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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Use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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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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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 is a tricky business. On the one hand, it's a necessary condition _1_ many 

worthwhile things: child care, friendships, etc. On the other hand, putting your_2_ in 

the wrong place often carries a high 3 

4 why do we trust at all? Well, because it feels good. _5_ people place 

their trust in an individual or an institution, their brains release oxytocin, a hormone 

that _6_ pleasurable feelings and triggers the herding instinct that prompts 

humans to �7- with one another.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exposure _8_ this 

hormone puts us in a trusting____2_: In a Swiss study, researchers sprayed oxytocin into 

the noses of half the subjects; those subjects were ready to lend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unts of money to strangers than were their 10 who inhaled something else. 

_1_1_ for us, we also have a sixth sense for dishonesty that may ___lL us. A 

Canadian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as young as 14 months can differentiate 13 a 

credible person and a dishonest one. Sixty toddlers were each 14 to an adult 

tester holding a plastic container. The tester would ask, "What's in here?" before 

looking into the container, smiling, and exclaiming, "Wow!" Each subject was then 

invited to look 15 . Half of them found a toy; the other half 16 the 

container was empty - and realized the tester had 17 them. 

Among the children who had not been tricked, the majority were 18 to 

cooperate with the tester in learning a new skill,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trusted his 

leadership. 19 only five of the 30 children paired with the " 2 0  " tester 

participated in a follow-up activity.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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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on [B] like [C] for [D] from

2. [A] faith [B] concern [C] attention [D] interest

3. [A] benefit [B] debt [C] hope [D] price

4. [A] Therefore [B] Then [C] Instead [D] Again

5. [A] Until [B] Unless [C] Although [D] When

6. [A] selects [B] produces [C] applies [D] maintains

7. [A] consult [B] compete [C] connect [D] compare

8. [A] at [B] by [C] of [D] to

9. [A] context [B] mood [C] period [D] circle

10. [A] counterparts [B] substitutes [C] colleagues [D] supporters

11. [A] Funny [B] Lucky [C] Odd [D] Ironic

12. [A] monitor [B] protect [ C] surprise [D] delight

13. [A] between [B] within [C] toward [D] over

14. [A] transferred [B] added [C] introduced [D] entrusted

15. [A] out [B] back [C] around [D] inside

16. [A] discovered [B] proved [C] insisted [D] remembered

17. [A] betrayed [B] wronged [C] fooled [D] mocked

18. [A] forced [B] willing [C] hesitant [D] entitled

19. [A] In contrast [B] As a result [C] On the whole [D] For instance

20. [A] inflexible [B] incapable [C] unreliable [D] un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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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the annoying challenges facing the middle class is one that will probably 

go unmentioned in the next presidential campaign: What happens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obs? 

Don't dismiss that possibility entirely. About half of U.S. jobs are at high risk of 

being automated, according to a University of Oxford study, with the middle class 

disproportionately squeezed. Lower-income jobs like gardening or day care don't 

appeal to robots. But many middle-class occupations - trucking, financial advice, 

software engineering - have aroused their interest, or soon will. The rich own the 

robots, so they will be fine. 

This isn't to be alarmist. Optimists point out that technological upheaval has 

benefited workers in the pas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n't go so well for Luddites 

whose jobs were displaced by mechanized looms, but it eventually raised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d more jobs than it destroyed. Likewise, automation should 

eventually boost productivity, stimulate demand by driving down prices, and free 

workers from hard, boring work. But in the medium term, middle-class workers may 

need a lot of help adjusting. 

The first step, as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argue in The Second 

Machine Age, should be rethinking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Curriculums - from 

grammar school to college - should evolve to focus less on memorizing facts and 

more on creativity and complex communication.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do a 

better job of fostering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helping students work alongside 

robots. Online education can supplement the traditional kind. It could make extra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affordable. Professionals trying to acquire new skills will be 

able to do so without going into debt. 

The challenge of coping with automation underlines the need for the U.S. to 

revive its fading business dynamism: Starting new companies must be made easier. In 

previous eras of drastic technological change, entrepreneurs smoothed the transition 

by dreaming up ways to combine labor and machines. The best uses of 3D printers 

and virtual reality haven't been invented yet. The U.S. needs the new companies that 

will invent them. 

Finally, because automation threatens to widen the gap between capital income 

and labor income, taxes and the safety net will have to be rethought. Taxes on low

wage labor need to be cut, and wage subsidies such as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should be expanded: This would boost incomes, encourage work, reward companies 

for job creation, and reduce inequality. 

Technology will improve society in ways big and small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yet this will be little comfort to those who find their lives and careers upended by 

automation. Destroying the machines that are coming for our jobs would be nuts. But 

policies to help workers adapt will be indispen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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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ho will be most threatened by automation?

[A] Leading politicians.

[B] Low-wage laborers.

[C] Robot owners.

[D] Middle-class workers.

2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represents the author's view?

[A] Worries about automation are in fact groundless.

[B] Optimists' opinions on new tech find little support.

[C] Issues arising from automation need to be tackled.

[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new tech can be avoided.

23.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A] creative potential.

[B] job-hunting skills.

[C] individual needs.

[D] cooperative spirit.

24.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ax policies be aimed at

[A]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B] increasing the return on capital investment.

[C] easing the hostil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D] preventing the income gap from widening.

25. In this text, the author presents a problem with

[A] opposing views on it.

[B] possible solutions to it.

[C] its alarming impacts.

[D] its major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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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2 

A new survey by Harvard University find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young 

Americans disapprove of President Trump's use of Twitter.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Millennials prefer news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be filtered through other sources, 

not a president's social media platform. 

Most Americans rely on social media to check daily headlines. Yet as distrust has 

risen toward all media, people may be starting to beef up their media literacy skills. 

Such a trend is badly needed.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arly 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shared by Twitter users in the politically critical state of Michigan was 

fake new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a survey conducted for 

BuzzFeed News found 44 percent of Facebook users rarely or never trust news from 

the media giant. 

Young people who are digital natives are indeed becoming more skillful at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in cyberspace. A Knight Foundation focus-group survey 

of young people between ages 14 and 24 found they use "distributed trust" to verify 

stories. They cross-check sources and prefer new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open about any bias. "Many young people assume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ducating themselves and actively seeking out 

opposing viewpoints," the survey concluded. 

Such active research can have another effect. A 2014 survey conducted in 

Australia,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found that young people's reliance on social media led to greater political engagement. 

Social media allows users to experience news events more intimately and 

immediately while also permitting them to re-share news as a projection of their 

values and interests. This forces users to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ir role in passing 

along information. A survey by Barna research group found the top reason given by 

Americans for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 is "reader error," more so than made-up 

stories or factual mistakes in reporting. About a third say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lies in "misinterpretation or exaggeration of actual news" via social media. In other 

words, the choice to share news on social media may be the heart of the issue. "This 

indicates there is a real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counteracting this problem," says 

Roxanne Stone, editor in chief at Barna Group. 

So when young people are critical of an over-tweeting president, they reveal a 

mental discipline in thinking skills - and in their choices on when to share o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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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ccording to Paragraphs 1 and 2, many young Americans cast doubts on 

[A]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news-filtering practice. 

[B] people's preference f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to handle information. 

[D] social media as a reliable source of news. 

27. The phrase "beef up" (Line 2, Para. 2)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A] sharpen. 

[B] define. 

[C] boast. 

[D] share. 

28. According to the Knight Foundation survey, young people 

[A] tend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in cyberspace. 

[B] verify news by referring to diverse sources. 

[C]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D] like to exchange views on "distributed trust". 

29. The Barna survey found that a main cause for the fake news problem is 

[A] readers' outdated values. 

[B] j oumalists' biased reporting. 

[C] readers' misinterpretation. 

[D] journalists' made-up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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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Rise in Critical Skills for Sharing News Online. 

[B] A Counteraction Against the Over-tweeting Trend. 

[C] The Accumulation of Mutual Trust on SocialMedia. 

[D] The Platforms for Projection of Pers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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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 

Any fair-minded assessment of the dangers of the deal between Britain'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and DeepMind must start by acknowledging that both 

sides mean well. DeepMind is one of the lea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e potential of this work applied to healthcare is very great, 

but it could also lead to further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tech giants. It is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Elizabeth Denham, has issued her 

damning verdict against the Royal Free hospital trust under the NHS, which handed 

over to DeepMind the records of 1.6 million patients in 2015 on the basis of a vague 

agreement which took far too little account of the patients' right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DeepMind has almost apologized. The NHS trust has mended its ways. Further 

arrangements - and there may be many - between the NHS and DeepMind will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 to ensure that all necessary permissions have been asked of 

patients and all unnecessary data has been cleaned. There are lessons about informed 

patient consent to learn. But privacy is not the only angle in this case and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Ms Denham chose to concentrate the blame on the NHS trust, since 

under existing law it "controlled" the data and DeepMind merely "processed" it. But 

this distinction misses the point that it is processing and aggregation, not the mere 

possession of bits, that gives the data value. 

The great question is who should benefit from the analysis of all the data that our 

lives now generate. Privacy law builds on the concept of damage to an individual 

from identifiable knowledge about them. That misses the way the surveillance 

economy works. The data of an individual there gains its value only when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countless millions more. 

The use of privacy law to curb the tech giants in this instance feels slightly 

maladapted. This practice does not address the real worry.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the algorithms DeepMind develops will benefit patients and save lives.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y will belong to a private monopoly which developed them using public 

resources. If software promises to save lives on the scale that drugs now can, big data 

may be expected to behave as a big pharma has done. We are sti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olution and small choices now may tum out to have gigantic consequences 

later. A long struggle will be needed to avoid a future of digital feudalism. Ms 

Denham's report is a welcome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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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hat is true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NHS and DeepMind? 

[A] It caused conflicts among tech giants. 

[B] It failed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patients' rights. 

[C] It fell short of the latter's expectations. 

[D] It put both sides into a dangerous situation. 

32. The NHS trust responded to Denham's verdict with 

[A] empty promises. 

[B] tough resistance. 

[C] necessary adjustments. 

[D] sincere apologies. 

33. The author argues in Paragraph 2 that 

[A] privacy protection must be secured at all costs. 

[B] leaking patients' data is worse than selling it. 

[C] making profits from patients' data is illegal. 

[D] the value of data comes from the processing of it. 

34. According to the last paragraph, the real worry arising from this deal is 

[A] the vicious rivalry among big pharmas. 

[B] the in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privacy law. 

[C] the uncontrolled use of new software. 

[D] the monopoly of big data by tech giants. 

35.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 healthcare is 

[A] ambiguous. 

[B] cautious. 

[C] appreciative. 

[D] contempt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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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4 

The U.S. Postal Service (USPS) continues to bleed red ink. It reported a net loss 

of $5.6 billion for fiscal 2016, the 10th straight year its expenses have exceeded 

revenue. Meanwhile, it has more than $120 billion in unfunded liabilities, mostly for 

employee health and retirement cost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is formerly stable 

federal institution finds itself at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Fundamentally,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etween technological change that has permanently decreased 

demand for its bread-and-butter product, first-class mail, and a regulatory structure 

that denies management the flexibility to adjust its operations to the new reality. 

And interest groups ranging from postal unions to greeting-card makers exert 

self-interested pressure on th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 Congress - insisting that 

whatever else happens to the Postal Service, aspects of the status quo they depend on 

get protected. This is why repeated attempts at reform legislation have failed in recent 

years, leaving the Postal Service unable to pay its bills except by deferring vital 

modernization. 

Now comes word that everyone involved - Democrats, Republicans, the Postal 

Service, the unions and the system's heaviest users - has finally agreed on a plan to 

fix the system. Legislation is moving through the House that would save USPS an 

estimated $28.6 billion over five years, which could help pay for new vehicles, 

among other survival measures. Most of the money would come from a penny-per

letter permanent rate increase and from shifting postal retirees into Medicare. The 

latter step would largely offset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annually pre-funding retiree 

health care, thus addressing a long-s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If it clears the House, this measure would stil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Senate -

where someone is bound to point out that it amounts to the bare, bare minimum 

necessary to keep the Postal Service afloat, not comprehensive reform. There's no 

change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at the USPS, a major omission considering that 

personnel accounts for 80 percent of the agency's costs. Also missing is any 

discussion of eliminating Saturday letter delivery. That common-sense change enjoys 

wide public support and would save the USPS $2 billion per year. But postal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seem to have killed it, at least in the House.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und the bill is a sign that legislators are getting frightened about a politically 

embarrassing short-term collapse at the USPS. It is not, however, a sign that they're 

getting serious about transforming the postal system for the 21st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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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he financial problem with the USPS is caused partly by 

[A] its unbalanced budget. 

[B] its rigid management. 

[C] the cost for technical upgrading. 

[D] the withdrawal of bank support. 

3 7.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 the USPS fails to modernize itself due to 

[A] the interference from interest groups. 

[B] the inadequate funding from Congress. 

[C] the shrinking demand for postal service. 

[D] the incompetence of postal unions. 

38. The long-s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can be addressed by 

[A] removing its burden of retiree health care. 

[B] making more investment in new vehicles. 

[C] adopting a new rate-increase mechanism. 

[D] attracting more first-class mail users. 

39.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seems to view legislators with 

[A] respect. 

[B] tolerance. 

[C] discontent. 

[D]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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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he USPS Starts to Miss Its Good Old Days. 

[B] The Postal Service: Keep Away from My Cheese. 

[C] The USPS: Chronic Illness Requires a Quick Cure. 

[D] The Postal Service Needs More Than a Band-Aid. 

- 10 -



PartB 

Directions: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re given in a wrong order. For Questions 41-45, you are 

required to reorganize these paragraphs into a coherent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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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December of 1869, Congress appointed a commission to select a site and 

prepare plans and cost estimates for a new State Department Building. The 

commission was also to consider possible arrangements for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To the horror of some who expected a Greek Revival twin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to be erec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hite House, the 

elaborate French Second Empire style design by Alfred Mullett was selected, and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to house all three departments began in June ofl 871. 

[B] Completed in 1875, the State Department's south wmg was the first to be 

occupied, with its elegant four-story library (completed in 1876), Diplomatic 

Reception Room, and Secretary's office decorated with carved wood, Oriental 

rugs, and stenciled wall patterns. The Navy Department moved into the east wing 

in 1879, where elaborate wall and ceiling stenciling and marquetry floors 

decorated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C] The State, War, and Navy Building, as it was originally known, housed the three 

Executive Branch Departments most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formulating and 

conducting the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e perio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an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building has housed some of the nation's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s and politicians and has been the scene of many 

historic events. 

[D] Many of the most celebrated national figures have participated in historical ev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within the EEOB's granite walls. Theodore and Franklin D.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Dwight D. Eisenhower, Lyndon B. Johnson, 

Gerald Ford, and George H. W. Bush all had offices in this building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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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president. It has housed 16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21 Secretaries of 

War, and 24 Secretaries of State. Winston Churchill once walked its corridors and 

Japanese emissaries met here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after the 

bombing of Pearl Harbor. 

[E]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EEOB) commands a unique position 

in both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igned by Supervising Architect of the Treasury, Alfred B. Mullett, it was built 

from 1871 to 1888 to house the growing staffs of the Stat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French Second 

Empire architecture in the country. 

[F] Construction took 17 years as the building slowly rose wing by wing. When the 

EEOB was finished, it was the largest office building in Washington, with nearly 

2 miles of black and white tiled corridors. Almost all of the interior detail is of 

cast iron or plaster; the use of wood was minimized to insure fire safety. Eight 

monumental curving staircases of granite with over 4,000 individually cast bronze 

balusters are capped by four skylight domes and two stained glass rotundas. 

[G] The history of the EEOB began long before its foundations were laid. The first 

executive offices were constructed between 1799 and 1820. A series of fires 

(including those set by the British in 1814) and overcrowded conditions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Treasury Building. In 186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 Wing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necessitated the demoli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building. 

41. 1-1 C 1-1 42. 1- 1 43. I- [I]- I 44. 1-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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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C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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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Write your answers on the ANSWER SHEET. (10 points) 

Shakespeare's lifetime was coincident with a period of extraordinary activity and 

achievement in the drama. ( 46) By the date of his birth Europe was witnessing the 

passing of the religious drama,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s under the incentive of 

classical tragedy and comedy. These new forms were at first mainly written by 

scholars and performed by amateurs, but in England, as everywhere else in western 

Europe, the growth of a class of professional actors was threatening to make the 

drama popular, whether it should be new or old, classical or medieval, literary or 

farcical. Court, school, organizations of amateurs, and the traveling actors were all 

rivals in supplying a widespread desire for dramatic entertainment; and (47) no boy 

who went to a grammar school could be ignorant that the drama was a form of 

literature which gave glory to Greece and Rome and might yet bring honor to England. 

When Shakespeare was twelve years old the first public playhouse was built in 

London. For a time literature showed no interest in this public stage. Plays aiming at 

literary distinction were written for schools or court, or for the choir boys of St.Paul's 

and the royal chapel, who, however, gave plays in public as well as at court. ( 48) But 

the professional companies prospered in their permanent theaters, and university men 

with literary ambitions were quick to tum to these theaters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velihood. By the time that Shakespeare was twenty-five, Lyly, Peele, and Greene 

had made comedies that were at once popular and literary; Kyd had written a tragedy 

that crowded the pit; and Marlowe had brought poetry and genius to triumph on the 

common stage - where they had played no part since the death of Euripides. ( 49) A 

native literary drama had been created, its alliance with the public playhouses 

established, and at least some of its great traditions had been begu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izabethan drama for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is of 

exceptional interest to students of literary history, for in this brief period we may trace 

the beginning, growth, blossoming, and decay of many kinds of plays, and of many 

great careers. We are amazed today at the mere number of plays produced, as well as 

by the number of dramatists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this Lond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50) To realize how great was the dramatic activity, we must 

remember further that hosts of plays have been lost, and that probably there is no 

author of note whose entire work has surv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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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ll Writing

Part A 

5 1. Directions: 

Write an email to all international experts on campus inviting them to atten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n your email you should include time, place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eremony. 

You should write about 100 words neatly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use yo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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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ing, and

3) give yo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tly on the ANSWER SHEET. (2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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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则年全真试题展和

第－部分知识运用
………………………………··...... 

为何信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J字 ｜－、立章总体处析
本文选自 Reader 's Digest《读者文摘》一篇题为 Your Brain on Trust: Why W巴’ re Hardwired to Rely 

On Others（“执迷”于信任的大脑：为何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与生俱来）的文章 。 脉络：引出话题“信任具有

两面性”（第一段）一一退而分析我们倾向于信任彼此的原因（第二段〕 介绍我们对信任潜在风险的

防范机制，并以实验说明（第三 、匹｜段）。

@On the one 

hand, it ’s a necessa ry co ncli tion 1 mapy 

worthwhile® things: child ca re , fri ends hips, etc. 8 
On the other hand , putting your 2 in the wrong 

place often carries a high 3 

①信任是件玄妙的事。②一方面，对诸如

儿童看护、友谊等许多有价值的事情来说，信任

是一项必要条件。③但另一方面，错直你的信

任往往会承受高昂的代价 。

； ·．：真题精解：. ::i/ 
1. [A] on 对……；关于 [BJ like 像 ；类似 [ CJ for X才……（来说） [ DJ from 白，从

［考点提炼］旬内 i吾义＋介词用法。

［解题思路J it 回指首句主题词 Trust（信任），空格前后信息分别为 a necessary cond i tion（必要条件）

和 many worthwhi le things ... （儿童看护、友谊等有价值之事），故文意只能是：要想（为了）实现这些有价

值的事，信任是一项前提条件 。 空格介词一方面要“明确前提的涉及对象（对谁来说是必要条件）”，另一

方面还应体现“（为达成某事的）目的性”，for 既能“引出陈述／问题的相关对象（ ＝ concerning）”，还有“为

了（某目的）”的含义，因此［CJ正确，a condition for / of st h 为常见搭配，表示“某事的先决条件”。

［错项排除］［ A] on 干扰点有二：一、表“关于（某特定内容）”时，on 之后是对其前内容的“范围、内容

等的具体说明”，如 some books on Indi a（有关印度的一些书） ； 二、表“对……造成影响／和l ……有关”时，

on 之前的名词实际上包含动作意味，其后内容是该动作的承受者，如 new restrictions on th e sa les of 

weapons（武器买卖的新限制） 。 ［ BJ like 作介词只有“类比吁口“举例”两种功能 ； ［ DJ from 表示“来源或出

处’气均与“某事以……为前提条件”的逻辑相去甚远 。

2. [A] faith 信任，信心

[CJ attention 注意，专心；关心，关注

［考点提炼］名词辨析。

[BJ concern 担心，关切；关怀．关爱

[DJ inte rest 爱好；兴趣，关注

［解题思路］ 由逻辑关联词 On the one hand ... On the other hand ... （用于“引出两个相对立的观点、

事实等”） 可知，②③句是对首句“信任是一件玄妙的事”的正反两方面说明，已知②句“信任是许多有价

值之事的前提”在说明信任好的一面，①句“将 放在错误的地方通常……”应该是解释“信任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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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面”，所以空格词也应表示“信任”的语义， ［ A] fa ith 是对 trust 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干扰项“担心、关怀、关注、兴趣”等内容都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信任”有一定

关联，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信任”。

3. [ A] bene fit 好处 [ BJ d e bt 债务；恩情；影响 [ C] hope 希望；期望 [ DJ price 价格；代价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名词辨析。

〔解题思路］ 由上题分析结合句中 in the wrong place 可知，③句解释的应该是“信任的不幸lj 一面”，

故 carries a high 一一一一应该表示“信任可能的负面后果／影 响”， carry a high price 表示“承受巨大的代

价／损失”，［DJ price.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 A] benefit： 与［CJ hope 都可以由 high 修饰，表示“很大的好处／希望”，但两者为正向语

义，与文中“错置信任的负面后果”矛盾。［BJ debt 利用“信任不当会让人负债累累”的语义干扰，此处

“债”主要有两层内涵：金钱方面以及人情方面，而“错置信任”时受伤者是自己，故不会欠下人情债；把这

种负面影响归结于金钱方面，又过于细化绝对，忽略了其他形式的代价 。

: . ·.由主注革与非句分析· ：\I 
( tricl‘y[ 'tr1k 

i ： ~： ：逼草分玩；~：：i i/
首段指出“信任”的两面性：意义非凡，也暗含凤险。 首句 以“A is B”句型对“信任”定性， 1.b1定话题；

tricky 同时含有 cl iffi c ul t to do o r deal wit h （复杂难解）以及 requ iring ca ution or s ki l l （需慎重或技巧）之

意，说明“信任哺t以捉摸的同时，也暗示我们应谨慎看待“信任”，开启全文对这一玄妙之物的介绍。②

③句解释“信任”因何玄妙。并列对比结构 On the one hand ... On the other hand 展示信任的两面性 ：其

中②句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 表明信任的积极面 ：对许多有价值之事的达成来说不可或缺。③句表

明信任的消极面； carri es a high price( carry 此处指“承受、承担”）较 pay a hi gh price（付出巨大代价）力度

更强，突显错信的代价沉重 。

[If O 4 , why do we trust at all? @ Well, 

because it fee ls good. @ 5 people plac巳 their trust in 

an indi vidua l or an ins titution, their brains release 

oxytocin( , a hormone<2> that 6 pl easurable feelings 

and triggers( the herding instinct@ that prompts® humans 

to 7 w ith one another. OScienti sts have found that 

exposure 8 thi s hormone puts us 111 a trusting 9 

In a Swiss s tudy, researchers sprayed® oxytocin into the 

nos es of ha lf the subjects( ; those s ubj ects were ready to 

lend signifi can tl y hi gher amo unt s of money to strangers 

than were their 10 who inhaled® somet hing else. 

①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会信任（他人）

呢？②嗯，因为这样感觉很好。③当人们对

某个人或机构寄予信任时，大脑会释放 出催

产素，即一种能产生愉悦感并触发群居本能

的荷尔棠，这种本能会促使人类彼此之间融

洽相处。④科学家发现，受这种荷尔蒙的影

响，我们会生成一种容易相信他人的心态 ：

在一项端士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催产素喷

入一半受试者的弈腔中；比起那些吸入其他

东西的受试者，他们愿意借给陌生人的金钱

数额明显高出许多 。

：－二真题：精解：. :i.i/ 
4 . [ A] There fore 因此 [ BJ The n 那么，既然如此 [ CJ Instead 相反；而 [ DJ Again 又；再说

［考点提炼］ 上下文语义逻辑。

［解题思路］ 上段末指出“信任不当的弊端”，本段空格后 why do we trust a t a ll 提示前后逻辑为 ： 既

然信任有巨大的潜在风险，那人们为何还彼此信任 。 Then 除表示时间先后以外，还有 if that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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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tua t i on“既然那样 、那样的话”的逻辑内涵 ，［ BJ 正确 。

［错项排除］ [A] Therefo re 引出前述内容的逻辑结果；其引 ：H 的文章内容应是：（因而）我们应谨慎付出

自己的信任 ；而非发出“人们为何信任彼此”的疑问。［CJ Instead 用于表示“（没有做 A ，） 而是做了 B飞［DJ

Again 用于给出能够解释或补充前述内容的事实或观点，但上下文不存在“取舍”或“补充说明”逻辑。

5. [A] Until 直到……为止 [BJ Unless 除非 [ CJ A l tho ugh 虽然；但是 [DJ When 在……情况下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逻辑。

［解题思路］ 本题考查从句“人们寄予信任”与主句“大脑释放 oxytocin”的逻辑关系。上文已知“人

们信任他人是因为这让他们！惑觉很好Cf巳e l s good）”，所以应先确认 oxytocin 是好是i不，同位陌 a hormon 

tha t . .. p leasura ble fee li ngs 信息不足，结合第 6 题的四个选项大方向可知 oxytocin 与“愉悦感”是正向关

系，所以空格句逻辑应该是 ：付出信任时，就会产生这种快乐荷尔蒙 . ［ DJ When 表示“当（某种条件出 现）

时会（产生某种状况）”，符合语义逻辑 。

［错项排除］ [A] U川il 引出主句事件终止的时间，如 ： I wa ited unti l it got dar k. C 意即 ： 天黑后我就

没等了。〉，但“人们寄予信任后，大脑就不再释放快乐荷尔蒙”恰好与上文相悖。［BJ Unless 在意义上相

当于 i f. . . not ， 如 ： l ca n ’t leave her unless I know s he ’s a ll right. C 意即：如果我知道她不顺利 ，我不会离开

她 。），但“如果人们不付出信任，大脑就会释放快乐荷尔蒙”也与文意相悖 ； ［ CJ Altho ugh 可表让步，还可

表轻微转折 ，而空格前后不存在让步或转折逻辑 。

6. [A] se lects 选择，挑选

[CJ app l i es 申请；应用；对……适用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十动词辨析。

[ BJ produces 引起，造成；产生

[ DJ ma i ntain s 保持，维持

［解题思路］ 由空格后 and 可知， pleasurable feelings ( 愉悦感）与 triggers the herdrng 

instinct（激发群居本能）为同向并列关系，表明这一荷尔蒙的积极作用，而“愉悦J惑”与“群居本能”性质枉！

间 ， 同属感知意识类内容，故空格处应该与 triggers 对应，表示“激发，产生”等类似语义，［BJ produces 正确 。

［错项排除］ [A] se lects 利用“人会有各种情绪， oxytocin 会挑选出愉悦的情绪将其展示出来”的语

义逻辑干扰，但显然“荷尔蒙”不可能主观思考并发出“挑选、精选”的动作。［ CJ applies 一方面利用“使

…起作用”这层意义干扰 ，但此时与机械相关，如 app l y the brakes（踩刹车）；另一方面利用文中 出现的

to 制造 app ly sth to st h （把……运／应用于某特定情形中〕这一固定搭配干扰，但与文中 to 搭配的动词为

prompts ， 而非 appli es ， 即文中根本不存在 C app ly sth) to sth 这一部分，“荷尔蒙运用愉悦感”的说法逻辑

不完整。［DJ mainta ins 表示“维持现状、保持水平或速度”，但“维持愉悦感”表明“愉悦感”本就存在，与

“释放催产素（ re lease . . . ）”、“触发群居本能 C trigger. . . ）”所含的“从无到有”的逻辑不符 。

7. [A] con s ul t 咨询，请教 ；商量

[CJ con nect 连接；（融洽地）沟通，相处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动词辨析。

[ BJ compete 竞争，争夺

[ DJ compaie 比较；与……类似

［解题思路］ 空格句指出，群居本能促使人类 彼此 。 1t1 关键同 herding i nst i nc t 可知，群居生活是

人类的本能追求，所谓群居本能，自然是人们与生俱来想要与他人联系、沟通，再结合“人们往往愿意彼此

信任”的上下文语境，判断空格部分只能表示“群居本能促使人们和Ii皆相处”的语义， ［CJ connec t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向他人咨询、与他人商议”属于社会学范畴下的行为，而“荷尔蒙所催生的人类原始本能

( inst inct） ”属于生理学范畴，故排除［A] consult o [ BJ compete 和l[D] compare 表示“与他人相竞争／比较”，它们

与“争夺／努力争上游、互相比较”的环境相关联，而与上下文“彼此｛言任、愉悦感、群居本能”无法构成统一的语

义场 ；不过［DJ compare 还表示“与．． ．．．．才、目似以

所学校可与全国最好的学校媲美。），但潜含“能力、7j(平才I§ 当”之意，仍然具有“竞争”的内在逆辑。

8. [A] a t 在；朝；因为，由于 [BJ by 被， E七I ；通过；经 1*1

[CJ of ……的 [ DJ to 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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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炼］固定搭配。

［解题思路］ 由冒号后内容“研究人员将 oxytocin 喷进一半受试者的鼻子中”可知，受试者在研究中

处于这种荷尔蒙环境中，受到该荷尔蒙的作用／影响， exposure to 为固定搭配，表示“暴露于……环境，受

到……的影响”，故［DJ to 正确 。

［错项排除］ [ A] at 表方位、时间或引出原因，可首先排除。［BJ by 和 ［CJ of 两者区别在于，前者引

出动作的施动者或达成动作的方式，如 to avoid chemica l expos ure by opting for formula（通过选择配方

奶粉来避免化学物质接触／影响〉，后者引出动作的主体，如 the exposure of information（信息的披露）；文

中空格后宾语为“荷尔蒙”，既不是 exposure 的施动者，也不是其主体，故排除两项 。

9. [ A] context 环境，背景；语境

[ CJ period 时期；阶段

［考点提炼］ 上下文i吾义＋名词辨析。

[ BJ mood 情绪；思想倾向；氛围

[ DJ circ l e 圆圈；圈子

［解题思路］ 由上文③句“oxytocin 能产生愉悦感”可知，文中主要论及该荷尔蒙对“情绪、思维”的影

响，同时，空格前关键同 trusting（容易相信他人的）及冒号后实例（ J匠人 oxytocin 的人愿意借给陌生人的金

钱数额要更高）中 ready to 所表达的心理倾向性可知，空格处表示一种思维倾向性， ［BJ mood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J [ A] context 意为“（事情发生的）背景、环境（以更好理解事情）”，侧重外部环境，而非

人们的 内部心境 。［CJ period 和 ［ DJ circle 分别利用“ l质入荷尔蒙后，有一阵子会容易信任他人”和“把我

们置人－个思维圈内”的中文思维干扰，但冒号后内容并非“时间段”，其次 put sb in .. . period 也不合语

用逻辑； circ l e 只能表示“（相同兴趣、职业等的人形成的）圈子”，同样无法表现内部心境 。

10. [ A] co unterpart s 对应的人或物

[ CJ co lleag ues 同事 ，同僚

〔考点提炼］ 旬内 i吾义十名词辨析。

[ BJ s ubstitutes 替代者／品

[ DJ supporters 支持者，拥护者

［解题思路］ 分号前为实验行为 ：研究人员将 oxytocin 喷进一半空试者的鼻腔中；分号后为结论：那

些（被 l质入 oxytocin 的）受试者比起吸入其他东西的 ，愿意借给陌生人更多的钱 。 很明显， their

一一一一应该指“同一实验中另一半施与条件不同的受试者”，［A] counterparts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根据文意可知，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两部分 ，分别设定两种不同的条件后对其心态进行

比较，因此两部分人不会是“替代和被替代”或“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排除 ［ BJ substitutes 和［ DJ

supporters。［CJ colleagues 表示“（在同一个专业岗位的）一起共事的人”，而文中为实验对象 。

；何j~：注辞辛难：句分析－ ：： ；／
①oxytocin［ ，口ks 1 'taus1n] 11. 催产素

( hormone[ 1 h:i:maun］η 激素，激素

( trigger[ 'tr1ga] v . 引 发，激发

( herding instinct 群居本能，目ri羊~效应

)) ( prompt[ prompt]v. 引起，激起；促使；激励

~ ®叫s叫喷喷洒
( subject[ 'sAbd3阳］ 11. 实验对象

I\ ®inhale〔 1n'he1J]1人吸入〔空气、烟雾或气体〕

When people place their trust in an individual or an institution, their brains release oxytocin, a hormone 

that produces pleasurable feelings and triggers the herding instinct that prompts humans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When p巳ople place their trust in an individual or an institution, 出at prompts humans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句子主干：

生且生旦旦E 旦旦旦 旦旦旦旦
定i吾从句

主i吾 谓i吾宾语

功能注释：本句中 oxytocin 的同位语 a hormone 包含一个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其内又嵌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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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the herding ins ti n c t 。

·请篇分析 • ： ： i/
第二段介绍“信任”发生的生理促因，侧面证实信任潜在的消极面。 ①②句“设 问 （ w hy ) 回答

( beca u se）”表明段落要义， at a ll （究竟）与句首 Then 一起，强化疑问程度的同时传达不解：既然错信可能

承受极大代价 ，为何人们还会付出信任？ 由此开启本段对这一心理倾向的原因分析； fe巳 l s good 暗示将

聚焦“生理因素”。③④句详细介绍“信任→感觉好”的生理机制 。 动作链 produces... an d tr iggers . . . 

that promotes . . . ( pleasurable fee lings 呼应②句 fee l s good）串起生理相关词汇 brain 、 oxytocin, hormone , 

明确“信任”产生的积极化学循环 ：信任→大脑产生催产素→催产素激发愉悦感与群居本能（→群居本能

会促进彼此间的融洽相处，从而更愿意信任彼此）。④句继而以实验证实上述机制 。 mood 由 V+ in g 形

式的 tru sting （愿意相信他人是好的／诚实的；轻信的）修饰，形象突显催产素对思维的影 II［句： ffJJ f住我们本

能地信任他人， ready to . ..强调主观上的心甘情愿、毫不犹豫 。 既然“轻信”这一倾向与生俱来，则“错

信”概率很大，为下文论述“应对办法”铺垫 。

皿 0 11 for us, we also have a sixth sense( for 

dishonesty( that may 12 us. @ A Canadian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as young as 14 months can 

differentiate® 13 a credible® person and a dishonest 

one. @) Sixty toddlers( were each 14 to an adult 

tester holding a plastic container® . 。 The tester would 

ask ， “刑厅1at ’ s in here?” before looking into the container, 

smiling, and excl刽ming<ll ，“Wow ！ ” 0 Each subject was 

then invited to look 15 . 0Half of them fo und a toy; 

the other half 16 the container was empty - and 

reali zed the tester had 17 them. 

①幸运的是，我们也有着对于不可信行为的

第六感，这也许能够保护我们。②一项加拿大的

研究发现，只有 1 4 个月大的孩童就能把可信的

人和不可信的人区别开来。③60 名学步童被各

自 引导着与 一位手持塑料容器的成人测试员 认

识。④测试员会问 ：“这里面是什么呢？刀 ， 然后他

笑着朝容器内部看，同时惊呼道，“哇 ！ ”⑤随后研

究员请每一位受试儿童往里看。⑤他们中的一

半人发现了一个玩具；另外一半人发现容器是空

的一一并意识到测试员欺骗了他们 。

；·真题精解二J
11. [ A] Funny 有趣的；古怪的；难以解释的

[ CJ Odd 古怪的，不同寻常的

［考点提炼］ 上下文i吾义逻辑＋形容词辨析。

[ BJ Lucky 运气好的，幸运的

[ DJ I ro ni c 讽刺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

［解题思路］ 空格上文指出 oxytocin 会让我们容易信任他人，而空格后内容“针对不可信行为的第六

感”应该是对我们有利的，故空格词应体现从上文的“暗藏危机”到本段“大可不必担心”的语义反转，同

时引出下文对这一乐观情况的详细说明，［BJ Lucky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A] Funny 和［CJ Odd 利用“人既具备信任本能，同时又具备不信任本能，这种情况很奇

怪，难以解释”这一语义干扰，但两同侧重强调“和惯常情况不同 、怪异（ unusua l）”，更倾向于“感叹、疑问或

发表看法”，而非“试图解释或说明什么”，如 It ’s funny that the kids a re so quiet. （真怪，孩子们这么安 l舟 。 ），

odd 还往往带有“对情况不满”的内涵 ，如 It was an odd thing to say. （这话说得很奇怪 。），因此两词与“整段

均围绕该内容展开解释说明，并非单纯感叹，且并无不满”的话境不符。［DJ ironic 用于引出“可笑或古怪

的内容（ amusing or odd）”，而“对不可信行为的第六感”并非作者反对的内容，不含讽刺意味 。

12. [ A] monitor 监视；监听 [ BJ protect 保护，防护

[ C] s urpri se 使惊奇，使诧异 [ DJ d e lig ht： 使愉快，使高兴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十上下文语义。

［解题思路］ 已知“对不可信行为的第六感”对我们有利 ，下文“ 14 个月大的孩童能区别……可信与

不可信之人”进一步印证该内容，再辅以上文“信任不当会让我们承受高昂代价”可推知 ，这利l第六感应

该能保护我们免受危害 ， ［BJ protect 符合文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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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项排除］ 〔A] monitor 意为“认真观察和l检查某情况，监视”，但空格逻辑主语“第六感”属于正常感
官之外的一种直觉，并不能做出“监督”这一有意识的行为。［C] surprise 干扰与上题［A] Funny 、 ［ CJ Odd 

类似，单纯认为“我们拥有这种第六感”让人意外，却忽略上下文用意 ：虽然信任暗藏危机，但我们也拥有识
别可信 vs不可信行为的天然机能。［DJ deligh t 根据上段“信任让我们感觉良好”设置相近语义干扰，但全

段并非分析我们对这种第六感“非常欣喜”的主观感受，而是侧重解释其对不良情况的积极防拖作用。

13. [A] between 在……中间

[CJ toward 朝，向；接近

［考点提炼］动词短语搭配。

[ BJ w i th in 在……之内

[ DJ over 在……上面；超过

［解题思路］ 由空格前关键词 differentiate（区分，区别）及空格后 a credib le person and a di shonest 

O口巳（可信与不可信的人）可知，文意意在说明孩童可以区别开这两类人，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and B 为

固定搭配，表示“将 A 和 B 区分开来”， ［A] between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 BJ with in 可以接 sb 表示“在一群人里面（ inside a group of people）”， 同时 sb 必须为复

数形式，而站在文中为 a cred ibl e person and a dishonest one 。 ［ CJ toward 表示“朝向某人／物”，［DJ over 

其后为 sb 时意为“超过某人”或“关于某人”，均不能与 differentiate 构成合理的语义逻辑。

14. [A] transferred 转移，调用；移交 [ BJ added 添加，增加l

[CJ introduced 介绍，引见；引进 [DJ entrusted 委托（照料），交付（处理〉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

［解题思路］ 空格上文指出一项研究发现： 14 个月大的孩童就能区分可信与不可信之人。空格句具

体介绍研究过程， 60 个学步儿童在此之前应该从未与成人测试员有过接触，这样才不会代人已有的认

知，使实验结果失效 。 因而文意只能是：受试儿童被介绍给测试员认识， ［C] introduced 正确 。

［错项排除J [ A] transferr巳d 表示“转移（地方或感情）”或“移交权力／责任／控制权（给某人）”，但实

验并不涉及“位置／感情的转移或权力的移交”。［BJ added 常用于～A to BC把 A 添加入 B 中）结构中，

文中 A＝儿童 ， B＝成人测试者，“将儿童力[I 到测试员中”显然不会是实验内容。［DJ entrusted 利用与本

文主题同 trust 形似设置干扰，但“将孩童委托给成人测试员照料”脱离了实验的目的，即“测试孩童对于

不可信行为的第六感” 。

15. [A] out 向外，往外 [ BJ back 向后 [CJ around 围绕 [DJ ins id e 往里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

［解题思路］ 由空格上文④句 What ’ s in h ere（这里面是什么）可推知，测成员问的是“容器内部有什

么东西”，故受试者应该是往容器内部看，才能发现玩具或其他东西，［DJ inside 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J [A] Clook) out 表示“朝外看”或“注意，当心”；［BJ (look) back 表示“回顾，回头看”；

[ CJ Clook) around 表示“环顾，四下察看”，三项均不符合实验的场景 。

16. [ A] discove red 发现，发觉

[ CJ in sisted 坚称，坚决认为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逻辑。

[ BJ proved 证明，证实

[ DJ r emembered 记得；想起，回忆起

［解题思路］ 由空格句并列结构 Half of them .. . the other half. ..可知，本句意在对比两组受试者的

不同情况，前半句指出“其中一半人发现了玩具”，由此推知空格所在半句应该说明另外一半人的发现，

故空格处语义应该与 found 接近， ［A] di scove red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J [ BJ proved 与 ［D〕 remembered 言外之意是“孩子们已经知道容器内并无东西”，与“他们事

先并不知晓容器内为何物”的文意相悖，同时也偏离实验 目的 。 ［CJ ins i sted 表示“坚决认为某事为真”，但

“坚决认为容器是空的”与上文“测试员朝容器里看同时惊H于”给受试者营造“容器内有东西”的氛围不符 。

1 7. [ A] betrayed 辜负；背叛

[CJ fooled 开玩笑，戏弄

［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动词辨析。

[ BJ wronged 不公正（不诚实）地对待，冤枉

[ DJ mocked 嘲笑；使希望落空 ，欺骗

［解题恩路］ 由上文“测试员朝容器内部看并惊呼一声一一另一半受试者发现容器是空的”及下文

关键信息“没有被测试员欺骗的孩子（ not been tricked）”可推知，测试员是通过花招让孩子们相信容器内

有东西，而他们应该是意识到自己被测试员“欺骗、愚弄”了， ［CJ fooled 与 tricked 语义接近，符合文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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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项排除］ 其余三项均涉及“欺骗”之意，但语义色彩不同 。［A] betrayed 和 ［DJ mocked 分别利用

“让信任你的人受伤／失望”以及“使希望／预期落空”的含义干扰，但前者相对于“忠贞的信仰、坚决的信

念”而说，含有“端正的”批判意味，后者是“借助嘲讽受伤者的信任”来侧面批判犯事者，如 He betrayed/ 

mocked my trust over and over aga in. （他一次又一次辜负了我的信任 。 betrayed 侧重“他可恨”， mocked

侧重“我可悲” 。）；实验中孩童们虽可能一开始倾向于相信测试员，但这种信任属于本能，并非“坚决的信

仰／信任”；所以两项均用词过大。［BJ wronged 表“欺骗”时，侧重表示“道德／法律方面的欺骗行径”，与

文中科学实验的背景不符 。

（·词汇注释当难句：分析＿； ： ： ： ；／
( sixth sense 第六感，直觉

( dishonesty[ drs' onrst r ] n . 不诚实的行为，欺骗

( differentiate[ d白1renfi阻rt]v . 辨别，区别

( credible[ ' kred1b吕l]a . 可信的，可靠的

l\ @ toddler[ 'tod!a］凡 学步的儿童

~ @container[ kan 1terna] 11. 容器
；伽叫

: ~： ：语：震分析 ：＜ 1'
第三段介绍人们的生理保护机制：拥有对不可信行为的第六感。 首句 Lucky for us （幸好）笔锋一

转，即刻化解上文所述信任的潜在风险 。 a sixth sense for di s honesty 表明该保护机制与“轻信”一样同属

原始本能，故而肯定其防范功能。②至＠句以具体研究证实首句。②句概述研究结论 。 can differentiate 

between ... and ...串起对比结构 cred ible VS dishonest：，明示上述第六感的具体内容：辨别可信与不可信

行为； as young as 14 months 一则强调这种能力与生俱来；二则利用孩子不会说谎的天性，最大限度保证

实验的可靠性。③至⑥句介绍研究内容 。 What ’ s in here ？、 and exclaiming ，“Wow ！ ”以及对比结构 found

a toy VS discovered ... was empty 间接表明实验方式及内容：分别诱引孩子们朝容器内部看（其中一半

容器按照预期放入玩具，另一半则空置）；对比他们的反应来测试其对可信 vs 不可信行为的辨别能力；

破折号后 realized... had fooled them 印证第六感：现实违背预期，即判定测试者“行骗” 。

N @Among the children who had not been tricked( , the 

maJority wer巳 18 to cooperate with th巳 test er in learning a 

new skill ,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trusted his leadership. f} 

19 , on ly five of the 30 chi ldren paired with the “ 2。”

tester participated in a follow-up® activity. 

；三真题精缸.~ ： 1 1'

①在那些未受过欺骗的孩子中，大部

分人乐意配合测试员去学习一项新技能 ，

这表明他们信佐他的指挥。②相比之下 ，

与不可靠的测试员组对的 30 名 孩子中，
只有 5 名参与了后续活动 。

18. [ A] forc巳d 勉强的；被迫的 [ BJ willing 乐意的；心甘情愿的

[ CJ hesitant 犹豫的；不情愿的 [ DJ entitled 有权做……的，有资格的

［考点提炼］旬内语义＋形容词辨析。

［解题思路］ 空格后 demonstrat ing that they trusted hi s l ead ership 表明这些没有被欺骗过的孩子信

任测试员的指挥，既然如此，他们肯定“愿意配合测试员的下一步行动”， ［ BJ w illing 符合文意。

［错项排除］ [A] forced 表示“违背个人意愿、被迫做某事”，［C] h esi tant 表示“因感到不确定、尴尬

或不情愿等而迟疑不决的”，两项均与“信任测试员指挥”这一前提相悖。［DJ entitled 表示“被赋予一种

官方、正式的权利或资格（ be given the official r ight to do st h ）”，如 Full- time employees a re entitl ed to 

receive health insurance. （全职雇员都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 。），文中受试者为孩童，实验以游戏方式进

行 ，无关乎权利这一概念 ，且“被外界赋予的资格”不足以出明“孩子信任测试员指挥” 。

19. [ A] In contrast 相比之下

[ CJ On the whol e 总体而言

[BJ As a result 作为结果；因此

[ DJ For instance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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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炼］上下文语义逻辑＋介词短i吾辨析。

［解题思路J ［＿文“大部分没有被欺骗过的孩子乐意配合测试员”与空格句“30 个孩子中只有 5 个参

与了后续活动”存在明显语义对比 （ the majority VS on ly five ），也与“两组孩子分别面对可信 vs 不可信

行为，反应应该不同”的实验预期相构，［A] In contrast 用于引出与前述内容非常不同的情形，符合文意 。

［错项排除］ [BJ As a result 引出结果，［CJ On the who le 用于“引出笼统性的看法（ us ed to say that 

sth is genera ll y true ）”，而非对细节的说明，如： On the who le, peop le mi ss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l e i s ur巳（大体上说，人们都渴望享受休闲时光的机会 。 ） , [ DJ For instance 用于引 If'， 事例；而文中空格后

并非上文内容的结果、大体总结或事例说明 。

20 . [A] infl exibl e 顽固的，僵化的 [ BJ incapa bl e 无能力的；软弱的

[ CJ unreliable 不可靠的；不可信赖的

［考点提炼］上下文i吾义＋形容词辨析。

[ DJ unsuita bl e 不合适的；不适宜的

〔解题思路］ 空格处所述的 30 个孩子经历了“被骗”，与上句“未被欺骗过的孩子”为两组受试对象，

再辅以后者“信任其测试员的指挥”可推知，与“被骗孩子”组对的测试员应该是“不可信、不可靠的”，同

时也与上段②句内容“学步的儿童就能区分可信与不可信之人”吻合， ［C] unreliabl e 正确 。

［错项排除J [A] inflexible 表示“态度、计划等顽固的、僵化的”； ［ BJ incapab l e 表示“无能力做某事

的”或“（某人）软弱、愚蠢的”；［DJ unsuitable 表示“对某人、目的或情形来说不合适的 ；不适宜 的”；三项

均脱离文中实验内容，偏离全文主旨 。

i ： ：：词汇注：在－与在句：分析：＜ ii
( trick[ tr1 k] v. 欺骗，哄骗，诱骗 $ ( follow-up [ ’fo] c>U 1Ap］α 后续的

：：： ~：：语篇：分析；. :i i/ 
第四段介绍研究后续，补充说明第六感如何发挥保护作用。 ①句 Among the children who ...与②

句 In contrast（相比之下）一睛一明两条线索，表示本段将分别对两组孩子的后续情况进行说明 。 两句中

包含几处对比： not been tricked VS paired with the “ unreliab l e” tester 对比实验两组不同孩童 ：未受骗者

vs 被骗者、 the majority were wil ling VS on ly five of th e 30 ... participated 对比两组孩童行为：大部分欣

然配合测试员 vs 仅有少数配合川illing（意为 fairly happy about doing sth and wi ll do it if they are asked 

or required to do it）体现未受骗孩童对测试员后续活动的欣然接受 ； demonstrating that 引出其深层动

机：信任；而后一组大部分拒绝再与测试员有接触，进一步肯定第六感的防范作用 。

回遭哥瞄回

回函茸斟咀
知识补充

？古 －、文章J息篮负主斤

7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Part A 

,:/ Text 1 机器人 vs 中产阶级

本文选自 Bloomberg 2015 年 5 月 12 日社论文章 ： Robots Versus the Middle Cl ass（机器人 vs 中产

阶级） 。 作者指出，在l 动化虽最终会惠及所有劳动者，但在此之前会对中产阶级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行

文脉络：提出并论证问题“中产阶级面临自动化的恼人挑战”（第一至三段〕一一提出建议解决问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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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政策支持 ，助其平稳过波”（第四至六段） 总结重申观点“未来几年帮助中产阶级应对 自 动化威

胁的政策必不可少”（第七段） 。

鲤

t he annoying challenges( fa cing the 

middle class is one that will probabl y go unmentioned in 

the next presidenti al campaign: What hap pens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obs? 

项很可能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完全不被提

及：当机器人来抢其工作时，会发生什么？

( challenge[ 'tJ eel 1nd3］凡 挑战

．经典搭配

( presidential campaign （总统大选）

；二由主苍白难句分析：. :JI 
$ ( go unmentioned （不被提及 ）

；川……）

Among the annoying challenges facing the middle class is one that will probably go unmentioned in the 

next presidential campaign: What happens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obs? 

结构切分：

that will probably go unmentioned in the next presidential campaign 

引导词做主语 谓语 状语

定i吾从句

句子主干 ： I Among the annoying challe吨讪叫them刷e class 

表语

is one 

What happens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obs 

疑问代词做主语 谓i吾 状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倒装结构，为了突出 “挑战恼人”，表语 Among the annoying ... class 提前 。 定

语从句 tha t will pro ba bl y .. . campa i g n 修饰 one ( = annoying c hall enge ） ，介绍 当下关注的某个挑战的独

特之处。冒号后问句指出挑战的具体内容。

！·语：篇分析三J
第一至三段为全文第一部分：展现问题一一美国中产阶级面临自动化的巨大威胁。

第一段概括点题：当机器人来抢中产阶级其工作时会发生什么？关键词： What happens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 obs? 

旬子以 Among•.. is one that. ..结构，采用从“多”到“一”的方式聚焦全文讨论问题。

Among the annoy ing chall enges fac ing the middle cl ass 首先界定一类（明确问题的性质归属） ：中产

阶级面临的恼人挑战 。 fac i ng 强调挑战“就在眼前” ； annoying 说明挑战“影响负面” 。

one that will probably go unment ioned ...随后聚焦其中一项（强调问题面临的独特情形 ） ：下届总统

大选中很可能根本不被提及， 即：没有引起政治领袖们关注，且很可能不被列入下任总统议程。

冒号后最终亮出话题／挑战 （ one 所指） ：机器人将会抢夺中产阶级工作 。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obs( come for 意为 to arri ve at a place in order to take someone away by force“强行拿走，抢走”〉 以拟人手法

展现可见未来 ：机器人来势汹汹，不容抗拒地抢走中产阶级工作； What happens 引人思考届时情形 。

【深层解读】一、开篇段（旬）逻辑为“明确问题的性质归属一一强调问题面临的独特情形一一最终亮

出问题”，重在提出全文关注问题、表明作者写作目的。 全文关注问题即为层层铺垫之后最终亮出的问

题。 作者写作 目 的则体现于“问题性质”和“问题面临情形”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整个中产阶级面临的

9 



恼人挑战（ annoying cha ll enge ），却很可能在下周总统大选中根本不被提及（ go unme ntioned ）， 这暗示作

者意在分析问题，唤起政策制定者关注， FIil ： 本文直接面向对象为“政策制定者”（注 ： 中产阶级是美国社
会的中坚力量，其面临问题理应成为总统大选的焦点〉 。

二、“ go 十 否定式的过去分词”结构暗含“否定、批评态度”。 “ go ＋ 否定式 的过 去分词
(unmentioned , unchecked, unpuni s hed 等）”有两层含义 ： 1. 字面含义为，某一动作“实际未发生”； 2 . 言
外之意为，该动作“原本应发生”。 如：本文 go unmention ed 指出政治领袖们“不会提及”机器人威胁的同
时，暗示作者观点“理应关注”。再如： Their suffer ing may ha ve gone unnot i c e d. 指出他们的痛苦“很可能

不被注意到”的同时，带有言外之意“应眩被关注”。

Ill 0Don ’ t dismiss( that poss ibilit y entirely. f} About 切勿完全否定上述可能 。 牛津大学的
half of U . S. jobs are at high ri sk of being automated( , l研究表明，美国的工作中约有一半处于被
acco rding to a U ni versity of Oxford st udy, wit h the middle 

class disproportionately( squeezed©. 8 Lower- income jobs 

like gardening or day ca r巳 don ’ t appea l to robot s . 。 But

many midd le-class occ upati ons truck ing , fin ancial advice, 

software enginee ring have aroused their interest, or 

soon will. 0The ri ch own the robots , so they will be fm e. 

自动化的高风险，中产阶级尤其不堪负担 。

低收入工作，如园艺、日托，对机器人不具

吸引力 。 但许多中产职业一一货车驾驶、

理财咨询、软件工程一一已经引起了他们

的兴趣，或者很快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富

人拥有机器人，他们将会很好。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 dismiss[ dis I m1s}t人 拒绝考虑，不接受 $ ( squeeze[skwi: z] v. 挤压 ，榨取

( automate [ 1 ；） ：问创］v. 使自动化 ; ．经典搭配
( disproportionately[ 1d1spN1 p;): f .:mat1 1 ] ad. 不成 比 > ( at high risk of （处于高风险中）

例地 i ( appea l to （吸引 ）

c~J董事分析；i ::: 1'
第二、三段论证问题。

第二段援引研究发现指出：中产阶级工作面临被自动化（被机器人抢走）的巨大威胁。关键词：Don’t

dismiss that possibility entirely。

①旬承上启下明确作者观点：切勿完全否定上述可能。 dismi ss that possibility entirely ( that 

possibili ty 回指 when the robots come for their j o bs ） 回应上段 will probab ly go unme ntio n时 ，指向人们／政

策制定者对“机器人威胁中产阶级工作”的不予关注 。 Don ’ t di smi ss ... e n t ire l y 表明作者正反两面观点：

必须认识到威胁存在、做好必要准备；但也无需如临大敌、惶恐不安 。

②旬援引研究发现论证①旬：自动化对中产阶级工作威胁最大。 About half of U.S. jobs ... with the 

middle class . . . 体现从“说明美国整体情形”到“聚焦中产阶级”的逻辑。

主句 以 About ha lf 、 at high ri sk 强调美国 现有工作被自动化的比例之大、风险之高 。 状语以

di sproportionately squeezed 强调中产阶级尤其不堪负担（ 回应首段 annoy i ng chall enge) : d i sproport i onate ly 意

为 too much in relation to something e l se“不成比例地，尤其多地”，暗含和其他阶层的比较、强调中产工作被

自动化之“猛烈”一一远离于其在“美国 现有工作”中的占比； squeeze 原意为 to press something firmly 

toge th巳r with your fingers or hand“紧握，挤压”，此处以；目： II俞义凸显中产－工作被 自动化之

化浪潮紧紧抓住 、从一类又一类的工作 t挤走，直至绝大部分都被机器人取代 。

③④⑤旬进而阁释②旬，分人群说明受自动化威胁的程度（意在表明中产阶级受威胁最大）。

Lower-income jobs •. • But middle-class occupations. , , The rich, , ，体现分类论证方式。

③旬指出低薪工你（ lower-income jobs）对机器人不具吸引力（受威胁较低） 。 don ’ t ap pea l to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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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to 意为“对…有吸引力”）表面展现机器人的“傲娇”一一低薪工作对其不具 l吸引力，实际指“基于

成本收益比等考虑，雇主们对使用机器人替代某些低薪工作不感兴趣” 。

④旬转而指出中产工作 （ middle-class occupations）已经引起、且将继续引起机器人兴趣（受威胁极

大）。 have aroused their interes t 、 or soon will 侧面说明技术的“进步” 机器人开始能以比人类更高效

的方式完成更为有利可图的中产工作，直指中产阶级面临境况一一极有可能很快会大范围被机器人取

代（回应②句 disproportiona t e l y sq ueezed ） 。

⑤旬补充说明富人（ the rich ）拥有机器人，他们将会很好（不受威胁，甚至从中获益）。 own 一词带有

强烈的“控制 ，支配”意味，暗含和1前文的对比：富人不是机器人的“取代对象”，而是机器人的“拥有者／控

制者” 。 they will be fine 为低调陈述，以“舒适的，安全的”传递“极好的，美妙的一一不仅不受威胁，反而

从中受益”之意 。

E深层解读】本段为“逐层深入”论证结构 ： ①句明确作者观点一一②句援引研究证明①句一一③④

⑤句分类比较论证②句 。 作者暗中反驳长期以来的普遍认识“只有重复性的低端工作会被机器人所取

代”，力证“随着科技的进步 ，如今中产阶级受到 自 动化的威胁最大” 。 同时，作者传递正反两面观点：必

须认识到威胁的存在；但也无需如临大敌 。

：：： ~： 其题拮解0:: fl 
21. Who will be most threatened by automation? 21. 谁会受到自动化的最大威胁？

[A] Leading politicians. [A］ 政治领袖

[BJ Low-wage laborers. [ BJ 低薪劳动者

[ C] Robot owners. [CJ 机器人拥有者

[ DJ Middle-clas s workers. [ DJ 中产阶级工人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②句指出，美国 的工作中约一半处于被自动化的高风险，中产阶级尤其不堪负

担。＠句进一步指出，许多中产职业已经引起、或很快会引起机器人的兴趣 。 可见，受 自动化威胁最大

的是中产阶级工人， ［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 Middl e-class workers 是对原文 the middle class 、 middle- class occupa tions 的

同义替换，是文中以 di spropo rti ona te l y squeezed ... have aroused their interes t, or soon wi ll 指向的“受自

动化威胁最大的群体” 。

[A］利用第一段 the next presidentia l campaign 暗示群体“政治领袖”设置干扰，但这并非“ 自动化威

胁对象”，而是“应该关注 自动化威胁的主体” 。 ［ BJ对第二段③句反向干扰：将“低薪工作不能吸引机器

人／受到自动化戚胁较低 （ don ’ t appea l to robo ts ）”改为与之相悖的“受最大威胁”。 ［ CJ对第二段⑤句反

向干扰：将“富人／机据人拥有者将会很好／不受威胁（ will be fine）”改为与之完全相反的“受最大威胁” 。

［技巧总结］ 本题设问 Who wi ll be mos t thr ea tened by automat ion？表明：这是典型的就“文中分类

比较信息”设置的事实判断题 。 in阵题关键在于对所涉群体情形进行分类排序 。 具体来看 ，对第三段②③

④⑤句所述群体情形排序可得： 富人很安全 （ The ri ch/ robots owners ... will be f ine）→低薪者受威胁但

较低（ Lower income jobs ... don ' t appeal to robots ）→中产阶级受威胁最大（ middle class/ midd le-class 

occupations . . . disproportionately squeezed / have aro used their interest, or soon wi ll) ，可排除［町、 ［CJ ，初

步确定选［DJ 。最后排除出现在第一段、与受威胁群体无关的［A］ ，最终确定选 ［D]o

OThis isn’t to be alarmist'( . @ Optimi sts point out 

that t巳chnologica l upheaval( has benefited workers in the past.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n 't go so well for Luddites® 

whose jobs were displaced by mechanized® looms®, but it 

eventually raised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d more jobs than it 

destroyed. 0 Likewise , automation should eventually boost 

这并非是妥危言耸听。 乐观主义者指

出，技术巨变过去已经使工人获益 。 工业

革命对那些工作被机械化织机取代的卢德

分子不太友好，但最终提升了生活水平，且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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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 stimulate demand by dri ving down prices, and free 

workers from hard , boring work. @But in the medium term, 

middle-class workers may need a lot of help adjusting. 

自动化最终会促进生产力，通过压低价格

剌激需求，并将工人从辛苦乏味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 但在中问阶段，中产阶级工人

可能需要大量帮助以调整适应 。

（·词汇注释要在句分析－：：： fl 
( alarmist[ a' la: m耐］α． 危言耸听的

( upheaval[ /\p1 hi: v l] n . 剧变，动荡

( Luddite[ 1 lAdart］凡 卢德分子，反对新技术的人

( mechanize[ ' mekana1z] v. 机械化

⑤loom[ lu :m] n. 织；（jJ机

\\ ·经典搭配
j ①伊 well 叫意）

( drive down （压低）; ( {… b fro川（将某人从某事中解放出来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n’t go so well for Luddites whose jobs were displaced by mechanized looms , 

but it eventually raised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d more jobs than it destroyed. 

结构切分：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n ’ t go so well for Luddites 

主语 谓语 状i吾

but it ev巳ntually raised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d more jobs than it destroyed . 

连词主语状语 谓语l 并列词 谓语2

功能注释：这是一个 but 连接的并列句，句内构成“转折”关系，语义重点落在第二个分句 。 定语从

句 whose jobs ... looms 修饰 Luddites ，说明卢德分子的处境，也是 didn ’ t go so we ll 的具体表现 。 than it 

destroyed 是比较状语，修饰 created more j o bs 。

；·遣军分析；L\I 
第三段进一步借评判乐观主义者观点，指出中产阶级确实面临挑战。关键词：①This isn’t to be 

alarmist , ( need a lot of help adjusting。

①旬作者承接上文，进一步郑重告诫：这并非是要危言耸昕。 This 概指上文“中产阶级面临自动化

的巨大威胁”； isn ’ t to be alarmist ( a l a rmi st 意为 making peop le fee l worri ed about dangers t hat do not 

really exi st“危言耸听的、把人忧天的”）提出郑重告诫，开启对“挑战存在”的进一步论证 。

②①④旬退而说明乐观主义者观点（ Optimists ）：自动化终将使工人受益。 in the past. .. Likewise, 

automation should ...体现乐观主义者思路“基于过去技术革命（论据），推测自动化未来影晌（论点）”。

②旬指出乐观主义者观点：过去技术巨变已经使工人受益。 technologica l upheava l ( upheava l 意为 a

very big change that often causes prob l ems“［往往会带来问题的］激变、巨变”）指如同自动化技术一般引

发多领域变革的技术巨变 。 has benefi ted workers 概括过去技术巨变对工人的影响：使其获益 。

③旬解释①旬观点：工业革命（注：又称“第一机器时代”）最终提升了生活水平，创造出更多工作岗

位。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明确 technological upheaval 所指。

句子整体以... but it eventually ...体现乐观主义者观点：技术变革最初可能对一小撮人不利，但最

终会使所有人受益 。 前半句以 didn ' t go so well for Luddi tes ( not so we ll 为固定搭配，意为“不是非常

好”）让步承认工业革命对卢德分子并不太友好 。 后半句转而引出乐观主义者语义重点 ：它最终提高了

生活水平，且创建出比其毁掉的更多工作（言外之意 ：技术巨变最终使所有人受益） 。

④旬乐观主义者基于②③旬，断言自动化（注：被称为“第二机器时代”）终将使工人受益。 should 意

为“［用于推测］ 应当，当然会”）凸显乐观主义者（基于过去，）对当前自动化影响极其肯定的推测 。 boos t
prod uctivity, stimulate demand ... and fr ee workers from ....以排比结构列举自动化终将直接或间接带

给所有工人的种种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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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旬转折回归①旬，作者强调：但在中间阶段，中产阶级工人需要大量帮助以做出调整。 i n the 

medium term 回应乐观主义者强调的“最终影响 （ eventua ll y... eventua ll y），关注其忽略的“中间阶段”（自

动化“创造出更多岗位”之前的过渡阶段） 。 need a lot of help( in) adj us t i ng（向政策制定者）发出警示／建

议“提供大量帮助，使中产阶级进行调整、实现平稳过渡”，背后是“自动化引发的种种问题” 。
【深层解读】一、本段首尾（①⑤旬）为作者观点，中间（②③④旬）为乐观主义者观点，作者对乐观主

义者观点“有援引、也有批驳”：一方面借其观点承认“自动化是大势所趋，终将使劳动者受益”；另一方面
指出其忽视问题（作者关注重点）“在过技阶段，是l 动化会引发大量问题，对中产阶级形成巨大挑战” 。 注 ：
“卢德分子（ Luddites）也体现了乐观主义者和本文作者的视角差异：该词带有贬义，原本指极力反对工业

化、并以破坏机器为手段进行抵制的少数人，后来用于泛指一切新科技的反对者 。 乐观主义者只看到了

技术变革对这一小撮激进分子的不友好，将其忽略；而作者指出自动化对广大中产阶级（社会的中坚力
量）形成了巨大威胁，理应关注 。

二、本段阅读难点在子分类信息，厘清观点： 1 、借 techno log i ca l up heava l 、 The Industria l Revo l ut ion 、

mechani zed looms 形成的近义词场和 Likewise 体现的类比关系，明确 Opt i mists 一词涵盖范围为②③④

三句； 2 、借强转折词 Bu t 及巳ventua ll y VS the med ium term 这一对比理解到①⑤句为作者观点 。

三、文章前三段形成严密的问题论证逻辑、力图说服政策制定者正视问题的存在：第一段提出问题情形 ．

中产阶级面临机器人／ 自动化的恼人挑战，而这一挑战却被政治领袖们忽略。 第二段援引研究发现、借助比较

论证，指出“机器人取代中产工作”的可能就在眼前。 第三段通过全面评判乐观主义者观点，指出“自动化虽最

终会使所有劳动者获益，但在过渡阶段会对中产阶级造成严重负面影 Ill句，应对其提供大量帮助”。

： ·真题秸解 ＜ ii
22 . 叭吁伯1ich of the following be岱st repre臼sent臼s the au川1thor气 view? 22. 下列哪项最能代表作者观点？

[A] Worries about automation are in fact gro undless. [A］对自动化的担忧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

[BJ Optimists ’ op inions on new tec h fi nd li t tl e support. 
[ BJ 乐观主义者对新技术的观点几乎找不

到依据 。

[CJ Issues a ri s ing from automat ion need to be tackled. [ CJ 自动化引发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

[DJ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new tech can be avoided. [DJ 新技术的负面影响可以避免 。

［精准定位］第三段①句作者指出，这（自动化对中产阶级工人的巨大威胁）并非危言耸听。⑤句提

出：在（自动化使工人受益之前的）中期阶段，中产阶级工人需要大量帮助以做出调整 。 可见 ，作者认为

自动化会引发诸多问题 ， ［ CJ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CJ为第三段①⑤句 Th is isn ’ t to be alarmist ... midd le-class workers may need a 

lot of he lp adj us t i ng 的言外之意 。

[A］将第三段①句“这／对自动化问题的担忧并非祀人忧天／而是有理有据（ isn ’ t to be a l arm i st ）”改

为与之相悖的“没有根据的（ in fact gro und l ess ） 。［BJ将第三段②③④句整体含义“乐观主义者基于历史

情形，提出自动化最终会使工人受益”改为与之反的“几乎找不到依据 Cfind little support ）” 。［DJ对第三

段①⑤句推导过度：将“应帮助工人应对（adju sti ng）新技术产生的问题（言外之意：难以避免）”改为“新技

术的负面影响可以避免（avo ided ） 。

［技巧总结］本题针对“作者观点和人物观点交杂”的段落命题，要求从中提取作者本人观点 。 解题

时重在借助逻辑词、近反义词等划分句群、辨别观点，并理解到作者对人物观点的·具体看法（若有批驳，

需辨明批驳原因、根据等） 。

具体来看，首先借助 But 、 even t ua ll y VS in t he med ium term 等对第三段信息分类：①⑤句为作者观

点，②③④句为乐观主义者观点（ Optim i sts ） 。 作者认为：“自动化对中产阶级形成巨大威胁”非危言耸

听；乐观主义者以史为据认为自动化终将会使工人受益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忽视过渡阶段出现的大量

问题 。 从而判断［ A] in fact ground l ess 、［ DJ can be avo i ded 与作者观点相悖； ［BJ find li tt le support 虽体

现作者对乐观主义者的反驳，但“反驳点”错误 。 只有 ［ CJ 符合作者观点，且能顺接下文以 First . .. 

Finall y ...提出的多条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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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OThe fir st step, as Erik Brynjo 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a rgue in The Secoηd Ma chine Age, shou ld be 

rethinking( educat ion and job tra ining. el Curriculums② 
from grammar schoo l to co llege should evo lve to foc us 

less on memori zing fac ts and more on creativity and compl ex 

communicat ion. @Vocational® school s should do a bett er job 

of foster ing prob lem-so lving skills and helping s tudents 

work a longs ide ro bots. 。 Online education can supplement® 

t he trad itional kind. 0 It co uld mak巴巴xtra tra ining and 

instruct ion affordablellil . ·0 Professional s trying to acq uire 

new skill s will be a bl e to do so without going into debt. 

第一步，正如埃里克 · 布莱恩约弗~

和安德鲁 · 迈克菲在 《 第 二次机器’时代 》

中所论证，应当是反思教育和职业培训 。

从语法学校（注 ： 美国指“小 学”〉到大学，所

有课程都应该逐步发展成为少强调事实记

忆，多强调创新及复杂沟通能力 。 职业学

校应更好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帮助

学生和机器人并肩 工作 。 在线教育可以补

充传统教育 。 它可以使额外培训指导更可

负担。 想要获取新技能的专业人员将会元

需负债便能得偿所足 。

；·词汇主每当难句分析＜ 1'
( rethink[ri: 'EMk]v. 反思

( curriculum[ ka1r1kjalam] 11. （学校等的）全部课程

( vocational[ vau' ke1J an] ]a . 职业技术的

④supplement [ 1sAp11mant]v. 补充，辅助

⑤affo叫able[a'fo : dabl ]a. （金钱、时间）能负担得起的

\J ·经典搭配
j ①ev川（附变）

( fo cus on （关注）: ①肌川
：·语篇资析：：＜： 1'

第四至六段为全文第二大部分一一提出解决方式：提供多种政策帮助，使中产阶级平稳过涯。

第四段援引他人观点提出建议一：反思教育和职业培训。 关键词 ： rethinking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①旬（段落主旨）援引他人观点概述建议：反思教育和职业培训｜ 。 The fir s t ste p 回应上段末 a lot of 

h e l p ，开启 第一条建议 。 as.. . argue ... 援引他人观点、强化作者建议（注： Erik Brynj o lfsson 、 Andrew

McAfee 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作者〉。 rethinking educat ion and job training( r ethink 意为 think aga in in 

order to decide if any changes shou ld be mad e“反思，重新思考”，暗示当前教育培训的“滞后”，并提 出要

进行“改变勺强调教育和职业培训应顺应自动化时代需求（引领整段） 。

②③旬指出传统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做出的转变。 from grammar school to 

college . .. Vocational schools ...体现两句平行关系 。

②旬指出普通教育应调整重点。 Curriculums-from grammar school to co ll ege 指从“小学”到“大

学”的整个普通教育体系（ Cu rri cu l ums 指（学校 的） 全部课程 ； gramma r schoo l 这 里指美国的小学） 。

sho uld evo lve to focus less on A and more on B 取舍结构明确作者观点 ：教育应逐渐由当前的“强调事实’

记忆”转 ｜句“更关注创新及复杂沟通能力（ crea tivity and comp lex communication ） ”。

③旬指出职业教育应做出的努力。Vocationa l schoo l s 指 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教育 。 foste ring

prob lem-solving sk il l s 、 h e lping students work a longside robots 明确职业教育的努力方向 ： 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帮助学生和l机器人并肩工作（与机器人和平共处） 。

④⑤＠旬指出在线教育应发挥的辅助功用。

④旬总领旬群：在线教育可以辅助传统教育。 the traditional kind 概指上文 from grammar school to 

college 以及 Vocational schools0 supplement 明确在线教育定位：辅助传统教育。

⑤旬说明在线教育的辅助方式。 could make extra training and ins truction affordable(extra 意为“额

外的，传统教育之外的”，回应 suppl ement）说明在线教育’以何辅助传统教育：能提供方便的、可负担的额

外培训（ afforda b l e 意为“担负得起的，可负担的”，这里有双重含义 ：可与工作并行的；价格不贵的） 。

＠旬强调在线教育对专业人员的切实帮助。 Profess iona l s t rying to acquir e new s kill s 指“原有技术

因自动化而过时、急需获得新技能”的专业人员 。 will be abl e to do so(=acqu ire new skill s ）、 w i tho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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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111g 111to d ebt 则体现在线教育优势 ．这些专业人员能得偿所愿、顺利获得新技能 。

【深层解读】把握作者直接建议之后的总体深意： ①②③ 句 以 The fir s t s tep shoul d be . . .、

Curr icul urn s . .. should . . . 、 Vocat io na l schoo ls should . . .传递强烈建议，指 出自动化时代的教育应转向

“重视创新能力、复杂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究其核心 tlP ：使人们能以“人类智慧”补充“人工智慧” ，

增强人类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④⑤＠句 以 Onlin e edu cat ion can s upp l ement 、 It cou ld . . . will be able 

to ... 提出在线教育的辅助功用：传统教育的转变生效是一个较为擅长的过程（体现于 evol ve to ）， 在线教

育可以借其“灵活性 、低费用叮ff.I tk: II良前问题，帮助专业人员顺利转型 。

二：真惠措辞－：：： fl 
23.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should put more 

23. 自 动化时代的教育应该更强调
emphasis on 一一一＿.

。

[A] creat ive potent ia l [ A］ 创新潜能

[ BJ job- hunting ski lls [ BJ 求职技能

[ CJ individua l needs [ CJ 个人需求

[ DJ coopera ti ve spirit [ DJ 合作精神

［精准定位］第四段①句指州 ，自动化时代应该反思教育 。 ②句则指 出 ，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课程都

应该少强调事实记忆 ，多强调创新及复杂沟通能力 。 可见［A］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 ［A]c reat i v e po te nti a l 是对第四段②句 crea ti v i ty 的同义改写 。

[BJ对第 四段①句 j ob training 断章取义 、捏造出 j ob- bunting skil l s ，实际该词指“职业培训”，无关“求

职技能”。［CJ利用人们所熟知 的在线教育特征（第 四段⑤＠句也稍有暗示）捏造干扰“强调个人需求

( incli vid ual needs ） ” ，无法体现 自动化时代教育 的重点 。 ［ D J 利用第 四段③句 hel p i ng st udent s work 

a longside robots 设置干扰，但这里指的是“人机合作” ，与“合作精神 （ cooperat ive sp i rit）”有很大差异。

［技巧总结］本题就“提出建议的段落 （涉及众多对象） ”考查作者主要观点 。 ffi岸题时可采取策略 ： 首

先分清主次信息，概括主要 内 容 ，初步得 到答案 ；随后借助针对问题进行检验（看能否形成“针对问

题一一解决方案”的逻辑） 。

具体来看 ，首先借助段落的总分结构以及④句 On line education can supplement the tradi tional kind ，可知

“ 自 动化时代教育的重点”主要体现在②③句所述传统教育的转变，尤其是②句所述普通教育重点的转变 ，

随后可发现［A］体现②句核心内容 ，初步确定为正确项 。 最后检验发现 ，吁虽调创造潜能”恰能和针对问题

“自动化的挑战”匹配：以“人类所民

0 The cha llenge of coping wit h automat ion 

underlines( the need for the U . S. to revive its fadin g@ 

bus iness dynamism@ : Start ing new compa ni es m ust be made 

easier. e} In previous eras® of d ra s ti c techno logica l change , 

entrepreneurs smoothed the transition<5J by dreami ng up ways 

to combine labor and mac hi nes. @ The best uses of 3 D 

printers and virtua l rea lity have n ’ t been invented yet. 0The 

U. S. needs the new com panies t hat will in vent them. 

应对自动化这一挑战突显了美国恢

复其日益衰退的商业活力的必要性 ： 创

办新公司必须要变得更容易 。 在允前的

技术大变革时代，企业家们通过想出将

劳动者和机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平稳过

渡。 3D 打印机和虚拟现实的最佳应用

尚未被发明 。 美国需要能够发明出它们

的新公司 。

：：：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 under Ii 

②fade[ fe1d ] v. 衰退

③dynamism〔 1 da 1nam 1zam］凡活力，劲头

$ ( era[ 1 1 ara］η．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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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搭配 ； ②drea川
( cope with（应对）

The challenge of coping with automation underlines the need for the U. S. to revive its fading business 

dynamism: Starting new companies must be made easier. 

of coping with automation 

定语
The challenge underlines the need for 出巳 U.S . to revive its fading business dynamism 

主语 谓语 宾语（ the need for sb to do s由结构）

Starting new companies must be made easier 

主语 谓语

功能注释：本句由两个分句构成 。 分句 1 i:j::i ,of cop ing wit h automat ion 是 cha ll e nge 的定语，说明“挑

战”的具体内容，分句 2 说明 to revive its fading bus iness d ynam ism 的具体途径 。

：＂： ~J否需分析：＜： ；／
第五至七段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第五段以史为鉴提出建议二：加速恢复日益衰退的企业活力。关键词：阿vive its fading business dynamism。

①旬提出建议 ：加速恢复企业活力、让创建新公司更容易。 underlines th e need ( underline 意为“使突

出，凸显”）表明美国企业活力一直不足、迟迟未能解决，而当前的自动化挑战让恢复活力成为当务之急。

Starting new compani es must be made eas i e r 明确基本途径“使创建公司更容易” 。

②旬说明理由 （历史情形 ） ：先前技术变革时代，实现平稳过渡靠的是企业家发明出将“劳动者”和

“机器”相结合的方式。 In previous eras 明确作者在“以史为鉴” 。 entrepre ne urs smoothed the transition 

(smooth 意为 make it easier for something to ha ppen“为某事铺平道路”）强调企业家在实现平稳过渡中

起到的巨大作用 。 （ e ntrepren e urs) dream ing up ways to combine labor and machines 明确企业家铺平过

疲道路的途径“发明将劳动者和机器相结合的方式”， 凸显其中“创新性” （ dream up 意为 to think of a 

plan or idea, especia ll y a口 unus ua l one“想出［不同寻常的计划、主意］勺，关联上句即：这必须通过“大量

涌现的 、勇于创新的新企业家”，归根结底靠的是“提供创业条件、释放企业活力的政策” 。

③④旬回归当前情形：呼唤新公司发明“劳动者”和“机器人”结合技术的最佳应用。

①旬首先指出人机合作技术的最佳应用尚未发明（暗示需求）。 3D print e陀 、 virtua l rea lity 以 点带

回，指代将“人类劳动者”和“机器人”结合的技术（ combine labor and machines) ; The best uses .. . haven ’ t 

been inve nted yet i.l'l. 明这些技术的最佳应用尚未发明（而它们恰是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途径） 。

④旬进而指出美国亟待发明它们的新公司出现（呼唤解决）。 them 回指 The best uses of 3D 

printer s and virtual rea lit y; need s 一词承载强烈“ H乎唤”，浅层是对“创新型”公司的呼唤 ，深层是对“使创

建公司更容易的政策”的 H乎 l唤 。

【深层解读】本段向政策制定者们 （本文直接面向对象）强调：帮助中产阶级应对自动化挑战，必须进

行制度建设 （加速恢复商业活力，使创办公司更容易），论述跨越“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企业建设”三

个层面 ：制定政策，加速恢复商业活力、使创建公司更易（ revive its fading business dynamism) 使人们

更能解放思想、敢于走 出来创业一一企业家大量涌现、企业创新精神更强（ entrepreneurs, new 

compani es）→发明出将“劳动者”和“机器人”更好结合的各种新技术（ dreaming up ways to combine labor 

and machines）→为 中产阶级创造工作机会、为平稳过搜铺平道路（ smoothed the trans iti on）。

V[ OFinall y, beca use automation threat ens to widen 

the gap between cap ital income and labor income, taxes 

and t he sa fety net will have to be rethought. @ Taxes on 

low- wage labor need to be cut , and wage subsidi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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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为自动化很可能导致资本收入

和劳动收入之间差距进一步加大，所以必须

重新考虑税收和安全网 。 削减对低薪劳动



as t 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 it shou ld be expanded : This 

would boost( incomes, encourage work, reward 

companies for job cr ea tion , and redu ce inequality. 

的税收，扩大诸如所得税抵扣之类的薪资补

贴：这将会提高收入，鼓励工作 ， 奖励公司创

造就业机会，并且减少不平等 。

( subsidy[ 1sAbsadr]n . 补贴，补助金

②boost[bu ： “］n. 促进，增加

：？词汇注辞辛辛旬分析；：；：： 1' 

．经典搭配

自 ( threaten to （有……危险，可能会造成）

； ω叫时）
( ea rned income tax credit（缩写为 EITC，所得税抵扣）

：：： ~J~：篇分析＜ 1'
第六段因果论证提出建议三：改革税收和社会保障同。关键词：taxes and the safety net( be 陀thought ）。

①旬总述提出建议：重新考虑税收和社会保障网。 because 体现因果（问题－建议）关系。

从句强调自动化潜在的巨大威胁（ threatens to）：拉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差距（注 ： 机器人的

使用会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增加l资本收入；且会降低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劳动收入），导致中

产阶级逐渐萎缩，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 主句顺而提出强烈建议：必须重新考虑税收和社会保障网（wil l

have to be rethought ） 。 safety n et（安全网）为比喻性表达，指防止个人陷入贫困的一系列保障性服务，原

本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政策，而为了应对自动化的挑战，作者建议将更多中产阶级纳入其中 （ will have 

to be rethought 所指） 。

②旬介绍具体措施：削减对低薪劳动的税收，扩大薪资补贴。 This would 体现前后“方式一效果”关系。
冒号之前，（ cut) Taxes on low- wage l a bor（削减对低薪劳动的税收）和（ expand)wage subs i di es（扩大

薪资补贴）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应给予劳动者政策帮助。冒号之后，This would ...引出上述措施将会产生

的种种成效，语义重点集中于句末 and reduce ineq uality （回应①句 widen the gap，凸显问题得以化解） 。

附注： earned income tax c r巳dit 是美国一种退税制度，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家庭， 当劳动

所得低于一定金额时，部分税赋可以抵免，收入越高 ，抵免额度越大，因此可以起到鼓励工作的作用 。

【深层解读】第四至六段针对“中产阶级面临自动化威胁”提出三项措施，三个方面次第井然，紧密配

合 ： 1. 教育改革重塑劳动者核心技能，使劳动者有能力与机器人分工合作 ， 是根本； 2. 使社会更具商业

活力、创建公司更易，发明将“劳动者”和“机器人”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就业岗位， 是机会； 3. 税收保障改

革通过再分配增加劳动收入，使因自动化被裁员或降薪的中产阶级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是保障。

： ＜~每精问J
24.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ax polici臼 be aimed at 一一一一一· 24. 作者建议，税收政策应该 旨在 。

[ A] encouraging the deve lopment of a utomation [ A］鼓励自动化的发展

[BJ increas ing the return on ca pital inves tment [BJ提高资本投资的回报

[CJ easing the hostility between r ich and poor [CJ缓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敌意

[DJ preventing the income gap from widening [ DJ阻止收入差距扩大

［精准定位］第六段①句指出，自动化很可能导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差距拉大，所以必须重新

考虑税收政策。②句进一步指出， ）11. 削减对低薪劳动的税收、扩大薪资补贴，以提高收入，鼓励工作，减

少不平等 。 概括可知，作者建议通过税收政策阻止收入差距扩大，［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是对第六段①句因果关系以及②句“行为 目的”关系的概括。正确项 the

income gap 对应文中 the gap between ca pita l income and labor income 。

[A］将第六段①句所述调整税收政策的目的“应对自动化造成的问题（ beca use automation threatens 

to .. . ）”改为“促进自动化的发展”。［BJ将①句所述调整税收政策的目的“防止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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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提高劳动收入（ the gap between cap ita l income and labor in come）”曲解为与之相反

的“提高投资回报／资本收入（ increasing the return on capita l inv巳stment ） 。［ CJ捏造文中没有的信息

hostility ： 文中并未提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视 。

［技巧总结］ 本题就“作者提出的方向性建议 C be aimed a t）”命题。考生解题时首先需要意识到，“方

向／目 的题”可与“因果关系题”归为一类。 随后借助逻辑词 C in order to 、 b ecause 、 would 等） 向文中寻找对

应的关系。最后概括原因／目的相关内容，得到正确项 。

具体来看，第六段①②句之间为解释说明关系，两句分别以 because 和 This wo uld 体现句内因果／ 目

的关系，且 tax polici es 恰合两句所述“税收政策改革” 。 因此可锁定答案来源为①句 because 从句及②句

This would 分句所体现的“目的”。最后概括两处内容可得答案为［DJ 。

VlI O Technology wi ll improve soc i巳 ty in ways big 

and small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yet thi s will be littl e 

comfort to those who find their li ves and careers 

upended( by automation. @Destroying th巳 machin es t ha t 

are coming for our jobs would be nuts®. @But polic1 e to 

在未来几年内，科技将从大大小小的方

面改进社会 ，但对那些发现自己的生活和’事

业都被自动化颠覆的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

安慰作用 。 捣毁抢走我们工作的机器是疯

狂之举 。 但帮助工人们适应的政策必不可
help workers adapt will be indispensable®. [ 442 words] ＇ 少

①upend[ Ap1end]v. 翻倒，颠覆

②nuts[nAts］ι 发狂的，发疯的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③叫ensa灿

＞：：语毒分析＜ fl
第七段为文章结尾部分，总结重申观点：帮助中产阶级适应挑战的政策必不可少。关键词：indispensable。

①旬总结预测未来几年情形、凸显问题存在：科技对社会的改进难以安慰处境艰难的中产阶级。句

子以 yet 让步转折。

转折之前作者先退而承认技术对“社会”总体利好： improve society in ways big and sma ll Cm ways 

big and sma ll 意为在大大小小的多个方面）肯定技术会从多方面改进社会； ove r the next f巴W years 回应

开篇－ the n巳xt presidenti a l campa耶

折之后提出作者语义重点一一中产阶级处境艰难 ： thi s will b巳 Ii ttl巳 comfort 侧丽强调技术对中产阶级的

巨大冲击； lives and career s upended ( upend 窟；为“颠倒 ，颠覆”）直接彰显中产积极面临的严峻挑战， 回应

开篇 annoying chall enge. 

②旬让步否定中产阶级会采取“捣毁机器以阻止自动化”这一不理智的解决方式。 Destroying the 

machines that are coming for our j o bs 暗指第三段③句的卢德分子（捣毁将其工作抢走的机器） 。 nuts（发

疯的，疯狂的）含强烈贬义，暗示中产阶级不大可能会有此极度不理智行为 。

③旬转而强调作者观点（必要解决方式）：帮助工人适应的政策必不可少。 Po li c i es to help wo rk ers 

adapt 概指包括四至六段所有建议，但不止于此的政策帮助 。 i ndis pensa bl e( too important to be without 

“不可或缺的，必不可少的”）强调政策帮助的必不可少，反驳第一至三段所暗示的乐观主义心态“挑战不

存在，不值得关注” 。

【深层解读】本段整体为“说明问题存在（①旬）一讨论解决方法（②①旬）”的逻辑，两个让步转折结

构（ ... yet. . . ; . . • But. .. ）暗含对政策制定者的告诫： ①句 Techno logy wi ll improve . . . yet thi s will be 

littl e comfort 与第三段③句乐观主义者的观点 didn't go so well , bu t eventually .. .内容相似，但语序相

反、语义重点完全改变：不能只乐观关注自动化的最终趋势“使所有劳动者受益”，还应认识到过被阶段

的危机“对中产阶级形成巨大冲击”。②③句浅层为“否定错误解决方式 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逻

辑，深层暗含对政策制定者的告诫：若不提供政策帮助，很可能会引发棍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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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秸解. :;/ 

25. In this text , the author presents a problem with 一一一一一· 25 . 本文中 ，作者就问题提供了 。

[ A] oppos ing vi ews on it [ A］ 就其对立看法

[ BJ possible 吕o l ut i ons to it [ BJ 可能解决方法

[CJ it s a la rming impacts [ CJ 它令人担忧的影H向

[ DJ its maj or variati ons [ DJ 它的主要变化形式

［精准定位］ 本文前三段论证展现问题 美国 中产阶级面临 自动化的 巨大威胁 。 第 四至六段则

从教育、经济、税收等多方面指出，应提供政策支持 ， 助其平稳过波 。 末段总结指 出，帮助中产阶级适应

自动化的政策必不可少 。 可见［BJ正确 。

［命题解密］正确项［BJ体现文章“提出于1二论证问题－一一就问题解决提供多项建议”的整体结构 。

[ A］错在作者只提到了“乐观主义者（ Optimists ） ”一方看法 ，并未介绍其对立看法 。 ［ CJ 源自开篇

annoying cha ll enges ，但这指问题本身Ca probl em 所指），文章并未展开介绍其影响 。 ［DJ错误理解文章前后

两部分之间关系：后半部分的 （ Fi rst. . . Fina ll y）并非说明“问题的表现形式”，而是说明“问题的解决方式” 。

［技巧总结］由于本题采用 了一种创新性的设题方式（往年未出现过“最后一题侧重考查全篇论证结

构”情形），所以会对学生造成一定困难 。 但万变不离其宗 ，学生只需抓大放小，牢牢把握文章主线 。 另

外 ，为了确保正确 ，可结合“排除法” 。

具体来看 ，浏览题干 In thi s text , the aut hor pr巳sents a prob lem with ，可大致推断本文侧重宏观考查

全文 ， a prob l em 是全文关注问题，答案则是问题阐释之外的主要内 容，初步确定可概括后四段内容的

〔因为答案 。 随后结合排除法 ： 文 中并未提到“双方观点交锋” ，排除［A］ ；并未展开介绍“自动化的影响”，

排除［CJ ；并未介绍“是l 动化挑战”的多种变化形式，排除［DJ 。

回础捏目E回

回E缸前面蝉斗
知识补充

/ Text 2 

回1革应盟田

网络信息分享中审辨式思维技能的提升蹦黝
原文外教朗读

41~ ＝－、 文章总健分析
本文选自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 1 7 . 04 . 30 一篇题为 A ri se in critical skills 

for sharing news online （ 网络信息分享中审辨式思维技能的提升）的文章。 全文借多个调查阐释“以千禧一代

为代表的美国人的媒体素养正在增强，其对信息班别的判断力及对信息分享的责任意识均在提升”。

；等 二、语篇分析及试题稽解
I O A new survey by H a rva rd Uni ver sity find s 

more than two- t hirds of yo ung Amer icans disapprove( of 

Pres ident Trump ’s use of Twitter. @ T he implication( is 

that Millennials( prefer news from t he Whi te H ouse to 

be filtered@ through other sources, not a president ’S 

socia l media platform( . 

哈佛大学最新调查发现 ，超过三分之二

的美国年轻人反对特朗普总统使用推特 。

言外之意就是，千禧一代史倾向于由其他渠

道而非总统社交媒体平台传 出 的 白 宫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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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isapprove[d旧1pru:vJi人不赞同，反对

( implication[ 1mpli 'ke1J an]n . 含意，暗示

( Millennial[ m11 lenia! ] n. 千禧一代

$ ( filter[ 'f1Jta]v. （消息，信息等）慢慢传开，走漏，泄露

： 山川的；m]n . 平台

：·谙算分析：－：：：1' 
第一二段为第一部分 ，提出现象及其因应之策。

第一段借由最新调查初步勾勒现象：美国年轻一代不信任社交媒体的新闻资讯。关键词为：①

disapprove of ; ( prefer ... not. ..。

①旬概述调查结果：超 2/3 美国年轻人反对总统使用推特。 more than twcγthirds 衬托出“年轻一代反

对总统使用推特发布政见和新闻资讯”乃普遍现象； disapprove 借其内涵“认为某人或其思想行为等不妥、

甚至错误” 暗示“年轻一代对于总统使用推文的行为并非随意附和、而是持有批判性看法”，且就此设悬

“成长于社交媒体之下的年轻人为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P ，他们到底是反对特朗普作为个人使用

推特这一社交媒体本身，还是反对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使用推特来发布有关美国政府的信息资讯”。

②旬细说调查内涵：美国年轻一代并不相信来自子社交媒体的新闻资讯。 prefer“觉着……更可取”

所蕴藏的情感偏好， 回应上句 di sapprove 所传递的反感情绪，形成语义对比；取舍结构 to be fi lter ed 

through .. . not ( to be fil tered through) ...明确对比内容 ：偏好从其他渠道发布的白宫新闻 vs 厌恶从总

统社交平台透露的白宫新闻，就此解除上句悬念 ：“年轻一代并非反对总统使用推特这一社交平台本身，

而是反对其使用推特等社交平台来透露白宫消息”，即“年轻人反对总统推特的原因是因为他使用推特

透露白宫／美国政府消息”。

【深层解读】开篇由浅入深，初步勾勒现象：判断句式 The implication i s 明确两句间“浅层→深层”语义

逻辑，并将语义重心落于②句，即，②句揭示①句表象“年轻人反对总统推特”的本质“反对总统使用社交平台

发送白宫消息”；取舍结构 prefer A not B借强调“年轻人对白宫信息来源的情感偏好 ：认为其他渠道发布的要

比总统社交平台透露的更为可取”影射全篇现象“美国年轻一代对社交媒体新闻资讯可信度产生怀疑”。

_Ill O Mos t Ameri ca ns rely on soc ia l m edia to check 

daily head lines. f} Yet as d istrust has risen toward a ll 

media, people ma y be sta rt ing to beef up their m edia 

literacy( sk il ls . @Such a trend is badly needed . 。Dur i ng

the 20 16 pres identi a l campaign( , nearly 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sha red by Twit ter user s in the polit ically critica l③ 

sta t e of Michigan was fake® new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0 And a survey cond ucted for 

BuzzFeed News found 44 percent of Facebook users rarely 

or never t ru st news from th e media giant( . 

大多数美国人依赖社交媒体来查阅每

日 新闻头条 。 然而，随着对所有媒体的越来

越不信任，人们可能开始增强他们的媒体素

养。 这种趋势迫切需要。 按照牛津大学的

说法， 20 16 年总统竞选期间，在政治关键州

密西根的推特用户分享的网络内容中，有近

四分之一是虚假新闻 。 一项专为 BuzzFeed

新闻板块开展的调查发现，44% 的脸书用户

很少或从不相信来自 于该传媒 巨 头的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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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否毒分析. :: fl 
第二段明晰现象，并提出因应之策：“增强自身媒体素养”。关键词为：①rely on VS distrust ; ( beef 

up their media literacy skills。

①②旬呈现现象全貌及因应之策。 Ye t 、 As 实现内部“转折十因果”强关联 。

①旬补充现象：美国人依靠社交媒体在取新闻资讯。 rely on“（为了生活或生存而）依赖”强调美国人无法

脱离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的生活常态；dai ly head l ines 借 dai ly 说明美国人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

②旬呈现现象全貌：（依赖却又）不信任社交媒体；并给出因应之策：增强媒体素养。 Yet 辖域 as 从

句而非全句，即 as 从句与①句构成语义对比，主句与该语义对比形成因果逻辑（ as 内藏因果关联）“人们

陷入离不开而又不信任媒体的矛盾僵局，所以不得不去提判自身媒体素养以破除僵局”；绝对表达词 all

形似说明社会大背景“人们对所有媒体信任缺失”，实则强调“社交媒体的可信度愈发低下”； media

literacy skill s 中 li teracy 与 sk il l s 均表“技能，能力”，整体可译为“媒体素养（指媒体认识／评判／运用的态

度与能力，如信息选择、理解、质疑、评估、思辨性反应能力等）”。

①旬（过渡旬）承上强调因应之策的迫切’险，启下分析“迫切性的原因”。 Such a trend 即指②句“人

们开始增强自身媒体素养这一趋势”；程度副同 bad l y“非常”既强调提升媒体素养的迫切性，又反衬媒体

信任缺失的严重性 。

④⑤旬借用调查数据说明③旬“媒体素养亟待增强”原因。 借 nearly a quart er of. . . was fake news 、

44 percent . . . rarely or never trus t 说明 badly needed 。

④旬说明原因之一：网络充斥虚假新闻。 near l y a quarter of 以庞大占比基数凸显虚假新闻问题的

严重性； polit i ca ll y critica l 此处强调密西根州选票结果对于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极为关键。 注：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 l campaign 表面锁定事件发生时间范围，实际借 2016 年总统大选期间 j开发生事件

“超级关键的摇摆州密西根竟然出现近 1/4 的大选推文是虚假信息”影射全篇写作契机“社交媒体信息

传播过程中虚假新闻现象左右着美国网民（尤其年轻一代）的选举意向，从而给 2016 年总统大选这种全

球重大政治事件造成严重影响” 。

⑤旬说明原因之二：社交媒体新闻可信度低下。 rare ly or never 虽以并列词 or 衔接，却借 or 更凸显

后者（即 never），强调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的信任缺失严重 。

【深层解读】 ④⑤旬语义衔接功能强大：形似毫无关联的两个调查数据，实际内藏因果关联“社交媒

体充斥虚假新闻’用户对媒体缺失信任”，在呼应②旬强调媒体信任缺失严重程度、明确首段年轻人为

何不信任总统推特白宫新闻之余，更是明确③旬媒体素养亟待增强的原因 。

:: .：真题即：＜ 1'
26. According to Paragraphs 1 and 2, many young Americans 26 . 根据第一、二段 ， 许多美国年轻人

cast doubts on 对 产生怀疑。

[A] the just ification of the news fil teri ng pract ice [ A］新闻过滤这一做法的正当性

[BJ peop le’s preference for soc ia l media platforms [BJ 人们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偏好

[ C] the administrat ion ’s ab il ity to hand le information [CJ 政府处理信息的能力

[ DJ social media as a reliab le source of news [DJ 社交媒体作为可靠的新闻来源

［精准定位］ 先由首段“超 2/ 3 美国年轻人反对总统特朗普使用推特，他们更倾向于从别的渠道而非

总统社交平台获取白宫消息”可推知“美国年轻人不太信任由推特这一社交媒体作为白宫新闻的可靠来

源”，再结合第二段①②句“美国人依靠社交媒体在取新闻资讯，却又越来越不信任媒体”不难敲定“美国

人对社交媒体作为可靠新闻来源产生了怀疑”，目ll [ D］正确 。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DJ是对第一二段段落主旨（尤其是第二段①②句）的合理概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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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由首段末句 prefer news ... filtered through ... not . .. 捏造出“新闻过滤这一做法不被年轻人认

可”，而文意实为“年轻人认为由总统推特透露出来的白宫消息没有其他渠道透露出来的更可靠”正BJ根

据第二段①句“人们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捏造而来，虽属事实，却并非年轻人质疑的对象（即②

句“（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信息资讯）”；［CJ根据第二段④句“2016 年总统选举期间，密西根

州推特用户分亭的网络内容中充斥虚假信息”捏造出“年轻人质疑政府处理（网络虚假）信息的能力” 。

［技巧总结］ 概括推理题意在考查学生明辨整体语义的能力，解题过程中重在关联主旨，即重在利
用段／句群关联锁定语义重心以推导段／句群主旨。如本题，首先可由首段两句间语义逻辑“先浅层后深

层”（The implication is that .. . ）着重掌握末句“千禧一代更愿意选择相信其他渠道而非总统推特发出的

白宫消息”；再由第二段句间语义逻辑“先陈述事实后转折引出语义重点并以调查研究发现予以佐证”

( .. . Yet . .. Such a trend . .. according to . . . And a survey .. . found .. . ）着重掌握①②句矛盾僵局“一方面

离不开社交媒体、一方面又不信任媒体”；最后再结合两段语义重心的语义关联“社交媒体、新闻资讯、信

任／意愿”不难做出合理推导“年轻人对社交媒体作为可靠的新闻来源产生了怀疑”。 捷径： 由题干 cast

doubts on 与第二段②句 distrus t 的同义关系可将解题线索定位至该段①②句，从而锁定怀疑对象“（包

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所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唯有［DJ重心落于“信息资讯”。

27. The phrase " beef up”( Line 2 , Para. 2 ) is closest in 27. 第二段第二行中 beef up 的词 义最

meaning to 一一一一· 接近 。

[ A] sharpen 〔A］增强

[ BJ defin e [BJ 界定

[CJ boast [CJ 吹嘘

[DJ share [DJ 分享

［精准定位］ 将被考词所在句“随着美国人越来越不信任媒体，他们开始 自身的媒体素养”与

其前文“大多数美国人依靠社交媒体来查阅每日头条”结合，可推测语义逻辑：美国人一方面要依靠社交

媒体来获取信息，一方面又不信任媒体上的信息，这种矛盾僵局需要依靠自身来突破，即逼迫其开始强

化自身媒体素养来对媒体信息进行判别、选择。选项中唯有［A］契合这一语义逻辑，故正确。且由第三

段首句“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人们确实能够更加娴熟地区分辨别事实与虚假消息”可推知他们的媒体

信息资讯辨识能力得以提升，由此侧推 beef up 应该理解为“增强”更契合。

［命题解密］ 正确项［A］是基于第二段①②句间 Most Americans rely on social media to check daily 

headlines. Yet as distrust has risen toward all media 所示矛盾僵局 ，对 people may be starting to beef up 

their media lit eracy ski ll s 的合理推断。

[BJ 由②句划线词后的术语“媒体素养”捏造出“定义／界定”；［CJ 由“虚假新闻”捏造出“吹嘘”之意；

[DJ由常识“社交媒体上的分享行为”捏造出“分亭”，却与文中矛盾僵局“人们依赖媒体却又不信任媒体”

所暗藏问题解决之策“从自身突破， 其自身媒体素养”无法完美衔接。

［技巧总结］ 解答词义题的关键步骤是：一、由句内寻找特殊情感色彩表达词，初步筛选句意基调；

二、根据句间语义逻辑揣摩被考词与上下文情感基调的“同向”、“反向”关系；三、结合两线索，最终确定

正确选项 。 如本题，首先根据被考词所在句内的负面情感基调词 distrust 揣摩该句意在说明“对媒体的

不信任增强，被迫提升自身媒体素养”初步锁定［A］，然后根据被考词所在句与前文形成的语义转折关联

(Yet）“依赖媒体却又不信任媒体”可进一步揣摩“为了解决这种离不开却又不信任的矛盾僵局，人们只

能增强自身媒体素养，以辨识媒体信息真伪”，从而敲定［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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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Young people who are digital natives are indeed 

becoming more ski llful at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in 

cyberspace( . @A Knight Foundation focus-group® survey of 

young people between ages 14 and 24 found they use 

“ distributed trust ” to verifyai s tories. @ They cross-check@ 

sources and prefer new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open about any bias® . 。“ Many

young people assum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ducati ng themselves and actively seeking out opposing 

viewpoints ,” the survey concluded. 

身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

分辨事实与虚构的能力的确正在变得更加娴

熟 。 奈特基金会针对 14～ 24 岁年轻人的专

题调查发现，这些年轻人利用“分布式信任”

验证新闻，他们交叉核对新闻来源，更愿意接

受从不同视角解读的新闻一一尤其那些对一

切偏袒性看法兼收并蓄的新闻。“许多年轻

人在自我教育及积极寻求对立观点方面开始

承担很多的个人责任”，该调查总结道。

；：白吨每当时分析＜ 1'
( cyberspace [ 'sa1b<>spe1s］凡网络空间 \\ @ bias [ 'ba现］ n. 偏见

ocus-group[ 1 f<>uk<>s, grup ] 11. （ 代表公众的）焦点小组

（选自各阶层，讨论某专项问题；所得信息常为市场 > ·经典搭配

调查人员或某政党所用 ） ? « ( skillful at （ ……方面技巧纯熟）
( verify[ 1 ver1fa1] v. 核对，核实 <> ( be open about （不隐瞒，对……开诚布公）
④Cl咽s-check[ 'kros'tJek]v. 核对，核实 ；交叉检查 » < ( assume res ponsibili ty （开始承担责任）
( perspective[ p<>1spekt1v ] n. （思考问题的）角度，观点， ♂ 

引 ( seek out （找出，找到）
想法

＞逼篇：分枉.:ii/ 
第三至五段为第二部分，阐释现状：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媒体素养的确在增强，其新闻处理时责

任意识在增强。

第三段阐释现状之一：美国年轻一代对信息 ffi 别的判断力在提升。关键词为： becoming more 

skillful 。

①旬总述年轻人信息盟别能力增强。 are indeed becoming more skillful at .. .呼应第二段②句中的

may be starting to beef up，先借 indeed“确定性”消除 may“可能性”并引出现状从而开启现状阐释“媒体

素养的确在提升飞胃，借 more skillful 预示下文将提出论据证实“]1ffi别能力提升”。

②③④旬以调查研究说明①旬。 句群借由 verify stories, cross check sources 、 assume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res ponsibility 所展示的语义场“核验新闻真实性”与①句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辨识真伪”

实现强关联 。

②旬先指出年轻一代利用“分布式信任”辨识新闻真伪。 distribut ed trust 加引号，表特定称谓，预示

下文将着重论述 。 注 ： sto ri es 此处借上下文语境可知其指“新闻报道（的题材）”。 编者注：信任模式已经

从 20 世纪的“机构性信任”转变为 21 世纪的“分布式信任” 。 信任不再是由上而下的，不再是不透明和

线性的，它现在是去中介化和双向的。新的以信用为基础的信任模式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③旬后解释“分布式信任”的具体操作办法：交叉核验新闻来源、审慎辨别新闻观点。 本句与上句形

成“抽象一具体”逻辑，句子借 cross-check 、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open about any bias 强调年轻一代

多方核验新闻来源、多角度解读新闻内容、兼收并蓄对立观点以形成对新闻的全面理解，展现其对待网

络新闻资讯基于多因素的网络分布式信任机制，强化其真伪辨识过程中的审辨式思维。

④旬总结年轻一代在修炼自己并积极寻求对立观点方面自我责任意识增强。 assume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r esponsibility ... “开始承担起非常多的自我责任”所蕴藏的今昔对比与①句显性对比 are indeed 

becoming more skillful a t .. . “的的确确变得更加善于……”形成呼应，暗示两句间因果逻辑：新闻查阅过

程中个人责任意识的增强→网络信息真伪的区辨能力增强； educating 此处虽意表“教育”，但更具“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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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之意 ，强调“年轻人处理媒体新闻（诸如查阅或分享等时）自我约束力 的提升飞 act i ve ly 借其主观能

动性反衬年轻人兼收并蓄各种对立观点、积极开展审辨式思维的媒体素养 。

【深层解读】 digita l natives 聚焦“身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 Young peop le who are digita l na tives 

将第二段骤然宽泛的 Most Americans/ people 收窄回首段 young Ameri ca ns 、 Mill enn ia l s ，并借 digita l

nat ives 深层内涵（一方面借“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深谙网络信息技术”暗示“其网络媒体信息班别能力相

较非数字原住民一代更为娴熟”，另一方面借“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 自幼生活在网络世界中、与网络世界

难舍难分”暗示“其相较非数字原住民一代更有可能更积极努力地提升媒体班辨能力，以满足自身从网

络获取新闻资讯之需勺暗示全文聚焦年轻一代以阐释美国人媒体素养的提升 。 注 ： 首句 more 为纵 比

“相较此前虚假新闻并不盛行时期、并非十分着意增强自身媒体素养而言 ， 现在已经开始增强自身素养

的他们更加善于辨识信息真假”，而非横比 。

：·事题精解二：J
28 . According to the Knight Foundation survey, young people 28 . 根据奈特基金会的调查，年轻人

。

[A] t end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in cyberspace [A］ 倾向于在网络空间发表自身观点

[BJ verify news by referring to di ver se sources [BJ 通过查阅多种来源、以验证新闻

[CJ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J 有强烈责任感

[ DJ like to exchange views on “ distributed trust” [ D〕 喜欢就“分布式信任”交换意见

［精准定位］ 第二段②③④句介绍奈特基金会的调查结果，其中②句指出年轻人利用分布式信任来

验证新闻 ，③句进而做出解释：他们交叉核对新闻来源、倾向于多角度分析的新闻资讯、尤其是对各种观

点兼收并蓄的新闻资讯。由此可见 ，［B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BJ契合段中所述年轻人多重角度验证新问真伪的方式方法，是对②③句 verify

s tori es . . . cross-check so urces 的合理改写 。

[A］根据①句调查对象 digital nati ves 的特点“自幼熟悉信息技术”合理推导而来，但它并非调查结

果；［CJ将④句所示“年轻人在新闻审视过程中的自我责任意识”泛化为“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等的责

任意识’气 ［DJ将②句 use “ distrib.uted trust” to verify stori es “利用分布式信任来验证新问真伪”曲解为

“喜欢就分布式信任交换意见”，将“信息班辨方式”偷换为“同论焦点”。

〔技巧总结］ 本题为研究结论类的事实细节题 。 常规解题思路为“（题干／选项）定位法十排除法”：

即，首先根据题干已知关键信息 the Knight Foundation s urvey 定位至第三段②③④句；随后根据各选项

关键信息词分别定位至段中各句 C[A］对① ， ［ BJ对③， ［CJ对④ ， ［DJ对②）并仔细班别发现［A］ 、［ CJ 、 ［DJ

与句意不符，唯有［BJ与句意相似 。 非常规解题思路则为“作为论据的调查实为论点服务，故找寻与调查

相关的论点即可”： t!P ，本段②③④句均意在说明①句论点“年轻人越来越擅长辨别信息真伪”，而四个选

项中唯有［BJ“验证新闻”与此挂钩，故正确 。

N O Such act ive research can have another effect. 

@A 20 14 su rvey conducted in Australia,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 ison 

found that yo ung people ’s reliance( on soc ia l media led to 

greater poli tical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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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积极的探索研究有时可以产生另

一种效采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14

年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

发现，年轻人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使其政治参

与度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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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ance[ r11 l aians］凡信赖

②engagement［时 ge1d3mant ] n. 参加 ，参与

．经典搭配

ll ( rel iance on （对……的依赖）

： ②川

三百：军击革. .二
第四段为上段末旬的补充：对信息的积极探索使年轻一代政治参与度提升。关键词为：① have

another effect ; ( greater political engagement o 

①旬概述年轻人新闻处理时的积极探索研究会产生另一效果。 Such ac t ive research 以 “照应上段末

句末尾 acti ve l y seeking out .. . ”之形行“回指上段末句全句 ‘年轻一代在积极修炼自 己并寻找对立观点

方面承担起非常多的 自我责任 ’”之实； have another effect 借 another 反衬上文已述一个效果（即“信息班

别能力的提升”）并预示下文“另－效果” 。

②旬借调查明晰效果：政治参与度提升（反衬年轻人政治信息处理能力提升 ） 。 l ed to 与 ano ther

effec t 因果关联复现 ，由此可掖知 young people’s reli ance on soc ia l med ia 虽形式上H于应第二段段首，实则

指向上段所述“依赖社交媒体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开展各项调查研究以辨识信息真伪这一具体行事方

式” ； grea t er polit ica l engagement 呼应文首两段“年轻一代反对总统使用推特 、 20 1 6 年总统大选时推特用

户在网上分享信息”，同时借第二段延及内容“大选期间推特用户分享信息中近 1 I 4 属于虚假消息”暗示
写作视角可能将由上段“信息班别能力”过渡到“信息分享时虚假新闻问题处理能力的提升”。

【深层解读】本段看似独立，却关联全篇：“年轻一代政治参与度提升”似乎与全篇着意强调“媒体素

养提升”无关，但两者内藏因果关联“媒体素养提升（新闻处理时责任意识的提升）→政治参与度提升” ；

且借回应首段“年轻一代反对总统推特”暗示“随着年轻一代在处理网络媒体信息过程中责任意识的提

升，他们在处理政治信息时也将变得审辨而思， 即对待总统推文信息将保持高度警惕”，铺垫后文阐释。

且J O Social medi a a llows users to expen ence news 

events more intimately( and immediately@ w hi le a lso 

permi tt ing t hem to r e share 口ews as a projection@ of t heir 

values and interest s. 8 This for ces users to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ir ro le in pass ing a long informat ion. @A 

survey by Barna resea rch grou p found the top r eason 

given by Ameri cans for the fak e news phenomenon is 

“ reader error ,” more so than made up stories or fa ctu al 

mis takes in repo rting. 0 A bout a third say the problem of 

fak e news lies in “ misinterpretation@ or exaggeration® of 

actual news ” via social medi a. 0 In oth巳r words , the 

choice to share news on socia l media may be the heart of 

the i ss u e . 。 “ Thi s indicates( there is a rea l personal 

responsibili t y in counteracting® this problem , ” says 

Roxanne Ston e ，巳d i to r in chief at Barna Gro up. 

4土交媒体让用户能够支亲密、更即时地

体验新闻事件，同时也允许他们转发新闻以

投射其价值观和兴趣爱好。 这迫使用户对

其在信息传递中的角色更为留心 。 巴纳研

究小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就虚假新闻现

象给出的首要原因是“读者错误”，而不是报

道时编造新闻或者巳事实错误。约三分之一

的美国人认为，虚假新闻问题在于通过社交

媒体“对事实新闯进行扭曲或夸大”。 换句

话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的选择可能是

该问题的核心 。 “这意味着在抵制该 问题的

过程中存在着真正的个人责任，”已纳研究

小组主编罗戈萨尼 · 其斤通表示 。

！ ！：词汇注在与难旬分析：~ ：：： ；／
( intimately[ 11nt1m1tl I Jα cl . 亲密地 ，密切地

②immediately [ 1 ' m i :d1 at t1 ] ad . 立即地 ， 即刻地

$ ( projection[ pra' d3ekJ n] n . 体现

;(‘:4>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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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interpretation[ 1 mis川t;:i:pdte白n]n . 错误理解

®exaggeration[ 1gzced3;:i1re归n]n . 夸大

( indicate[ 11nd1ke1t]v. 表明

( counteract[ kaunt;:ir I cekt J v. 抵抗，抵制

( pass along C 传递）

( top reason （首要原因）

@ li e in （在于）

( 1n other wo rd s （换告

® editor in chi ef （主编）．经典搭配

( conscious of （对……留心）

1. Social media allows users to experience news events more intimately and immediately while also 

permitting them to re-share news as a projection of their values and interests. 

结构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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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s users to experience news events more intimately and immediately 

语
？句

宾
？
从

士
语

？
状

语
一

谓
一

宾语补足语 状i吾

衔接词 主i吾＋谓i吾 宾i吾

while (social media is) also permitting them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Socia l media a llows users to experience news events ，谓语结构采用了 allow sb 

to do sth 的用法。 while 引导状语从句时，如果主句和从句的主语一致，且从句谓语又含有 be ，则从句中

有时可省略主语和 be，因此可判断出句中 while 后省略了 soc ia l medi a i s 。 a l l ows . . . ( is) permitting ... 两

个并列谓语结构引出社交媒体的双重功效。

2. A survey by Barna research group found the top reason given by Americans for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 is “ reader error,” more so than made-up stories or factual mistakes in reporting. 

by Barna resear℃h group 

后置定语

句子主干： 性旦旦旦
主语

后置定语1 状语

I given I>y Americans! I岛r the 缸ke ne附 phenomenon I Im 

功自E注释：本句主干为 A survey found (that) .. . ，宾 i吾部分为省 II俗 that 的宾i吾从句。 more so t han 

made- up stories or factual mistakes in reporting 做宾语从句的状语，其中 so 指代“被当成首要原因”这一

情况， more than 表示“比……更……”，因此整句话可理解为：比起报道过程中编造新闻或犯事实错误，

读者错误更能被指为虚假新闻的首要原因。

：： ：~号：篇分析：~ ：：i i/
第五段阐释现状之二：美国人对信息分享的自我责任意识在增强。关键词为：more conscious of their 

role in passing along information0 

①②句总述：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传递信息时会审慎而为。 Thi s forces 实现句间因果关联（Thi s 回指

首句第二分句内容）。

①旬先指出社交媒体的双重功效：既能亲密、即时体验新闻事件，又能将其转发以体现自身价值观

及兴趣点。 whil e also 以并列之形连接 allows 及 permitting，实际将语义重点落于后者，用以强调社交媒

体的信息转发功能；并借 as a projection of. ..反衬用户转发信息的真实意图“以投射自身价值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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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锁定信息转发与转发者之间的关联以暗示其转发时应小心谨慎 。 注 ： int i mately( having a close and 

fr iendly re l ationship“亲密地，亲切地勺用以说明社交媒体能够拉近用户对新闻事件的亲近感，新闻事件

借助社交媒体更能给用户以更亲密、更深刻的情感冲击、用户的新闻体验感非常强烈 。

②旬后指出用户在信息转发时会承担自我责任：审慎而为。 forces 以其隐性因果关联表明用户在信

息转发时审慎而为的动机 ： 以求积极正面彰显自身兴趣点及价值观； consc i ous“（尤指因为自认为很重要

而）在意的，刻意的”表明用户对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角色极为重视。

③至＠旬分述，借“分析虚假新闻现象的原因”阐释“用户分享信息时审慎而为的原因”。

③④旬先分析虚假新闻现象的原因。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 problem 实现内部联结。

③旬概述最大原因：读者错误。 reader error 加引号，同第三段 distributed trust，既表引用，亦表特殊

称谓，预示后文必有详解，同时锁定虚假新闻背后的最重要原因与读者（而非新闻工作者）相关 。 注：－

more so than ...“……比……更能被指为首要原因”套入文意即为“相较报道中编造新闻或犯事实错误，

读者错误更能被指为虚假新闻问题的首要原因” 。

④旬细说“读者错误”：通过社交媒体对真实新闻资讯进行误读或夸大。 mismterpretat10n or 

exaggeration of actual news 着重两点 ：一、新闻工作者发布的新闻信息是真实无误的（ actua l news）；二、

读者对新闻事实进行了曲解或夸大（misinterpretation or exaggeration）。 via 着意强调社交媒体只是充当

媒介的作用，暗示读者而非社交媒体应该对其所分享的信息内容负责 。

⑤⑤旬呼应①②旬，明确指出信息分享时需承担个人责任。 In other words 实现⑤⑥句与③④句间

化繁为简的逻辑；This ind icates 实现句群内部衔接。

⑤旬明示虚假新闻问题的核心：选择分享。 本句重现社交媒体给用户提供信息分享选择（ the

choice . .. on social media 复现①句 Socia l media . . . permitting them to re share news）的同时，更强调其负

面影响“为虚假新闻创造了‘机会’（ the heart of t he issue ，其中 the issue 指代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 

problem）深层暗示用户在做出分享选择时应先辨识新闻的真假，从而将虚假新闻扼杀在分享之时 。

＠旬指出选择分享的深层内涵：承担真实个人责任。 This indicates 则表明个人责任因选择分享而

起（This 回指⑤句“选择分享是虚假新闻问题的核心”h a real personal responsibil ity in counteracting this 

problem 一方面表明抵制虚假新闻问题中需要承担真实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回应第三段强调指出以年轻

一代为代表的美国人在新闻处理过程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自我责任 。 注： counteract ( to reduce or 

prevent the bad effect of somethi吨， by doing something that has the opposite effect“抵抗，抵制”）此处意

指通过某种方式方法来减少或者预防某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套人文中即指，通过对新闻分享行为的严格

审视以求做到“不传递虚假新闻信息（不传谣）”，从而得以减少虚假新闻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

【深层解读】 一、本段呈现第二段所述虚假新闻问题的原因及抵制措施：借③句 the top reason ... for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④句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lies in .. .、⑤句 the choice .. . the heart of the 

lSS町、⑤句 responsibi l ity in counteracting this prob lem 所示核心语义“虚假新闻问题”呼应第二段③句所

述现象“虚假新闻充斥媒体”分析其原因“读者对事实信息的夸大或扭曲”并给出相应抵制措施“新闻分

享时增强自我责任意识”。 二、第二部分均围绕第三段末句“新闻处理时责任意识增强（即媒体素养增

强）”展开细述，该旬实为全文核心论点：a、信息真伪辨识时判断力得以提升（第三段） ; b、政治参与度得

以提升（第四段） ; C、信息分享时责任感得以增强（第五段〉；但鉴于 b 为一个与媒体信息处理能力（即媒

体素养）元关的独立效果，故而将其分立处理，将第三、五段分别阐释为当前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的媒

体素养现状。换而言之，全文核心论述点即为 ：美国年轻一代（数字原住民）的媒体素养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新闻的辨识能力，这个是前提，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分布式信任来核验新闻的真实性；第

二是分享转发时体现的责任意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宣讲的“不信谣、不传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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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真题信：但＜J
29. The Barna survey found that a main cause for the fake 29. 巴纳调查发现虚假新闻问题的主要

news problem is 一一一＿. 原因是 。

[A] readers ’ outdated values [A］读者过时的价值观

[ BJ journa li sts' biased reporting [BJ 记者有偏见的报道

[ CJ read ers ’ misinterpretation [CJ 读者的曲解

[ DJ journali st s ’ made- up stories [DJ 记者捏造的新闻

［精准定位］ 第五段①④⑤＠句介绍巴纳调查结果，其中③句指出虚假新问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是

“读者错误”，④句进而做出解释：对事实新闻信息的误读或夸大，故［CJ正确。

［命题解密］ 题干＋正确项 ［ C］是 对 ③④ 句中 top reason 、 read er error 、 m i s interpretat i on or 

exaggeration of actua l news 的完美替换 。

[ A］ 由①句碎片信息 r e share 、 th e i r va l ues 捏造而来，而句子并无“读者价值观过时”之意 ； ［ BJ 由前

文第三段③句中 bi as 及本段③句中 in report i吨捏造而来，而文中仅言及“记者报道中可能会捏造新闻、

或者会犯事实性错误”而并未言及“记者报道带有偏见”；［DJ 由③句 made- up stories .. . in r eporting 而

来 ，可它并非题干所考查的“主要原因”。

［技巧总结］ 主次因果细节题的解题思路为：于文中找寻因果关联词，再于关联同前后定位主次因果，

最后可借主次因果的注释性内容辅助解答。 如本题，首先由题干 main cause for the fake news problem 定位

至①句 the top reason ... for the fake news phenomenon，然后借其后 more so than 锁定 reader error，最后再借

reader error 的解释性表达 misinterpretation or exaggeration of actual news 锁定［CJ 。

~ 0 So when young peop le are critical of an over

t weet ing pr es iden t, th巳y reveal( a menta l discipline® in 

thinking skills- and m t heir choices on when to share on 

socia l media. [ 411 words] 

因此，当年轻人批评过度推特的总统

时 ，他们展现出思维技能中的 一 种自制

力一一一种选择何时在社交媒体分享的自

制力 。

（；；词汇：注释当难：旬分析；；二：： ；／
①reveal〔r1'vi:l }1人展现，显露 $ ( discipline[ 1d1s1pJ1n］凡自制力

:_. i毒篇分析 －：：： 1'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 ，呼应首段总结收篇：美国年轻一代反对总统推特实则反映其网络审蝉式思维技

能的提升。关键词为： reveal a mental discipline。

独句成段， reveal ( to show something thai was previous ly hidden）揭示全文“由表象到实质”的写作手

法，展示文章立意高度“由年轻一代反对总统推特谈及其网络生活中审辨式思维能力的提升飞 and 形似
并列，实则更借后者的具象“新闻分享时”明示前者的抽象“思维能力中”。注 ： 1. mental di sc i p li ne 本义为
“心理／精村， ；大脑自制力”，但鉴于“ 自 制力”巳暗藏“大脑思维活动”，故而将 mental 省译，直接处理为“自
制力”； 2 . choice on sth 相当于 choi ce over sth ，即“在……方面做出的选择”。

So 解读： So 借其后 when 情境“年轻人对过度推特的总统表示批判”与首段的呼应表明其辖域第二

至五段（中间段）分析，却又借破折号后 when to share on socia l medi a 表明其更意在强调第五段解读“人

们在转发信息时更加小心、谨慎”，间接说明年轻一代批判总统推特的两个原因 ：一、对总统通过社交平
台发迭的信息持审辨式思维；二 、分享总统信息时尤为审慎，绝不跟风附和 。

E全文梳理】全篇首尾相接，圆满收篇：全文以“年轻一代反对总统使用推特这一社交平台发布新闻

事件”开篇，在历经中间段落对“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在新闻查阅及新闻分享中承担起更多自我责任，
其媒体素养在提升”的分析阐释之后，本段对文首引子做出最终点评“年轻人对总统过度推特的这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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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态度恰恰反映出其思维技能中的自制力”，就此圆满收缩全篇。

r:~J霆京E：二J
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 itle for the text? 30. 下面哪项是全文最佳标题？

[ A] A Rise in Critical Ski ll s for Sharing News Online [A］ 网上新闻分享辨识力的提升

[BJ A Counteraction Against the Over-tweeting Trend [BJ 对过度推特趋势的反击

[C] The Accumulation of Mutua l Trust on Socia l Media [CJ 社交媒体上相互信任的积聚

[DJ T he Platforms for Projection of Personal Interests [DJ 体现个人兴趣爱好的平台

［精准定位］ 文首两段先提出现象“美国人离不开媒体却又不信任媒体”及其因应之策“增强媒体素

养”；第三至五段进而阐释现状，指出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媒体素养的确得以提升，其信息真伪辨识能

力提高、信息分享行为中自我责任意识增强；最后末段呼应首段作结“年轻一代反对总统推特实质是其

审辨思维能力的展示，是其在新闻分享行为中的一种自制行为”。 由此可见， ［A］最契合文意。
［命题解密］ 正确项［A］是对全文主旨“以年轻一代为代表的美国人的媒体素养正在提升”的概括 。

[BJ利用首末段“年轻一代反对特朗普总统过度推特”捏造而来，却偏离文意重心； ［CJ利用第二三段
di strust 、 distributed tru st 捏造而来，而文中所言信任实际针对“网络媒体信息”而非“网络人际沟通”；

[DJ利用第五段首句 as a projection of. .. interests 设置干扰，可文意重点并不在 platforms“社交媒体平

台”而在 news on the p latforms“社交平台上的新闻资讯”。

［技巧总结］ 解答文章主旨题重在关联文章主题词、主题句。主题词通常可以借由高频词体现，主题

句常位于文首末段 。 如本题，文中频出 share 、 news 、 ski ll s 等词，且文首两段借由具体事例“年轻一代反
对总统使用推特发布白宫’消息”以及转折对比词 yet 引出文章主述话题“依赖媒体却又不信任媒体的美
国人不得不主动去提升自身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 ski ll s）”，并于文末再度呼应首段事例升华事件背后

真实内涵“年轻一代对推特总统的微词实际反映出其思维能力中的一种臼制能力（ a menta l discipline in 

thinking sk i lls），即在选择于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时的一种大脑自制力，也即对推特总统所发推特的辨
识力”，借此两点不难锁定［A］为正确项 。

回由2且如回 / ,/ Text 3 科技巨头涉足医疗领域引发的问题
回脚踏回

回~油画职
原文外教朗读

盗工主 费

本文选自 He Guardian 《卫报》2017.07.05 一篇题为 The Guardian view on patient data: we need a 

better approach 的文章。文章由新近事件“英国信息委员会的裁定 全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把患者数
据分享给 AI 公司 DeepMind 的行为侵犯病人隐私权”切入，指出隐私法不能解决“科技巨头垄断”这一根本
性问题，要防范数字霸权时代的到来，真正维护患者权益，亟需决策者谨慎做出每一个决定。

J等~ t二、语寝分橱及试题精解
I O Any fair-minded assessment of the dangers of 

the dea l between Britain ’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 NHS) and DeepMind must start by acknowledging that 

both sides mean we ll. 8DeepMind is one of the leading① 
artificial intell igence (AD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e 

potentia l of this work appli ed to healthcare is very great, 

but it cou ld a lso lead to furt her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tech giants. 。 It is against t hat background that the 

对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与

Deep Mind 公司之间协议的种种危害，任何

公正的评价想必都会先承认双方均是好意 。

Deep Mind 是全球人工智能（AD 的领先企业

之一 。 这一技术成果应用于医疗保健方面

的潜力是巨大的，但这也可能导致权力进一

步集中于科技巨头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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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信息委员会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对

NHS 下属的英国皇家自由信托医院做出了

证据确凿的违法裁定，（鉴于）医院于 2015

年将 160 万病人的档案交予 DeepMind 处

理，而此举是基于一项不确切的协定一一远

远未能考虑到患者的权利及其隐私权期望 。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 Elizabeth Denham, has 

issued( her damning@ verdict(!\) against the Royal Free 

hospital trust und巳r the N H S, w hi ch handed over to 

DeepMind the records of 1. 6 million patients in 2015 on 

the basis of a vague® agr eem ent w hi ch took far too littl e 

acco unt o f the patients ’ I ight 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三词：以：在岳阳：分析：＇. .：： i/
．经典搭配

( apply to 应用于……

gains t the background of 在……自

( hand over 把某事交给某人负责／处理

( take acco unt o f 考虑……

( leading[' ti:d1tJ ］α． 领先的，最重要的

( commissioner[ ka1m1fana( r) J凡专员，长官

( issue[ ',fu:; ' 1 sju:]v. 发表（声明），发 出（警告等〕

( damning[ 1drem1~］a. 证明某人作恶的，（证据等）确凿

的

( verdict[' v3: d1kt ］凡 裁定，判决；意见

@ vague[ ve1g ］α．不明确的，含糊其辞的

It is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Elizabeth Denham, has issued her damning 

verdict against the Royal Free hospital trust under the NHS, which handed over to DeepMind the recor也 of I. 6 

million patients in 2015 on the basis of a vague agreement which took far too little account of the patients’ right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结构切分：

which handed over to DeepMind the records of 1.6 million p也tients in 2015 on the basis of a vague agreement 

关系代词 谓语 间接宾语 直接宾语 时间状语 方式状语

嵌
套
的
定
语
从
句

under the NHS 

后置定语
It is against 出at background that 11 Elizabeth Denham, 

被强调部分在句中做状语 | | 同位语

句子主干 ： I the informal.ion commissioner, has issued her damning verdict against the Royal Free hospital trust 

主语 谓语 宾语 后置定语

the patien怡’ right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并列宾语

of privacy. 

后置定语

took far too Ii ttle ac巧唱unt of 

谓语部分

which 

关系代同

功能注释：本句为 I t is ... that ...强调句型，状语 aga ins t that background 为强调部分，明确事件背

景。 句子主干 the information commiss ioner. .. verdi ct 引出事件，后置定语 against. .. 引出裁定对象；嵌

套一个 which 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 the Roya l. .. und er the NHS，实际解释案件始末 。 句末再嵌套一

个 which 定语从句说明案件关键点 agreement 的问题所在 。

：·道篇分析L::: ;/ 
首段介绍事件：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与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的协议被判触犯患者隐私权。

关键词为：verdict。

①②①旬叙议结合交代事件背景。

①旬让步承认 NHS 与 DeepMind 公司的协议初衷是好的。 作者以“评述外界对某问题的看法”开启

全文，带出背景人物 NHS 、DeepMind 及背景事件 a deal bet ween . .. （两方商业协定〕的同时，更借助“表

绝对概念的 Any ＋表褒义的 fa ir mind时”，以及表“相当确信”的 must，间接传达自身观点：双方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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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无疑值得肯定。

②③旬转而明确作者观点： Al 技术用于医疗潜力巨大，但也会加剧科技巨头垄断。 leading 表 明

Deep Mind 公司特点：处于 AI 技术前沿，影 H向力 巨大 ； The potentia l. . . app lied to hea lthcare （其中 this

work 回指“AI 技术成果”）揭示首句协议内容 ： A I 技术应用于医疗服务；. .. is very grea t, but it cou ld 

a lso lead to . . . 突 出强调这一积极事态之下的问题所在：巨头垄断之势或进一步加剧 。

④旬继而引出事件：NHS 下属的皇家自由信托医院将患者信息交予 DeepMind 被判违法。 I t is . .. 

that . .. 强调句式凸显状语 against that backgrouncl(against 表示“在……背景之下勺，既衔接上下文，更要表明

上述背景“发展迅猛的 AI 技术已进军医疗领域，而利好背后也存隐忧”关乎主旨，极其关键。 that 后为核心事

件；其中 verdi ct against ...引出“违法方”，damning（植责的，足以定罪的）强调违法事实清楚，不容辩驳；which 定

语从句说明案情原委，展现裁定依据，其中 on the basis of a vague agreement . . .先抛出总印象：交易协议不清不

楚、有规避重点问题之嫌，嵌套的 which 从句进而解释 vague 内涵 ， far too（极其、非常）修饰 li tt le，再一起限定

account（深思熟虑、考虑），昭示协议对“病人隐私权”的忽视程度，明确医院罪责 。

注： the Royal Free hospita l trust 常被外界称为“皇家自由信托医院”，但这里的 Free 实为“免费、公

费”之意 ； trust 应与我们通常说的金融领域法律行为区别开来， hos pital tru st 指的是“医疗联合体”，英国

及其卫生行政部门为适应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组织单个的、分散的医院形成医院托拉斯，其仍属于公

立部门 ，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存在，其在资金 、管理和人事等的决策上拥有较大的自 主权。 政府对医院

的管办 I{只能进行分离 ，利于政府及医疗机构等各司其职 。

【深层解读】 文首句虽然表明了对两方协作意图的赞赏，但 start by acknow ledging ... （先承认）实际

暗示作者“欲抑先扬”，目｜］“协议造成的威胁（ the dangers）”可能才是文章焦点 。 段落前三句话虽然是末句

事件的背景，但内容夹叙夹议，作者态度占据大半，加之末句对这一背景的强调 ，可以推测首句暗含的作

者态度，也即③句明示的观点“Al 虽好，但必须慎重应对其副作用一一加剧科技垄断”很可能为全文主

旨，而作者意在通过最新热议事件切入，论证这一主旨 。

：－草草精解：－ ：：： ；／
31. What is true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NHS and 31. 关于 NHS 和 DeepMind 之间的协议

DeepMind? 即项正确？

[ A] It caused confli cts among tech gia口 ts. [A］ 它导致了科技巨头之间的冲突。

[ BJ I t fai led to pay clue atte nti on to pati ents ' rights. [ BJ 它未对患者权利给予应有的重视 。

[ C] It fell short of th巳 latter 's expectat ions . [CJ 它未达到后者的期望 。

[DJ It put both si des in to a dangero us s i t川tion . [ DJ 它将双方置于危险境地 。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 agreement 定位至首段末句中 whi c h 定语从句部分 ： NHS 下属 的皇家自 由信

托医院把数据交由 DeepM i nd 负责是基于一项不明确的协议，协议远没有对患者权利及其隐私权期望进

行考虑，可见［ BJ符合文义 。

［命题解密］ 正确项［BJ同义替换原文 took far too littl e acco unt o f t he patients ’ rights 。

[A］将③句“会使权力更加集中子科技巨头（ further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tech giants)” Jl1J f(Jlf 

为“导致科技巨头之间的冲突（ confli cts among tech g i a nt s ）” 。［ CJ将末句“协以远未考虑患者的隐私权

期望（ the pati ents' .. . an d their expec tat ions）”张冠李戴成“协议未达到 DeepMind 的期待（ the lat ter ’5 

expectations）” 。［DJ误解首句信息 the dangers o f the dea l between ... （协议带来的威胁），并把末句信息

“委员会专员裁定……违法（ ve rdi ct aga in st ）” 、 “协议不明确、忽视患者权益”相关联，主观推出“协议危及

双方”，但“被判违法”手“陷入危险”，其次只有 NHS 一方被判违法 。

［技巧总结］ 本题聚焦、 agreement ，考查相关信息正误，可知该词意义重大，因此除“定位并比对信息”

之外，还应刻意思考它在文中“为何重要、起什么作用”，命题人常会基于此设置正确项。如本题，可首先

定位至④句 ， I t is aga inst that background that. ..强调句式暗示前三句实为背景铺垫，本句事件才是段

落核心信息 ， 即“裁定 NHS 违法”（ verdi ct again st ） ；而 agreement 位于 whi ch 定语从句中，两个修饰成分

vague 以及 which too k far li t tl e ... 负面指向明显 ，可知“agreement 有问题、无视患者权益”是事件的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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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选项中只有［BJ直接聚焦事件（说明了裁定的原因），其余均与裁定无关 。

皿 ODeepMind has almost apologized. @The N HS 

trus t has mended( its ways. @) Further arrangements® -

and there may be many - between the NHS and 

DeepMind wil l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③ to e口sur巳 tha t all 

necessary permissions© have been asked of patients and all 

unnecessary data has been cl ea ned. 。 There are lessons 

about informed® patient consent® to learn. 0But privacy 

is not the only ang le in thi s case and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0 Ms Denham chose to concentrate the blame 

on the N HS trust, s ince under exis ting law it 

“ contro lled" the data and DeepMind merely “ processed( ,, 

it. @ But thi s di s tinction miss巳S the point that it is 

processing and aggregation® , not the mere possession of 

bits, that gives the data value. 

Deep Mind 差不多已经道歉了。 NHS

信托已经改过自新。 NHS 和 DeepMind 之

间进一步的协定一一一也许有很多一一一将会

受到仔细审查，以确保征得患者所有必要的

许可，并清除所有不必要的数据 。 在患者知

情同意方面有许多教训需妥汲取。 但是在

本案中，隐私并非唯一的角度，甚至都不算

最重要的 。 德、纳姆女士决定将指责的矛头

对准 NHS 信托，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下，

NHS 信托“掌控”着数据而 DeepMind 只不

过在“处理”数据。 但是这种区分不得要领：

赋予数据价值的，是处理及聚合信息，而非

羊羊拥有信息 。

J 
…析
－

u分
…

句
－

…难
…

…与…释
…

注
…

－
「
」

…

词
…

①mend[mend]v. 纠正，改正 $ ( process[ ' prauses]v. 处理，加工 ； n. 过程 ；方法；程序 ！

rangement[a' re111d3mant] 11. （解决问题的 ）办法，非 旦 ( a1 

正式协议 ♂ 
号 ·经典搭配

( scrutinise[ skru: 't1na1s}v . 仔细查看，密切审查 1, ; ( ask the permission of sb 得到……的许可
④permission[ pa'm1Jan] 11. 许可，授权 >

\) ( miss the po int 不得要领
⑤informed[ 1旷fo:md］α．消息灵通的，知情的 盯

⑥consent[ ka旷sent]n. 许可，同意

Further arrangements and there may be many - between the NHS and DeepMind will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 to ensure that all necessary permissions have been asked of patients and all unnecessary data has 

been cleaned. 

- and there may be many -

插入语

后置定i吾修饰arrangements

b巳tween the NHS and DeepMind will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 

被动谓i吾语、
王

社列的宾语从句l ：由at

连接代词 主语

all nee巳ssary permissions hav巳 been asked of patients and 

被动谓语 宾语并列连词
并列的宾语从句2: ( that) all unnecessary data has been cleaned. 

主语 被动谓语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 Further arra ngement s will be ca refu ll y sc rutinised，采用被动语态凸显判决后

NHS 的改进举措；目的状语 to en s ure 后面接两个并列的宾语从句 ，具体介绍举措细则，两个表示绝对的

形容词 all. . . all. ..凸显 NHS 整改彻底、力度大 。

：：－语毒分析.＜： ；／
第二至四段评述事件，借以阐明文章主旨：“仅聚焦隐私”掩盖了问题实质，即科技垄断之势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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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补充介绍涉事方的应对之举，初步表明作者看法：裁定聚焦隐私，未能抓住要害。 关键词为：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①至③旬承上介绍裁定后续情形：涉事方积极弥补隐私方面疏漏。 almost apologized VS has 

mended its ways( mend one ’s ways 意为 begin to behave well) 暗示信息委员会把责任归于 NHS 单方，

Deep Mind 在间接压力之下也进行道歉缓解。 Furth巳r arrangements 以及破折号间的 may be many 对应

上段末 vague agreement ...，注意 agreem巳nt 指双方交易的正式协议，而这里 arrangements 相对不那么

正式，指双方后续合作所涉及的议定之事；①②两句完成时态以及③句 carefu lly 、 to ensure that all. .. and 

all. . . 凸显其“改过及时、力度到位” 。

④至⑦旬转而引出裁定的问题所在：事件被完全定性为“隐私问题”实属隔靴搔痒。

④旬过涯，承上肯定维护患者权利必要性。 informed consent（知情同意； inform 表示“通知、告知”）

属于法律用语，指“对患者进行医疗介入之前获得其同意的程序’气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上处理医患关系
的基本伦理准则之一，也称知情承诺原则 。 There are lessons to learn( lessons to l earn 指“需要吸取的教

训”）对上述补救措施做出肯定 。

⑤旬转而表明作者看法：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隐私。 转折词 But 表明作者再次“先扬（①至④句）后

抑”的行文逻辑 。 not the only ang l e 不赞同“纯粹定性为隐私问题”的同时也婉转承认其部分意义，但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进一步直接否定 ：就连最重要的也算不上。

⑤⑦旬退而评述裁定（依据不当），初步佐证⑤旬观点。

⑤旬展示裁定（判 NHS 违法，而 DeepMind 无罪）的依据。 原因从句 since...引出裁定依据，

“ control” the data VS mere l y “ processed” it 反向表明“当前法律（ the existing law）”对“侵犯隐私”的定

性：出问题时，数据掌控者担负全责，而数据处理者无罪。 merely 意为“只不过”，用于表示“某事不太重

要或不太有价值”。

⑦旬直指依据的问题所在。 强调句式 it is . .. , not ... , that gives the data value（是……，而不是

··，赋予了数据价值）针对上句裁定依据，强调“对数据的处理 C processing and aggregation）”才是隐私

问题成其为问题的基石；not the mere possession of bits(bit 为“最小的信息度量单位”，故代指“信息”）对

上句 merely “ possessed” it 作出直接否定，刻意强调裁定恰恰偏离了重点 。

［深层解读］从案件类文章的写作套路中推测作者意图。 首段所涉案件虽非法院判决，但由本段“介

绍两方对裁定的反应，以及判罚的依据”判断，本文也遵循案件类文章的基本写作思路，即“介绍案情、说
明判决／处罚结果→介绍官方判罚依据、涉事方观点／应对举措等→评论案件，发表看法”。因而“区分判

罚方、涉事方、以及作者的态度”对于“前期把握文章主旨要义，同时推测下文论述”很关键。本段中的作

者态度很明显：两个 But 强调作者看法，表明其对裁定依据的不认同，这暗示＠句作为裁定依据的

existing law 并非轻描淡写，而是用意极深 ：作者很可能要于下文指出“现行法律有局限性，或不甚完备，

无力约束新生事物”，从而进一步引出自身建议（如何有效应对问题） 。

·真题精解：＂＜ ii
32 . The NHS trust responded to Denham’s verdict with 32. NHS 信托以 对德纳姆的裁定

做出回应 。

[A] empty promises [A］空头承诺

[BJ tough resistance [BJ 强硬的抵抗

[CJ necessary adjustments [CJ 必要的调整

[DJ sincere apologies [DJ 诚恳的道歉

〔精准定位］第二段②③句指出 NHS 信托对 Denham 裁定的回应：已纠正了其错误行为；其与

Deep Mind 的协议会受到仔细审查以确保所有要使用的内容都取得患者允许，所有不必要的数据则加以

清除，可见［CJ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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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解密 ］ [ CJ 意同②句 has mended its ways，并概括了 ③句 Furth e r arrangements .. . wi ll be 

carefull y scrut ini sed to ensure that a ll. .. al l. ..所体现的具体补救措施 。

[A］受到①句 almost ( apo logized）干扰，但一方面该句主语为 DeepMind 而非题干中的 NHS，另一方

面“差不多道歉了”不能简单等同于“空头承诺”。［BJ将②句 mended its way 错误理解为“拒不服从判

决” 。 ［ DJ源于第二段①句 apo log i zed ，但这是 DeepMind 做法，其次“诚恳道歉”手“采取了补救措施”。

［技巧总结］对于涉及到“事件、争议 N方做法／观点”的题目，首先要明确题目考查对象，然后理清相关方

各自的做法／观点，再对比选项进行排除，棍淆各方的做法／观点是常见的干扰。本题中，由第二段前两句提炼

出的做法分别是“DeepMind 几乎已经道歉”、“NHS信托纠正了其行为方式”，故很容易先排除张冠李戴的［DJ ,

初步推知［CJ正确；进而由③句提到的具体改进做法，排除反向干扰的［A］ 、〔町，最终确定［CJ为答案 。

33. The author argues in Paragraph 2 that 一一一一· 33 . 作者在第二段提出 。

[ A] privacy protect ion mus t be secured at a ll costs [ A］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护隐私

[ BJ leaking patients ’ data is worse than se lling it [ BJ 泄露患者数据比贩卖它们更糟糕

[CJ making profit s from pat ients' da ta is ill ega l [ CJ 从患者数据中获利是非法的

[ DJ t he value of da ta comes from the processing of it [ DJ 数据的价值来源于对其进行处理

［精准定位］第二段末句指出作者对＠句 Ms Denham 裁定依据（判 NHS 违法因为它才是数据拥有

者，而 DeepMind 只是处理数据而已 ） 的看法 ：不得要领（ misses the point）：“让数据拥有价值的，是处理

和集成它们，而不是掌控它们”， ［ DJ正确 。

［命题解密］ ［DJ是第二段末句 it is processing and aggregation ... that gives the data value 的同义改写。

[A］将第二段③句保护隐私的措施 a ll necessar y permis sions . .. and a ll unnecessa ry data ... 误当成

作者观点，但⑤句中作者已明确指出“在此案中 ，隐私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BJ从⑥句“NHS 掌控数据，而 DeepMin d 只处理数据”捏造出“NHS 泄露数据，而 DeepMind 贩卖数据，

前者比后者更恶劣”，与文意相去甚远。［CJ是由第二段第⑥句“NHS 掌控患者数据”杂栋第三段首句“问题

是谁该从分析数据中获利（who should benefit fr om. . . ）”而JiJZ ，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指出谁／某事违法（illegal) ”，

他想表达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科技巨头从分析患者数据中获利，而不受监管限制（裁定只判 NHS 侵犯病人

隐私权）”这一情况并不合理。

［技巧总结］ 涉及多方观点／做法的段落常成为命题人关注的焦点 。 若就作者观点设题，则一般要求

考生通过抓取语气词、关联词，尤其是表示转折、常常引出作者观点的 but, ye t： 、 however 等词来把握作者

站位；要警惕命题人扭曲或直接利用他人观点命制干扰I页 。 就本题而言，组l读⑤句和｜⑦句转折同 But 后

内容，从 no t the only . .. , not even the most impo rta nt 以及 m isses the point 基本可判定作者对于

Denham 裁定依据的不认同态度，从而排除［ A］ ，而 ［CJ ill ega l 并非作者所能认定，最后根据⑦句作者的反

对理由排除［BJ ，锁定正确答案［DJ 。

础 。The great qu巳s tion is who shou ld benefi t from 

the analysis of a ll the da ta that our lives now generate( . 

@ Privacy law builds on the concept of damage to an 

individual from identifiable(Z) knowl edge about them. @ 

That mi sses the way t he surveillance® economy wo, ks . 。

The data of a口 indi v idua l there ga ins its va lue onl y when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da ta of co untl ess mi llion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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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产生的一切数据 中族利 ？ 隐私法建构

于“个人的可识别信息会对其带来伤害”这

一观念之上 。 那未能理解监察经济的运行

方式 。 在这一方式下，个人的数据只有在与

不计其数的他人数据相比较时才能获得价

f直 。



；二词汇注在与难：句分析j ·1 1' 
( generate[ 1 d3enare1t]v. 产生，形成 \\ · 经典搭配

( identifiable[ a1 , dentI I fa1abl ]a . 可辨认／可识别的 > ( benefit from . .. 从……获益

③surve阳叫s3: 1 ve归ns] n. 监视tl ，监视 ｛②com阳re with. 与 相比较、相对 rm

： · 语：篇分析 . :;/ 
第三段进一步展示作者看法，暗示问题的关键：“利用高科技谋利”不应成为法外之地。

①旬接续上段⑤旬，以问旬暗示本案关键问题（即作者观点）。 who shou ld be nefit from . .. 将焦点拉

至“谁该获利”上 ，并 以“发问形式”提示重点所在：利用高科技分析数据虽值得肯定，但一旦涉及盈利，性

质就会变化 ，就算初衷 良好， 也不能被视作理所 当然。 da ta 的 两个限定成分 a ll 以 及 ou r lives now 

genera te 暗含作者对“DeepMind 借处理公民数据信息盈利 ，但在事件中竟不被直接迫责”的不满 。

②③④旬从隐私法本身的局限性入手，反向支撑①旬观点。

②旬先退而表明隐私法的立足点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对其造成伤害。 builds on the concept of 引出

隐私法设立的理念基石； damage to 后为“伤 害对象”，（ damage) from 后为“伤害来恨”， identi f i a bl e

knowledge about them ( knowledge 表示“知晓 、知道”） 明确这一基石的 内涵 ： 人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外

界对个人信息的掌握可能对其造成伤害，隐私法由此应运而生。

③旬进而指出这一立足点的问题所在：未参透当前监察经济的运作方式。 That 回指上句“隐私法设立初

衷” ， misses the way . . . works( miss 指“未能领会”）意即隐私法专注于保护个人信息，但没把握住大数据时代经

济特点 ：经济活动大都基于对人们行为数据的追踪监察上； surveillanc巳本指“对犯罪嫌疑人或可能发生犯罪

之地的监视”，但这里引 申为“所有人（的个人信息）处于被监控、掌控当中”这一现实情形。

④旬随即解释监察经济的运作方式，表明当前隐私法无法应对大数据环境下的隐私问题。 the re 衔

接上句，暗中锁定 The data of an indi 飞付ua l 的讨论范畴 ： 当前（大数据）监察经济下的个人数据问题； onl y

when it is compar ed w ith the da ta of co untl ess millions more 与上段末 it is processing and aggregation 

that . .. 呼应 ，重 申信息具备价值（即有可能伤及其产生者）的唯一条件：与不计其数的信息相 比对， 即“处

理、聚合”信息时，换句话说，隐私法偏重对“个人信息 （②句 indiv id ua l）”的维护，但新时代下单纯的个人

数据反而意义不大，而“ 比对大量数据，从中获取无数关键的个人数据”才是致命的；可隐私法没有（当前

也无力 ）对“大数据集成”做出任何规范，因而据此判案注定无法切中要害 。

【深层解读】 首句 The great question is . .. (great 指“重大的、重要的”）提示作者继第二段“Mi C pnvacy 1s 

not ... , no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之后终于要“立”， 即揭示“事件的关键问题”，然而 who should . . . 未直

接点明问题所在，有些不明就里；此时结合后三句“质疑隐私法（That misses . . . ）”这一大方向 ．可知作者仍

在铺垫，即还在“破”，只是对上段“裁定依据未得要领”做出了进一步解释 ： 隐私法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

但根据首段“会加剧科技巨头垄断”以及上段“隐私都算不上最重要的”可知，作者立意不在于“完善隐私

法 ，维护公民隐私权”，而在“如何应对垄断对公民（包含隐私权的）更多权益的威胁” 。

l町 OThe use of privacy law to curb( the tec h giant s 

m this instance feels slightl y maladapted( . f) This 

practice does not address the rea l worry. 8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 t the algorithmsCD Dee pMind develops 

will benefit patients and save li ves . 。 Wha t matt er s is 

that they will belong to a private monopoly which 

developed them using publi c reso urces. 0 If soft ware 

promises to save lives on the scale t hat drugs now can , 

big data may be expected to behave as a big pharma® has 

在这一案例中，用 1隐私法来约束科技 巨

头感觉稍有些不适用 。 这种做法无法解决真

正的担忧。声称 DeepMind 开发的 算法能让

患者受益以及拯救生命是不够的 。 关键是，

这些算法将归一个利 用公共资源开发它们的

私人垄断企业所有 。 如采软件在拯救生命方

面可望达到 药物的水平，那么大数据也可能

会和大型制药公司一样行事 。 我们尚处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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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 0 We are st i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 evo lut10n 

and small choices now may turn out to have gigantic 

consequences l at巳I二＠ A long struggle will be needed to 

avoid a futu re of dig ita l feudalism®. 0 Ms Denham ’s 

r巳port is a welcome® start . [ 437 words] 

场革命的起始阶段， 因而当前任何微不足道

的选择日后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 要避免

数字封建制的到来，我们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

德纳姆女士的报告是个好的开端。

；·词汇注辞呈丰白分析＿• ：：： 1'
( curb[ k3: b] v. 约束；抑制

( maladapted[ ,mcel<>1 dcept1d]a. 不合适的

( algorithm[ 1 eel g <>r白m] n. J号：法，计算程序

@pharma[ 'fa:ma］η． 制药公司

( feudalism[ 1fju: dal1zam] 11. 分封制

}\ ( welcome[ 1welkam]a. （已发生的事）受欢迎的，很好的: ·经典搭配
t ( belong to . ..属于……; ( turn out. 最终成为 ，最后

If software promises to save lives on the scale that drugs now can, big data may be expected to behave as 

a big _pharma has done. 

结构切分：

由at drugs now can 
关系代词 主语 谓语

定语从句

条件：状语从句·｜ If so位ware promises to save lives on th二二~
连接词主语 谓i吾 目的状语 方式状语

坐坐监且旦旦旦坦丛旦旦
句子主干： big data may b巳巳xpected to behave 连接词 主语 谓语

主语 谓语
方式状语从句

功能注释：本句先以条件状语从句假设一种未来情形：软件在拯救生命方面有望达到药物的水平 ；

句子主干为 big data may be expected to behav巳．．．，在从句基础上对未来情形进行合理推测； as 引导一

个方式状语从句说明主语 big data 可能的举措：像大制药公司那样行事。

江语草合析. .<fl 
第四段回归事件，彻底亮明作者看法：数字科技垄断才是最大威胁，亟需监管。

①②旬总结指出裁定的局限性：靠隐私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this instance 指代“首段末， 即全文聚

焦的事例”， the use of privacy law to curb the t ech giants 文中实指“根据隐私法要求 NHS 不得随意将信

息交由科技企业负责，从而间接约束科技巨头”。 slightly maladapted ( maladapted 意为 poorly suited or 

adapted to a particular condition or set of c ir cumstances“不适合／适应某特定情况”）由表主观感觉的 feels

（使人感觉）带出，委婉表达作者看法 。

③④旬进而明确根本问题所在：真正的威胁是公共资源逐渐被科技巨头所掌控。 It is not 

enough ... What matters is that .. . （动词 matter 指“重要、要紧勺先破后立突出看法：不能只看到 AI 技术

的优点，其负面影响，即公共资源由垄断企业所掌控，更应予以重视 。 这两句与首段③句 The potentia l 

of this work ... , but it co uld also ...暗合 ，重申全文主旨。 private monopoly ( monopoly 意为“垄断企

业”，即当今科技巨头）与 using public resources 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当前不利局面：科技巨头“以公谋私”

很可能会，或者也许已经成为常态 。

⑤⑥旬对根本问题加以分析佐证。

⑤旬类比推理：大数据医疗垄断可能离我们并不遥远。 句子以“（始于上世纪中叶、众所熟知的）软

件”类 比“（方兴未艾的）大数据”，从“确信的近期未来预测（ promises to）”得出“稍委婉的、稍远未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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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be expected to）＂：前者既然有望和药物－样治病救人，那么后者和大制药公司一样行事想必也可

以计日而待（ a big pharma has done 即“垄断药物 、最终伤及患者利益”的做法）。注意此处 promise 意为

to make st h seem likely to happen“使很可能、预示”， expect s th to happen 意为 to beli eve sth will happen 

“预计／预料某事可能发生／来到” 。 on the sca le( sca l e 意为“［尤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时的］规模、范围、

程度”）表示“以……的规模，达到……的程度”。

＠旬结合现实固化⑤旬推理，为引出建议做铺垫。 前半句 We are s t：山 at the beginn ing of this 

revolution 一方面承上，提示人们“因为技术刚起步，我们看不到科技医疗垄断其实并不远”；另一方面提

醒人们“事物发展前期更要提早应对其负面影响”，连词 and（因此）引出逻辑结论， small choices now 表

示“文中裁定以及之后与科技监管相关的任何｜哪怕很小的举措”， consequen ces 由 giga ntic ( used to 

emphasize that sth is ext remely la rge in s ize, amo unt , or d egree“巨大无比的”）限定，突出强调当前决策

必须要慎之又慎。

⑦旬提出建议：需要及时且长期的努力。 a futur e of di gita l fe ud a li sm 是对上句 gigant i c

consequences 的具体化说明， feudali sm 由 digital 修饰，喻指“数字科技形成垄断壁垒”这一局面，明确作

者的担忧：若任其膨胀，就会成为自由和发展的最大程精 。 A long st ru gg le ( strugg l e 意为 a long and 

difficult attempt to achi eve sth such as freedom or political righ ts）强调这一问题的解决势必艰难且长久。

注： feudalism 源于 enfeoffment（封地、采邑）一词，实指“分封制”：西方封建领主占有的土地，主要是分

封而来，世代相袭不能买卖，土地所有权利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领主个人手里，大领主在其所丰富领地内几乎

行使着全部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封建割据状态的分封割据制。以现代视角审视，这种制度极大阻碍了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当今数字科技风暴下，不断形成的垄断壁垒恰如“分封时代”的割据状态 。

③旬肯定信息委员会对事件的介入，收尾全文。 Ms Denham ’s report ( report 为法律用语，指“案情报

告”）回归案件，a welcome sta rt 肯定信息委员会的介入，并期许未来对类似问题的监管和l措施更加完善。

【深层解读】一、⑤句中 this revolution 微观上表示“以 DeepMind 为代表的 AI 技术发展运用于医疗领

域”，但更指代“大数据风暴CAI 是基于大数据的新技术产物）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变革”，作者意图跳出文

中案件，表达对“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才刚刚起步，科技巨头垄断之势若不及时遏止，则不只是患者权益难

保，所有人的利益都将面临威胁”的担忧与警示 。 二、文末“信息委员会的案情报告是个好的开始”与文中主线

“信息委员会的裁定不得要领”同为作者观点，但并不矛盾，作者很认可委员会对事件的介入，因为还有很多问

题根本被监管者所忽视，而对数字时代的垄断规范任重道远，一切意图应对的措施都值得肯定 。

＞真：题精吁：J
34. According to the last paragraph, the real worry arising 34. 根据最后一段内容，协议所带来的真

from this deal is 正担忧是 。

[A] the vicious rivalry among big pharmas [A］大型制药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

[BJ the in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privacy law [BJ 隐私法执法效率低下

[CJ th巳 uncontro ll ed use of new software [CJ 不加控制地使用新软件

[DJ the monopoly of big data by tec h giants [DJ 科技巨头对大数据的垄断

［精准定位］ 根据题干关键词 rea l worry 定位至末段②句 ：“聚焦隐私”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烦恼；④句

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What matters is . . . ） ：那些利用公共资源得以开发的算法，竟归属私人垄断企业

（也即①句提到的 the tech giants) ；并在⑤句类比说明其危险：会和大制药企业如今所做的那样（即垄断

药物，伤及患者利益），可见作者认为这一事件的矛头应指向垄断数据的科技巨头， ［DJ正确 。

［命题解密］ [DJ是对原文 th巳Y will belong to a private monopo l y 的同义改写 。

[A］由第⑤句枝节信息 monopoly 、 a big pharma 捏造而出，但大制药公司仅作为垄断的一个例子出

现，并非作者在文中关注的焦点，且 vi c i ous rivalry（恶性竞争）存在与否从也无从雄知。［BJ将末段①句

“此案中用隐私法约束科技巨头不太合适（ The use of privacy law to curb t he tech gi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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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ladapted）”篡改为“隐私法执法效率低下（ the in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privacy law ）”。［ CJ从④句

monopoly 、 behave as a big pharma has done 等所暗含的“不受或少受外界管控”之意中捏造“真正的问题

是新软件的使用不加控制’气却忽略作者的矛头实为“ tech giants 垄断问题”。

［技巧总结］试题的命制通常遵循文章主线，正确项往往指向或体现文章、段落的主旨。通过前三段可

基本确定文章主要关注对象为：医疗领域的数据隐私问题、科技巨头通过处理及分析个人数据获利的情

况 。 首先排除偏离文章主线的〔A］，继而联系第二、三段作者观点“隐私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也可排除［B] ;

而对比［CJ 、［DJ发现，相比只在末段涉及的 software, data 一词在文中几乎贯穿每段，再根据选项关键词

software 、 big data 对应原文比较，发现文中未提及 the uncontrolled use of software，故确定［DJ为正确项 。

35.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application of Al to 35. 作者对人工智能运用于医疗保健领

healthcare is 域的态度是 。

[ A] ambiguous [ A］ 模棱两可的

[BJ caut ious [BJ 小心谨慎的

[ CJ apprec川ive 〔CJ 表示赞赏的

[DJ contemptuous [DJ 嗤之以鼻的

［精准定位］ 由题干关键同 AI 所对应的 software 、 big data 等词定位至末段⑤至③句。⑥句指出“我

们尚处于技术革命的初期，任何现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都可能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言下之意即“当

前就‘高科技用于医疗’问题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应用全考虑、谨慎行事”，可见［BJ符合文义。

［命题解密］ ［因是对末段⑤句 small choices now may turn out to have gigantic consequences 的概括。

[A］把第⑤句中 big data may be .. . as a big pharma has done 误读为一种不确定态度（ambiguous），但此处

意在说明作者对未来情况的推测“大数据以后预计会像大型制药公司那样（垄断行事）”。 ［ CJ把文末作者“赞

赏案情报告（ a we lcome start ） 叫tu换为作者“赞赏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作者虽然承认这种应用是一大进

步，但全文意在表现应用背后的问题所在 。 文末也只是“支持监管部门对问题的重视和介入”，作者实际

不认同裁定本身的效力，而是期待相关措施能更加谨慎，完善到位 。 ［ DJ源于⑦句带负面色彩的 long

strugg l e （漫长的斗争）、avoid a future of digita l feudalism（避免未来变成数据封建专制），但作者的矛头是

“科技公司垄断”，而非题干中的“AI 应用在医疗领域”；其次 contemptuous 一词侧重于“傲慢瞧不上”，作

者在文中并未表现出此态度 。

［技巧总结］ 作者态度题实际影射全文主旨 。 此类题目可借助“文章论述结构”以及“作者论述角度”

两个方面解题 。 从论证结构来看，第一至三段作者以“树靶一批驳”结构，明确批评了 Ms Denham 的裁

定不妥、未切中要害，并在末段指出“科技巨头（垄断）才是需要担忧的对象”，站位相当明确，据此可排除

[A］ 、［CJ ；而从论述角度看，作者在质疑科技巨头垄断之余却于首段、末段几度指出“AI 技术用于医疗研

究富有潜力、有望挽救患者生命”，可见其并非一味批判，据此可排除完全否定的［町，确定答案为［间， 即

作者意欲“警示人们及早防范新事物的负面影响”。

回
/ Text 4 USPS 需要的不只是权宜之计

lj －、文章总挚分析

回理摇姐回
一

… 
一回毡孽斟明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为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2 月 1 3 日文章 ： The Postal Service needs more 

than a Band-Aid（邮政局需要的不只是权宜之计） 。 文章围绕“美国国会拟出台的一项邮政改革法案”展

开论述：先指出美国邮局妖期严重亏空、处于破产边缘，并分析原因；随后引人最新改革法案；最后评判

指出法案治标不治本、立法者并非意在认真对待 USPS 面向 21 世纪的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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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i二、嚣盹椒幢精蟹
Ji O The U.S. Postal Service CUSPS) continues to 

bleed r ed ink. @It reported a net loss of $ 5. 6 billion for 

fiscal ( 2016, the 10th straight( year its expenses have 

exceeded revenue0 . @ Meanwhile, it has more than 

$ 120 billion in unfunded liabiliti es , mos tly for employee 

hea lth and retirement costs . 。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is form erly stable federal ins titution finds itself at the 

brink of bankruptcy0 . @Fundamentally, the USPS is in a 

hi stori c squeeze® between technologica l change tha t has 

permanently decreased demand for its bread-and-butter 

product, fi rs t-class mai l , and a regulatory® structure that 

deni es management the fl exibility to adjust it s operations 

to the new rea lity. 

美国邮政（USPS）继续处于严重赤字状

态。它公布了 2016 财年高达 56 亿美元的

净亏损额，这是连续第 10 年其支出超过收

入 。 同 时 ， 它还背负着超过 1200 亿美元的

元资金准备债务， 主妥是员 工 医疗和退休

金。 这个昔日稳固的联邦机构之所以发现

自 己处于破产边缘 ，原因有多种 。 根本原因

在于，USPS 正身陷“历史性挤压’飞一面是技

术变革导致对其核心产品（普通邮件〉的需

求永久性降低；一面是监管体系使得其管理

层无法灵活调整业务以适应新现实 。

J 
－

析－分
…

句…难
…

－

与
．

·释
…

…

注
eFL
… 

．

旦
时

( fiscal [ 'f出！］a . 财政的

②straight[ stre1t ］ι 一个接一个的，不间断的

( revenue[ 1revanju:] n. （公司、组织或政府的） 收入

( bankruptcy[ 1b叫krApts1] n. 破产

⑤squeeze[skwi:z]n . 挤压，拮据，紧缩

® regulatory[ 1rE:gju1Je1t::ir山i. 监笆’的，管理的

．经典搭配

( at the brink of 在……边缘

( bread-and-butter product 基本产品、主要产品

( deny sb s th 拒绝某人做某事，使某人无法完成某事

Fundamentally,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etween technological change that has permanently 

decreased demand for its bread-and-butter product , first-class mail, and a regulatory structure that denies 

management the flexibility to adjust its operations to the new reality. 

结构切分：

副词做状语陌；：；－ndamentally, th且t denies management the flexibility to adjust its operations to th巳 new reality. 

定语从句 l

句子主干· I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巳twee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 regulatory structure 

主语 系动词 ↑ 表语
定语从句

that has permanently decreased d巳mand for its bread-and-butter product，卡＝ττj first-class mail, 
1司位诺

功能注释：本句骨架为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etween ... and .. .。 technolog i ca l change 和

a regu latory s truc ture 为将 USPS 左右夹击 C squeeze） 的力量 ；二者都带有定语从句 tha t .. . ，说明两个因

素对 USPS 的负面影 H向 。

i暗时· ：王
第一、二段为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情形： USPS 长期严重亏空，立法改革屡屡受阻。

第一段指出 USPS 面临境况（长期严重亏空、目前处于破产边缘），并明确根本原因。关键词：们 al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 ( m a historic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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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旬为第一旬群，指出 USPS 财政困境。

①旬概述： USPS 长期严重亏损。 bleed red ink 意为 to lose a lot of money rather than making money 

“出现严重赤字，严重亏损”； continue to( to keep existing or happening without stopping“持续”）强调严重

亏损状态持续已久，且还在继续。

②③旬分述：以具体数据说明①旬。两旬间以 Meanwhile 并列衔接，凸显 USPS 财政问题。

②旬指出 USPS 20 1 6 财年净亏损额巨大，且已连续十年支出超过收入。 主句以 a net loss of $ 5. 6 

billion 说明 USPS 2016 财年净亏损额惊人。逗号后进而指出这已是 USPS 连续第十年亏损， 回应①句

continue to bleed red ink ( the 10th straight year 意为“连续第十年”， straight 此处意为 happening one after 

another in a series“连续的，一个接一个的”； expenses have exceeded revenue 回指 net loss ，以及 bleed red ink） 。

③旬进一步指出 USPS 还背负高额的无资金准备负债。 主句以 more than $ 120 b illion 呈现 USPS

的高额元资金准备负债； mostly for. . . costs 说明负债主要构成 ：员工医疗及退休费用。附注 ： unfunded

liabilities（元资金准备负债）指付款人没有预留出用于履行未来付款义务的足够资金而形成的债务 。

USPS 组织机构雕肿，每年须为退休员工医疗福利基金账户预先支付 50 多亿美元，这令其不堪重负，已

数年无力支付（即，形成高额元资金准备负债） 。

④⑤旬为第二旬群，分析 USPS 陷入财政困境的原因。

④旬概述：USPS 之所以濒临破产，原因有很多。 this formerly stable federa l inst i tution 指代 USPS,

回顾其“曾经财务稳健”，并说明其性质“隶属于联邦政府”。 at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濒临破产）概指

前三句，强调其如今困境。二者构成今昔对比、体现 USPS 的由“盛”到“衰” 。 There are many reasons 开

启原因分析。注 ： find oneself ＋介同短语意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境地”，此处传递 USPS“大厦将

倾”的无奈与悲凉 。

⑤旬指出根本原因（Fun由mentally）：内忧外患夹击一一身陷“技术变革”和“管理僵化”造成的历史困境。

本旬主干为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etween A and B ( USPS 被挤压在 A 和 B 中间），凸显

USPS 被动境况 ： historic squeeze ( squeeze 本义为“挤压，压榨”，这里用其l喻意， 凸显被动情形； historic 意

为“历史性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强调 USPS 遭受内外夹击的困境，凸显其深远影响，且说明这不仅是

USPS 困境，更是一种时代现象 。

A ( technological change）及其 that 从旬说明“技术变革”对 USPS 核心业务的巨大冲击。 bread-and

butter product 和 first-class mail 为 同位语，凸显 USPS 的核心产品／主要收入来源一一普通邮件（注：

bread-and-butter 以“面包和黄油”作为“西方人基本食物”的地位，喻指“核心的，重要的”； fi rst- class mail 

“第一类邮件”指包含信函、明信片等使用最多的邮件，又 叫普通 邮件） 。 ha s permanently decreased 

demand( permanent 意为 continuing for a long time or for all the time in the future“永久性的，难以逆转

的”）强调技术变革对 USPS 普通邮件的冲击：使人们对其巨大需求一去不复返CUSPS 元气大伤）。

B( a regulatory structure）及其 that 从旬说明“僵化的管理”使 USPS 难以调整适应新现实。 regulatory

structure 指对 USPS 运作实施监管的体系； management 指 USPS 管理者／管理层； the fl exibility to adjust its 

operations to the new real町代表着 USPS 原本适应新技术／新现实的可能。整体以 a regulatory structure 

that denies management the flexibility (deny sb sth 意为“拒绝某人做某事，使某人无法完成某事”）指出“僵化

过时的监管体系”使得“USPS 管理层”无法灵活实施现代化调整 CUSPS 陷入困境）。

【深层解读】本段行文逻辑：引入问题情形（①②③旬）→分析其中原因（④⑤旬）（标志词为 There are 

many reasons ）。 前三句以“总分”结构（ bl eed red ink ... net loss ... expenses have exceeded revenue. 

unfunded liabilities）凸显规模庞大、盛极一时的美国邮政CUSPS）如今面临情形“深陷财政困境、处于破产

边缘”；后两句以另一总分结构（many reasons ... Fundamentally）明确其中根本原因“内忧外患夹击

‘新技术冲击’和‘管理僵化’造成的历史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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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题措辞－：：： fl 
36. The financial problem with the USPS is caused partly by 一－一－· 36.USPS 财政问题部分缘于 。

[A] it s unbalanced budget [ A］ 其不平衡的预算

[BJ its rigid management [ BJ 其僵化的管理

[ C] the cost for technical upgrading [CJ 技术升级成本

[ DJ the withdrawal of bank support [ DJ 银行援助终止

〔精准定位］ 首段①②③句指出 USPS处于严重财政赤字状态，④⑤句说明根本原因：技术变革使得对其

核心产品需求降低，而其监管体系又致其无法灵活管理、适应新现实。 可见“管理僵化”为内因 ，［B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 ［ BJ 是对首段末 句 a regulatory structure that denies management the 

flexibility ...的概括改写。

[A］将首段②句 “ USPS 持续收支不平衡（ expenses have exceeded revenu e）”篡改为“预算不平衡

( unbalanced budget）”，且这是 USPS 财政问题“本身”，而非“成因”。［CJ 由首段⑤句的“技术变革”主观

推出“USPS 耗费大量财力升级技术”，而文中实际情形是“USPS 未能灵活调整业务以适应新现实／技术

变革”。［D〕将首段③句 unfunded 断章取义为“银行终止对 USPS 的资金支持”，而这实际上指“USPS 背

负无资金准备负债”，文中并未提及“银行支持”。

〔技巧总结］本题是就长难句命制的因果细节题。 可采取的 f伴题思路：首先借助因果标记词

(reasons 、 ［undamentall y 等）锁定答案来源（民难句）；随后从语法结构、语义逻辑等角度分析长难句、初步

得出答案；最后梳理逻辑、看是否形成顺滑的因果关系 。

具体来看 ：首先明确题目考查“USPS 财政问题的部分原因”（选项只要符合原因之一便正确），定位至

There are many reasons ...之后的⑤句 。 随后分析该长难句：整体以 the USPS is in a historic squeeze between A 

and B结构说明 USPS 两难境地：技术变革对其核心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decrease .. . ）、监管体系造成管理僵化

( denies ... the fl exi bility）”，［BJ体现后者，故正确。最后梳理逻辑：“管理僵化”令其无法适应“技术冲击新现

实”，故陷入“财政问题”（确定〔BJ无误） 。［CJ与此相悖，〔A］、［DJ与此无直接关联，可排除 。

If O And interes t groups ra口ging from postal unions 

to greeting-card makers exert self- interested pressure on 

th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 Congress 一 insisting

that whatev巳r else happens to the Pos ta l Service, aspects 

of the sta tus quo they depend on get protected. @This is 

why repea ted at tempts at r eform legislation( have fa iled 

in recent years, leaving the Posta l S巳rvice unable to pay 

its bi lls excep t by deferring® vital modernization. 

而且，从邮政工会到贺卡制造商的众多

利益集团都在为一己之利对 USPS 的最高

监管者一一国会一一施加压力 ， 坚称不管邮

政其他方面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所倚赖现状

的方方面面都要得到保护 。 这就是近年来

屡次试图改革立法、均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结果便是邮政无力支付各种账单，只能推迟

至关重妥的现代化 。

( ultimate[ 1 A !timat ]a . 最高的，终级的

( overseer[ ' auvas1a ] 11. 监督者

： ·词汇注释与难’旬分析：：： ；／
\\ ·经典搭配

③legislation〔 led3时le巾1] n . 法律

( defer[ d1 'fa:] v. 延期 ，推迟

! ①l…叫oup 利益集团
$ ( exert press ure on 向……施压

;(tl…tus quo J: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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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est groups ranging from postal unions to greeting-card makers exert self-interested pressure on 

the USPS’s ultimate overseer Congress insisting that whatever else happens to the Postal Service, aspects 

of the status quo they depend on get protected. 

结构切分：

句子主干： ｜ And interest groups 

连词 主语

后置定语

exert self-interested pressure on 由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谓i吾．

同位语 I -Congress
ranging from postal unions to greeting-card makers 

insisting的宾语从句

that whatever else happens to the Postal Service, aspects of the status quo they depend on get protected. 

状语从句 主句，其中the status quo带定语从句（t『叫they d巳pend on 

功能注释： 本句主干为 interest groups exert se lf- interested pressure on th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 ranging from .. . to ...为后 置定语，以点带面说明主语 interes t groups 内涵 。 破折号内

Congress 明确 th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所指 ；伴随状语 ins isting that . ..为“现在分词＋宾语从句”结

构，其逻辑主语仍是 interest groups，宾语从句是省略了 should 的虚拟语气（ should get prot ected），传递

“坚决要求／一定要”的口吻 。

：：二百；带分析：：• ：：i i/
第二段进而指出，由于利益集团施压、多年来邮政改革屡屡受阻。关键词：① interest groups ; ( self-

interested pressure。

①旬指出多家利益集团合力向国会施压、强烈要求维持现状。 And JI顷承上段引出 USPS 陷于破产边

缘的另一原因，需注意：此处 And 用于段首、承载强调意昧一一暗示接下来的原因才是本文中重点关注

并将展开讨论的对象。

主句强调向国会施压的“利益集团之多”。 ranging from ... to . .. 以点带面说明利益集团之多 ：上至“邮

政工会”下至“贺卡制造商”。 exert self- interested pressure( exert 意为“运用［权力］ ；施加［影响力 ］”，带有强

支忖俨力度勺展现利益集团的大力施压，并明确其根本动机：为自身利益。 the USPS ’S ultimate overseer 明

确国会身份（Congress）“既是立法者，又是 USPS 终极监管者”，侧面说明 USPS 性质“联邦政府机构、改革

受制于国会”（注 ： USPS 当初乃美国国会所建），并凸显利益集团的“力量之大”。

状语说明利益集团的“立场之强硬”。 ins i st （坚决主张）结合 whatever else happens to ... , ( should ) 

g巳t protected 句式（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必须保护……）展现利益集团的强硬立场 ：无论邮局遭受何

种冲击、都必须保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所依现状。 the status quo . .. get protected(status q uo 意为“现

状）指向“改革受阻”； they depend on 回应 self- inte rested 。

②旬指出上述强大合力的后果：邮政改革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This is why 表明①②旬因果关系。

why 从句首先指出直接结果 ：改革立法的多次尝试（ repea ted attempts）均以失败告终 。 状语进而以

“ leaving 十 sb ＋ 形容词短语”结构（使得某人处于某种状态）述出 USPS 如今面临情形（回应开篇所述

困境） 。 unabl e to pay its bill s 、 except by deferring vita l modernizat ion 体现“恶性循环”：邮局人不敷出→

只能推迟实施现代化→致使其彻底陷入困境 。 deferring vita l modernization ( defer 意为“延期，推迟”；

vi ta l 意为 extreme l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or something to succeed or ex i st“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

的”）反向明确作者观点：尽早实施现代化才是 USPS 的出路。

【深层解读】本段以 This is why 、 leaving 表明因果链条“利益集团施压阻挠.. USPS 多次试图改革均

失败→USPS 陷入困境”，顺承上文展现 USPS 深陷困境的外力因素 。 同时，段落强力展现一组矛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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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强调利益集团之多、阻挠改革力量之强 vs 一方面强调 USPS 实施现代化极其必要、刻不容缓”，暗

示下文将会出现新情形 。

：·事题精解：－~ :;/ 
37.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 the USPS fails to modernize 37. 根据第二段， USPS 未能实现现代化

itself due to 是由于 。

[ A] the interference from interest groups [A］ 利益集团的干涉

[ BJ the inadequate funding from Congress [BJ 国会提供资金不足

[ C] the shrinking demand for posta l se rvice [CJ JlJfl i攻服务需求萎缩

[ DJ the incompetence of pos ta l unions [DJ 邮政工会的无能

［精准定位］ 第二段指出 ，由于各利益集团向 国会施压 、要求保护现状，近年来立法改革频频失败，导

致邮政局无力偿还债务、唯有推迟现代化 。 可见［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A］是对第二段因果链的合理概括 。

[BJ将第二段信息 Congress 、 th e Posta l Ser vice unable to pay its bill s 杂糕，主观推断出“国会援助资

金不足” ，但文章并未提及“国会资金援助”。［CJ将首段⑤句 decreased demand for its . . . produc t 以及第

二段②句 wha tever else happens to the Posta l Serv i ce 关联，主观得出 “邮政服务需求减少导致 USPS 未

能进行现代化”，但这只是在退步说明“无论邮政服务境况如何（利益集团都要求保护与其利益相关的现

状）”，并未触及第二段所示真正原因 。 ［ DJ与第二段因果逻辑“ JI！~政工会向 国会施压→立法改革失败”中

传递的“邮政工会极具影响力 ”之意完全相悖 。

［技巧总结］ 本题就“涉及多个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段落”命制因果事实题。 解题关键在于借助状语

功能、逻辑关联词、指代关系等，理解各主体之间关系 ， 明确因果关系网 。 注 ： “与文 中事实相反”以及“虽

为文中事实、但和主干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选项均排除 。

具体来看 ，解题关键在于借助 Thi s is why( thi s 指代①句）、 leaving （ 引 导结果状语） 、A exert pressure 

on B( A 向 B 施压等）描绘多个主体“利益集团 、 国会、USPS 等”之间关系， 明确其间因果关系 ，得出 ［ A]

正确 。［DJ与文中事实相反，［CJ虽为文中事实但并非原因 、 ［ BJ则捏造信息 funding ，均排除 。

0 Now comes word that everyone invo l ved 一

Democrats, R巳publi cans, t he Post a l Service, the unions 

and the sys tem ’s heaviest users- has fin a ll y agreed on a 

plan to fix the system. f} Legisla ti on is moving throu gh 

the House that wo uld save USPS an estima t巳d $ 28 . 6 

bill ion over fi ve yea rs, which could help pay for new 

vehicles( , among other surviva l meas ures. 8 Most of the 

money wou ld come from a penny per let ter permanent 

rate increase and from shif t ing posta l retireesl2l into 

Medicare . 。 The latt er step would largely offset® the 

financi a l burden of annuall y pre-funding® retiree health 

care , thus addressing( a long-s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现在有消息称，所涉各方一一民主党、

q共和党、邮政局、各工会以及邮政系统的极

重度用户一一终于就一项“解决系统问题的

方案”达成一致 。 法规正在众议院接受审

议，该法规会在五年中使 USPS 节省约 286

亿美元，可帮助负担新运输工具以及其它使

其得以存活的措施。 这笔资金中的大部分

将来自于每封信 1 美分的永久性邮资费率

上调，以及将邮政退休人员转入“联邦医保

计划” 。 后一举措将大幅抵消每年预付退休

人员医保造成的财政负担，并由此化解

USPS 及其工会长久以来的抱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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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hicle[ 1v1akl ] n. 交通工具

( retiree[ r1 ,ta1a' ri:] 11. 退休人员

③offset〔 1 口fset]1人 补偿，抵消

( pre-fund[ pr1 'fond] v. 预筹资金

( address[ a'dres]1人 解决，处理

c ~：词汇注释当难句；分析：~ ：： ；／
Ii ® tong-standing[ 11::iastrect1 a Ja. 存在已久的

! ·经典搭配
< ( heaviest u ser 极重度用户

» ( move through 经过（全部的过稳）

;(shi 

；：－逼草劳：析二：；J
第三段引入国会拟出台的一项邮政改革法案。关键词：a plan to fix the system。

①旬引出新情形／新事物：相关各方就“解决邮政系统问题的方案”终于达成了一致。 fflJ 装结构 Now

comes word ( wo时 comes Now; word 意为“信息，消息”）转承上文引出新情形／新希望（同时暗含作者疑虑）。

破折号内说明“所有相关者（ everyon e involved）”：待改革方（ the Postal Service，陷入财政困境的独立

政府机构），改革发起者 、立法者（Demo era ts, Republicans 这里指国会议员，由下文可知指众议院议员），

改革阻挠者以及利益相关群体（ the uni ons and the system ’s heavies t users ） 。 has finall y agreed on （相关

所有人……终于达成一致）回应上段 repeated a ttempts ... have fail ed （多次立法尝试均失败），传递“柳暗

花明”之感（结合上文“各利益集团为维护自 身利益向国会强硬施压”，可知此次共识是立法者协调各方

利益的结果） 。 a plan to fix the sys t em 为本句意在亮出的新事物：修补邮政系统的新方案 (fix 意为“修

理，修补”，力度明显弱于上文 reform 、 modernization ，为下文批驳埋下伏笔） 。

②旬介绍立法进展，并概括其预期效果。

Legis lation is moving thro ugh the House( Legislation 回应 a plan to fix the syst巳m）指 出立法进展：正

在众议院接受审理（ 尚未完全通过） 。 wou ld save USPS an es timated $ 28 . 6 billion 说明立法对 USPS 的

巨大效用 。 which 从句进一步以 surviva l measures 呼应首段 a t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指出这笔钱能够

起到拯救 USPS 的功用 。 new vehicles, among other s urvival measures 暗示曾经盛极一时的 USPS 如今

面临多方困境，运输工具破旧落后是其中最大难题 。

③④旬说明法案提出的两项措施。 shifting postal retirees into Medicare、The latter step 回指衔接。

③旬指出上述资金的两个主要来源（法案的两项具体措施）。 Most of the money wo uld come 

from ... and from ... 表丽是在说明“节约资金的两个出处”，实际是在说明“法规的两项具体措施”（Most

of the money 回指 an estimated $ 28. 6 billion ）： 一是永久性提高师资价格（增加收入）；二是将邮政退休

员工纳入联邦医疗保险（削减支出 ）。

④旬进一步强调第二项措施的意义。 WO川d largely offset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annually pre-funding 

retire巳 health care( l argely 意为“大大地，很大程度上”，起强调效果）回应首段③句暗示信息“USPS 机构脆

肿，福利支出巨大”，形成“指出问题一化fWf 问题”的逻辑，凸显第二项措施功效：大大化解其退休人员医保

造成的财政负担 。 thus addressing a long-s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thus 意为“因此，从

而”，引出结果，体现语义递进）进一步指出“这可以化解 l!ifl 局和工会的长期抱怨”，侧丽强调 USPS 和工会

的长期矛盾：一方面，USPS 抱怨巨额医疗福利费用令其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工会抱怨邮局无力预付医保损

害员工权益。注 ： Medicare 是美国为 65 岁 以上民众设立的医疗保险计划 。

【深层解读】 ①②旬转承上文，指出多年来改革屡屡受阻的情形终子发生改变，同时两旬暗含先后

关系 ：各方利益协调 、最终达成一致，在众议院提出议案（ has finally agreed on a plan to fix the sys tem)• 

法规目前在众以院接受审议、等待投票通过（ is moving through th e House ）。 ①④⑤旬具体介绍法案两

项措施’‘．着墨多少”暗示 f乍者重点关注对象 ： i涉及 USPS 和l工会矛盾（ a long-s 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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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题；需悔：：二 ： ： ；／
38. The long-standing complain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38.USPS 及其工会长久以来的不满可能

can be addressed by 一－一一一· 通过 得到解决。

[A] removing its burden of retiree heal th care [ A］ 移除其退休人员医保开支负担

[BJ making more investment in new vehicles [BJ 增加新运输工具的资金投入

[CJ adopti吨 a new rate- in crease mechani sm [CJ 采用新的邮资费率增长机制

[DJ at tract ing more firs t-class mail use rs [ DJ 吸引更多普通邮件用户

［精准定位］ 第三段②③句指出新法规提出的缓解 USPS 财政困难的两种方式：每封信邮资费率上

涨 1 美分；将退休人员转入联邦医疗保险。④句指出，后一举措将大幅抵消预付退休人员医保造成的财

政负担，化解 USPS 及其工会长久以来的抱怨 。 可见 ［ A］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 ［ A] removing it s burden of retiree hea lth ca re 同义改写第三段①句 shifting

posta l retir ees into Med i care（④句 the lat te r s t ep 所指 ） 。

[ BJ源自 ②句立法举措的积极意义“所节省资金可用于负担新运输工具”，但这与 USPS 及其工会的

抱怨消解无因果关联。［CJ源自③句法案的前一举措（ forrr町 step），且将“提高｜邮资费率”篡改为“采用新的邮

资费率增长机制”。［DJ与立法举措“提高 a111 资费率”的可预期后果“邮件用户减少”显然矛盾 。

［技巧总结］ 命题人于涉及“多重指代关系、多个提及对象”的内容设置“结果一方式（可视为因果关

系）题”，旨在考查考生榄理文中关系的能力 。 解题时应：借助逻辑关联同初步理清句内／句间逻辑，厘清

“词汇替换”和“代词所指”，明确文中对应关系；识别“强加因果”或“偷换因果”的陷阱 。

具体来看，先由题干关键词 long-s tanding complain t by the USPS and its unions 定位至第三段末句，

thu s 明确主句内容为原因，初步锁定［A］。再上溯探寻 The la tter s t e p 所指 E!/l shifting postal r etirees into 

Medicar巴， 可完全确定 ［ A］正确 。［BJ虽为文中提及内容，但与题干所问没有因果关联 。 ［ CJ 、 ［ DJ不仅

与题干所问没有因果关联，且违背原文事实细节 。

NOH it c l巳a r s the Hous巴 ， thi s measure( wou ld stil 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Sena re - where someone is bound to 

point out that it amounts to the bare® , bare minimum 

necessary to keep th e Postal Service a fl oat, not 

comprehensive r eform. @ There’s no change to co ll ect ive 

bargaining at t he USPS, a maj or omission® considering that 

per sonnel acco u口 t s for 80 percent of the agency ’s costs. @ 

Also mi ss ing is any di scussion of eliminating® Saturday 

letter delivery. 。 That common-sense change enjoys wide 

public support and would save the USPS $ 2 billion per 

yea r. 0 But posta l specia l- in terest groups seem to have 

kill ed it, at leas t in the H ouse. 0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und the bill is a sign that legis lator s are gett ing 

fright ened about a politica lly embarrassingCiJ short- term 

collapse® at the USPS. @It is not, however, a s ign that 

they ’ re getting serious a bout transforming( the postal 

sys 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 4-26 words] 

议院获得通过一一一那里一定会有人指 出 ，

它仅仅是使邮政维持下去所必须的 最低，

最低要求，并非彻底的改革。 USPS 内 的

集体谈判丝毫未变，鉴于员 工成本 占机构

总成本的 80 % ，这是一 项重大疏漏F。此

外，提案中丝毫未对取消周六信件投递服

务进行讨论。 这一讲究实际的变革享有

广泛的公众支持，且每年会为 USPS 节约

20 亿美元 。 但是邮政特殊利益群体似乎

已经将其扼杀，至少在众议院是这样。围

绕此提案逐渐形成的共识表明，立法者对

USPS 短期内崩溃所带来的政治难堪感到

害怕 。 然而，这并非表明他们开始认真对

待邮政系统面向 21 世纪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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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萍在当难角学玩＜ 1'
( measure[' me3a Jη．议案 Ii ( transform[ trrens I fo:m] v. 改造，改革

②bare[ bea]a . 勉强的 > ·经典搭配

( omission[ au Im归n]n. 遗漏 (\ ( be bound to 一定 ，肯定

( eliminate[ 1111m川me1t]v. 'I肖除，根除 i ②amou川 to（意义 、效果、价值等方面）等同，接近

( embarrassir 

@collapse[ka1lreps］η．（系统或制度等的）崩溃；瓦解

If it clears the House , this measure would stil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Senate where someone is bound 

to point out that it amounts to the bare , bare minimum necessary to keep the Postal Service afloat, not 

comprehensive reform. 

结构切分：

句子主干： I this measure 

主语

条件状语从句 定语从句

If it clears 由e House, 
UM 

出at it amounts to 由eb缸巴， bare minimum necessary to ke巳p the Postal Service afloat, not comprehensive refo口n .

功能注释：本句主干为 thi s measure would still have to get t hrough t he Senate 。 条件状语从句 If lt 

clears the House 回应提案（ it =thi s measure）目前进展“正在众议院（ the House）接受审议”。破折号后内

容修饰 the Senate ， 以“参议院必会有人提出质疑”侧面凸显“提案缺陷明显”，其中 that 宾语从句为 it

amo unts to A not B 取舍判断结构。

＞：：语毒分析：• ：：： ／
第四段作者发起评判，指出法案缺陷、批驳立法者。关键词： ① bare, bare minimum ; ( getting 

frightened。

①旬概述指出该法案件用极其有限、并非全面邮政改革。 If it. . . this measure would still have 

to ... (it 与 th i s measure 同指）以让步假设语气（假使……提案还必须……）回应上段②句 moving

through the House，说明立法进程，并暗示提案前景未 忆即便能在众议院获批准，还必须经过参议院一

关。注： clear 与 get through 此处均为专用表述，两者近义： clear 意为 to give or get official permission for 

something to be done “被批准，获许可”； get through 意为 if a new law ge ts t hrough parliament , it is 

officially approved “［新法律］经由 …通过”（同时有其另外一层含义 to come successfu lly to the end of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or period of time“艰难地挣扎、熬过〔一段困难时期］勺 。

破折号之后推测提案在参议院必遭异议，由此揭示法案明显缺陷、暗示作者态度“不希望提案就此

通过”（注：两院的立法规则不同，众议院强调“多数决定”原则；而参议院突出“－致同意”原则，参议员个

人可以阻止立法进程） 。

where someone is bound to point out( be bound to 意为“很有可能，肯定会”）以“极其肯定的推测语

气”侧面说明“法案缺陷显而易见” 。 that 从句以取舍判断结构 it amo unts to A, not BC amount to 意为“等

同于，根本就是”）直击法案缺陷一一治标不治本： the bare, bare minimum necessary to ... （中心词为 the

minimum; keep .. . afloat 意为“使不欠债，勉强维持”）以四重强调（最低值→勉强维持邮局运转的最低值

→刚刚够勉强维持邮局运转的最低值→刚刚，刚刚够勉强维持邮局运转的最低值）凸显法案仅为“勉强

维持邮局运转的最低配”； comprehensive reform（全面彻底的改革）则是改变 USPS 现状、使其得以摆脱

困境的正确途径，也是当前提案未能达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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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①旬解释①旬，具体论述该法案的治标不治本。 Also 并列衔接两个旬群。

②旬指出缺陷之一：劳资集体谈判没有变动。 considering that •.. （考虑到／鉴于……）表明因 一 果
（论据论点）关系。

主句中以 a major omi ss ion（一次重大遗漏）评判 no change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表明作者负面态

度 ：“集体谈判”应该改变，却未改变。状语中以 accounts for 80 percent 体现员工成本（ personnel costs) 

占 USPS 总成本（ the agency ’s costs）之高，表明作者观点 ： USPS 财政困境的根本是“员工成本过高”，维

护这一高成本的“集体谈判权力”应该是改革重点。

③④⑤旬指出缺陆之二：没有关于取消周六信函投递的任何讨论。 eliminating Saturday letter 

delivery ... That common-sense change ... it ...回指衔接。

③旬指出提案中缺失关于“取消周六信函投递业务”的讨论。 倒装句式 Also missing is ... （正常语

序为... is also mi ssing）起到“与上句更紧密衔接，更凸显缺陷”的功用 。 any 与表示否定的 missing 连

用，表示绝对否定（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增强作者批判语气。

④旬让步指出取消周六信函投递业务这一改革受到广泛支持。 That common sense change 回指

elimi nating Saturday letter delivery( common-sense 强调取消周六信函投递业务是“讲求实际的，（效用）

显而易见的勺。并列谓语 enjoys ... and wou ld save .. .强调这既是民意所愿，也符合 USPS 自身利益。

⑤旬转而指出上述措施却在众议院中被否决。 spec ia l interest groups 与上文 interest groups 近指，

kill ed 再次凸显利益群体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 。 at least in the House 回应上段①句，指出由于利益群体

的阻挠，“取消周六信函投递”这一既符合民意、又符合 USPS 利益的举措并未出现在当前提案 。 附注：

邮政工会为了保护工作岗位，强烈反对取消周六投递服务 。

＠⑦旬提升层面，批驳驳立法者的狭隘思维。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und the bill is a sign that. .• 

It is not, however, a sign that ...强转折结构体现作者明晰的让步转折，传递其强烈批判。

＠旬先退步，以肯定判断旬式（. . . is a sign that. .• ） 指出就法案形成的一致体现出“立法者害怕

USPS 崩溃带来政治尴尬”。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 und the bill ( emergi ng 意为 coming out of a 

difficult experience" ［从困境中］出来”）呼应上文“多年来立法改革均因利益集团阻挠多次失败（第二段）

→现在各方终于达成一致，由众议院提交议案并推进立法（第三段〉”的情形。 . .. is a sign that ...暗含因

果逻辑：“立法者努力促成改革法案”表明他们对 “USPS 这一盛极一时的联邦机构短期之内完全崩溃，

引发政治尴尬”开始感到害怕（作者言外之意：这相对于之前多年情形，可以算是一种进步） 。

⑦旬发生强转折，以否定判断旬式（ . .. is not a sign that. .. ）明确作者对立法者的批判： （ 既然害怕陷

入政治尴尬，那就应该努力发起彻底改革）但立法者如今达成的一致并非表示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邮政系

统的转型。 否定词 not 和转折词 however 凸显⑥⑦两句间强烈的语义转折； getting serious a bout 

transforming t he posta l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表明作者观点 ：立法者真正需要做的（实际却并未真

正关注的）是开启 USPS 面向 21 世纪的转型。

【深层解读】一、对比第三段②③④旬和第四段①至⑤旬，明确作者对邮政改革提案看法（治标不治

本）以及作者对提案命运的态度（极可能被否决或搁置） ：虽能让 USPS 暂时勉强维持正常运转，但并未解

决根本问题；即便在众议院获得批准，也会在参议院被质疑。 结合上段①旬和末段⑥⑦旬，明确作者对立

法者的强烈不满 ：立法者们综合各方利益、最终形成的提案貌似是 USPS 重获新生的希望，但实则是立法

者们为了避免 USPS 短期内崩愤（尤其是在自 己任期内崩愤）带来政治尴尬，并非意在改革邮政系统。

二、第三、四两段以 a plan 、 legislation 、 this measure, the bill 形成近义语义场，凸显两段主题一一关于

“解决 USPS 财政问题”的一项议案。四个表述虽然同指，但侧重不同 ： ① p lan 意为 a set of act ions for 

achi eving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a set of act ions that has been cons idered carefull y and in 

detai l“［尤指经过仔细考虑的］计划，方案”侧重“这是各方协商妥协达成的一致”；② leg i s l at i o n 意为

used for a law before it has become the law of the land ; that is, when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l aw“立法过程中的法律”， 强调“立法正在进行（尚未通过）”；① measure 意为 an action, especia ll y an 

official one, that is intended to dea l with a particular prob l em“措施，法令”； 侧重“这一措施的效用”；④

bill 意为 a written proposa l for a new law, which is brought to a pa rli ament so that it can be discussed“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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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议案”，作者借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und the bill 将批驳矛头指向“发起或支持提案的立法者”。

：·要..精解：：； ；J
39.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seems to view legislators 39. 最后一段中，作者似以 态度看

with 立法者。

[A] respect [ A］尊重

[BJ tolerance [ BJ 容忍

[ C] discontent [CJ 不满

[DJ gratitude [ DJ 感激

［精准定位］ 末段先评价法案“仅够邮政局勉强维持的最基本的必要之举，而非全面改革”，随后指出

法案的两项重大疏漏，最后总结评价立法者“只是害怕 USPS 的短期崩溃令其政治难堪，并非认真对待

邮政系统转型”，可见作者对立法者十分不满，［C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CJ是对末段⑥⑦句 legis l ators are gett ing frightened about. .. not, however. .. 

they ’re getting serious about. . .的合理归纳 。

[A］将末段①句“参议院中必然会有人指出法案不全面彻底”曲解为“作者尊重立法者，相信其正

直”，但作者实则强调“法案缺陷明显” 。 ［ BJ将末段①句“该法案只是最基本的必要之举（ it amounts to 

the bare, bare minimum）＇’所暗含的“强烈否定”错误理解为“勉强接受”。［DJ将末段①句“作者肯定推

测一一参议院中定会有人不得不指出法案不全面彻底”曲解为“已发生事实一一作者感激立法者履职尽

责之举”。

［技巧总结］ 本题考查作者对文中人物（也即人物行为）的看法，解题难点在于明确人物（ legislators) 

具体所指。解题时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 ，体会评价性词汇中所暗含的作者态度，二，抓取直观表达作者观

点的评述性句子，如判断句式 A is/ is not B，出现 but/ however 等的转折句式 。

具体来看解题：一，借助上下文所述立法进程明确 leg i slators 所指“发起、赞同提案的立法者（主要指

向众议院，并非末段首句参议院）”； 二， 借助两处评述结构 it ( the bill) amounts to . .. not . ..和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round the bill is a sign that ... I t is not, however, a sign that ...以及其中词汇的情

感色彩明确作者对立法者的强烈不满 。

4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40. 以下哪项是文章的最佳标题？

[A] The USPS Starts to Miss Its Good Old Days [A] USPS 开始怀念其美好往昔

[BJ The Postal Service: Keep Away from My Cheese [BJ 邮政局：别动我的奶酣

[CJ The USPS: Chronic Illness Requires a Quick Cur巳 [CJ USPS ：慢性病需要速效疗法

[DJ The Postal Service Needs More Than a Band-Aid [DJ 邮政局需要的不只是权宜之计

［精准定位］ 文章首两段提出问题“USPS 财政赤字严重”并分析原因“技术冲击、管理僵化、改革阻

力大”，末两段介绍新近法案内容并予以评价“虽会有所成效，去｜］遗漏重点／治标不治本” 。 可见，全文论

述对象为“USPS 改革脱困”，文章观点为“权宜之计无用，还需标本兼治”，［DJ正确 。

［命题解密］ 正确项［DJ 中 The Postal Service 贯穿全文； a Band Aid（本意“创可贴”，寻 ｜ 申为“权宜之

计”）符合作者对新近法案的评述 amounts to the bare, bare minimum necessa ry to keep the Postal Service 

afloat; Needs More Than 正确解读 not comprehensive refo rm 、 a major omission ... Also omissing . . .传递

的作者观点“立法举措需标本兼治” 。

[A］利用首段④句“USPS 曾经财务稳健 vs 如今濒临破产”设置干扰，但全文论述基调并非“怀念美

好往昔”，而是“走出当前困境”。［BJ利用首段⑤句“技术变革导致 USPS 普通邮件需求减少”设置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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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章并未展开论述邮政如何“保护奶酶（对抗竞争对手）”，而是如何“进行自身改革” 。 ［ CJ利用文中

conti nues to 、 t he 10th straight year H音含信息“USPS 财政问题存在已久”设置干扰 Chronic Illness（慢性

病），但将作者观点立法改革“需全面彻底（ comprehens ive reform）”篡改为“需立竿见影（ a Quick Cure）”。

［技巧总结］ 本题以“标题题”形式考查文章主旨，解题需注意 ： 一 ，正确项既要体现文章主要论述对

象，又要准确传达作者观点态度 ； 二，错误项常对文章细节信息加以发挥捏造，或将文章关注对象由施动

者改为被动者（或反之），或对作者观点态度进行歪曲。

本题选项全都包含全文核心论述对象 The USPS/ T he Postal Service ，但仔细l斟酌可发现 ，［ A］ 、 ［ BJ

中 USPS 为施动者（行为主体） , [ CJ 、 ［ D]USPS 为被动者（被改变的对象），而全文讨论重心“改革法案

( legis lation 、 measu re 、 bil l) ＂显然是对 USPS 进行调整 、改变，因此排除［A］、 ［ BJ 。 而 ［CJ 中 a Quick Cure 

曲解作者观点，［DJ 中 More t han a Band A i d 契合作者观点（尤其末段），故舍［CJ选［DJ 。

理摇摇撞国 回回·田
… Part B 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
一
一一回唱出画部；
原文外教朗读

本文节选自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关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 C EEOB）的介绍文章，节选部分主要介绍

了 EEOB 的独特历史意义及建筑价值 。

首段（全文总括段）概述 EEOB 在美国历史及建筑遗产中占据独特地位 。

第二段介绍 EEOB 的历史意义 。

第三至六段介绍 EEOB 的创建历程及建筑特色 。

末段列举出人 EEOB 的国内外名人回应其历史意义 。

[A] 0 In December of 1869, Congress appointed a 

commission( to select a siteφ and prepare plans and cost 

estimates for a new State Department Building. @ T he 

commission was also to consider possible arrangements for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 To the horror of some who 

expected a Greek Revival® twin®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to 

be erec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hite House, the 

elaborate( French Second Empire style design by Alfred 

Mullett was selected, and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to ho山俨

all three d巳partments began in June of 1871. 

1869 年 lZ 月，美国国会指定一委员会为

新国务院大楼选址、筹划设计方案并估算成

本。 该委员会还妥考虑战争部和海军部的可

行性安直方法。 有些人预料，一座与财政部大

楼极度相仿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将矗立于白宫

另一例，而令他们惊骇的是，艾尔弗雷德·马

利特精心构思的、具有法兰西第二帝国风格的

设计图被选中了 。 1871 年 6 月，这一用以容纳

所有三大部门的建筑开始动工。

( ；三词汇注释要难句分析·； 孟
①commission[ ka1m1Jan] 11. 委员会

( site[sa1t]11. （建筑物、城镇等的）地点，位置

③revival [ri'va1vl］凡复兴 ，再流行

④twin[tw 1n]n . 一对相像的事物之一

1 ( treasu [ 'tre3ar 

； ＠叫
; ( elal>orate[1' J rebarat］α．复杂的，精心制作的

i ③h刷1se[ haus］υ 给 提供住处；容纳，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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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搭配 l\ ( to the horror I surpri se of s b 让某人惊恐／惊讶的是

To the horror of some who expected a Greek Revival twin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to be erec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hite House, the elaborate French Second Empire style design by Alfred Mullett was 

selected, and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to house all three departments began in June of 1871. 

结构切分：

旦旦旦 旦匹坐兰 a Greek Revival twin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to be erected on 由 other side of th巳 White House 

主语谓语 宾语 宾补

定语从句l

分句 I : I To the horror of some, the elabo刚巳 Fr古时h Second Empire style design by Alfred Mullett was selected, 

状语 主语 被动式谓语

分句2:

m- M- ny
- 巾

「语
圳

一｛
足

配
一置

侧
一后

’hu
- 。

－

and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began 

谓语

in June of 1871. 

时间状语列连同 主i吾

功能注释：本句 由 and 连接的两个并列分句组成。其中分句 1 的 主干为 the . .. design . . . was 

se l ect时，介词短语 To the horror of some . .. 做状语， some 后接定语从句 who expected. 

：；二遣军分析：：~ ：：： 1'
[A］段介绍 EEOB 新大楼筹备工作。

①② 旬先指出筹备委员会工作要点：选址、方案筹划、成本估算。 其中 consider possible 

arrangements 复现 prepare plans 语义，两个 for 着力点出筹备工作的主体服务对象“国务院、战争部及海

军部” 。 ③旬后指出确定方案及动工时间：马利特法兰西第二帝国风格设计圈、1871 年。 句中对比词对

C horror VS expected）突出强调所选设计方案与预期设想方案之间的巨大落差 ：“独立之后的美国盛行象

征自由的希腊复古风格，而新大楼设计方案却反常地采纳法兰西第二帝国风格”； to be erected on the 

other s ide of 实则表明新建大楼将与财务部大楼分立于白宫两侧； elaborate 一语双关，既借其“（设计）精

心的”表明该设计的构思精细，又借其“（结构）繁复的、精细的”突出该建筑的精雕细琢。

【语义逻辑链】 首末句时间线索 In December of 1 869 、 in June of 1 87 1 表明本段叙述逻辑“方案设计

→方案选定→破土动工”。

E路标词解析】 一、①句 new 暗示上文提及国务院旧办公大楼的废止；二、末句 began“开始／动工”暗

示下文可能就其后续建造情况做介绍，而［B][F］均言及大楼的完工时间及大楼各翼的完工时间，故［A]

与［B][F］为一个逻辑体 。

[ B]OCompleted in 1875, the State Department's south wing① 

was the first to be occupied, with its elegant four-story( library 

C completed in 1876 ) , DiplomaticCD Reception© Room, and 

Secretary’s office decorated with carved( wood , Oriental rugs® , and 

stenciled( wall patterns. 8 The Navy Department moved into the 

east wmg in 1879, where elaborate wall and ceiling® stenciling and 

marquetry® floors decorated the office of th巳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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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南翼于 1875 年竣工 ，最

先投入使用，包括雅致的四层图书馆

(1876 年竣工）、外交接待大厅以及饰

有木雕、东方地毯、钱印墙纹的国务

卿办公室 。 1879 年，美国海军部迁入

大楼东翼，部长办公室内墙及天花板

采用精致倭印，地板采取镶嵌工艺。



：：： ~：词汇注在与难句分析：；： ；／
( wing[ wr~] n. （建筑物的）侧翼部分

( story[ 1st;:, :r r ] n. 楼层（又作 storey)

③diplomatic[drpla1m副rk］α． 外交的

④reception[rr 1sepJan]n . 接待，接待处／会

( carve[ ka:v ]v. 雕刻

t ®rug[rt.g]n . 小地毯: ( stencil[ 1 stensrl]v . 用模板印制
$ ( ceiling[ 1si:lr~ ］ n . 天花板:@…try[' ma:k1trr]n. （＊隅叫制工

；；二语：第分析 ：~ ： ： ；／
[BJ段介绍 EEOB 东南翼入驻时间及内部建筑细节。

两句成段， 以近义表达复现相同语义 逻辑（ elaborate 复 现 巳legant , wall and ceili ng stenciling and 

marquetry floors 对应 carved wood ,Oriental rugs, and stenciled wall patterns），从而强调两翼内饰的精美雅致

及高格调。①句中 the State Department ’s south wing 为同位结构，而非所属结构，即“国务院位于 EEOB 南

翼”。注：战争部所在侧翼的入驻情况被裁减 ，原文中 ，战争部于 1889 年迁入北翼和中西翼 。

【语义逻辑链】 段中借明晰时间线 Completed in 1 8 7 5 、 completed in 1 876 、 moved into ... in 1879 (1 875 

→1 876→1 879 ）及时间顺序标记词 the fir st 表明本段逻辑线索“按照 EEOB 大楼各个侧翼完工及投入使

用的先后顺序展开”。

【路标词解析】 一、①句 sout h wing 、尤其②句 the east wing 暗示上文应明确指出过这些侧翼所属建

筑；二、本段完工时间词 completed 及时间线索(1 875→1 876→1 879）与［A］段开工时间词 began 及时间线

索087 1 ）相呼应 ，故［A］应在［BJ前 。

[C] OThe State, War, and Navy Bui lding, as 1t was 

originally known , housed the three Executive( Branch 

Departments most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formulating③ 

and conducting® the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an international power. 0 T he building has 

housed some of the nation's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s and 

politicians and has been the scene of many historic events. 

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正如其

最初为大家所知的那样，容纳了这三个于

19 世纪后 25 年与 20 世纪前 25 年间与美国

外交政策和l 定与执行关系最为密切的行政

部门，在这一时期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 。 这

座大楼曾是美国一些最重要外交家和政治

家的办公重地，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

证者 。

i ： ： ~： ：词，i~：注释：与难：句衍斤：－：：： :I 
( executive[ rg1zekjutrv ]a . 有执行权的；行政的

( associated [ a'sauJre山d ] V. 有关联 的，相 关 的 （＝

connected) 

③formulate[ 'fa:mjulert]v. 制订，规划 ，构想

④conduct[kan 1 dt.kt]v. 实施 ，执行

@emerge〔r1m3:d3］。．开始被人所知；兴起

．经典搭配

be associated wi th 与……有联系

立rter of sth 在－

emerge as sth 作为……显露头角

in ternational/world power 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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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 War , and Navy Building , as it was originally known , housed the three Executive Branch 

Departments most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formulating and conducting the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an international power. 

功能注释 ：句子主干为 The Sta te, War , and Navy Building . . . housed the t hree Exec uti ve Bra nch 

Departments o 插入语 as it was ori ginally known 常用于介绍事物原称 ， the pe riod 为破折号前 the last 

quarter. . . and the fir st quar te r. .. 的同位语，后接定语从句具体说明这段历史时期 。

结构切分：

as 1t was originally known 

插入语

, The State, War, and Navy Building housed the three Executive Branch Departments 
句子主干 ： ｜ 主语 百蓓一 宾语

后置定语

most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formu lating and conducting 由e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音篇梦中斤.＜ 1'
[CJ段介绍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EEOB 原始称谓）的历史意义。

①旬指出大楼见证了美国重大发展历史。 most int imately associated with . .. 、 emerged as an 

mterna tional power（其中 emerge 取僻意“开始被人所知 ； 兴起” ， power 取僻意“强国；军事强国”） 以大楼

内置三大部门的重大历史角色“均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执行最为密切关联”及该时期美国所取得的历

史成就“从默默无闻崛起为世界强国”反材说明将三大部门置于同一栋大楼的原因、井，凸显大楼的历史

意义 。 ②旬指出大楼曾是众多显要人物办公处所，见证诸多历史重大事件。 scen e 由本义“地点，场所”

引申为“见证” ，着力强调该大楼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

[i吾义逻辑链】 ori gina lly 实现写作视角“由 近 （现今某建筑大楼）及远（该建筑大楼最初为人所知的

名称）”的转换， 即 ， 由 当前视角 EEOB 追溯至其最初为人所知的名字“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

【路标词解析】 本段讲述 EEOB 时称为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的历史意义及时间（ 1875-

1 925 ） ，而 ［E］中谈及 EEOB 历史意义及创建时间 (1871- 1 888 ） ，而借［BJ可知 EEOB 最早投入使用时间

即为 1 875 ，故可推知本段可能在［E］之后，其中①句 i t 可能指代［E］中 EEOB 。

[ DJ O Many of t he mos t celebrated( national fi g ures 

have par tic ipated in hi s torica l ev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within the EEO B's granite@ wa lls. @ Theodore and 

F ra nkl in D. Rooseve lt , Willi am H owa rd Taft, Dwight 

D. Eisenhower, Lyndon B. J ohnson , Gerald Ford , and 

George H. W. Bush a ll had offi ces in thi s bui lding befor e 

becoming presiden t. @ It has housed 16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21 Secreta ri es of War, and 24 Secreta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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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著名人物都参与过 EEOB 花

岗岩壁 内发生的历史事件 。 西 奥多 · 罗斯

福、富兰克林 · 德拉诺 · 罗斯福、威廉 · 霍

华德 · 塔夫脱、德怀特 · 戴维 · 艾森豪威

尔、林登 ·贝 恩斯 · 约翰逊 、 杰拉尔德 · 福

特、乔治· 赫伯特 · 沃元 · 布什 ，他们在成

为总统之前都曾在这座大楼里 办公 。 它容



State©. 0 Winston Churchill once wa lked its corridors 

and] apanese emissaries@ met here with Secreta 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after the bombing of Pearl Harbor. 

纳过 16 位海军部长、21 位战争部长和 24 位

国务卿 。 温斯顿·邱吉尔曾走过它的走廊，

轰炸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特使与国务卿科

德尔·赫尔在此会面。

::· ~ .词汇注每当难句分析：~ ：：： ；／
( celebrated[ 1sel1bre 1t1d] a. 著名的

②granite［ ’ grren1t ］η．花岗岩

( secretary[ 'sekratri ] n. ［美］部长

$ ( Secretary of State［美］国务卿j ( emissary[ 1 

：：： ~：：每篇分析：• ：： ；／
[DJ段列举国内外名人烘托 EEOB 历史重要性。

①旬概述许多名人见证过 EEOB 内发生的历史事件。 the most celebrated national figures 、 historical

events 分别以人物名气之大、事件历史意义之重衬托 EEOB 的历史重要性 。 ②③④旬分类介绍这些名

人。 ②句罗列曾在此工作的美国总统 ，③句统计其所容纳过的三大领导（海军部长、战争部长、国务卿）

数量，④句列举造访于此的国外名人 。

[i:吾义逻辑链】 本段为“总（①句）一分（②③④句）”结构，借满屏的国际知名人物渲染 EEOB 的重大

历史意义 。

【路标词解析】 一 、①句 the most celebrated national figures 、 historical events 与［CJ②句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s and poli ticiansJiistoric events 近义复现，表明本段可能紧接［CJ之后 ；二 、①句 the EEOB's granite walls 

实质表明上文应提及 EEOB 的建筑内饰，暗示本段可能在建筑细节介绍段〔町、［F］之后 。

[ E ] 0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 EEOB) commands( a unique position in both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2) of the United States. 

@ Designed by Supervising Architect of the Treasury, Alfred 

B. Mullett, it was built from 1871 to 1888 to house the 

growing sta ffs of the Stat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French Second 

Empire architecture in the country. 

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EEOB）在美国

历史及建筑遗产中都占据独特地位。它由

美国财政部所属建筑监理艾尔弗雷德·已

尔特·马利特设计，建于 1871一1888 年，用

以容纳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不断增加的

工作人员，被视为美国国内法兰西第二帝国

建筑风格的最佳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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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草分析L\I 
[E］段介绍 EEOB 重大意义及基本概况。

①旬评价 EEOB 在美国历史和建筑遗产中占据独特地位。 uniqu e 一词强调其历史地位及建筑遗产

无与伦比、出类拔萃； both... and ...形似强调两者，实则更凸显后者，预示下文将从历史地位和建筑艺术

两个方面、且着重建筑艺术这一方面具体说明其独特之处 。 ①旬介绍 EEOB 基本信息，包括其设计者 、

( command[ ka1 ma:nd] v. 控制 ，掌握

( heritage[ 1 her1tid3］η． （文化）遗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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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时间、用途／目的、建筑风格等。 to hous巳 the growing staffs .. . 表明 EEOB 应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
部工作人员日益增多之需而建；one of the best ...突出强调 EEOB 在建筑艺术上的代表性地位，暗示下

文可能将着力说明这一点 。
【i吾义逻辑链】 本段由抽象意义“重大历史地位及建筑价值”过渡到具体信息“设计者、设计风格、建

造目的”，暗示下文可能会有更加细节性的表述以阐释其抽象意义及具体设计风格 。

【路标词解析】 一、①句有表首次提及的“全称＋缩略词”结构、②句有首次提及的人物角色介绍
“ Supervising Architect of the Treasury, Alfred B. Mullet t”，暗示本段可能为首段 ；二 、由 EEOB 建造时
间 (1871 1 888 ） 和用途（为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三大部门提供办公场所）可推知［A]"l869 1 87 1 年

筹建可容纳三个部门的建筑”、［曰“ 1875-1 879 年 ，国务院、海军部相继入驻大楼南翼和东翼”可能是本

段内容的细节性介绍，即本段与［A］、［ BJ为“概述一一一细说”逻辑 。

[ F] 0 Construction took 17 years as the building 

slowly rose wing by wing. 8 When the EEOB was 

finish ed, it was the largest office building in W ashing ton, 

with nearly 2 mil es of black and white tiled( corridors. @ 

Almost all of the interiorφ detai l is of cast@ iron or 

plaster@ ; the use of wood was minimized to insure fir e 

safety. 0 Eight monumentaICID curving® staircases( of 

granite with over 4, 000 individually cast bronze 

balusters® are capped® by four skylight( domes® and two 

stained glass® rotundas@ . 

这座建筑历时 17 年逐翼艰难完工 。 当

EEOB 完工之时，它是华盛顿最大的办公大

楼，有近 2 英 里 长、黑 白 瓷砖铺设的走廊。

几乎所有的内饰都由铸铁或石膏构成；并尽

量减少木材 的使用以保证消防安全。 8 个

巨大的花 岗 岩弧形楼梯自己有 4000 多根羊独

铸造的青铜栏杆柱， 其顶部是 4 个天 窗穹

顶 、2 个彩 色玻璃圆形大斤 。

：：：~词汇注：每当在句：到f·::: ;/
①tile[ta1l ]v. 贴地砖于（地面等）

②interior［时tl3:r1a］α 内部的

①cast[ka:st]v. 浇铸，铸造

( plaster[ 1pla:sta ] n. 熟石膏

( monumental[ monju1 mentl]a . 非常大（或好、坏等）的

( curving[ 1 ka: v1口 ]a . 弧形的，弯曲的

( staircase['steake1s] n. （建筑物内的）楼梯

( baluster[ 1 brelasta］凡栏杆柱

®cap[krep]v. 用……覆盖顶部

( skylight[ 1ska1la1t]n . 天窗

@dome[daum]n. 穹顶

@stained glass 彩色政璃

：：： ~：：：毒草告：辑：：：＜； 主2
[F］段介绍 EEOB 完工之时的视觉印象。

①旬指出 EEOB 历时 1 7 年逐翼艰难建成。 slowly 取僻意“非轻易地”，凸显 17 年间各侧翼相继

建成、 EEOB 最终完工的艰难过程。 ②③④旬介绍 EEOB 建筑细节 。 ②句强调 EEOB“大（ the 

largest）” ； 其 中 Washington 指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简称华盛顿，位于美国东北部，注意与

西北部华盛顿州区分开来。③句强调 EEOB“消防安全有保障”；其中 Almost all 、 minimized 形成对

比 ，凸显内饰用材的严格限制； to insure fir e safety 则明确限制用材意在“保证消防安全”。④句强调

EEOB“华丽大气高格调”。

【i吾义逻辑链】 本段实为“总（①句） 分（②①④句）”结构，后三句实际借说明 EEOB 的富丽堂皇以

强调①句中 EEOB 的艰难建成 。

【路析、词解析】 一、①句具有双重效果 ，一借 the building （ 由 ②句可知其指代 EEOB）暗示上文己提及

某个建筑的施建，二借 Construction took 17 years 对应［A］ 中 constru ction... began in ... 1 87 1 ，暗示本段

可能紧接［A］后； 二、概述性表达 slowly rose wing by wing 、 Almost all of the interior detail 表明，本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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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 ［BJ ~1=1 Completed in 1875, the State Departmen t ’s south wing . . . moved into the east wing in 1879 形

成“概述 分述”逻辑， 即 ［F］后可能紧接［BJ 。

[G] OThe his tory of the EEOB began long before its 

foundations were laid. @The fir st executive offices were 

constructed between 1799 and 1820. @ A seri巳s of fir es 

( including those set by t he British in 1814 ) and 

overcrowded( condi tions led to the construct ion of the 

existing Treasury Build ing. 0 In 1866, the const ruction 

of the North Wing of the Treasury Building necessitated@ 

the demolition( of the Sta t巳 Department building. 

Order , 

EEOB 的历史早在奠基之前即已开始 。

h最早的行政办公楼建于 1 799 至 1820 年间 。

接连的 火灾 （ 包括 18 1 4 年英国的纵火）和过

度拥挤的状况促成了现今财政部大楼的建

立 。 1 8 6 6 年 ， 财政部 大楼北翼的建造迫使

国务院大楼被拆毁。

,J 
…

析
…

…分
…

旬
…

…难
…

－

与
－

…释
…

－

注
－

二
L

一

号
词

…
①overcrowded[ ' auv.:J 1kraud1d] a. . 过于拥挤的

( necessitate[ n1 'ses1te1t] v . 使……成为必需

( demolition[ dema11山1］η．拆毁，拆除（建筑物）

$ ·经典搭配
j 川川

＞ ~否篇分析；；J
[G］段回顾 EEOB 旱期历史。

①旬概述 EEOB 历史可追溯至奠基之前很久。 long befo re 强调 EEOB 历史悠久 。 ②③④旬

细述 EEOB 前身及其始末。 时间线索词 C between 179 9 and 18 2 0 、 i n 1 8 14 、 In 1866 ）及事件发展顺

序标记词 ／词组（ The first executive offices 、 l ed to .. .、 necess it a t ed t he demo li tion of. . ）句 勒出

EEOB 早在奠基之前的悠久历史线条： 1799-1820 ，最早的行政办公楼建成→ 1814 ，财政部办公

楼遭遇火灾→（ 1836 年）现今财政部大楼开始建造→ 1 866 年，财政部大楼北翼的建造迫使国务

院大楼被拆毁 。

【语义逻辑链】 本段为“总（①句）→分（②③④句）”结构，后三句实际借说明 EEOB 前身发展始末以

说明首句“历史早在奠基之前即已开始”。

【路标词解析】 一 、②句 A series of fires 语义与［F］③句 to ins ur巳 fire safety 构成“问题一描工施 ，，的

逻辑关系，暗示本段可能在 ［ F］之前；二、末句 the demoliti 

n巳W State Department Building 钩合“拆旧建新，，的逻辑j顿序，故本段应在［A］ 之前；三 、借时间线索可

推测本段可能与 ［ A］ 、 〔 BJ 形成“ ［ G]Cl799一 1 866 ）→［ A] C 1869 - 187 1)•[ BJ ( 1 875-1879 ）”的时

间链条 。

食综上分析，可初步得出：

通读全文，由文中反复出现的 EEOB 、 the State, War , and Navy Departments 可知本文围绕容纳国

务院、战争部 、海军部的 EEOB 展开说明；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等 。 本文若

干段落有明显的 时间 线索 C [ A] In D巳cember of 1869 / construction . .. began in June of 1 87 1 、 ［ B J

Completed in 187 5/ completed in 1876/ moved into ... in 1 879 、 ［G]The hi story of the EEOB/ between 1799 

and 1820 / in 18 14/ ln 1 866 ），可作为解题的重要依据 。

①选项［E］ 中以“全称＋缩回各间”结构 ，首次提及全文论述的对象 EEOB，可直接确定为首段。

②利用固定段第五段［町的时间线索关系，可以确定［A][G］可能在［F］之前，［BJ可能在［F］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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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三、 星理精解
( 1 ）从首段和已知段落入手 ，找到解题突破口。

4 1.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首段的作用＋代词指代

【选项推测】 文首段一般直接点题，或介绍背景，为下文论述做铺垫 。 纵观全文， EEOB 是全文论述

的对象，且其全称仅在［目中出现，而［D][G］选项中含有 EEOB，不可能为首段 。 首段作为文章开头，也

不会与上文有明显衔接关系，而［A］借今昔对比词 new 可知其应在［G］ 之后，［BJ 借事件发展顺序词

Completed in 1 975 回应［A]began in J une of 1 871 ，故［A］和［BJ均不可能为首段 。

【答案敲定】 由【路标词解析】可知，［E］为首段备选项。

[E］先指出 EEOB 具有独特的双重地位（美国历史十建筑遗产），后指出其具体设计者、设计风格及

建造目的，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行文是阐释性说明文较为常见的开篇方式 。 〔E］与其余各段可构成说

明性文章常见的“总一分”结构；同时，［E］末句 the Stat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与固定段第二段

〔C］首句 the three Executive Branch Departments 所指相同，［E］中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C EEOB）与［CJ首句（ as) it ( was origina lly known）的指代关系成立，两段可形成顺畅衔接 。 最终

确定［E］为正确答案 。

43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上下文衔接＋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 已经给出位置的［F］首句 Constru ction 、 the bu ild i ng 表明上文提及“某建筑的建造”。

【答案敲定】 由【路标词解析】可知，［A][G］为本题备选项 。

[A］若与〔F〕相连，两段内容“1871 年建筑动工→耗时 17 年逐翼完工”符合建造的先后顺序，也与已

定位的［E］中时间线索（ 1871-1888 年）完全相符；且［A］末句 construction 、 a bui lding to house all t hree 

departments 与［F］首句 Construct ion, the bu il ding 可形成完美衔接 。 故［A］正确 。

[G］若与［F］衔接，［ F］首句 the bui lding 所指“EEOBC 由〔F］ 段中的②句可知）”与 ［ G］ 末句 the

Treasury Bu ild i ng 产生冲突，故排除 。

42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上下文衔接＋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 已定位的［A］首句 new 表明上文可能提及“国务院旧办公楼因某种原因而不能继续使

用” 。 固定段［CJ内容相对独立，下文可能继续介绍历史意义，或另起话头，介绍大楼其他方面的信息 。

【答案敲定】 由E路标词解析】可知，本题的备选项可能为［D] [G］。

[DJ首句 the most ce lebrated nationa l figures 、 historica l events 似乎与 ［ CJ 末句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s and poli t icians, hi storic events 近义复现，但借由［DJ首句中 the EEOB ’s granite walls 可知其上

文应提及 EEOB 的内饰细节，即［DJ 应在［B][F］之后，故排除 。

[G］首末句“奠基前（ before its foundations were l aid ）” 、 “拆旧楼（ the demoli t ion of. .. ）”与［A］首末

句“建新楼（ new.. . ）”、“建造开始（ construct ion . .. began）”符合事件发展顺序（拆→建，奠基前→开建

时），两段时间线索也吻合先后顺序（ 1799-1820/1866→1869/1871 ）；且［G］开启对 EEOB 自身历史的介

绍，与［CJ并无冲突 。 故正确。

44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 ：上下文衔接＋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 固定段［F］概括 EEOB 的建造过程并详述其建筑细节，下文可能继续说明 。

【答案敲定】 由 【路标词解析】可知，［BJ可能与［F］衔接 。

[ BJ south wing 、 t h e east wing 呼应［ F] wing by w ing，按照大楼侧翼建成的时间顺序介绍 EEOB

的完工情况，是对［F］首句建造过程“逐翼建成”的具体说明，同样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各部门的人驻

情况，在［F］之后符合“先完工后入驻”的顺序 。 同时，［ F］从整体上介绍 EEOB 的建筑细节（ the 

EEOB 、 A lmost all of the interior detail) ，〔 BJ分别介绍各部门的内饰，符合“概括到具体”的逻辑关系 。

故［因为本题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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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逻辑衔接

【选项推测】 已定位的［G][ A] [ F][ B］共 同介绍了 EEOB 的发展历程，相对独立 ，下文可能另起话
头；文章末段也可能总结全文或呼应开头 。

【答案敲定】 由上文分析可知， ［DJ为本题备选项 。

[DJ地点状语 within the EEOB ’s granite wa ll s 一方面实指“墙”，明确墙体材料为花岗岩 ，与 ［F][B]

介绍内饰细节及材料的内容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则虚指完工后的 EEOB，呼应其建造过程， ［F] [B][D］由

此形成“大楼修建→各部入驻→各部部长参与楼内历史事件”的顺序，关注重点由 “建筑本身”逐渐过渡

到“人” 。 同时 ，本段点题，通过列举相关名人再次凸显 EEOB 的重要地位，呼应文首两段（尤其首段［E]
中 a unique position in ... the national history ）所述历史重要性，故［DJ应为本文末段 。

至此，全文顺序确定为［E] [CJ一［G］一［A］一［F］一［BJ [DJ 。

(2 ）通读检验 。 根据以上排序通读文章，检查思路是否清晰连贯，结构是否完整，段间层次关系是否

恰当，从而最终确定答案 。

Part C 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发展史
回描瞄回

回理草斟明
原文外教朗读

等 －、文章总体处析
本文节选 自 Willi am Neil son 与 Ashley Thorndike 合著的 The Facts About Shakes户eare 一书中的第

五章 The Elizabethan Drama 3 选文共三段 ，参照莎士比亚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出生、开始剧本写作、停止

剧本写作） ，将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这一戏剧盛世分为三个阶段 。 本文指出，由于人们对戏剧存在广泛需

求，在职业演员阶层兴起、公共剧院建成、“大学才子”加入戏剧界等多个因素直接剌激下 ，英国戏剧酝

酿 、发展并步入鼎盛阶段 。

编者注：本书第五章严梯来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0 5 62 1 642 年） ，而非 “伊丽莎白时期戏

剧”（伊丽莎白一世逝世于 1 603 年）；但为方便阅读 ，本文解析仍采用“伊丽莎白时期戏剧”这一说法 。

，平－ .二、语篇绞析巫翩翩
I. Shakespeare’s lifetime was coincident'( with a period 

of extraordinary activity and achievement in the drama. ( 46) 

By the date of his birth Europ巳 was witnessing( the passi吨 of

the religious drama,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s under the 

incenti ve of classical tragedy( and corned俨 . These new 

forms were at first mainly written by scholars and performed 

by amateur古® , but in England , as everywhere else in western 

Europe , the growth of a class of professional acto.rs was 

threatenin g to make the drama popular, whether it should be 

new or old, classical or medieval® , literary or farcical( - 

Court , school, organizations of amateurs , and the traveling 

actors were all rivals( in supplying a wides pread desire for 

dramatic entertainment; and ( 4 7) no boy who went to a 

grammar school could be ignor组1t® that the drama was a 

form of literature whi ch gave glory to Greece and Rome and 

might ye俨 bring honor to England. 

莎士比亚一生恰逢戏剧活力非凡、成就

辉煌时期 。 （ 4 6 ） 他出生时，欧洲正见证着宗

教剧的消亡，以及在古典悲剧和喜剧启发之

下新型戏剧形式的诞生。起初，这些新式戏

剧主要由有识之士编写、业余演员表演；但

在英格兰，就像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职业

演员阶层的崛起预示着戏剧将妥变得大众

化，不管它是新式戏剧还是旧式戏剧，古典

戏剧还是中世纪戏剧，文学剧还是滑稽剧。

宫廷、学校、业余组织及游方艺人都在竞相

满足人们对戏剧娱乐的普遍渴求；而且（47)

凡是文法学校的学童就不会不知道，戏剧这

种文学形式曾给希腊和罗马带来辉煌，或也

将为英国带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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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件均差点：表达.iii 
( coincident[ kau 11ns1dant J a . 在同一地方发生的；同时 I\ ( farcical [ 1fo:s1kal]a . 闹剧的；滑宿的

发生的 ! ( rival 巾竞争对子；敌手
witness [ ’w1tn1s ] v. 是发生……的地方（或时间h < ® ignorant[ 11gnarant] a . ’ 

见证 > ⑩yet[jet ］αd. 终归；迟早

( tragedy[ 'trred3山］凡悲剧 < ·经典搭配

④comedy［ ＇ ！仨D削d1] 1 喜刷 > ①1』nder the incentive of（在 ．．．．．．的刺激下）

⑤ama阳

( me<lieval[ ,med11i:vl］α．中世纪的

1. be coincident with 意为“同时／同地发 生 的；同时／同地存在的” 。 The ri se of th巳 novel was 

coincident with the decline of sto rytelling. 小说的兴起和说书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

2. whether it should be ... or 为虚拟条件用法，其中 的 should 无实义且常省 II悔 。 We must finish the 

work before we go home, whether it (should) be early or l ate . 无论早晚，我们都必须在回家前把这项工

作做完。

＞运篇分析：：~ ：：： ；／
第一段介绍伊丽莎白戏剧的酝酿阶段（莎士比亚 。一 12 岁）。

第一旬（全文总括旬）指出莎士比亚一生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盛世时期重合。 extraordi nary( greater or 

better than normal“非凡的，卓越的”）以其饱含赞誉的情感色彩强调该时期戏剧活动的繁荣昌盛及其成就

的辉煌灿烂； coincident 借其内涵“（令人吃惊的）巧合，巧事”形似说明莎士比亚一生与伊丽莎白戏剧巅峰时

期的机缘巧合，实则预示下文将以莎翁人生阶段作为参照，阐释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发展轨迹 。

第二至末句介绍莎士比亚年少时期伊丽莎白戏剧的发展状况：新旧转型，盛世酝酿。 was

w1tness111g 、 was threatening 、 were all riva ls in supplying 或明或 u音（ were s upp l ying ） 的过去进行时态形成

排比之势，借描述正在发生 、意欲发生、争相而做的事情展示该时期戏剧发展处于新旧转型期 。

第二旬指出戏剧形式的变化：宗教剧消亡、新式戏剧诞生。 was witnessing 过去进行时、 the re ligious 

drama/ new forms 以“一”对“多”、passing/ crea tion 以“死”对“生”，说明宗教戏剧长期专制下“万马齐 II音”

的局面正在逐渐瓦解，戏剧“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将要到来； under the ince口tive of VlLl 说明新式戏剧并非无

中生有，而是遥接古代文脉，是在古典悲剧、喜剧启发下的产物（注： classical 特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

戏剧，区辨于民俗 、流行戏剧） 。

第三旬指出戏剧表演阶层的变化：职业演员崛起，预示戏剧将由贵族娱乐转为大众娱乐。 at first 预

示有变， but 转而引出具体改变并将写作视角由欧洲直接聚焦到英国，且借插入语 as everywhere else 111 

western Europe 暗示这股潮流已经席卷整个西欧（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逐步推进） ; threatening 虽蕴藏

最原始语义色彩“凶兆、不良预兆 （ 即，对皇室贵族而言，其起初独享的消遣可能即将‘降格’为百姓娱

乐）”，但基于首句 extraordinary 所奠定的全文基调，不难揣摩出该词在此并无强烈贬义色彩，而应取其

僻意“预示，是……的征兆”。

第四旬揭露变化的深层原因：国民渴求并尊崇戏剧。 and 以其并列之形传递因果之意。 and 前 all

rivals in 借“群雄争鹿”的形象画面展示各机构及个人积极主动（而非盲目被动）、银11 足劲头、欲出杰出戏剧

作品之红火势头；widespread desire 借其“层次参差不齐 、需求多种多样”强调民众戏剧娱乐需求之广深，反

衬各机构／个人戏剧作品的多样性。 and 后 no. . . could be i gnorant 借双重否定表达极度肯定，突出强调“戏

剧曾给古希腊、古罗马带来荣耀，早晚也会将荣耀带给英格兰”这一事实（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并借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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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yet 所隐藏的因果关联，深度暗示当前英国民众对戏剧如此痴迷的真实原因“为的是有一天，戏剧能

像曾经给古希腊、古罗马带去荣耀一样，也给英格兰带来荣耀”，并由此反衬当前英国民众对戏剧渴求的真

实本质“意在向古希腊、古罗马戏剧致敬，以期终有一日全世界人民也能向英格兰戏剧致敬”。

； ·要题拮解：＜ fl

( 46 )By the dat e of his birth(O. 5 分） // Europe was witnessing the passing of the religious drama 

( 0 . 5 分） , I I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s(O. 5 分） I I under the incentive of classical tragedy and 

comedy. (0 .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根据i吾境推测词义、介词短语、并列结构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主旬： By the dat e of his birth Europe was witnessing the passing of the religious drama, 

时间状语 主语 谓语 宾语1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 s under the incentive of classical tragedy and comedy. 

并列词 宾语2 介词结构作状语

2 . 旬子洼释

并列的两个宾语结构相似， the passing of 与 the creation of 可根据汉语习惯译为偏正短语结构

··的消亡／诞生” 。 汉语习惯先说状语，故 under the incentive of. ..翻译时应提前，即“在古典悲剧和

喜剧启发之下新型戏剧形式的诞生” 。

3 . 词义确定

( 1) witness 即“见证”，用地点做主语是一种拟人用法，其本义实为“（欧洲）是发生……的地点” 。

( 2) passing 最常见的含义，一是“流逝；消亡；死亡”，另一是“通过；经过”，但根据 creation（诞生）与

之并列，可以推测此处不是“通过”，而应取“消亡”的含义 。

( 3) ince nti ve 本义指“剌激”，此处用以说明“新式戏剧借力古典悲剧及喜剧逐渐诞生”，故将其延伸

处理为“启发”更符合语境 。

4 . 全旬整理，得出 i孝文

他出生时 ，欧洲正见证着宗教剧的消亡 ， 以及在古典悲剧和喜剧启发之下新型戏剧形式的诞生 。

(47 ) no boy who went to a grammar school could be ignorant(O. 5 分） I I that the drama was a 

form of literature( 0, 5 分） I I which gave glory to Greece and Rome( O. 5 分） I I and might yet bring 

honor to England. ( 0.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定i吾从旬、宾i吾从旬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主句： no boy 

主语

who went to a grammar school 

who引导定语从句修饰 boy

②ignorant 的宾语从句： that the drama was 

引导词 主语 系动词

could be 1g口orant

i）与 t吾

a form of literature 

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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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定语从句：（ a form of literature) which 

引导词

gave 

t百 t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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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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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一
宾情态助动词

yet 

副词

2. 旬子注释

本句难点主要在于从句套从句 。 主句中修饰 boy 的定语从句 who went to a grammar sc hoo l 较短，

可译成“……的”结构 。 宾语从句中又嵌套了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a form of literat ure，由于长度较长，不宜

前置，可先将其按原文语序处理为“戏剧是一种文学形式，它……飞尔后再简化为“戏剧这种文学形式

· 。定i吾从句中两个谓语 gave glory to 与 bring honor to 结构相似、语义相近、方向相对 ： “给……带

去辉煌，给……带来荣耀”，翻译时可处理为相同的表达：“给……带来辉煌／荣耀”，虽说有模糊方向差异

之嫌，但更借其排比气势突显文意。

3. 词义确定

(1 ) boy 本指“男孩”，此处暗将文内特指莎士比亚上升至任何上过文法学校的学童，故将其译成“学童”。

( 2) i gnorant 意为“无知的；愚昧的”或“不知道的 ；不了解的” 。 前一个义项主要用于带感情色彩的评

判，而本句在陈述事实，所以应译为“不知道…．．．

( 3) could, might 、m町 等情态助动词＋do sth+ yet 表示“早晚；总有一天（将来可能发生，尽管现在似

乎没可能）”，可译成“或将…·．．

4.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凡是文法学校的学童就不会不知道，戏剧这种文学形式曾给希腊和罗马带来辉煌，或也将为英国带

来荣耀 。

JI When Shakespeare was twelve years old the first 

public playhouse was built in London. For a time literature 

showed no interest in thi s public stage. Plays aiming at 

literary distinction were wri tt企n for schools or court, or for 

the choir( boys of St. Paul ’s and the royal chape112l , who, 

however, gave plays in publi c as well as at court. (48) But 

the professional companies prospered in their permanent 

theaters , and university men with literary ambitions were 

quick to turn to these theaters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velihood. By the tim巳 that Shakespeare was twenty-five , 

Lyly, Peele, and Greene had made comedies that were at 

once popular and literary; Kyd had written a tragedy that 

crowded the pitCll ; and Marl owe had brought poetry and 

genius to triumph on the common stage • where they had 

played no part since the d咀t七 of Euripides. ( 49) A native 

lit erary drama had been created, its a lliance with t he public 

playhous es establi shed, and at least some of it s grea t 

tradition日 had been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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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12 岁 时 ， 首应公共剧院在

伦敦落成。文学一度对这个公共舞台毫

无兴趣 。 想获取文学殊荣的戏剧为学校

或宫廷而写、或为圣保罗 大教堂及皇家教

堂唱诗班男童而 写 ，不过唱诗班男童除了

在宫廷表演 、也在公开场合表演 。（ 48 ） 但

是专业剧团在他们的固定剧场里蓬勃发

展，而大学里有文学抱负的人们迅速转向

这些剧场，视其为一种谋生手段。 到莎 士

比亚 25 岁 时 ，利利、皮尔和格林 已创作出

雅俗共赏的喜剧，基德 已编写出令剧场座

无虚席的 悲剧 ， 而马洛则使诗意及创造力

在大众舞台 上大放异彩一一两者自欧里

庇德斯逝世以来并无一席之地 。 （ 49 ） 一

种本土的文学戏剧已然形成，它与公共剧

场的联盟已然建立，它的伟大传统中至少

有一部分也已然开启。



：：： ~ ： 词同时差点表达. 0:: £
①choir[1 kwa1a］η．唱诗班 $ ( literary dist i nct ion（文学声誉）

②叫I[ 'tJ~叫（学校医院、王富、邸宅等的）附属 ! ②am…川巳lih 0某生手段）
教堂 ; ③crowd 山 pit（让剧场爆、满
③pit［川，t c~m台前的）乐池 ~ ( play no 阳t（没有起到作用）
． 经典搭配 $ 

1. at once. . . and ...是固定搭配， 意为“既……又……” 。 Thi s book is at once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 i ve. 这本书既有趣又有教益 。

；二语篇分析：：i i/
第二段介绍伊丽莎白戏剧的发展阶段（莎士比亚 1 2 - 25 岁）。

第一至四旬呈现莎士比亚 1 2 岁（－25 岁）时伊丽莎白戏剧的发展状况：公共剧院创建、文人墨客投

身戏剧，戏剧呈大众化之势。 the first public playhouse 、 this pub li c stage 、 in pub li c 、 their permanent 

thea ters , the common stage 、 pub li c p layhou ses 借其复现语义“公开／大众”强调戏剧大众化之势 。

第一旬指出硬实力的增强：公共剧院被创设。 public 呼应首段 popular 、 a widespread d es ir巴，复现戏

剧发展趋势“由皇室贵族独享转变为全民共事”。

第二至四旬指出软实力的增强：大学才子的投身。 For a time .. . showed no 门1t erest. .. But . .. were 

quick to turn to ...展示句间语义转折关联 。

第二旬首先指出文人墨客对大众舞台剧的态度：无意问津。 li terature showed no inte res t 此处为拟

人用法，实指文人墨客（对为大众创作）毫无兴趣。

第三旬进而解释原因：他们更有意子能带来殊荣的皇室贵族私人剧作。 aiming at li terary distinction 

明确文人墨士戏剧创作动机：获取文学名望 ； or... or. .. 形似说明剧作家成名途径众多，但借 schoo l s 、

court 、 St . Paul ’s and the roya l chape l 不难推知他们其实意在迎合上层阶级，而不是满足平民百姓的精神

需求；插入语 however 形成句内转折，借 as well as 结构强调 in public 以暗示文人“重权贵轻百姓”之趋

炎附势风气并非不可改变：其专为私人剧院所创作的戏剧最终也可能借由唱诗班男童在大众舞台的表

演而传播开去 。

第四旬转折指出其态度转变：有文学抱负的大学才子们因职业剧团在固定剧院取得成功转而投身

大众舞台剧创作。 But 与前两句形成转折，体现一种意外之惰， and 实表因果关联，故全句逻辑为：没料

到职业剧团在这些公共剧院竟然能够取得成功、赚得盆满钵满（注 ： prosper 意为 to be successful 

especia ll y in making money），因此有抱负的大学才子很快将其目光（由最初的皇室贵族私人剧院）转移到

此并借此谋生 。 were quick to turn to 借 quick 、 turn to 强调兴趣转移之快，以凸显职业剧团在固定剧场

成功的引人瞩目；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 velihood 实则回应 prospered ，明确固定剧院收入不菲，借此反衬

大学才子在大众剧院既能实现自身文学抱负、又能赚取大钱，可谓“名利双收”。

第五六旬呈现莎士比亚 25 岁之时伊丽莎白戏剧的发展盛况：本土戏剧业己诞生，一些优良传统业

己开创。 两句借两组过去完成时态所形成的排比之势 had made 、 had written 、 had brought VS had been 

created 、（ had been) esta bli s hed 、 had been begun 与前四句形成“态度转变→深远影响”的语义逻辑，再借

两组排比中由主动语态到被动语态的过渡，实现写作视角由剧作家到戏剧业的过渡，从而得以总结该时

期伊丽莎白戏剧的伟大成就 。

第五旬指出该时期大众舞台剧的辉煌成绩：叫好又叫座，名利双收。 at once popular and lit erary 、

crowded the pit 、 brought... to triumph 极尽褒义色彩，形似单指某一戏种“戏剧、悲剧、诗刷”，实则借不同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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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辉煌反衬此时期戏剧发展的卓越：雅俗共赏、座无虚席、诗意及创造力大放异影；破折号后马洛与欧里

庇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并提，更是体现该时期伊丽莎白戏剧在某些层面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已

经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戏剧相媲美 。

第六旬总结该时期伊丽莎白戏剧的伟大成就：本土文学戏剧业已诞生，一些优良传统业已开创。 at

l east“至少”说明英国戏剧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出一些重要传统，但还没有发展完全，暗示鼎盛阶段的英

国戏剧将有更辉煌的成就 。

本段深层逻辑：上述分析以时间为界；若以语义为界则是 ：前五句细说莎士比亚 12-25 岁期间伊丽

莎白戏剧的发展状况，末句总括该阶段成果 。

：：： ~：：鼻：题精每二J

( 48) But the profess ional companies prospered in their permanent theaters, ( 0. 5 分） / / and university 

men with literary ambitions, (0 . 5 分） // were quick to t urn to these theaters(O. 5 分） / I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velihood. (0 . 5 分〉

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后置定语、固定搭配。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分旬 l : But 

转折连词

th e professiona l companies 

主语

prospered in their permanent theaters, 

②分 旬 2: and university men 

并列连词 主语

谓t吾

with literary ambitions 

with结构作后直定语

to turn to these theaters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velihood. 

主语补足语

2. 旬子注释

地点状语

were quick 

系动词 表语

with 结构修饰主语 univers ity men ，翻译时可前置， 即“有文学抱负的……” 。 be+adj. 十 to do sth 是

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比如， Bob is quick to react 相 当于 Bob reacts quick ly ，翻译时常常将 adj. 译为副

词， to do 译为谓语动词 。 同理，本句 quick 翻译为副同“很快（地）” 。 as offering a means of li vel i hood 是

对 these theaters 的补充说明 。

3. 词义确定

Cl) company 一般指“公司”，但在此处是熟词僻义，意为“剧团；演出团”。 也可根据上下文“文人从

对公共舞台不屑一顾转变成为大众写作”推断出这里的 company 就是“剧团” 。

( 2) permanent 本义为“永久的；永恒的”，在这里形容剧院；而根据本段首句“首座公共剧院落成”可

知这里所指的剧院是固定下来、非流动的，所以可译为“固定剧院”。

(3)turn to 意为“转移（思考、处理、观察等的对象）”，指大学才子将注意力移向了剧场，所以可直接

译成“转向（这些剧场）” 0

4 . 全旬整理 ，得出译文

但是专业剧团在他们的固定剧场里蓬勃发展 ，而大学里有文学抱负的人们迅速转向这些剧场，视其

为一种谋生手段 。

(49) A native literary drama had been created, (0. 5 分） / / its all iance with the public playhouses 

空旦旦生豆豆1 分） ／／ and at least some of its great traditions had been begun. (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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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并列结构、被动旬、省略。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分旬 1: A native litera ry drama 

主语

had been created , 

il号 t吾

②分旬 2: its a lli ance w ith the public playhouses ( had been) esta bli站时，

主语

③分旬 3: and 

连词

2. 句子注释

with结构做后直定语 谓语－

at least some of its great tradit10ns had b巳en begun. 

表示程度的状语 主语 谓 t吾

本句包含三个结构平行的分句，第二个分句中省略了 had been ，补全后为 had been establi s hed 。 时

态上，本句延续了上句 By the time t hat Shakespeare was twenty- five ，翻译时应体现出 “ 已 经”的含义；语

态方面，三个分句均是被动句，可按汉语“多用主动句”的习惯改写。需注意，分句 3 中的 begun 是及物

动词 begin 的过去分同，还原后是 begin t rad i tior旷‘开启传统”，所以不宜译为“开始”，而应是“传统已经被

开启”，再进一步改写为“传统已经开启”；同时， at least some 可适当后移，以强调“并非全部的传统都已

开启”，即译成“它的传统中至少有一部分……”。

3. 词义确定

Cl)na tive 意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或本国出生的”，文中指英国出现了自己的文学戏剧，所以在此可

译为“本土的／本国的”。

(2)a lli ance 意为“联盟；同盟”，此处指“戏剧为公共剧院而写，公共剧院提供戏剧上演场所”这种互利

互惠的关系 。

4 .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一种本土的文学戏剧已然形成，它与公共剧场的联盟已然建立，它的伟大传统中至少有一部分也已

然开启 。

III The development:“ the Eliza bethan drama for the 

next twenty fi ve years is of exc1!ptional( interest to 

students( of litera rγhistory, for in this brief period we 

may trac巳 th e beginnir毯， growth , blossoming( , and 

decay of many kinds of plays , and of m山ny great careers. 

We are amazed today at the mere® number of plays 

produced, as we ll as by the number of dramati s ts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this Lond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 50) To rea lize ho w great was the dramatic 

act ivit y , we mus t remem ber furth er that hos ts of plays 

have been los t, and that probab ly there is no author of 

note whose entire work has s urvi ved. [ 424 words] 

此后二十五年，伊丽莎白戏剧的发展对

文学史研究者极具吸引力，因为在这段短暂

的时期 内 ，我们可以追溯多种戏剧和诸多 伟

大职业生涯的起始 、发展、兴盛及衰落。 今

天，单是戏剧创作数量就令我们吃惊，史勿

论当时为伦敦这应有二十万居民城市写作

的剁作家的数量 。 （ 5i0 ） 要明白当时的戏剧

活动是何等繁荣，我们还必须记住 ， 大量剧

作都已散失，恐怕没有哪位知名作家的全部

作品幸存至台。

；；如仁等在与完点表达＿· ： ；／
( exceptional[ 1 k 1sepJ a旧l]a . 特别的；罕见的 ：②stu削［ ＇ st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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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ssom[ 1 blos;:,m] v. 繁盛；兴旺

④mere[m1a］α．只不过的；仅仅的

S\ ( be of interest to sb（对某人有吸引力）

!(host s of/ a host o叫多；大量）

．经典搭配

:(of n叫耍的；引人注目 的）( inhabitant[ In' hreb1t ;:,nt]n . 居民；住户

1. as well as 意为“除 …… 之外（也）；和” 。 On Sundays, his landl ady provided dinner as well as 

brea kfa st. 星期天除早饭外，女房东还供应他正餐 。

2. the beginning, growth, blossomi吨， and decay 意为“起始、发展、兴盛及衰藩” 。 Above all, the 

cycle of beginning, growth , blossom and decay, had not been broken after a ll. 最重要的是，起始、发展、兴

盛及衰落的循环，终究没有被打破 。

；·语：篇分析：~ ：： 矿
第三段介绍伊丽莎白戏剧的鼎盛阶段（莎士比亚 25-50 岁）。

第一旬概述该阶段成就：种类丰富、人才辈出、卷I缺浩繁。 exceptiona l“罕见的”说明现如今文学史研

究者对该时期戏剧的极大兴趣，更反衬出该时期戏剧成就的辉煌卓著，且预示其后将给出为何该时期深

受文学史研究者所爱的原因 ； bri e f per i od 与 the beginning, growth, blossoming, and decay 形成时间跨

度上的鲜明对照，说明这段时间虽短，却涵盖多种戏剧及诸多杰出人物生怪生 、长、荣、枯的完整周期，凸

显该时期戏剧发展之鼎盛，这也正是学者抱有巨大兴趣的原因 。

第二三旬从“数量”角度细述成就。 the mere number o f p l ays 、 th e number of drama ti s ts 、 of two 

hundr ed thousand inhabit a nts 、 hosts of plays 、 e ntire work 所形成的语义场“数量”实现强关联。

第二旬借戏剧活动规模反映戏剧成就。 mere 强调“单单（剧作数量）就（足以令人吃惊）” 。 as well as 

表明“剧作家人数同样令人吃惊” ；作者特意提到伦敦当时的人口 ，是为了暗示剧作家占居民比例很高。

第三旬以剧本失传的事实进一步凸显戏剧成就。 further 是对上句的逻辑推进：今 日所知剧本数量已

经很惊人，再加上大量剧本失传的事实，说明剧本实际数量多得令人难以想象。 probabl y“极有可能”一方

面体现作者的严谨，即不排除有哪位知名剧作家的作品能完整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则强调“很可能这样的

作家根本没有”，说明剧本失传现象的普遍性，更加l 凸显出那个时期戏剧活动的繁荣、戏剧成就的辉煌。

>)t；题措辞.· ：：： 1'

(50 ） τb realize how great was the dramatic activity ,(0. 5 分）／／ we must rem巳mber further that hosts 

of plays hav巳 been lost, (0 . 5 分） I I and that probably there is no author of note( 0. 5 分） //whose entire 

work has survived. ( 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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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 宾i吾从旬、there be 旬型、定i吾从旬 。

［解题步骤］

1. 旬法分析

①主旬：To realize how great was th e dramati c activity, w巳 口lU St remember furth er 

②宾语从旬 1: that 

引导词

③宾语从旬 2: and 

并列连词

目的才』t t吾

hc sts of plays 

主语

that 

引 导词

④定语从旬： （ author of note) whose 

关系代词

主语情态助动词 t育 t吾i

have been lost, 

il牙语－

probab ly 

4犬语－

entire wo rk 

主语

there is no author of note 

there b e句型

has s urvived . 

t育 t吾

程度副词



2 . 旬子注释

定语从句整体长度较短，的确可译为“……的”结构，即“……的知名作家”；结合宾语从句 2 的 there

be 句型，将得到整体框架“没有一位……的知名作家”。 但是这样一来，定语会显得冗长，所以定语从句

按照原文语序，译为“（作家的）全部作品幸存至今”会更好 。

3 . 词义确定

( 1) grea t 含义很多，需要根据上下文选取最合适的译法：本段以剧本和剧作家数量众多来体现戏剧

活动的盛况，故译为“繁荣”比较贴切 。

(2) lost 在这里指“剧本无法再找到”，汉语对应词“散失”比较贴合 。

( 3)of note 意为 of importance or great interest“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这里用来形容 au thor，可译为

“知名的／显要的作家” 。

4. 全旬整理，得出译文

要明白当时的戏剧活动是何等繁荣，我们还必须记住，大量剧作者II 已散失，恐怕没有哪位知名作家

的全部作品幸存至今。

1. 解析题目指令，确定行文要点

抓取指令关键词

Write an email ' to all 

in ternational experts on campus' 

第三部分写作
回酒醒目菌回

Part A 邀请信

一、审题谋篇

梳理信息

1. 写作类型 ： 电子邮件

2 . 写作对象： 校内外国

归纳要点

1. 格式 ： 书信（邀请信）

.... .. ＿：＇咀H吃N唱画面τ

田~斟啤
知识补充

2 . 语域： 给外国专家的电子邮件属

情景 invi ting them to attend the 
于公务信函，应使用正式语体，措辞

专家
应恭敬 、客气 。

& graduation ceremon/ . In your 3 . 写作话题：邀请参加

要求 email you should include time, 毕业典礼
3 . 交际功能：①态度要诚挚、理由要

充分，让专家感到自己有必要出席；
place and other relevant 4 . 写作要点：时间 、地

②清晰说明典礼相关事宜，使专家
点、典礼其他相关事宜information'' about the c巳remony.

能够了解届时情形、提前安排 。

2 . 罗列关键词

( gradua tion ceremony 毕业典礼；②deg ree conferring ceremony 学位授予仪式 ；

( extend to sb. an invitation to . . . 邀请……参加··

3 . 行文思路

第一段 ：说明事由“学校即将举办毕业典礼”；

第二段 ：邀请收信人出席典礼；

第三段：说明回复方式，表达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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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Dear Sir or Madam, 

( The 20 18 Grad uation and Deg ree Conferring 

Ceremony of our uni versity will be held a t th e auditorium 

from 9 : 00 to 11: 00 on June 28'h . 

( Wi th yo ur remarkable expert knowledge, you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uni versity and the growth of our students. ( So I, on 

behalf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s incerely ext end to 

you an invitation to thi s ceremony. ( We will be greatly 

honored if yo u cou ld be present at the grand ceremony, to 

witness this important mome口t in our studen饨’ l i fe . ④

And, on the occas ion, there wi ll be vo lunteer s guiding 

you to yo ur seat. 

( The schedule of t he ceremony is attached for your 

reference. ( I t wo uld be much appreciated if you co uld 

please send back the reply slip before June 21" to inform 

us of your attendance. ( We look forward to yo ur reply. 

［蘑章衔接］

Yours fa ithfully, 

Li Ming 

参考译文

尊敬的先生／女士 ：

①我校 2018 级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将于 6 月 28 日 9,00 一 11 ： 。。在校礼

堂举行 。

①您以非凡的专业知识，对本校的发

展以及学生的成长助力良多。②因此，我

谨代表校学生事务办公室，诚挚地邀请您

在临典礼 。 ③有您在场共同见证学生们人

生中这一重要时刻，我们将倍感荣幸。④

另外，届时将有志愿者引导您入场就坐 。

①随信附上典礼议程供您参考。②若

能出席，烦请您于 6 月 21 日前将回执发送

至此邮箱，我们将不胜感激。③期待您的

回复。

您真诚的，

李明

第一段 （ 1 旬 ） ：说明事由一一学校即将举办毕业典礼，并说明具体时间和地点 。

第二段 （ 4 旬）：①②句（以 So 体现因果逻辑）以“强调收信人对学校发展及学生成长的贡献”为铺垫，

发出诚挚邀请。③句说明收信人出席的重要意义，使邀请理由更加充分。④句特别补充说明当天有志

愿者引坐，令被邀请人安心 。

第三段 （ 3 旬）：①句指出随信有附件，方使其了解典礼流程；②句说明确认出席的回复方式；③句表

示期待被邀请人出席 。

［必备表达］

1. confer [ v . J 授予

2. auditorium [n . ］ 礼堂

3. remarkab le ［α．］非凡卓越的

4.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学生事务办公

至

［活用外干lj J 

5. gra nd [a . ］ 隆重的

6. sched ule [n. ］议程，计划表

7. attach [v. ］ 附上

8. for one's r巳ference 供……参考

9. reply s l ip 回执

1. Since yo u’ re always hos ting me in your fancy San Francisco offices, I think it ’s my turn to return 

the favor, so I ’d like to extend a fo1mal in vit a tion to my new ranch. 一一－httj;s :/ /www. gymglish..com 

译文 ： 因为您经常在您旧金山豪华的办公室招待我，我想现在是我回报您的时候了，因此我正式邀

请您到我的新农场做客 。

点拨： extend to sb. an invitat ion to ... 意为“邀请某人做某事”，可替代常用的动词 invite 。 invitation

前面可加形容词 warm/ formal 等， 以加强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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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day, I was dee pl y honored to be joined by so ma口y admini strat ion officia ls and leaders of t he 

Indian-American community. 一一－httρs, //www. Jacebook. com

译文：今天，我很荣幸能与诸位政府官员和印裔美国人社区的领袖们汇聚一堂。

J店、拨： be/ fe el greatly/ deep ly / highl y honored ... 表示“某人因某事倍感荣幸”，后面可以加不定式或

that/ if 引导的从句，表示使某人感到荣幸的具体事情 。

［精彩旬式］

W e 

主语

will be greatly honored 条件状语从句： if Z旦旦

系动词 表语 引 导调 主语

could be 

系动词

present at t he grand ceremony, ？异….＇.＂.i_tr:些二－二＿＿t~i贯 . !?.:.F?.o.专t_a11引 .1:：叩!!1男1:~’. ir: __ o_u_r __ st_L －巳＿n~飞（ .. !.e 
表语 目的状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We hope that you can come to the ceremony an d see the important moment. 

Then we will feel honored. 

②利用连词将简单句整合

We will feel honored if you can come to the ceremony and see the important moment. 

③通过添加副词、形容词、介词短语，替换动同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We wi ll be grea t ly honored if yo u cou ld be present a t the gra nd ceremony,to wi t口巳ss thi s important 

moment in our s tudents ’ life. 

［模板提炼］

本模板由【优秀范文】提炼而来，适用于撰写邀请名人等参加某项活动的邀请信。

Dear 

活动名称 will be held at from on 

邀请原因， so I, on behalf of , sincere ly extend to you an invitat ion to the . We will be 

greatly honor巳d if you co uld be present at 一一一一一’ to witness 一一一＿. And, on the occasion, there will be 

gu iding you to your seat. 

The schedu le of the ceremony is attached for yo ur reference. It wo uld be much appreciated if you 

cou ld please send back t he r eply sli p before to inform us of your attendance. W e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三、写作储备

［邀请信常用表达］

(1 ） 开篇 ：说明写作 目 的

争We cordial ly invite you to a ttend ... / You are cordia lly invited to ....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出席…－

4胁We wou 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 . . located at ( place) on (date). 

我们希望邀请您参加在……（时间和地点）举办的…… 。

(2 ） 中间段：具体说明活动内容及安排

4胁The event is prepared in the 111tent1on to .. 

这次活动是为了··

Yours fa it hfull y, 

L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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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The event wi ll be held in ( place) from ( t ime) to (time). 

活动将在……（时间和地点）举办。

争For t he convenience of everybody t he t ime has been fixed from ( time) to (time) . 

为了方便每个人，时间定于从……到…

(3 ）结尾：表达期待

""We would app recia te if you can attend thi s event as you are .. .. 

由于您…… ，若您能出席本次活动，我们将 卡分感激 。

争Please plan to come and ca ll XXX at (phone number) to arrange food assignments. See you there ! 

请您计划前来，并联系 XXXC电话号码）安排用餐。到时见 ！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 . on (date) . 

期待在……（时间和地点）见到您 。

四、写作练习

请根据下列要求进行写作 。

Directions: 

Write an email of about 100 words to an am bassador who graduated from yo ur univers ity, invitmg 

him to attend the upcom ing 70'h ann iversary o f the founding of the uni vers ity. 

You should include th e deta il s you think necessary. 

You should write nea t ly on t he ANSWER SHEET. 

Do not sign yo ur own name at the end of t he e mail. Use “ Li Ming” instead. 

Do not write the address. ( 10 points) 

Part B 选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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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电脑显示“选课系统”及图片主题“选课进 图中学生根据课程难易程

行时”提示图中人物身份 ：大学生。 度将其分类，并很可能选

②图中两组内容形成对比（“知识新、重创新、 择“给分高、易通过、作业

有难度”vs“给分高、易通过、作业少勺，展现 少”的课程，这实则违背了

学生选课的纠结心理，体现图画主旨。 选课系统的设立初衷 。

2. 罗列关键词

( course se lect ion system 选课系统；②cut ting edge 尖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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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score 高分；④assessment system 评估体系；⑤credi t 学分

3. 行文思路

第一段：描述图片，说明现象；

第二段 ：分析现象成因及后果；

第三段 ．针对问题解决提出建议，并表达期许 。

推导寓意

本篇写作可确定为“批驳＋引

导”型。学生的课程分类方式

体现了畏难、功利心理，但不

可一味指责学生：学生内因是

一方面，社会风气 、学校制度

等也难逃其咎，解决这一问题

也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



二、优秀范文赏析

优秀范文 参考译文

( In the cartoon, a co ll ege student is sitt ing 『 ①图片中，一位大学生正襟危亚晴在电

sen ous ly in front of a laptop, se l ec ti吨 hi s next t erms ’ ‘ 脑前选课。②他“巧妙地”将课程分成了两
courses. ( H e “ smartly ” divid es the courses into two 类：一类知识新、重创新，但有难度；一类给

groups : those o ffering cutting-edge knowledge, in spiring 分高、易通过、且作业少。③图并反映了一

innovation , but requiring ha rd work, and those with littl e 种如今大学生中常见的现象，实际上也是

academic pressure and an easy hi gh-score pass . ( The 一种违背选课体系初衷的现象。

cartoon refl ec t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today ’5 

coll ege students, w hi ch is act ua ll y aga inst th e purpose of 

our co urse se lec tion sys tem. 

( Why does th is ha ppen? ( It can be mainly 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②主要可

attributed to a socia l climate w hi ch puts too much 归咎为当下过分功利性的社会氛围。③现

emphasis on “ utility ” . ( The current ach i ev巳rnent 有的仅以学分为评判标准的教学评估体系

assessment system in co ll eges which takes credits as the I 也是部分原因 。 、④然而，上述原因都不能

only indicator is a lso responsib le for the ph enomenon. ④ i 成为学生躲避困难课程、选择易过课程的

However, neither o f them is the exc use fo r students to 借口 。⑤因为一l床避免困难课程将阻碍学

shrink back from demanding courses an d choose easy l 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及个人能力的提高。⑤

ones. ( Avoiding demanding cou rses wi ll preve nt them 更严重的是，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长此

from building knowledge hierarchy and imp rov i吨 perso na l 以往，我们“建设创新性国家”的目标将会

competence. ( Further, as the yo uth a re th e hope of a t 遥不可期。

country, that w ill make our goa l o f constructing an 

innova ti ve nation remain a remote dream. 

( It ’s not an overnight affair to s love th e problem, 1 ①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事，而是

and long-process concerted efforts are in need. ( F irst of ！ 需要各方长期协同劳力。②首先，大学生

a ll , st udent s should put persona l development high on the I 应将个人发展视为最重要之事，努力成为

agenda , striving to be a man of co urage, capa bili ties and ｜ 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担当的人。③其

respons i bi li ti es. ( Besides, co ll eges s hould di ve rs ify 次，学校应使评价标准多样化，并鼓励教师

assessment standard s and motivate teac hers to deliver 以有趣易懂的方式传授知识。④同时，全

knowl edge in interesting and illuminating ways. ④ ｜ 社会应努力培养勇于挑战、勇于创新的新

M ea nw hile , a new t endency of daring to cha ll enge and ’ 风尚 。⑤我们由衷地认为，在各界共同努

innova te s hould be culti vated. ( W e s incere ly beli eve 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

that the Chinese dream of achieving great rejuvenation 年轻一代人中实现 。

wi ll s ure ly be rea lized by th e yo uth with the joint effort s. 

［篇章衔接］

第一段（ 3 旬）：描述图片 。

①②句描述图片内容（通过 He 囚指衔接） 。③句指出图片所示现象常见，并明确其负面性 。

第二段（ 6 旬）：分析现象成因及其负面影响 。

①句以问句过液，引 出原因分析。②③句指出外因（ 以 also 形成“并列关系”；以 i s attributed to . .. 

1s r esponsible for 体现“原因分析”）： “功利性”社会风气 ； “ 以分数为 l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④句由“外

因”过渡到“内医l ”（学生的畏难、功利心理），并导人对“现象负面影响 ”的分析。⑤＠句分析现象负面影

69 

vx：KZRZ2019



晌（以 fu r th巳r 形成“递进逻辑”；以 prevent from. . . make ... 体现“影响分析”） ： 不仅不利于个人发展 ，更

不利于国家未来 。

第三段（ 5 旬） ：提出建议 。

段落采用总一分一总结构 ：①句指出解决问题并非朝夕之事，而是需要各界长期协同努力 。②至④

句从学生 、学校 、社会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 以 Firs t of al l. . . Besides ... Meanwhi l e 体现“平行逻辑勺。⑤

句总结提出美好愿景 ，表达期许 （ wit h the joint effort s 概指前文三条建议） 。

［必备表达］

1. cutt ing-edge [a. ］ 尖端的，前沿的

2. be att r ibuted to . .. 归因于 ··

3. shrink back from ... 畏缩

4. demanding ［α． ］要求高的 ，费力的

6. knowledge h i erarchy 知识体系

［活用外干ll]

7. an overnight a ffa ir 朝夕之事

8. concerted effor t s 协同努力

9. put. . . high on the agenda 将……作为最重

要的事情

1. No matter how uncomfortable yo u might fee l , don ’ t shrink back from diff icult ies or challenges. 

一一一切切ω．户in t eres t. com 

译文：无论你觉得多么不舒服，都不要躲避困难或挑战 。

点拨 ： shri nk ( back ) from 意为“逃避……”，可替代常用动词 avo i d/ dodge/ escape 等 ， 增加文章中用

词的灵活性 。

2. Regulatory cooperation ought to be high on the agenda. 

－一一－ The W alL St reet J ourηαt 

译文 ：监管合作应当被置于首位。

点拨： sth. be h igh/ top on t he agenda/ put sth. high on the agenda 意为“……是最重要的事 ；将……

置于首位／优先考虑的位置飞可替代常用形容词 important/ signifi cant/maj o r 等 。

［精彩旬式］

1. The current achievement assessment system in colleges 定语从句修饰 assessment system : 

主语

which 

关系代词做主语

takes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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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r esponsible for th e phenomenon. 

表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T he assessment system is partly t he cause. 

T he assessment sys tem t akes credit s as the only indica tor. 

②利用代词将简单句整合

T he assessment which takes credits as the only indicator sys tem is partly the cause. 

③通过替换动词 、增加形容词 、介词短语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T he current ac hi evement assessment system in colleges which takes credi ts as the only indica tor is 

a lso responsible for the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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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旦旦旦纽且 ， 旦且旦！s should put personal development high on t he agenda, 

衔接词 主语 谓语 宾语 状语

trying to be a man ()f cou~且~巳！ carabi litie~ and resr:?n~＼七ilit i es.

伴随状语 a man后直定语

旬子成形步骤：

①写出简单句

Students should va lue their personal deve lopment. 

Students should try to be a man of courage, capabiliti es and responsibilities. 

②利用现在分同将简单句整合

Students shou ld value their persona l deve lopment, trying to be a man of courage, capabilit ies and 

responsib ili t ies. 

③通过替换动词、增加形容词等增加表达精确性、内容饱满度及美感

Students should put their persona l development high on the agenda , trying to be a man of courage, 

capabili ties and responsibiliti es. 

④增加衔接成分，连贯上下文

First of all , students should ... 

［思路拓展］

图画描绘的是大学生按照课程的难易程度选课的现象，属于“批判引导类”话题 。 第一段描述图片

后，第二 、三段可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可如范文所示，第二段重点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影 H向 ，第三

段提出建议。另外，也可在第二段将笔墨重点只放在“原因分析”或“危害说明”上。

［应用模板］

I ( T he cartoon depicts that . ( At the 

bottom of the picture the cap tion reads 

E( T he drawing is aimed at putting a spotlight 

on a socia l trend （或 phenomenon ) that ＿一一＿. ②ln

a society t hat （或 where ) , it is no wonder 

that some of us . ( Admittedly, the problem 

①图片描绘了

写着

。②图片下方的标题

①这 ipj 图旨在聚焦 这一社会趋势

（或：现象） 。②在 的社会，有些人

不足为怪。③诚然，这个问题一部分原因是

。④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这

1s du e partly to 

factor is the fact that 

from 

.( But a more powerfu l ｜主要源自于

, whic h stems mainly 

皿 ①I t ’ s true that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is not I ①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确并非易事，但是

an easy task, but a la issez-faire attit ude will invit e I 对其采取放任态度将会导致更大的问题。②首

even bigger troub le. ( First and foremost, each of ｜先，我们每个人都要加入促进一一一一的大潮中

us should join in the tide of 一一一＿ promotion （或：｜来，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③另外，记

promotin g ) , so that a good atmosphere I 住一个简单的真理：你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

would be created. ( Also, remember a simple ｜么，

truth: You reap what you sow, and （结合图

片进行说明）．

模板注释：该模板适用于“谴责批判类／批判引导类”话题作文，主要针对“社会风气起推波助澜作

用”的负面现象。该模板主体段落主要聚焦“原因分析飞先让步表明外在环境原因，再转而表明内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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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原因。第三段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

三、写作储备

［写作素材积累］

4’You are your greatest enemy if yo u are a cowa rd, but if you are brave, yo u are your greatest 

fri end. 

如果你是懦夫 ，你就是自己 的最大敌人；但如果你是勇者，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

争The j ourn巳y of self-growth never really ends; there are always new ways to exp巳ri ence the world, 

new ideas to try, new chall enges to accept. 

自我完善之旅永远不会真正结束；总是有新的方法来感受世界，总是有新思想等待去尝试，总是有

新挑战等待去迎接 。

今 Almost any s ituation - good or bad is affected by the a ttitude we bring to. (Seneca, ancient 

Roman philosopher) 

任何一种处境一一元论是好是坏－一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 （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

争Few things are impossible to dili gence and skill. G rea t works are performed not by str ength, but 

perseverance. C Samuel Johnso口， B riti s h writer) 

在勤奋和技能面前，没有不可能之事 。 伟大的作品不是力量造就的，而是坚持。（英国作家塞缪尔

· 约翰逊）

四、写作练习

请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写作，可参考“应用模板”。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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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an essay of 160 200 words based on the picture below. In yo ur essay, you should 

1) descr ibe the picture briefly 

2) interpret the meaning and 

3) give yo ur comments. 

You should write nea tly on the ANSWER SHEET. (20 points) 

［话题词汇］

( job hopping 跳槽；②commute t i me 通勤时间；③work overtime 加班；④down to ea rth 脚踏实地；

⑤fickle［α． ］浮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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