urs 并列出现，此处指专注于线上业务的小型企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受到新裁定的巨大

负面影响，因而也是小企业与创业委员会的保护对象。

【深层解读】本段介绍了两类商业团体对新裁定的不同反应，实为第五、六段中新裁定对两类商家不

同影响的逻辑延伸 ：对零售商而言（包括大型连锁店），新裁定消除了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确保了公平

竞争，这对他们而言是竞争领域的胜利（ a victory），因此他们赞扬这项裁定；而对线上零售商（包括第三

方卖家）而言，新裁定消除了他们原有的价格优势，使得他们难以与大型零售商抗衡，是本次裁定的输家

( losers），因此他们对本次裁定感到失望 。

；·．主题：精解：：~ ：：： 1'
40. In dealing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40 . 在 论述最 高 法 院周四的 裁 定时， f乍

Thursday, the author 者 。

[A] gives a factual accou nt of it and discusses 
[A］对其进行客观描述并讨论了其影响

its consequences 

[ B] describes the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of 
〔BJ 对其漫长复杂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描述

its making 

[CJ presents its main points with confli ct i吨 views
[CJ 介绍其要点并提供了对立看法

on them 

[ D] cites some cas巳s related to it and ana lyzes 
[DJ 列举相关案例并分析了其影响

their implications 

［精准定位］ 本文首段概述事件：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对在线购物征收销售税。第二至四段对新裁

定的来龙去脉进行客观描述，包括其推翻的原裁定内容及推翻的原因。第五至七段介绍了新裁定对各

类商家的影响及他们的反应 。 由此可见， 〔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 ［A］体现文章“概述事件详述事件说明影响”的整体结构。

[BJ把第三、四段对原裁定的回溯及其缺陷的分析曲解为新裁定的形成过程，但本文并未介绍新裁

定形成前所经历的复杂司法程序；另外，该选项完全没有涉及第五至七段关于新裁定影H向的论述。［CJ

利用末段不同团体（零售贸易团体和在线零售商）对裁定的不同反应干扰，但显然无力概括全文。［DJ源

于第三段①句 The cases the court overturned，但文中是为了分析原裁定的缺陷，从而说明做出新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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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而非列举相关案例；另外，本文第五至七段分析的是新裁定的影响，而非其他案件的影响 。

［技巧总结］ 本题与 20 1 8 年 Text l 最后一题相似，同样考查全篇论证结构，考生需站在全文高度

抓取文章主线，切忌圄于个别段内容 。 具体来看，题干中的 the Supreme Court decis ion Thursday 提示

它是全文关注核心 ，答案应体现文章如何围绕它展开论述 。 根据第二至四段的事实细节及第五至七

段的事件影响及各方反应可确定［A］为答案。 同时结合排除法确保答案正确 ： 文 中并不涉及本次裁定

的形成过程（大法官内部争论〉，排除［BJ ； 并无针对裁定结果本身的观点交锋，排除 ［CJ ； 并无案件引

述 ，排除［DJ o 

Part B 如何赢得每一场争论

回滔届四田

，...~画酌Y"li画E

回事瞌耻现
原文外教朗读

等＝~主窒息垫分折
本文节选自杂志 Time 《时代 》20 1 8.07.02 一篇题为 How to Win E very Argument （如何赢得每一场

争论）的文章 。 主旨：剖析“争论（ argument）”的本质，并提出正确的争论方式。 脉络：典型的“驳论一一立

论”结构 ：先批驳以卡耐基为代表的错误争论观“争论就像争斗或 比赛 ，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因此应竭

力避免” ，后提出正确的争论现“争论需要理性的交流与客观的评判 ，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争论

的过程是思想碰撞、启发思维、相互学习的过程”。

等 三」嚣篇分割
[A] OThese tools can help you win every arg ument 这些方法能助你赢得任何争论 不

- not in the unhelpful sense of beating( your oppon n s 是从打败对手这种毫无助益的 意义上获胜，
but in the better sense of learning about the iss ues that 而是从更好的意义上获胜：了解使人们产生

divide people, learning why they di sagree with us and 分歧的问题，认识到他们为何与我们观点相

lea rning to ta lk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f) If we 左， 学会与其交谈并与其合作 。 如采我们重

readjus t our view of arg uments - from a verba l fi ght or 新调整 自己的争论观一一从“一场口舌之战

tenni s game to a reasoned( exchange through which we all 或一场网球比赛”转 变为“一场我们都能从
ga in mutual re~pect and understandi ng then we change 中获得相互尊重与理解的理性交流”一一那

the very nature"' of what it means to “ win” an argument. 么我们就会改变“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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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readjust our view of arguments - from a verbal fight or tennis game to a reasoned exchange 

through which we all gain mutual respect , and understanding - then we change the very nature of what it 

means to “ win” an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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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which we all gain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一

介词提前引导词 主语谓语 宾语

定语从句

If we rea句ust our view of arguments - from a verbal fight or 臼nnis game to a reasoned exchang 

引导词 主语谓语 宾语 解释说明谓语＋宾语

句子主干 ： ↓条件状语从句

逻辑词主语谓语 宾i吾

then we change the very nature of what it means to “ win” an argument. 

介词结构作定语修饰宾语

:: 
[A］段指出应正确认i只“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并提出建议：重新调整我们的争论观，以改变“赢得

争论”的本质内涵。

①旬明确“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 作者借取舍结构辅以褒贬评价 not in the unhelpful sense of. .. 

but in the better sense of，并结合增文势、广文义的排比结构 learning about .. . learning why. . . and 

learning to .. .说明“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 ：不是打败对手，而是自我提升（“更透彻了解分歧问题→更清

楚认识对方观点理由→学会交谈和l合作”这一过程提炼即为：增长智慧，磨练思维，寻求共识） 。 副词

every 则强调一切争论都可以成为自我提升的机会 。

②旬提出建议／愿景：调整我们的争论观，以改变“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 If. . . then we ...以因果
顺承传达“提出建议一一明确愿景”的逻辑 。 从句 If we readju st our view of arguments ... from ... to. 

提出建议：变“争斗或竞赛式争论观”为“理性交流式争论观”。 主句 we change the very nature of what it 

means to “ w in” an argume nt 说明意在实现的结果 ：改变“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回应①句 ： 变“打败对

手”为“自我提升勺 。 其中 very 用作形容词，意为“正是的，就是”，用于加强语气并回指前文 。

【i吾义逻辑链】 本段两句前后呼应 ： a verbal fight or tennis game 呼应 beating your opponents; a 

reasoned exchange 呼应 learning abo ut. .. learning why . .. and learning to .. .，明确语义逻辑 ：改变“争论

观” ，从而改变“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 。

E路析、词解析】 一 、 ［ A］段回指代词 These too l s 提示上文已经提及“争论的方式或策略”，已定位的

[CJ 中列举多个争论技巧 C .. . formu late ... and honestly as k .. . ask them to ... Spell out . .. Assess .. . 

Rai se . .. and li s ten ... ）可能是其上文；二、［A］段①句以铿锵有力的语言明确“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②

句面向读者提出建议／发出呼吁 。 且文中词汇照应其他多个段落： the issues that divide peop le 、 ta lk and 

work together wit h them 照应［G］段 ； a verbal fi ght or tennis game 照应［D][F］段， a reasoned exchange 

照应［G][B][C］段等。从“行文逻辑”和“词汇照应”两个角度都可推测，［A］段很可能为文章末段。

[ B ] 0 Of course, many discuss ions are not so 

s uccessfu l. 8 Still, w巳 need to be careful not to accuse① 

opponents of bad arguments too quick ly. @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evaluate® them properly. 。 A large part of 

evaluat ion is ca lli ng out bad arguments, but we also need 

to adm it good arguments by opponents and to apply the 

same critica l stand a rds to ourse lves. @Humility( requir es 

you to recogni ze weaknesses in your own a rgum ents and 

sometimes also to accep t reaso ns on the oppos ite s ide. 

当然，许多讨论并非如此成功 。 尽管

如此，我们依然需妥小心避免急于指责对

手论点荒谬 。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恰当地评

估他们 。 许佑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指出对

手坏论点，但我们也需要承认其好论点，同

时也需妥将同样的评判标准应用于我们自

身 。“谦恭”妥求你认识到自身论点的薄

弱，且有时也需要你接受对方立场的理由。

( accuse [ 01 kju :z] v. i.造责 ，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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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ility [ hju:'mrlat r J 11. 谦虚
．经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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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毒资括：. ::1' 
[BJ段介绍争论过程并不顺利的情况下的争论／讨论技巧。

①旬让步承认并非所有讨论都会非常成功。 Of course 让步引出大众普遍知晓的情况 。 not so 

successfu l 引 发下文：不顺利的讨论需要如何应对。

②③④旬指出即便争论过程不 JI民也有多种应对技巧 。 St ill C 尽管如此，然而）承①句转折； we need 

to . .. We need to ... we a lso need to . .. and to ... 层层递进 ，给出正确的应对之策：不要太快指责对手→学

会正确评判对手观点→承认对方观点的可取之处并利用同样标准评判自身观点 。 其中④句以 but 体现

转折、说明正确评估对手的双重目的（语义重点在后）：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找出对方谬论”（ ca lling out 

bad arguments ，其中 ca ll out 本意为“召唤出来”，此处带比喻色彩）；但也要承认对方好的论点，并以此反

思自己观点。
⑤旬总结指出：要抱有谦恭的态度去争论 ，承认自己不足并接受对方合理观点。 H umil1 ty req u1res 

you ...概括提升 we need to ... We need to . . . we also need to . .. and to ... 。 1℃cognize weaknesses in yo ur 

own argument s 与 accept reasons on the opposite s ide 分别概括上文 app ly t he same cri t ical standards to 

ourselves 与 not to accuse opponent s of bad a rgum巴nts too quickly/ admit good arguments by oppon ents 。

E语义逻辑链】本段以反义词／近义词复现 accu se... too quickly VS eva luate . .. properly/ evaluation/ 

the same crit ical standa rds 点 明“争论过程不顺”时的主要应对策略：理性客观评判对方以及自己论点。

【路标词解析】段首逻辑词 Of course 以及回指词 so successful 表明上文已经提及某些讨论非常成功，

其余备选段落涉及成功讨论／争论的有［A]C末句涉及“win～n argument）、［G]C末句 Now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tions and recognize our shared values 表明“讨论／争论最后达成共识，很成功勺 。

[C]O None of these will be easy, but yo u can s tart 

even if others refu se to. @ Next time you sta te your 

position, formulate( an argument for what you claim and 

honestly ask yourself whether yo ur arg ument is any good. 

@ Next time you ta lk with someone who takes a stand , 

ask them to gi ve you a reason for their view . 。 Spe ll out 

their argument full y and charitably( . 0 Assess its 

s trength impartially③．。 Ra i se objections® and li sten 

carefully to their replies. 

这些之中没有哪一项是可以轻易做到

的，但你可以开始践行， 即使他人拒绝（开

始） 。 下次阐述自 己立场 时 ，就自 己 的诉求

形成一个论点爱并坦诚地问问 自己你的论点

到底是好是坏 。 下 次与 持有某一立场的人

交谈时，要求他们给你 一个持此观点的理

由 。 全面且宽容地仔细琢磨他们的观点 。

不偏不倚地评判其优点 。 提 出 异议并认真

听取对方回复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J
( formulate [ 'fo:mjule1t] v. 形成，制定，规划

( charitably [ 'tJreratab!1 ］ αd 具有同情心地，宽容地

( impartially [ ,1m,pa:Ja1I］ αd 公正地

( objection [ab1d3ekJan] 11. 反对理由，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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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 ：：： ；／
[CJ段介绍如何从自身做起、进行理智争论。

①旬鼓励人们努力开始运用正确的争论方法（浏览随后各句可知 these 指代“正确的争论方法、策

略”） 。 None . . . wi ll be easy 强调这些方法的“难以掌握”； you can start even if others refuse to 转而强

调，即便这些方法难以把握、就算别人可能会拒绝，你自己也应该开始践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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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⑥旬以并列结构 Next time you state your position ... / Next time you talk with someone ...分别从

“如何阐述自己立场”和“如何对待对方论点”两个角度说明应如何进行理智争论。

②旬说明如何阐述自己立场：就个人诉求形成论点并进行自我评判。 formu late 强调就个人诉求形
成论点需认真考量并明确表述； honest l y 强调对自己观点的评判要认真坦诚 。

③④⑤＠说明应如何对待对方论点。连续祈使旬 ask them to ••. Spell out •.. Assess •.. Raise •.• and 

listen ...指出过程：要求对方给出合理论据→充分琢磨对方观点→做出公正评判→提出异议→认真昕取

针对异议的回复 。 多个副词 fully 、 char ita b ly, impa rtia lly 、 carefull y 共同强调争论双方争论过程中应保持

的态度 ：认真、耐心、宽容、公正 。 其中③句 take a stand 意为“表明立场 ，持某观点气stand 与 pos i t i on 同

义，意为“观点，立场”）；④句 spel l out 意为“研究，琢磨”；⑤句 its 回指 th eir a rgumen t ； ＠句 their 指代

som eone o 

[i吾义逻辑链】本段以 you can start . . Next t ime yo u ... Next time yo u . . . . 传递作者就如何理性争论

的建议 。 段落整体传递的争论现为：争论的真谛在于，双方通过阐发不同意见和主张，在思想撞击、语言

交锋的过程中达到启思维、辨真伪、论是非、求真理的目 的 。

【路标词解析】一、本段内容可视为对［E］段 the point of a rguing 的正面阐释，必位于［ E］段之后（但

不一定紧随其后）。二、首句指代词 None of these 提示上文出现两个或多个并列，而备选段落中出现并

列句的只有［B] (we need to .. . W e need to .. . we a lso need to .. and to .. . Humi lity requires yo u to ... and 

sometimes a lso to ... ） 和 ［ D ] C. .. if arguments were fight s ... if arg uments were even just 

competitions .. . ），故［CJ可能与［BJ或［DJ衔接 。

[DJ O Ca rnegie would be right if arguments were 

fights, which is how we oft en think of them. @ Like 

physical fi ghts, verbal fights ca口 leave① both s ides 

bloodi ed. @Even w hen you win, you end up no better 

off. 。 Your prospects would be almost as dismal( if 

arguments were even just competitions 一 like , say, 

t ennis games. 0Pairs of opponents hit the ball back and 

forth until one winner emerges from all who entered. 

0 E verybody else loses.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why 

so many people try to avoid arguments, especially about 

politics and religion. 

假若真如我们经常持有的看法，争论等

同于争斗 ， 那卡耐基是对的 。 就像肢体冲突

一样，言语冲突也会致使双方流血受伤 。 即

使你赢 了 ，结采也并非从中受益 。 假若争论

即使只算是比赛一一比如说网球赛，你的前

景也会是几乎同样糟糕 。 一双双对手来回

击球，直至一人从所有参赛者 中 脱颖而 出 。

其他所有人均是输家 d 正是源 于这种想法 ，

才会有那么多 人极力避免争论 ， 尤其是关 于

政治和宗教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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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 [ Ii ’: v] V. 造成、使留下（某种后果）

( dismal ['d1zmal］ ι 惨淡的，差劲儿的，不怎样的

．经典搭配

$ ( end up ＋αdj. / adv. （最终处于 ，最终成为）! ②be阳 0阳更好的）
$ (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囚，反复）

三毒草分：每· ＼I
[DJ段剖析解释错误的争论观（将争论等同于争斗或竞争，并认为参战／赛者得不偿失）并说明其导

致的社会问题：令公众回避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辨与探讨。

①至⑥旬剖析解释错误的争论观。

①②①旬指出，错误的争论观往往会将争论等同于争斗（ arguments = fights ）。

①旬指出，若将争论等同于争斗，贝lj 卡耐基正确。 虚拟语气 Carnegie wo uld be right if arg uments 

were fight s 暗示卡耐基观点的理论根基“争论即争斗” ，并传达作者观点“卡耐基观点错误，争论并非争

斗”。 which 从句补充指出和卡耐基一样持错误争论观者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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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旬说明“争论即争斗”这一看法为何会导致争论厌恶：争斗两败俱伤、只有输家没有赢家。

②旬指出争吵双方都会深受伤害。 verba l fights 回指①句 fights，传达卡耐基等对争论的认知。

leave both sides bloodied Cleave 意为“造成（某种后果）勺以肢体冲突的严重后果“双方流血”形象说明言

语冲突同样的后果“两败俱伤”。

③旬补充指出即使赢家也好不到哪去。 Even when 体现让步转折，引出貌似有利的情形：你是赢家

(you win） 。 end up no better off( end up 指 ［尤指经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后］最终处于（某种境地））

则强调（在打斗式争论中）赢家结局也并不美妙：虽胜尤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④⑤⑥旬指出，即使将争论等同于比赛（ arguments = competitions），也会认为争论多输家。

④旬指出即便争论是“比赛”，参赛者／争论者前景也很糟糕。 本句以虚拟语气（. .. wou ld be… if. .. 

were . .. ）假定情形，其中 Your prospects 顺承③句 you end up 所蕴含的“最终结局”意味； almost as 

dismal 暗中回应 bloodied/ no better off ， 同级比较强调］同样“流血受伤”的情形； even just competitions 暗

中与 fights/verba l fights 相较，让步强调“虽然相比争吵／打斗，竞争相对更为正面、文明”（但尽管如此，

依然对双方不利） 。

⑤⑤旬具体说明“比赛／争论多输家”。 名词分类 Pairs of opponents 、 a ll who ent ered 、 one winn er 、

Everybody e l se 以及动词对比 emerges（脱颖而出） VS l oses 凸显比赛／争论情形：只有一人胜出，但也是

经过了多轮奋战、疲惫不堪；其他所有人则均为输家。

⑦旬顺而引出上述错误争论观的后果：令公众回避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辨与探讨。 句子以 sth is 

why ... 结构传递因果关系； This kind of thinking 回指前六句所述观点 ：争论即为争斗或比赛，参战／赛者

多为输家； so many people try to avoid arguments 与 especially about politics and r eligion 形成语义递进、

蕴含作者深切担忧：公众极力避免争论，便不会有思考与辨别，不会有多元化的声音存在；公众尤其会竭

力避免关于政治和宗教的争论，更是会伤害民主，造成麻木。

【语义逻辑链】本段以 if arguments were fights ... if arguments were eve口 jus t competitions ...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why ...衔接，阐释错误的争论观“争论即争斗或比赛”，并说明其影响 。

E路标词解析】一、〔DJ段首句出现人物 Carneg i e 并评述其观点，提示上文一定介绍了卡耐基对争论

的看法 。 备选项中只有［E］出现了这一人物，且全名出现。二 、 ［ DJ段末句 so many p巳o pl e try to° avoid 

arguments 照应［E］段 to avoid it/ argument . . . This avers ion to a rguments is common 。 综合两条可知，

［町、［E］两段关系紧密，且［E］在［DJ前出现 。

[E] 0 In his 1936 work( How to Win Friends 

αηd Influence Peoρle , Dale Carnegie wrote:“There 

is only one way . . . to get the best of an argument(- 

and that is to avoid it. ” 8 This aversion( to 

arguments is common, but it depends on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 that causes profound problem s for 

our personal and social lives - and in many ways 

misses the point of arguing in the firs t place. 

在其 19 3 6 年首版的著作 《如何赢取友谊

及影响他人》中，戴尔 ·卡耐基写道 ：“只有一种

方法……可以赢得争论－一一那就是避免争论 。”

这种对争论的厌恶普遍存在，但它是基于一种

错误的争论观 ，这一争伦观给我们的个人生活

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大问题一一一且在许多方面从

一开始便误解了争论的内涵 。

＞：；如t注平均萃句分析j :: ;/ 
( work [ wa:k] n. 著作，作品

( argument ['u:gjumant] n. 争论；论据，论点；异议

( aversion [ a1va:fan] n. 厌恶，讨厌，反感

．经典搭配

自 ( get the bes t of s th（获胜，胜过，占上风）

~ @mi叫Join叫领会意思）
( 111 the first place（最初，一开始，起初 ）

This aversion to arguments is common, but it depends on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 that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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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problems for our personal and social lives - and in many ways misses the point of arguing in the 

first place. 

分句 l: 分句2:
This aversion to arguments 1s common, but it depends on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 

主语 系动词表语 转折连词 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从句

that causes profound problems for our personal and social lives - and in many ways misses the point of ... place. 

引导词 谓语l ＋宾语 l 并列连词 状语 谓语2＋宾语2

：－：语毒分括：：＜： ；／
[E］段由成功学大师卡耐基名言，引出一种错误的争论观。

①旬介绍卡耐基观点：赢得争论只有一种方法一一那就是避免争论。 to get the bes t of a口 argument

( get the best 兼具“获胜”与“获益”之意）点明论述对象“如何赢得争论／从争论中获益” 。 there is only 

one way 、 and that is to avo id i t 以强调副词、语义重复、以及矛盾修辞，凸显卡耐基观点 ：争论有害无

益，最明智的做法便是避免与人争论。

②旬评判上述观点：这种对争论的厌恶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争论观。

本句采用评判句式 sth is ... but it ... 重心后置，欲抑先扬 。 Thi s aversion to arguments(aversion 意

为 a strong di slike of sth“厌恶，反感”〉概指卡耐基观点并明确其实质：厌恶争论 。 common 指出这种观

点的普遍性：“避免争论”是大众普遍遵循的社交准则 。 but 转折开启作者批判，直指这种对争论的厌恶

理论根基错误 C depends on a mi s taken view of arguments ） 。 that 定语从句修饰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首先指出其危害一一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大麻烦 （ cause profound problems . .. ）；随

后指出其错误程度之深一－完全曲解争论的内涵 （ misses the point of arg uing) , in m any ways（从多个方

面）、 in the fir st place（从一开始、最初）强调曲解的方面之多、程度之深 。

Ci吾义逻辑链】本段以 Thi s aversion to arguments is ... 在两句之间形成“述一评”逻辑，语义重点在

后。②句 but 转折前后实则从两个角度凸显对错误争论观进行剖析批驳的重要性：错误程度深、危害

大；持此观点者众 。 且暗示下文将会论述：这种错误争论观的内容是什么 ？ 引发何种问题？争论的真正

内涵又是什么？

E路标词解析】 一、本段开头出现人称代词 his，可能会令考生误认为此乃承接前文而来（本段不能作

首段） 。 但旋即发现， his 并非承上指代，而是指随后的 Da l e Carnegie，人物全名 Dal e Carnegi e 以及其作

品名称说明该人物在全文首次出现。二 、本段①句卡耐基争论观的关键词 avoid it/ argument 复现［DJ段

末句 avoid arguments，因此两段关系密切，且由人名呈现可确定［E］在［DJ前。 三、本段两句为“树靶一批

驳”逻辑，且第二句概括凝练且意犹未尽，预示下文必将解释 。 由此可推知本段在全篇中位置靠前，很可

能是第一段 。

[ F] 0 These vi ews of arguments a lso undermine① 

reason. 8 If you see a co nve rsa tion as a fight or 

competition, you ca n win by cheating as long as you 

do日 ’t get ca ught. 8 You wi ll be ha ppy to convince® 

people with bad arguments. 。 You can callCD their 

views s tupid , or joke a bout how ignoran t they are. 0 
No ne of these tricks w 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m, 

their positions® or the issues that di vide yo u, but they 

can help yo u win in on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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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观也会暗中瓦解理智 。 如采你

将一场对话看成是一场争斗或是一场比赛，那

么只要不被逮住你就可能会以欺骗手段取胜。

你将乐于使用荒谬的论据来说服他人。 你会

称对方观点愚蠢至极，或取笑他们多么元，知 。

这些伎俩之中，没有任何一种会助你理解他

们、他们的立场、或使你们产生分歧的问题，但

是它们能帮你获胜－一一某种意义上的获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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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mine [ Anda' ma1n] v . 逐渐削弱，暗中破坏

( convince [ kan'v1ns] v. 说服，使相信

( call sth+ adj. 认为某物怎么样

\\ ( position [ pa 1z1Jan］ 凡立场，态度

> ·经典搭配

i get ca吨h

：？毫篇介：括三J
[F］段分析错误争论观的另一负面影晌：破坏人的理智。

①旬总述问题：这些争论观也会破坏人的理智。 undermine reason 指辩者为了获胜会失去理智、做

出不合理行为。 注：此处 reason 意为 “思考能力，判断力，理智”，是不可数的抽象名同；有别于〔BJ 段

reason 意为“理由、原因”，为可数的具体名词。

②③④旬逐层深入，说明错误争论现如何破坏理智。 ②句 If you see a conversat io口 as a fight or 

compet itio n 重申错误争论观“认为辩论是争斗或比赛”，该从句限定范围为②句主句 以及③④句 ， you

ca n .. . You will be happy to ... You can ... or ... 层层递进，指 Hi 1i:t- 者 的不理智行为 ：作弊取胜（ win by 

ch ea ting）→乐于诡辩（ convince peop le with bad arguments）→况毁污蔑（ ca ll th eir views stupid, or joke 

about how ignora nt they a re），从最初的“使用不当手段”到“强同夺理”再到“恶意毁谤”，辩者理智尽失 。

注：③句 arguments 意为“论据，论点”，有别于①句的“争论” 。

⑤旬说明后果：无益于相互理解和问题解决。 these ticks（这些花招，伎俩）概指②①④句内容，并表

明作者否定态度 。 取舍机构 None.. . w ill help yo u . .. but they can help you ...明确上述花招带来的结

果 ：只能带来胜利虚名，而对争论双方和l问题解决没有任何益处 。 破折号 in one way（某种意义上的） ｜暗

中否定“看似胜利，实则并非真正的胜利” 。

E语义逻辑链】段中 undermine reason/ cheating/bad arg uments/ call their views stup id/ joke about/ 

tri c ks 与末句 help you win- in one way 前者直接批判 ，后者 ｜暗中 H朝讽，共同传递作者对错误争论方式的

批驳 。

【路标词解析】 一、指代词 These views of arguments 以及逻辑词 a l so 表明上文已经提及错误的争论

观．且已经指出其他弊端，而［DJ和l [ E］均提及卡耐基争论观存在的问题，可能与之并列； 二 、②句 If yo u 

see a conversa ti on as a fight or competition 复现［DJ段关键词 fights/ compe titi o ns ，且 ［DJ段重在阐释这种

争论观， ［F］段重在说明其负面影响，因此［DJ在 ［F］之前 。

[ G] 0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win arguments. 8 
Imagine that yo u favor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in 

our s tate, and I do no t. @ If you yell( ,“Yes ,” and I 

yell , “ No ,” neither of us learns anything . 。We neither 

und erstand nor respect each oth町， and we have no basis 

for compromise or cooperat ion. 0 In contrast, suppose 

you give a reasonabl e argument: that full - time workers 

should not have to li ve in poverty. 。 Then T counter® 

with another reasonabl e argument: that a higher 

minimum wage will force businesses to employ fewer 

peop le fo r less tim e. @ Now we can understa nd eac h 

other ’S positions and recogni ze our shared va lues, since 

we both ca re a bout needy( workers. [5 93 words]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能够赢得争论。 设

想下这样的情形 ： 你赞同提高本州最低工

资，而我不赞同 。 如采你大喊“支持”，而我

大喊“反对”，则你我都学不到任何东西 。 我

仍既不相互理解，也不相互尊重，因此我们

没有妥协或合作的基础 。 相反，假如你给出

一个合理的理由：（如采提高最低工资，）会

职工人将不必生活在贫困之中 。 然后我以

另 一个合理的理由进行反驳 ：提高最低工资

将迫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和工作时间 。 现

在我们便能理解对方的立场，并意识到我们

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双方都在关心贫困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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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 [ jel] v. 大 I戚，叫嚷

( counter [ 1 kaunta J v. 反驳

：：： ~；再£注每当在匈牙析：：~ ：：： ；／
;(need 

( ：：： ~：：语草分：析？；；孟
[G］段进而给出赢得争论的更好方法：双方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理性辩论。

①旬总述：赢得争论还有更好的方法，a better way to win arguments 引发下文具体论述。

②－⑦旬以 Imagine that 假定具体辩论情形进行说明。

②旬给出辩题“是否要提高＊州最低工资”、争论双方“你 vs 我”、以及各自观点（你认为应提高最低

工资，我则持相反观点）。

③④旬说明错误的争论方法。 you yell,“Yes ,” VS I yell ，“No ，”（ ye ll 意为“大喊大叫”）表明争论方

式 ：双方大l戚支持或反对，几乎没有意见交流；多个否定表达 ne i ther of us learns anything 、 We neit her 

understand nor r espect each other 、 w巳 have no basis for. ..则表明此种争论方式的结果 ：元益于双方学

习，也无法达成妥协或合作 。

⑤＠⑦旬说明正确争论方法。 In contrast 实现由“错误”到“正确”的转折；⑤＠句以 you give a 

reasonable argument 和 I counter with another reasonab le argument 展现双方观点一来一往的理智交锋

过程， reasonab l e 复现，加之表过程顺接的副词 Then 强调双方论证有理有据 、秩序井然。⑦句指出理性

争论的结果 ：相互理解、找到共同点，从而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

[i吾义逻辑链】本段以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win arg uments ... Imagine that .. . 构成“总一分”结构，

以假设辩论情形说明什么是赢得争论的更好方法 。 lf you . . . We neither ... In contrast, suppose yo u . . . 

Now we can . . 形成反、正论证，孰优孰劣立见分晓 。

【路标词解析】 首句 a better way to win arguments 表本段与上文作比，推知上文一定已经提及某种

赢得争论的方法， ［F］段末句提及 they can help you wi n 一 i n one way，可能是上文。

综合各段主旨内容以及【路标词解析】，可初步得出文章大致脉络：先批驳以卡耐基为代表的错误争

论现“争论就像争斗或比赛，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因此应竭力避免”；后提出正确的争论现“争论需要理

性的交流与客观的评判，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争论的过程是思想碰撞、相互学习的过程”。并初

步判断选项位置 ：

1. [E］很有可能是首段； ［A］很可能是末段 。

2. [E］在［DJ之前， ［DJ在［F］之前。

F C 

笠l三
（一）速读各段首尾旬，总结全文主旨。 住l 各段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arguments/ views of arguments/ 

wm an argument 可初步推知本文论述主体 ：争论 。

（二）从首段和已经定位的段落入手，找到解题突破口。

41.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首段的作用

【选项推测】根据 “文章首段首句不能出现衔接上文的逻辑关系词、指代词等”原则 ，可首先排除 ［ A]

These too l s 、 ［ BJ Of course/ so successful 、 ［G] a better way，剩余 ［DJ 和 ［ E〕。 两段首句均出现同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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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g i e 、 Da l e Carnegie ，根据“人物全名一定用于首次出现”原则，可锁定［E］为首段 。

【答案敲定】由【路标词解析】分析可知， ［E］为首段备选项 。

〔 E］首句虽然出现人称代词 hi s，但随之明确 his 所指为 Dal e Carneg i巴，因此 h i s 并非回指上文。本段

先援引指出卡耐基对争论的否定态度（ avo i d i t），之后转折（ but）提出异议 ：这种观点根基错误且曲解争

论内涵（ it/ This aversion to arguments . .. depends on a mistaken view of arguments . .. misses the point of 

argu i ng）” 。 可见 ［E］符合“树靶一一批驳”这一典型开篇方式，可确定为首段 。

42.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关键词复现十逻辑衔接

E选项推测】已定位的 ［F］首两句出现回指代词 These views of arguments 及并列逻辑同 also，并提

出：“这些争论现还会逐渐瓦解理智；如果你将对话看成是争斗或比赛，那么……”这说明上文一定提及

观点“争论就像是争斗或比赛”，且已经初步说明这种观点的弊端 。

【答案敲定】由【路标词解析】可知 ［DJ为本题备选项 。

[DJ段复现［F］段中的关键词 fight 和 compet i t i on ，从上下文语义衔接上看， ［ DJ首先以虚拟语气指

出“如果争论等同于争斗，那卡耐基是对的”（言外之意为，实际上争论并不等于争斗，所以卡耐基看法并

不对 。 怆合首段［E］ 中作者反驳其观点） 。 随后指出，若争论等于争斗或比赛，则输家和赢家都得不到任

何好处、甚至会两败俱伤。正因如此 ，人们极力避免争论，尤其是关于政治和宗教的争论。可见，作者在

解释卡耐基观点的同时进行了批驳，指出该观点的弊端 ： 这种思维不利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辨与探

讨，可顺接下文［F］段首句卡耐基争论观的弊端“也会逐渐削弱理智”，因此可确定 ［DJ为答案。

43.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关键词复现＋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根据已经定位的［F］末句 but they can help you win- in one way 1=p关键词汇 win/way 可

以锁定 ［G］。

【答案敲定】由【路标词解析】可知 ［B] [ G］为本题备选项 。

[G］首句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win arguments 复现关键词 win，并暗中转折递进 上文所述方

法让你从某种意义上获胜（言外之意，算不上真正的获胜〉，而实际上还有更好的获胜方法 。 再看两段核

心内容：［F］指出欺骗、贬低对方等伎俩完全无助于你理解对手及对手观点，以及你们的分歧所在，但能

帮助你赢得争论；［G］段则指出，争论中完全可以不是大喊大叫各执一同，而是给出对方合理的理由、理

解对方的立场（言外之意，这才是更好的获胜，阐释 in one way .. . a better way 之间暗含的取舍）。因此 ，

无论从词汇、逻辑还是内容关联上，都可确定［G］为答案。

[BJ首句让步指出“并非所有争论者II那么成功”，提示上文一定提及一种“成功的争论方式”，但已经

定位的［F］段首句已经明确说明本段主旨“卡耐基的错误争论观的弊端一一破坏理智”，显然并非是一种

“成功的争论方式”，故［BJ与上文不能衔接，排除 。

44.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代词指代＋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已定位的 ［CJ中出现回指代词 None of thes巴，并指出这些之中无一容易，但你可以开始

尝试 。 暗示上文在论述“虽很难做到，但确实非常有效的多种策略”。

【答案敲定】根据【路标词解析】可知［因为本题备选项，但［G］已经确定为 43 题答案，故本题只需考查［BJ 。

[ BJ中出现了多个并列句式 we need to ... We need to ... we a lso need to ... and to ... H umili ty 

req uires you to ... and somet imes a lso to . .. ，列举说明正确的、理性的争论方法，能够回应［CJ 中 these 的

具体所指，初步确定为正确项 。 另外，［BJ段首句 Of course, many discussions are not so successfu l 让步

说明“并非所有的争论都如此理性、成功”，恰合上文［G］段末信息“理性争论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Now

we can .... ） 。［BJ与上下文均衔接合理顺畅，可敲定为答案 。

45.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代词指代十末段特点

【选项推测】 已定位的 〔C］中以多个祈使句（ Next t ime yo u . .. ) formulate ... and hones tl y as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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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t ime you ... ) ask .. . Spell out ... Assess ... Ra i s巳. . . and li sten ...给出正确、理性争论的方法，推测

下文可能说明其好处或意义 。

【答案敲定】由【路标词解析】可知［A］为本题备选项 。

〔A］首句“这些方法能帮你赢得每次争论，，恰能与上文衔接（其中 Thes巳 too l s 可概指上文） 。 同时，

[A］末句指 ／:l:l 作者愿景“如果我们调整自己的争论观，就能改变赢得争论的本质内涵，，，能回应全文（其E

错误观点 a verbal fight or t巳nnis gam巳 !l夜应第二 、三段［D][F］；正确观点 a reasoned exchange 照应第 四

至六段［G][ B] [C］），且圆合开篇（厌恶争论的做法实则误解了争论的内涵），因此可敲定［A］为末段 。

至此，全文顺序确定为［E］→［DJ→［F］→［G］→［BJ→［CJ→［A]

（三）通读检验。 按以上排序通读文章 ： ［E］引出一种错误的争论观一一［DJ阐释错误的争论现并说

明其导致的材会问题 [ F］ 说明错误的争论观导致的个人问题一一［G］ 提出赢得争论的更好方

式 [BJ补充说明争论过程不顺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一一［CJ说明应如何开始践行正确的争论观一一

[A］ 明确“赢得争论”的本质并呼吁“调整我们的争论观”。 确认思路清晰连贯、结构完整、段间层次恰当 ，

从而最终确定答案 。

Part C 为何伪科学横行？

田；撞在桂田

副蓝‘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节选自 The ερectator《旁观者 》2017 . 06 . 06 一篇题为 Why is so much bad science published （为

什么这么多劣质科学文章被发表）的文章 。 这是一篇问题分析型文掌，首段曲作者亲身经历引 出全文话

题“太多劣质论文被发表”，第二段进而分析原因“当前科研人员晋升体制过分注重论文发表数量”，第三

段随后点评指出相应们决措施（例如1尝试在论文评审中引人引文索引这一衡量指标）并非十分合理（当

事人容易钻空子），末段最后呼吁指出当前制度应做出调整， 以激励有意义且具可复制性的科学研究 。

学二草草
11 It was only after I started to wri te a weekly column 

about the medical journals, and began to read scientific paper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at I realised just how bad much of the 

medical Iiterature<D frequently was. I came to recognise various 

signs of a bad paper: the kind of paper that purports( to show 

that people who eat more than one kilo of broccoli a week were 

1. 1 7 times more likely than those who eat l巳ss to suffer late in 

life from pernicious( anaemia@. ( 4 5)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this kind of nonsense in the medical journals which, when taken 

up by broadcasters and the lay ~ press , generates both health 

scares and short- lived dietary® 巳1山siasms.

直到我开始写一个有关医学期刊的每

周专栏，并开始通读科学论文之后，我才意

识到很多医学文献经常有多糟糕。 我渐

渐辨别 i±l 劣质论文的各种迹象 ： 那种自我

标榜为证实“每周吃一公斤 以上面兰花的

人晚年榷怠恶性贫血症概率是那些吃得

较少的人的 1. 17 倍”的论文。 （ 46 ） 医学

期刊中充斥着这类无稽之谈，这些东西一

经广播和非专业报刊传播，就会引起健康

方面的恐慌和对某些饮食的短暂追捧。

c~：句：己注释：男苔，辛辛这－~ ： ：： 1'
( literature [ 1 1山atfa] n. （某学科的）文献，著作，资料 $ ( purport [ pa1p::>:t ］ 队 声称；自称；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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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nicious [ pa 'n1Jas］ α．有窑的；恶性的

( anaemia [ a 1nj:m1a］ η．贫血 （症 ）

( lay [ le r ］ α．外行的；非专业的；缺少专门知识的

@dietary [ 1daratarr ］ α． （尤指为健康 目的）规定饮食的

\i ．经典搭配
！①com已 to 巾 sth
； ②t川

1. It was only after .•. that. ..“直到……之后 ，才……”实为强调句 ，强调时间之l斑 。 It was only after 

I fini shed r eading her mos t fam ous book that I rea lised her ta lent s for writi ng . 直到读完她最著名 的作品，

我才意识到她的写作才华 。

2. read ... from beginning to end 意 为“通读 ，从头至尾读一遍” 。 I ’ve read the whole book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still can ’ l under s tand it. 我把整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但还是没看懂 。

3. come to recognise 意为“逐渐／开始意识到／辨别出” 。 We have come to recognise tha t the longer we 

hesitate , t he more expens ive the problem becomes . 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犹豫的时间越长 ，解决这个问

题的代价就更昂贵 。

4. both ..• and ． ．． 意为“．．．和．．．都；不仅．．．而且． ． ．，既．．． 又 ．．． ” 。 H e ’ s li ved in both Bri tain and 

Ameri ca . 他在英国和美国都生活过 。

； ·：语篇：分析；.＜： ii
第一段为第一部分，囱作者经历引出问题： （ 医学）期刊频繁充斥劣质文章。

第一二句为一个层次，主要介绍作者经历。 l started to ... and bega n to ...、 I rea li zed . .. 、 I came to 

regonise ... 实现句群衔接 。

第一旬指出作者顿悟到太多医学文献拙劣不堪。 强调句型 It was onl y aft er. . . tha t. ..中 aft e r 实质

一语双关，既表时间关联，也隐藏因果关联，故全句既借强调作者顿悟之i觅烘托问题持续时间之久 ， 又借

作者顿悟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暗示普通民众很难发现问题（ 目ll ， 此类科学文献很具有欺骗性 ，老百姓

无力辨识其真伪） 。 句中强调词 jus t“的确，确实，完全” 、感叹句 how bad was“多么糟糕／拙劣”、数量表达

much of“许多，大量”、颇度词 frequ e ntl y“经常地，频繁地”分从不同角度突出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以此 H音

示问题亟待解决，预示后文将论及问题解决方法 。

第二旬指出作者辨识出拙劣论文的各路痕迹。 came to r e cogni se 实际顺承上句 I rea li s ed 而来 ，继续

讲述作者开始专栏写作及通读医学论文后的意识转变 。 va ri o u s s i gns 借强调拙劣论文表现各异、五花八

门再次烘托其真伪难辨性， 冒号后以论述西兰花与恶性贫血症相关联的论文为例予以说明 。 purpo rts

( to claim to be or do something ， 巳ven if this is not tru e“声称是 ，据称是，像是勺实质暗示此类研究论文

结论的不可靠 ，透露作者指责之意 。

第三旬为另一个层次，补充拙劣论艾的严重危害 ：社会健康方面的恐慌或罢花一现式健康饮食热

潮 。 本句 E~I 上两句作者亲身经历“发现拙劣医学论文横行”过渡到“拙劣医学论文带来的不良后果” 。

this kind of nonsense 泛指 与上句所述西兰花与恶性贫血症关联研究结论相类似的研究结论， 并借

口onsense 传递出此类研究结论的荒谬不堪；其前 a great dea l of 则又进一步指出此类荒谬研究论调之多 ，

强调问题严重之余，又暗示民众将受害颇深 。 scares“社会性大恐慌”、 sho rt lived .. . e nthu s i asms“短暂热

潮”强调拙劣论文给全社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 目fl 由 学科领域研究问题上升到社会大问题，为下文探索

其成因及解决办法做铺垫。 注：插入语 when... :f萨似传递时间“在 〔某事发生〕后 ； 一……就……”，实则

更倾向于表达某种条件关联“当 〔某种条件出现〕时会〔产生某种状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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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真题’精解：• ：： ： J

( 46) There is a great dea l of this kind of nonsense in the medical journals（｝分） / I which, when 

taken up by broadcasters and the lay press(O . 5 分） , I I generates both health scares and short lived 

dietary enthusiasms. CO .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介词结构做定语、定语从旬、时间状i吾从旬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主句： There is a great d巳a l of th is kind of nonsense in the medica l journals 

主语 （地点状语）There be句型

②定语从句： whi ch

关系代词

generates both hea lth scares and short- li ved dietary enthusiasms 

谓语 宾语

③时间状语从句： when taken up by broadcasters and the lay press 

引导饲 过去分词表被动 by引出施动者

2 . 旬子注释

本句为复合句，主句为 there be“有……”句型，whi ch 定语从句中嵌套一个 when 时间状语从句 。 翻

译的难点在于将主从句语义关联准确译出。定语从句与主句 间 实际存在“原因一结果”居义关联

(genera tes 意表“引发／激起． ．． ． ．．勺，而时间状语从句则与定语从句间存在“条件一结果”语义关联

(when 意表“当 〔某种条件出现〕 时会 〔产生某种状况〕勺，因此三者实际可以处理为“……有…… ，一经

…·则会／就会引发……” 。

3 . 词义确定

Cl)a great dea l of thi s kind of nonsen se 与 there b e 句型相连，既可直译为“存在／有大量这类无稽之

谈”，亦可意译为“充斥着这类无稽之谈”，其中 nonsense 即指那些尚未在科学实验中得以证实却已在专

业医学文献中发表的所谓研究结论 。

(2)take up 本义为“开始处理”，此处因其后行为主体（即施动者）为 broadcasters 、 lay press （即新闻

媒体），故而可将其意译为“报道”。

(3)scare 用作名词时既表“惊恐，惊吓”，也表“〔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处结合上文语境“期刊传播、

媒体报道”暗示此处应指某种社会现象，故而取后者更契合文意。因此 hea l th scares 与 short- lived

di etary enthu s iasms 应相应地分别处理为社会现象“健康（方面的）恐慌” 、“短暂饮食热潮／对某些饮食的

短暂追捧”更为合理 。

( 4) l ay 既可表“非专业的，外行的”，亦可表“非神职的，世俗的”，此处根据其前 broadcasters“电台，

广播电台”可将其确定为前者之意 ； lay press 即指那些非专业性的通俗报刊杂志 。

4 .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医学期刊中充斥着这类无稽之谈，这些东西一经广播和非专业报刊传播 ，就会引起健康方面的恐慌

和对某些饮食的短暂追捧。

Why is so much bad science publi shed? A recent 

paper, titled “ The Nat ura l Se lection of Bad Science ”, 

publi shed on the Roya l Soc iety ’S open science website,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intriguing( and important 

ques tion. It says t ha t the prob lem is not merel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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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劣质科学被发表？最近，

一篇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网站、题

为《劣质科学的自然选择》的论文试图回答

这个令人不解却又重要的问题 。 文章表示，

vx：KZRZ2019



peop le do bad science , but that our current system of 

career advancement@ posit ively encourages it. What is 

important 1s not truth , but public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lmost an end in it se lf. There has bee n a kind of 

inflationary::iJ process at work: ( 4 7) nowadays anyone 

applying for a reseιrch post has to have pub li shed twice 

the number of papers that wou ld have been requ ired for 

the same post onl y 10 yea rs ago. Never mind the qua lity, 

then, count the number. 

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做劣质研究，还在于现行

职业晋升制度助纣为虐 。 重要的不是事实，

而是发表，发表本身几乎已经成为终极目

标 。 这其中有一种通货膨胀式的过程在起

作用 ： （ 4 7) 今天 ，任何一个科研岗位的申请

者需要发表文章的数量比短短十年前申报

同一岗位时整整翻了一番。 既然如此，那

就别管质量，就数论文发表数好了 。

：·词汇建辱与主：点表达＜ ii
( intriguing [ in'tri:91~ ］ α．有迷惑力的；引人入胜的；丰q, \\ 膨胀的
秘的 2 ·经典搭配
( advancement [ad1v曰：nsmant］ 凡提升；晋升 < ( at work（起作用）

( inflationary [ in'fJe1Jc1nr1] a . 通货膨胀的；引起通货 $ 

1. not merely 意为“不仅仅” 。 not mere l y 常和 but 连用构成并列结构， not merely 后为次重要内容，

but 后为更重要内容 。 It ’ s not merely a matt er of cos t, but whether she ’s old enough to go on holiday 

alone. 不仅仅是费用的问题，而是按她的年龄是否可以独自去度假了 。

2. become an end in itself 意为“本身成为终极目标”，其中 an end in it s elf 表示“本身重要的事 ；本身

就是目的

：？坦事分析：：~ ： i i/
第二、三段为第二部分，分析问题。

第二段分析主要成因：现行职业晋升制度过分关注论文数量而非质量。

第一至三旬为一个层次，概述。 三句以“设问一作答”形式实现句群内强关联 。

第一旬设问：为何这么多伪科学横行？ so much bad science 呼应首段主句 just how bad much of . . . 

fr巳quently was，再现拙劣科研文章过多、过滥 。

第二旬引出某新近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 recent 、 publi sh ed on the Royal Society's ope口 sc i ence

webs it e 虽为修饰成分，但却分别以其时效性、权威性传递作者对该论文结论的认可； attempts ( to try to 

do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 ing difficult“尝试，试图 ，企图”）实际呼应其后 intriguing 、 important ，分别

从难度、迷惑度、重要性三方面对问题予以了定性，从而说明问题的解决难度及其紧迫性 。

第三旬引出该研究结论“现行晋升制度助纣为虐”回答首旬设间。 not merely t hat . . . but that ...并

列引出两个原因，但需注意该并列结构中，语义重点其实在后者， 目ll ，前者可能为耳熟能详的原因 ，后者

才是作者在本文中予以着重强调分析的原因； do bad sc i ence 指所做的研究拙劣，即研究本身存在质量问

题，为内因； encourages 在此实为正义反用，用以说明当前职业晋升制度助纣为虐，加重了伪科学的盛行 。

第四至末句为另一个层次，细说。 publi ca ti on/ pub li shed 、 number, quality 所组建的语义场“质量 vs

数量之争”实现本句群强关联 。

第四旬指出该制度的错误关注点：发表。 取舍结构 What is impor tant is not. . but . ． ． 指出当前晋升

制度的关注点在“发表（文章）”而非“（探索）事实真相”； has become a lmost an end in it se lf 进一步强调

“发表（which 所指代内容）”已成为科研晋升终极目的，暗示当前科学研究风气极为不正。

第五旬指出该制度错误关注点愈演愈烈：论文发表数量愈来愈高。 现在完成时 has been ... at work 

说明这一负面着力点早已存在且持续发酵从而演变到今天这个严重程度； inflationary“通货膨胀的”此处

喻指该制度下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在提升， 冒号后内容即为对这一抽象词的一个具象解释：以同一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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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数量要求做今昔对比，指出数量要求的提升，并借 only 强调这个膨胀过程的快速（“暴涨勺 。

第六旬指出该制度引发的错误科研走向：重量轻质。 then“那么，既然如此”，表明因果逻辑 。 Never

mind .. . count . . .亦可视为取舍结构，强调科研群体对这一制度的最终行为解读：不管质量，只管数量。

：：：•真：理精：iA(<J

( 4 7) nowadays anyone applying for a r巳search post ( 0. 5 分） / I has to have published twice th巳

number of papers (0 . 5 分） / / that would have been r equired for t he sam巳 post only 10 year s ago. 

0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现在分词短语做后置定i吾、倍数表达、定i吾从旬。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主句 ： nowadays anyone app lying for a resea rch post 

（时 间状语） 主语 （后直定语）

ha s to have pub li shed 

t百语－

twice the number of papers 

宾语

②定语从句： that would have been r equired for the same post only 10 years ago. 

引导饲 谓语 （介词短语做状语） （时间状语）

2 . 旬子注释

本句为一个包含定语从句的复合句，难点在于结合句中两处定语表达（后置定语 app lying for. .. 及

that 定语从句）将比较文意准（V}j译出 。首先由 twice the number ofC 固定用法，意表“两倍于…… ，是……

的两倍，翻番”）前后内容 nowadays... has to have publi shed•• papers .. . req uired for th e same post on ly 

10 years ago 可知比较对象实为“现在，需要发表的文章数量 vs 10 年前，同一岗位需要发表的文章数

量”，其次由主语 anyone app lying for a research post可知发表文章的人物主体为“任何一个科研岗位的

申请者”，最后由定语从句中 required for the same post 可知比较所限条件为“同一科研岗位申请时（需要

发表的文章数量）”，因此全句可初步处理为“现在，任何一个科研岗位的申请者需要发表文章的数量 比

短短十年前申报同一岗位时翻了一番／现在，科研岗位申请者需要发表的文章数量是 1 0 年前同一岗位

所需要发表的文章数量的两倍” 。

3. 词义确定

Cl) post 此处为熟词僻意，意为“岗位， 职位”， a r esearch post 即指“科研岗位／职位”。。

( 2) published 有“出版；发行”和“发表，刊登，登载”两种常见含义，前者一般指书 、杂志、光盘等整体出

版物的出版，后者一般指信件 、文章等在报刊上的发表，此处指论文在期刊上的刊登， 因此译为“发表” 。

(3) only“仅仅，只有”此处用以强调时间 10 years ago ，可意译为“短短 (10 年前）” 。

,1.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今天，任何一个科研岗位的申请者需要发表文章的数量比短短十年前申报同一岗位时整整翻了一番。

四 （ ，1 8)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u巾① this tendency, 

for exampl e , by t rying to incorporate( some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into t he assessment of an applicant ’s 

papers. 丁二 hi s is the famed③ cita tion index, that is to say the 

number of times a paper has been quoted elsewhere in the 

scientifi c lite rature, t he ass umption being that an important 

paper will b巳 c i ted more often than one of small accoun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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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为遏制这一倾向已经采取了

若干措施，比如在评定岗位申请者的论

文时，尝试引入一项兼顾数量和质量的

评估指标。 这就是著名 的引 文索 引 ，即

指一篇论文在其他科学文献 中被引用

的次数，其假设是重要论文比不太重妥

论文更常被引用 。 （ 49 ）要不是因为科



T hi s would be reasonable if it were not for th e fact t ha t 

scienti sts can easil y arrange to cite themselves in their futur e 

pub li cat ions, or get associates® to do so for them in return for 

similar favo urs. 

研人员轻易就能在将来的论文里自我

引用，或找同行引用以回报自己提供的

类似好处，这项措施本该是合理的。

：·词主注：需要重点表达：＜ 1'
1\ ( that is to say （意即，那就是说，换句话说）

！②山川…t（不重要）
( curb [ k3:b］ υ．控 fl,tl ；抑制；限定 ；约束

( incorporate [ rn ' k;:i:pare1t] v. 包含 ； l吸收

( famed [ fermd］ α 闯名的；著名的

( associate [ a'sauf1 e1t] n . （尤指）同事；合作人 i伙伴

．经典搭配

)\ ( get sb to do sth （使／让某人或物做某事；说服某人做; 某事）
$ ( rn return（作为回报；作为交换）

1. A as well as B 意为“除．．．之外；也” 。 这个短语中，B 为已经为人所知的事物，A 为新提及的事物，

翻译时应将 AB 颠倒顺序。 They sell books as well as newspape rs . 他们既卖报也卖书 。

2. if it were not for ... 意为“若不是（某人／某事）”。 If it weren’t for yo u, I wou ldn ’ t be a li ve today. 

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了 。

＞＞吾篇分析＜ 1'
第三段分析相关解决方案（聚焦引文索引这一知名方案）：并不合理。

第一旬（过渡旬）借 this tendency 承上指出遏制“重量不重质”趋势的相关行动不断，并借 for example 

启示下文“某个质量和数量现重衡量标准”。 Attempts 复现，且以复数形式说明相关应对措施比较多，再

现问题解决难度之大；curb“控制，抑制吨！。面再现该趋势带来不良影 H向 ［科研工作者重量不重质→拙劣研

究论文泛滥→一经传播将带来严重社会负面效应：健康方面的恐慌或短暂的饮食追捧（→所以要予以遏

制 ） ] ; A as well as B 结构实际将语义重点落在 A上，即强调此次努力不仅在于将数量、也着力想将质量纳

入评估中 。

第二旬明示该衡量标准所指：引文索引。 This is the famed ...借 This 回指功能可知本句实为上句

some measure of qua li ty as well as quantity 的具体说明，借此亦可知：I some measure 实指“某个衡量标准（即，

该标准既考虑到了数量、亦考虑到 了质量）飞 famed 表明这一标准应用广泛、广为人知； the assumption 

being that ...引出该标准所基于的假设：引用次数越多，质量越高 ，即“引用数量”与“质量”成正相关。

第三旬做出点i平 ： 不合理。 This would be reasonable if it were not for the fact that ...“若不是…··

则合理”虚拟句式借其非真实性说明这一索引并不合理，原因在于 the fact that 从句中所述两种实际情

况：一、论文作者本人轻易就能在日后论文发表中引用自己论文（ can easil y a rrange 详见“词义确定勺，

二、论文作者本人轻易就能请同事引用其论文（以互帮互助） 。 至此，本句实质从实际角度指出上句假设

的错误性，即，引用数量高并非一定代表质量高 ；两句中 famed 、 assumption 、 favo urs 实际隐约传递出正义

反用、似肯实否、褒词贬用的功效 。

；？真题需解＜ 1'

(48) Attempts have b巳巳n made to curb this tendency , ( 1 分〉 / / for example , by t rying to 

incorporate some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into the assessment of an applicant ’s papers. 

(1 分）

本®I考核的知识点是 ：被动语态、介词结构做方式状语、固定结构 incorporat e . . . in t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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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步骤］

1. 句法分析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urb this tendency , for example, by trying to incorporate some 

主语 4百 t吾 （目的状语） 插入语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 ll as quantity into the assessment of an app licant ’s papers. 

（方式状语）

2. 旬子注释

本句为包含一个较长方式状语的简单句，翻译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主句的被动语态和较长的方式状

语。根据汉语多主动的表达习惯，主句谓语部分 have been made 可按汉语表达习惯译为主动，译文的主

语有两种处理方式，可译为常见的一种汉语句式一一无主句，也可根据上下文，在句首补充主语“科学

界”。原文主语 attempts 可按逻辑关系译为宾语，译为“已经做出诸多尝试……”；也可根据其后的所体

现出的方式方法之意，推测此处 attempts 意指措施，从而将其意译为“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 。 by 方式

状语的基本结构为 by trying to incorporate . .. into ... ，即“尝试将……引人……过程中”，亦可转换为“在

…过程中／时，尝试引人……”；其中宾语部分 some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 i ty 中又嵌套 as

well as“除……之外，也”结构，翻译时要按照“A as we ll as B 结构中语义重心在 A”稍作调整，处理为“一

项数量和质量的评估指标” 。

3. 词义确定

(l)some 意为“某种” 。 some 常见含义为“一些；某些”，由于 some 在句中修饰的 measure 为单数形

式，可判断 some 在此处不表示数量，而是“某个”，根据上下文，可译为“一项”。

(2)measure 意为“尺度；标准”。 measure of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可译为“数量和质量评估指标”。

( 3) assessment 本义为“评估；看法；评价”，结合 into 所传递出的动态语境，可译为“在评估过程中／

在评估时”。

4. 全旬整理 ，得出译文

为遏制这一倾向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比如在评定岗位申请者的论文时，尝试引人一项兼顾数量和

质量的评估指标 。

（·真：题精解j::1' 
(49)This would be reasonab le(O . 5 分） / / if it were nbt for the fact ( 0. 5 分） / / that scientists 

can easily arrange to cite themselves in their future publications( 0. 5 分） , I/ or get associates to do so 

for them in return for simila r favo urs. (0 .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虚拟语气、同位语从旬、并列结构。

［解题步骤］

1. 句法分析

①主句： This would be reasonable 

主语 系动语 表t吾

②条件状语从句： if it were not for the fact 

引导词 主语 系动语 ＇＊－－语

③同位语从句： that scientists can 臼sily arrange to cite themselves in their future publications, 

引导词主语 谓语l

or get associates to do so for t hem in return for s imi lar favours. 

并列连词 谓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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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旬子注释

本句基本结构为包含一个虚拟条件句的主从复合句，其中 if 从句中又嵌套一个含有两个并列成分

的同位语从句 。 首先， 同位语从句中 or 引导的两个并列谓语可以直接处理为汉语结构“……或者

……”；其次，根据“英语重心在前，汉语重心在后”原则以及 if 从句中否定表达可初步将全句大框架搭建

为“如果不是因为／要不是因为……或……，倒也／本该……” 。

3. 词义确定

( 1) pub l ic at i ons 此处为复数形式，结合语境“在未来的论文中引用自己已发表论文”可知其“出版物”

之意会比“发表，出版”更适合，而鉴于“出版物”这一表达在汉语中带有一定歧义性，既可能指代出版平

台，亦可指代出版作品，所以可将其进一步明晰化为“出版作品／论文”。

(2) arrange 实质意为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one to have or do something，即“使某人做某事或拥

有某事物成为可能” 。

( 3) get 用法和含义较多，此处用法为 get sb to do sth ，意为“说服／让某人做某事” 。

4.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要不是因为科研人员轻易就能在将来的论文里自我引用，或找同行引用以回报自己提供的类似好

处，这项措施本该是合理的 。

I\「 0 Boiling down① 日n individual ’s output to simple 

metrics( , such as number of publicat ions or journal 

impac ts, entails® considerabl e sav ings in time , energy and 

ambiguity®. @Unfortu nat ely, the long term costs of us ing 

simple quantitat ive met 「ics to assess researcher merit( are 

lik ely to be quite great . 。 （ 50)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ensuring that our science is both mea ningful and 

reprodudbte® , we mus t ensure that our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hat kind of science. [ 421 words] 

将个人产出压缩为简单的反量指标 ，

如论文发表数量或期刊影响力，会节省大

量时间和精力并避免诸 多 分歧。 不幸的

是，使用简单的量化指标来评定研究者价

值 ，长远来看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 5 0)

如果我们真想保证我们的科研既有意义

又可复制，就必须确保我们的体制能激励

这样的科研。

： · 词汇注释与主点表达 . ·:;/ 
( boil down 概括，归纳，压缩 $ ( merit [ 1merrt ] n. 良好品质；价值

( metr' 

@entail [ rn 'te1l ] v . 使．． ． ． ． ． 必、然发生；莞L l启、造成； ~ 自包；能复制的

使 成为必需 ： ． 经典搭配
④叫gt时

1. boil down 意为“概括；归纳；压缩”，经常与 to 连用，表示“概括为、归纳为、压缩为” 。 The original 

speech I had written got boiled down to about ten minutes . 我写的演讲原稿被压缩到了大约十分钟 。

2. be serious about 意为“对（某人／某事／做某事）是当真的、认真的” 。 ls she serious about wanting to 

se ll the house ？ 她真想把房子卖掉吗？

： ·陆分析 .－ ： 1'
第四段为第三部分，解决问题：调整现行评价制度，以激励有价值且具复制性科学的发展。

第一二旬为一个层次，欲抑先扬。 Unfortunate ly 实现句群内部强关联。

第一旬先扬：度量考核制度确实省时省力省纷争。 enta il s“使……必然发生；势必造成；使……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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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传递因果关联 ，其“因” Boiling down ... to simple metrics 实际蕴藏“一刀切”之意，恰与其“果”

considera ble savings 相呼应：一刀切自然省时省力省纷争 。 全句侧面说明当前量化考核制度风行的原

因，同时也反衬非度量考核指标遇阻原因：不仅费时费力，还含糊不清、难下判断 。

第二旬后抑：长期以往，将可能付出巨大代价。 simple quantitative metrics 复现上句 simpl e metr i cs 。

the long term costs 、 quite grea t 实际反衬 ｜二句所指为短期巨大效果，强调当前评价制度的长期负面影响

代价巨大，影射首段以医疗期刊拙劣文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所辐射的一切伪科学带来的社会问题 。

第三旬提出建议 ： 改进现行评价制度。 If we are s巳r i o us about ensuring ... we must ensure ... 为真实

条件句，指出两个确保（“科学有价值且具可复制性”与“改革当前制度”）之间的“条件一结果”关联，并借

be serious a bo ut 、 must 强调指出当前评价制度改革势在必行；meaningful and reproducibl e 实际呼应上文

bad ，实现文首提出问题一文末解决问题的圆合 。 注 ： 句中 encourage 虽复现第二段第三句，但此处并不

含正义反用功能，而真切实指“激励，鼓励” 。

：·主题精解：－~ ：：： J

(50 ]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ens uring that our science is both meaningful and reproducible, 

Cl 分） I I we must ensure t hat our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hat kind of science. Cl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条件状语从旬、宾i吾从旬。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主句 ： we must ensure 

主语 词语

②宾语从句： that our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 hat kind of science 

引导词

③条件状i吾从句 ： If 

引导词

主语

飞Ne

主语

谓词 宾语

are senous about ensunng 

t育语－

④ens uring 的宾语从句： that our science is both meaningfu l and r eproducible 

引导语 主语 系动词 表语1 并列连词 表语2

2. 句子注释

本句的基本结构是包含一个真实条件句的主从复合句，主句和 if 引导的条件句分别包含一个宾语

从句，句子结构并不复杂，难点在于根据语境对句中多义词 serious, institutions 进行准确翻译 。 本句句

子结构和汉语表达习惯基本相同，可顺译 。

3 . 词义确定

( 1) ser ious 在句中指“我们”对于改变现状的认真态度 ， 表示“当真的 ；认真 的”， 结合语境 senous

about ensuring 可译为“真想保证” 。

( 2) ins ti tu tions 此处为熟同僻意，意表“〔由来已久的〕风俗习惯，制度”，此处呼应第二段 S）吼em，可

取“制度／体制”之意。

4 .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如果我们真想保证我们的科研既有意义又可复制 ，就必须确保我们的体制能激励这样的科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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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写作

1. 解析题目指令，确定行文要点

抓取指令关键词

情景
Suppose you are working for the 

“ Aiding Rural Primary Schools" 

project2 of your university' 

Write an email3 to answer the 

inquiry' from an international 
要求

stud巳nt volunteer5 , specifying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 

2. 罗列关键词

Part A 回复信

一、审题谋篇

梳理信息

1. 写信人身份：学校志愿项目

的工作人员

2 . 写作话题： “帮扶农村小学”

志愿项日

3 . 写作类型：书信

4 . 交际目的：答复咨询

5 . 写作对象 ： 留学生志愿者

6 . 写作内容：具－体说明该项目

归纳要点

1. 格式：书信（回复信）。

2 . 语域： 收信人是参加 志愿

项目 的一名 外国留学生 ， 回

复其咨 询的用语应较为 正

式，语气礼貌亲切 。

3 . 内容要点 ： ①介绍志愿项

目的 内 容 ； ②说明活动安排

（如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 、相

关安排、活动费用等） 。

voluntary a ct i v i ty 志愿活动， teach Engli s h 教授英语， arrange/ orga n i ze 安排，组织 ， sch edu l e 行程安

排， expense 费用，支出

3 . 行文思路

第一段：说明写信目的 。

第二段：详细说明志愿项目 的具体内容及相关安排 。

第三段 ：表示对进一步咨询的欢迎 。

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Dear Vo lunteer , 亲爱的志愿者 ：

( W ith t he s i ncer巳 appreciation for yo ur dedicat ion to our ①衷心感谢您对我校“帮扶农村

project , “ Aidi ng Rural Primary Schoo ls", 1’d like to answer 小学”项目的热情参与，我将对您关于

your inquiry regarding the forthcoming vo lunta ry act ivity. 即将开始的志愿活动的咨询予以回复。

( Each summer holiday, we organize ten volunteers to ①我们每年暑假都组织十名志愿

teach for three weeks in rural primary schoo ls mos tl y 者走进农村，到那些往往师资不足、资

understaffed and seriously lacking in resources. ( Internat ional 源极其有限的小学支教三周。②留学

students are often assigned to teach E ngli sh and assist loca l 生志愿者通常负责教授英语及协助当

teachers duri ng classes, which will grea tl y benefi t pupil s t here 地教师授课，这将极大地帮助当地学

who often struggle in t heir Engli sh study. ( Besides , there 习英语吃力的孩子们。③此外，出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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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a brief training session before leaving, during which 前会有简短的培训，期间您应确定教

you should decide teaching plans and submit them in advance for 学计划，并提前上报以便统筹安排 。

overall an四gement. ④ And surely, our univers町 will pay all ④当然，支教期间志愿者食宿交通费

volunteers ’ expenses on meals, accomm创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用都将由校方承担。

( It is hoped that my reply will be of help and please email me ①希望我的回复有所帮助，若还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有任何其他疑问，请发邮件联系我 。

Yours sincerely, 诚挚的，

Li Mmg 李明

［篇章衔接］

开头部分（ 1 旬） 。 点明对方来信内容并引出答复 。

主体部分（ 4 旬） 。①句介绍志愿项目的活动内容和时间；②句细化说明留学生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意

义；③句说明活动前的准备工作；④句说明活动费用。

结尾部分 （ 1 旬） 。表达祝愿和对进一步咨询的欢迎 。

［必备表达］

1. appreciat ion [n. ］感激，感谢

2. inquiry [ n. ］询问，打听

3. forthcoming [a. ］ 即将到来的

4. assign sb to (do) sth 分配某人去（做）……

C活用外干lj]

5. assist [v. ］协助

6. submit [v. ］提交，呈递

7. overall arrangement 统筹安排

8. accommodation [n. ］住房 ，住宿

1. It is quite common in many countries in Africa that schools have very large class sizes; often up to 100 

students, or sometimes more. Many of these schools are understaffed and seriously lacki ng in resources. It is 

not uncommon to find that teachers may have received a fa irly limited education themselves. 

一一－www. voluηteeγαfnca. com 

译文：在非洲许多国家，学校班里的人数往往很多，一个班常有百来个学生，有时还会更多。许多非

洲国家的学校师资不足，资源严重短缺 。 通常情况下，老师们自己所受的教育可能也十分有限 。

点拨： understaffed 是由前缀 under－、后缀 ed 加词根 staff 合成的形容词，意为“人手不足的”； lack m 

为固定搭配，意为“缺少……，在……方面缺乏”。二者共同说明贫困地区学校师资、资源匮乏状况 。

2. One increasingly popu lar way to explain why some kids struggle in classrooms is called sensory 

processing di sorder. 一－The W all Street Journal 

译文：就“一些孩子为何在课堂上学习十分吃力”的现象，一个日益流行的解释是：感觉处理障碍。

点拨 ： struggle 此处意为“艰难吃力地行进；挣扎（尽管很努力却很可能失败）”，后面多以 in/ into/ out

of/on 引出状语。

［精彩句式］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主语

lo :al teachers during classes, 

宾语 地点状语

are often assigned 

被动谓语1

定语从句： which

关系 4戈词

to teach English 

目的状语

will greatly benefit 

谓p t吾－

定语从句 ： who often ~t~ll~~－1 ε ii: ~七e\r En~lish study: 

关系代词 谓语 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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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Int巳rnat iona l s tudents often teach Englis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t en ass ist loca l teachers. 

They will help t he s tudents there. 

Those students often have diffi cul t ies in their Engli sh s tudy. 

②利用连词、代词将简单句整合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often teach E ngli sh and assist loca l t eachers, 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there 

who oft en have diffi cul t ies in t heir E ngli s h study. 

③通过替换词语 、增加修饰语来增加表达精确性和美感

Interna tional stud ents are often assigned to teach English and assist local teacher s during classes , 

which will greatly benefit pupi ls t here who oft en struggle in their Engli sh study. 

［模板提炼］

本模板由【优秀范文】提炼而来，适用于答复关于“项 目 、活动安排”的咨询 。

Dear 

Wi t h the sincere appreciation fo r yo ur dedi ca tion to 活动 ' I ’d like to answer yo ur inquiry 

rega rding t he forth coming act ivity. 

For about 时间段 , we organi ze 活动 at/ in 地点 . 活动参与者 are expected to 

focus on 具体活动 , w hi ch benefi ts 活动意义 . Besides, there will be a br ief training session 

before the program , during w hi ch yo u should 培训期间要求 . And surely, 活动主办方 will pay 

a ll t he expenses on mea ls,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t is hoped that my reply will be of help and please email me if yo u have any further ques tions. 

Yours sincerely , 

三、写作储备

［回复咨询信常用表达］

Cl）开篇：点明对方来信的内容，引出回复

牛I am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inquiry rega rd ing . . .. 很高兴收到您关于……的咨询 。

争Thank yo u fo r r eq uest ing information about o ur. … 感谢您向我们索要关于……的信息 。

φYour r ecent letter describing yo ur. . . so unds as though yo u are expecting . .. . 

您的来信谈到了…… ，似乎您希望…… 。

(2〕中间段：介绍对方咨询事宜，解答疑问

""Your enthus iasm fo r. .. is admirab le. But I am so rry that .. 

您对……的热情令人钦佩，但我很抱歉…… 。

4胁 As yo u can see from our website, we mainly/ we organize .. . , and you ’r e welcome to .. .. 

正如您在我们网站上看到的 ，我们主要／组织…… ，欢迎您前来…… 。

Li Ming 

争The policy of. .. is to refund yo ur expense on. . . . Please keep a ll receipts dur ing the tra ining. 

…的政策是报销您……的花销 。 请保留好所有培训l期间的收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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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尾 ：说明联系方式并表达继续帮忙的善意

争Please ca ll me at xxxx to make arrangements 请拨打电话××××给我以便安排 。

4 P lease contact me again if I can be of further assi s tance. 如果需要更多帮助，请联系我。

φWe believe that ... will benefit you in ... , and we wish all the best with your.. 

我们相信……会使您在……方面受益匪浅，我们也祝您……一切顺利 。

四、写作练习

请根据下列要求进行写作。参考范文及详解请参见黄皮书《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世纪高教编

辑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Directions: 

You are planning o口 tak i ng a trip to Taiwan and you are brows ing hotels online. Write an email of 

about 100 words to the hotel manager, inquiring about the information on the hotel. 

Do not sig口 your name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Use “ Li Ming” ins t巳ad.

Do not writ e the address. 

Part B 途中

一、审题谋篇

1 解析图画信息，推导图画寓意

提示信息 信息解析

图片背景及标题“途中”提示 象征迎接人生挑战、努力实现

场景：登山途中 人生目标的过程

右侧的人坐着，愁眉苦脸地 说明他在面对困难和考验时

说：“累了 ，我不爬了 。 ” 容易放弃，态度消极

左侧的人站着，鼓励道：“别
说明他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呀 ！ 休息 一下再接着爬。”并
会选择咬牙坚持

递上水

文字信息 ： “累了，我不爬了” 揭示两人的心态，其言行代表

和“别呀！休息 一 下再接 人们在漫长而艰难的追求人生

着爬 。” 目标的过程中持有的不同态度

2 . 罗列关键词

( mountain climbing 登山；②on one ’s way to ...在……途中 ；

推导寓意

登山途中感到劳累象征实现远大目

标、取得成功的路途无比艰辛，会对

身体和精神造成双重考验 。 面对相

同的困难，心态积极和消极的人会

有截然不同 的反应 。 由 此可知，本

篇写作为“励志类人生哲理型”话题

作文，图片揭示的道理为“取得成功

的途中即使感到身心俱疲，也应该

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

( give up 放弃 ；④take/ have a break/ rest 休息一下；⑤perseverance/ pers i stence 坚持

3 . 行文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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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 In the picture, the re a re two climber s on their ①图里有两名登山者正在通往山顶的

way to the top of a m oun ta in. ( One o f them, s itt ing on 途中。②其中一人坐在石阶上，把包放在

a s tone step w ith hi s bac kpac k as 1巾 ， says in s l ight →旁，略带沮丧地说道 ： “我太累了，不爬

frustration ,“ I ’ m too ti red lO go any further. ” ( His 了 。”③他的旅伴递给他一瓶饮料，鼓励道 ：

trave l compan ion hands him a bot tl e o f drink and r ep li es “别啊！休息一下再接着爬。”④该图旨在

encou raging ly, '· Come on ! Take a brea k a nd keep 揭示 ：坚持不懈对于实现远大理想有不可

climbing . ” ( The picture int e nd s to illu s trate the 1 替代的作用。

irreplaceable ro le persistence plays in rea lizing great ambitions. 

( j ust as mounta川ee rs have to c li mb up rocky and 

steep s lopes be for e reachin g th e p巳ak, we will inevitably 

enco unt er num erous obstac les o n o u1 way to s uccess . ② 

Wha t is needed th en is a sustained effort to conqu e r them 

rat he r th an a n 巳xc u se to g ive up. ( After a ll , surrender 

m ea ns a ll previo us e fforts come to naught w hi le hanging 

on certa inl y brings r ewa rd s . ( H 1g h achi eve r s in 

competit ive spo rt s understa nd tha t ver y we ll and , a lmos t 

without exception, attribute th eir g lories to t heir 

perseverance with inten s ive t ra ining da y a ft e r day. 

( A s a n o ld C hinese saying goes, the last leg of a 

journey m a rks the half way point. ( T he c loser we get to 

the fini shing lin e , the more fat igued a nd lazier we feel. 

( At such tough moments, we can on ly achi eve our goa ls 

by being strong-willed and gritting our teeth. ( In other 

wo rds, th e virtue of per s istence is th e key to success and 

thus needs to be culti va ted co nscious ly. 

［篇章衔接］

第一段（ 4 旬）：描述图片 。

①正如登山者必须要爬上崎岖陡峭的

山坡才能抵达山顶，我们在通往成功的途

中也难免会遇到诸多障碍。②此时，我们

需要通过不懈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而非

寻找借口放弃。③毕竟，缴械投降就意味

着前功尽弃，而坚持下去必将有所回报 。

④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对此

了然于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会将取得的

荣誉归功于自己能坚持完成日复一日的高

强度训练 。

①中国有句古话 ： 行百里者半九十 。

②我们越接近终点线，就越会感到疲惫恼

懒。③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只有坚定信念、

咬紧牙关，才能达成既定目标。④换言之，

持之以恒便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

我们需要有意培养这种品质 。

①②③句描述图片内容（通过 two climbers ... One of th em ... His travel companion 衔接〉。④句明

确图片寓意。

第二段 （ 4 旬）：论证图片主旨 。

①②句引 :-1：＼图片内容的象征含义，直｜冻主旨（①句以 j ust as mountaineers ... , we .. . 形成“同向比较

关系”，将论述对象由特定群体引叶l 至普罗大众；②句 a sustained effort 对应左侧登山者的行为， an

exc use to g ive up 对应右侧登 iJJ 者的行为）。③④句指明原因，加以例证（③句 After a ll 暗示“原因”，

wh il e 体现“对比关系”；④句 t hat 囚指衔接） ：坚持必有回报，放弃则失去所有 。

第三段 （ 4 句）：重申观点，发出呼吁 。

①②③句引用并解读与图片主旨关联密切的谚语警句 ，重申观点：凡事贵在坚持，不到最后决不放

弃。④句总结全文，提 ： I－＇， 建议（ 以 In o l he r word s 体现“总结”，以 and thu s 体现“因果”，顺势引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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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表达］

1. frustrat ion [ n. ］沮丧，失意

2. irrep laceable 〔α． ］不可替代的

3. persistence [n . ］坚持，执着

4. steep [a. ］陡峭的

5. a susta ined effort 不懈努力

6. surrender [n. ］屈服，投降

［活用外干11]

7. com巳 to naught 成为泡影，化为乌有

8. hang on 坚持，顶住

9. a ttribute A to B 将 A 归因于 B

10. perseverance [n. ］坚持不懈

11. strong- wi ll ed ［α． ］意志坚定的

12. grit O肘’s teeth 咬紧牙关，下定决心

1. Unti l now , attempts to set up this sort of collaborat ion have come to naught. 

The Economist 

译文 ：迄今为止，建立这类合作关系的种种努力均宣告失败 。

点拨： come to naught 意为“失败，成为泡影” ，常与 effort/ attempt/ int ention 等表示“努力／尝试／意

图”的词语搭配，可替代常用动同（短语） fa il / become uns u ccessfu l 等。

2. The quest io日 is, can they hang on long enough to mount a viab le chall enge? 

一一－Fuγbes

译文： 问题在于 ，他们能否坚持足够伏的时间以构成实实在在的挑战？

点拨 ： hang on 意为“坚持下去飞可替代常用动同 keep/ continue/ persist / persevere 等，提升文章用词

的灵活性。

［精彩旬式］

1. 比较状语从句： Just a~ mountainee.rs have t<? climb up rocky and st巳e.P.. s~ope.s 

副词 引导词 主语 谓语 宾语

before r eachin~ the _peak , 

时间状语

we 

主语

will inevitably enco unter numerous obstacles 

谓语－ 宾语

on our way to s uccess. 

介询短语作状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Mountaineers have to climb up slopes before reaching the peak. 

We wi ll have difficulties achieving s uccess. 

②利用连词将简单句整合

As mountaineers have to climb up slopes before reaching the peak, we wi ll have difficulties achieving success. 

③通过替换名词和动词、增加形容词和副词、添加状语来提升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Just as mountaineers have to climb up rocky and steep s lopes before reaching the peak, we will 

rnev1tably encounter numerous obstacles on our way to success . 

2. High achiever s in C()I11 J?_etit ive s_p_orts und erstand t hat verx_ 啊e. 11 and, 

主语 介词短语作后直定语 谓语1 宾语1 状语 连接词

almost ~t~o1:1t e~ception, attribute th由 glories t() their l?_e~se.veran巳巳 飞Nitb intensive traininr daY. after da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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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语 谓语2 宾语2 宾语补足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Good sportsmen und erstand tha t very we ll. 

Good sport smen make achi evements. 

Good sportsmen can persevere with training. 

②利用连词将简单句整合

Good sportsmen und ers tand tha t ve ry we ll and ma ke ac hi evements beca use th ey can per severe with 

tra ining. 

③通过替换名词和动词、增加形容词和副词、添加定语和捕入语来提升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

美感

High achi evers in competiti ve spor ts understa nd tha t very well and, a lmost without except ion , 

attnbute their glori es to th ei r perseverance with intens ive tra ining clay after day. 

〔思路拓展］

图片描绘的是登山途中“一人欲放弃、一人在鼓励”的一幕 ，属于“励志类人生哲理”话题。第一段描

述图片并揭示寓意后，第二 、三段可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可如1范文所示，第二段阐述坚持不懈对于实现

远大目标的不可替代性，第三段引用名言谚语重申观点 。 另外，也可在第二段引人更为具体的事例或在

第三段提及达成远大目标的过程中同伴鼓励的重要性 。

［应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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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and happiness. ( In our lifet ime, there will 

inevitab ly be occasions when . (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that gives us the pow巳r to 

. ( A prime example is who/ which 

( More importantly, such a positive qua li ty/ trait/spir it / 

at titude can produce a las t ing energi zing effect , granting us 

a fruitful life wit hout regrets . ® Just as an old saying goes , 

回 ①I n genera l , lays a so lid foundation for us 

to ac hi eve am bitious goa ls and reap the happiness of 

success. ( In order to achi eve something in our life, it is 

sensible/ advisa ble to cu ltivate this trait consciously and put 

1t into practice. 

我们的人生 中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

。 ③在这些情况下， 是 给

予我们力量 。 ④ 便是一个

典型例证，他（或：她、他们） 。⑤

更重要的是，这种积极的品质（或：特质、

精神、态度）能产生将久的激励效应，使

我们的人生颇有成就、不留遗憾 。 ＠正

如l古语所言，

①总之， 为我们实现远大目

标并收获成功的喜悦奠定了坚实的基

7i:li 。②为了一生中能有所成就， 明智 的

做法是有意培养这种特质并予以践行 。

模板注释 ：该模板适用于阐明“乐观、独立、坚持”等励志类人生哲理的话题作文 。 该模板主体段先

提炼图片寓意一一强调“某种品质”的重要性，后采用“递进框架 C More important ly .... ） ”深入论证，其中

②③④句结合“人生现实”和“具体实例”进行论证。＠句援引谚语加强论证 。 结尾段采用了“总结呼吁”

的方式：强调这种品质元比重要，并呼吁培养践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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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储备

［写作素材积累］

争 Pat ience , persistence and perspirat ion make an unbeata ble combinat ion for 吕uccess . ( Na poleon 

Hill , American author) 

耐心、坚持和｜汗水是取得成功的无敌组合 。 （美国作家 拿破仑· 希尔）

4胁When you get into a t ight place and everything goes against you, t ill it seems as tho ugh yo u co uld 

not hang on a minute longer, never give up then, for that is ju st the place and time t ha t the ti de will turn. 

( H arriet Beecher Stowe, American aut hor) 

当你陷入困境，诸事不）｜臣，似乎连一分钟都无法坚持下去时，千万别放弃，因为正是在此时此地形势

将会逆转 。 （美国作家哈丽叶特 ·比切·斯托）

φAmbit ion means nothing if yo u are not will ing to be consis t ent with yo ur act ions and be pe r s i st巳nt

in operat ing at a high level. T he average person quits after they a re not immed ia te ly rewa rded for their 

short-term effort s. A successfu l person ignores ins tant gra tifi cation an d und er sta nds tha t success is a 

long- term effort. 

如果你不愿意始终如一地付诸行动，不愿意持之以恒地发挥出高水平，列I）理想抱负也就毫无意义 。

普通人努力了一阵后，没有立刻获得回报，便会选择放弃 。 成功人士则会忽略目llf:1才满足，他们知道成功

在于长期努力 。

四、写作练习

请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写作，可参考“应用模板” 。

Directions: 

72 

Write an essay of 160-200 words based on the picture below. In you r essay, yo u should 

1) describe the picture briefl y, 

2) interpret the meaning, and 

3) give yo 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 tl y on th e ANSWER SHEET. (20 points) 

［话题词汇］

( dig for di amonds 挖矿石 ；②gi ve up on t he verge of success 在接近成功时放弃；

( depressed ［α ． ］意志消沉的；④phys ica ll y and mentally exhausted 身心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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