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翻译系 2011 级精读专项训练试题三

语法词汇答案与解析：��

1． B)【句意】我们晚点了，估计在我们到达电影院之前电影就已经开始了。�

【难点】该句子中的 expect 意为“考虑，估计”；by the time 意为“在…之前”，常和

将来完成时连用。�

2． B)【句意】要是没有阳光，也就不会有月光。�

【难点】英语中经常用介词短语表示虚拟条件，常用的这类介词短语为： without，in the 

absence of，but for 等。本句中的虚拟语气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一种假设，故主句中谓

语为 would be。�

3． D)【句意】因为暴风雪，所有航班被取消，所以许多乘客只好坐火车。�

【难点】该句逗号前是一个独立结构，逻辑主语是 All flights，逻辑谓语的动作在那时业

已完成，所以选择 having been cancelled。�

4． B)【句意】看到自己造成的损坏，他觉得非常羞愧。�

【难点】“on +动名词”往往用于句中表示时间状语，意为“在…时候”，是一常用的固定

搭配。�

5． A)【句意】你该意识到你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难点】虚拟语气也常用于 it is high time that 的结构中，意为“该…了”。that 从

句中的谓语一般用一般过去时。�

6． C)【句意】这两个地区相似，因为它们这个季节的降水量都很大。�

【难点】从句子结构和句意分析可知，两个句子之间构成因果关系，而能够表示因果关系的

连词只有 in that，意为“原因是，原因在于”，常放在第二个句子的句首，表示第一句中

事件发生的原因。�

7． A)【句意】如果你掉下来的时候，他没站在梯子下接住你，你现在就不会还在这儿笑眯

眯的了。�

【难点】此句为一错综时间条件句，从句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一个假设，按照常规虚拟语

气的要求，主句中的谓语动词应为 wouldn’t have smiled 才能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但从

时间状语判断，主句实际要表达的是与现在事实相反，所以谓语动词为 wouldn’t be 

smiling。�

8． D)【句意】假如我们有足够的钱，明年我们就去游黄山。�

【难点】provided 意为“假若”，相当于 if 或 on condition that,常用于引导条件状语

从句。lest 意为“以防，以免”，由其引导的从句常常用虚拟语气。until 的用法为：如

果主句的谓语动词为延续性动词的肯定式，则 until 意为“直到，到…为止”；如果主句中

的谓语动词为非延续性动词，则主句应该用否定式，此时 until意为“直到…才”。unless 

意为“除非，如果不”，相当于 if not。�

9． A)【句意】年长和年轻的这两位工人各有自己的工具。�

【难点】each 接在复数主语后只起状语作用，所以全句的谓语动词仍用复数形式。�

10． B)【句意】威廉告诉自己的妻子给他擦皮鞋。�

【难点】have sth done 是一个常见句型，意为“使某事被做”；shine 作擦皮鞋讲时，过

去分词是 shined”。�

11． A)【句意】高 410 米的世界贸易中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难点】如果定语从句中要强调先行词的某一部分，则通常用“名词+介词+关系代词”构成的

定语从句。此类定语从句中的关系代词必须按照先行词来确定。�

12． A)【句意】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后他才回到家乡。�



【难点】副词 only 置于句首，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在语法结构上，则引起倒装。

13． D)【句意】他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

【难点】without question 意为“无可怀疑的”。in question 意为“在考虑中的，在议论中的”。

out of question 意为“不成问题”。beside the question 无此搭配。

14． B)【句意】直到他开始以钓鱼为乐，他才开始得到了轻松的休息。�

【难点】此句为强调句，所强调的时间状语从句部分的动作几乎和主句的动作同时发生，时

间状语从句的谓语动词为过去时，因而主句的谓语动词采用过去时便可。�

15． D)【句意】不仅你，我也在这点上犯了错误。�

【难点】按照英语语法，由 not only…but also 构成的主语，其谓语动词应按照就近关系，因

此此句只能选择 D)。�

16． B)【句意】这项任务不易完成，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完成了。�

【难点】somehow 意为“以某种方式，用某种方法”；anyhow 意为“无论用何种方法”；

any way 意为“任何方式”，是名词；some way 是“某种方式”，也是名词。�

17． B)【句意】简刚刚给她英国的一个朋友回了一封信。�

【难点】answer a letter 意为“回信”，此时,answer 不能换成 reply 。return 意为“归

还，退回”,offer 意为“提出”。�

18． D)【句意】约翰先生没有作出打算辞职的暗示。�

【难点】indication 意为“暗示，迹象”；direction 意为“方面，方向，指令”；symptom

意为“征兆，征候”；information 意为“消息，情报”。�

19． C)【句意】她打开大门，狮子大吼一声，向她扑去。�

【难点】roar 意为“吼声，怒号；轰鸣”；yell 意为“叫喊，号叫”；cry 意为“喊叫；

哭”；shout 意为“呼喊”，但和 yell 不同。shout强调一个人以最高音调喊叫，以与周围

声音对抗，可表示愤怒或救援等；yell 指响亮而刺耳的喊声，尤指求救的喊声或运动时发

出的不由自主的叫声。�

20． A)【句意】他说的非常快，我没听懂他说什么。�

【难点】catch 意为“听清楚，领会，理解”；listen 指“（注意地）听”；get 意为“学

会；掌握；记住”；take 意为“领会接受”。

21． D)【句意】说不好他会不会出席会议。�

【难点】certain 意为“肯定的，必然的”，只作表语，主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it，后面

接真实主语从句；sure 意为“确信的，有把握的，自信的”，主语一般是人，即可作表语

也可作定语；right 意为“正确的，对的”；exact 意为“精确的，准确的”。�

22． A)【句意】她脾气暴躁，但另一方面她很和蔼。�

【难点】on the other hand 意为“另一方面”；on the contrary 意为“正相反”；on second 

thoughts 意为“又一想；重新考虑后”；on the whole 意为“总的来看”。�

23． A)【句意】罗素呼吁全世界舆论界谴责他们的侵略政策。�

【难点】call on 意为“呼吁，号召，要求”；call for 意为“要求”；call up 意为“召

集，征召…入伍”；call off 意为“取消”。�

24． B)【句意】我们必须加快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力。�

【难点】step up 意为“加快，加速”；speed for 不是固定搭配;switch on 意为“用开

关接通电流；打开（电器开关）”；turn up 意为“开大（声音），调高”。�

25． C)【句意】我们建议他们休息，可是他们坚持要完成这项工作。�

【难点】insist on 意为“坚持，主张”，后接名词或动名词，是习惯搭配；suggest 意为

“建议”，后面不可接 on ;continue 意为“继续，持续”，后接名词或不定式；persist

意为“坚持，固执”，后接介词 in。�



26． C)【句意】我喜欢煮鸡蛋和煮土豆，那是我最喜欢吃的。�

【难点】favorite 意为“最喜欢的”；delicious 意为“美味的，好吃的”；popular 意

为“受欢迎的，通俗的”；fond 意为“喜欢的，喜爱的”，后接 of，构成 be fond of，意

为“喜欢…”。�

27． B)【句意】我们吃完饭之后，吉米让侍者把账单拿给他。�

【难点】count 意为“计数；总数”；tip 意为“小费”；account 意为“账户，户头”；

bill 意为“账单”，是正确答案。�

28． A)【句意】吻过儿子后，夏娃把他推向小汽车，表示他自由了。�

【难点】push 意为“推，推动”。后三个词中，pull 是最一般的词，可指朝任何方面的移

动，用力可大可小。drag 指与地平线平行或斜着向上拖动，常表示在有阻力的情形下，拖

一种很重的东西费力地行进。draw 表示平稳地持续抽或拉。�

29． C)【句意】他们爬上山顶，想鸟瞰全城。�

【难点】in order that 意为“目的在于…，为了”，后接从句；in case 意为“免得，以

防”；for fear that 意为“生怕，以免”；as a result 意为“作为结果，因此”。�

30． A)【句意】测试组成员非常灵活，可根据要求改变时间表。�

【难点】flexible 意为“灵活的，可变通的”；gentle 意为“温和的，温柔的”；

sophisticated 意为“老练的，富有经验的”；shrewd 意为“机灵的，敏锐的，狡猾的”。

31. D)【句意】这台机器是塑料制成的，所以很轻。

【难点】分词结构置于句首，往往表示主句动作或行为的原因。动词不定式置于句首，往往

作目的状语。本句中主句的主语和原因状语部分的动词的逻辑主语一致，故后者的动词部分

应该使用被动语态，所以只有 D)正确。

32. B）【句意】站在海岬的顶端实际上就是站在流动的熊河里。

【难点】动词不定式和动名词都可以作主语，但在主系表结构的句子中，如果表语为动词不

定式，则主语也应为动词不定式；如果表语为动名词，则主语也应为动名词，二者必须统一。

33. D)【句意】他就本次足球赛所做的讲话令许多球迷烦得要死。

【难点】本句缺少一个介词，本句选项中只有 D)可以用作介词，意为“有关，关于”，相当

于 about.

34. C）【句意】他在简朴生活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正是他父母所希望。

【难点】本句的主语是一个带有逻辑主语的动名词短语，即 C）。全句总体结构为主系表结

构。

35. D）【句意】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他应该保持沉默。

【难点】no sooner than 常译为“一 ...就...”，为一固定搭配。no sonner 如果置于句首，

则从句的主语与和谓语必须倒装，在以上结构中 ，主语一般用过去完成时，从句一般用一

般过去时，所以选择 D）正确。

36. D)【句意】他走出总经理办公室，看起来好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难点】look as if+从句这种结构，从句中德谓语一般用虚拟式，如果谓语的形式为过去

时，则 表示与现在的事实相反，如谓语的形式为过去完成时，则表示与过去的事实相反。

37. A）【句意】厂长兼书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难点】英语中，如果两个以上的名词前面只有一个定冠词 the， 则可认定指的是一个人

或物；如果这种结构作主语，谓语动词必须用单数形式。

38. C）【句意】据悉这项工程已进行了三个月了。

【难点】因为 For three months 是个与完成时连用的状语，且 to为不定式符号，所以选，

即不定式的完成进行时。

39. B)【句意】要不是那场车祸，他们可能早就到了。



【难点】but for 常与后边的名词或代词连用，用于表达虚拟的条件。

40. B) 【句意】他们来看房子，目的是想买。

【难点】with a view to 意为“以...为目标；目的是...”，后接动名词；in the event of

意为“如果...发生；万一”；with reference to 意为“关于...，就...而论”；on account 

of 意为“因为，由于”

完形填空参考答案与解析

1.

1-5  A D A B D   6-10  C C A B D  11-15  A C D C B   16-20  A D B C A

2.

21．[c]【解析】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所到的每个地方”，故选 C。

22．[B]【解析】根据旬意“我们所到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符号的象征意义……”，at work

意为“在起作用”，故选 B。

23．[D]【解析】本题可用排除法，a set of 表示“一套，一组”，与“宗教信仰”搭配符合句意。

24．[B]【解析】few 修饰可数名词，与 not 构成双重否定，表肯定。

25．[A]【解析】该句是第二段的主题旬，承上启下，根据首段内容可知，要填的词应表肯

定意义，故选 A。

26．[C]【解析】serve…as“当作，充当……”，这是固定用法。

27．[D]【解析】本句说我们通常凭感觉来选择房子，on the basis of“以……为基础”，D 正

确。

28．[A]【解析】better 提示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比较关系。虽然车辆“完好无损”但我们喜欢换

较新样式的，故选 A。later“更新近的”。

29．[B]【解析】根据句意可知，人们换车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更便利的交通工具，而是为

了证明……，前后语义为转折关系,故 B 正确。

30．[A]【解析】afford“买得起，有能力购买”，该词充分体现了人们用较新款式的车辆换本

来性能很好的车辆的心态。

31．[C]【解析】urge sb．to do“催促，怂恿某人做某事”，符合作者当时不愿意换车而汽修

工怂恿他换车的情况。

32．[D]【解析】trade…for…意为“用……换……”，符合句意．D 正确。

33．[B]【解析】由作者的提问可知，他的车性能还是很好的，in shape“(在外形上)处于良好

状态”符合句意。

34．[A]【解析】可利用排除法解题。such…behavior 是代指上文提到汽车修理工劝“我”换车

的经历，unnecessary“无必要的”符合句意。

35.[C]【解析】ponder over“考虑，深思”，符合旬意。

36．[A]【解析】根据空格后句子中 complexity 和 simplicity 的对照关系，可知0ften 符合句

意。

37．[C]【解析】由该段末句中的 a better…is to…可知作者并不提倡过着像猫狗那样的简单

生活，C 符合句意．no reason for…“没有理由……”。

38．[A]【解析】后文作者指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可知作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 return to“回

归到”猫狗那样的简单生活。A 正确。

39．[B]【解析】对某问题的解决对策通常都用 solution，B 正确。

40．[D]【解析】空格后半句是前半句的结果，D 符合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