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系 2013 级大一下期精读专项训练试题 3

参考答案：

PART Ⅰ

1．A)【句意】形成火的条件之一是该材料能够被加热到燃烧的温度。

【难点】A)项 requirement 这个词和 idea, suggestion 等一样，要求从句里的谓语动词用

（should）+动词原形。

2．D)【句意】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福比斯先生才能重新控制公司。

【难点】only+状语放在句首时，具有强调作用，谓语必须倒装。

3．C)【句意】只是迟到了几分钟，并不能成为解雇她的理由。

【难点】A)，B)均不能充当句子主语，C)The fact 后跟 that 引出的同位语从句，D)Being 是

动名词。但 D)中的名词 being 没有行为主体，未说明谁迟到，所以排除。

4．A)【句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对他无理的要求做出让步。

【难点】come what may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其中 come 总是用原形动词，在这一用法中，

主谓必须倒装，此句相当于 whatever may happen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5. C)【句意】就我所知，每种方法都试过了，但都没有成功。

【难点】means 虽以 s结尾却是单数形式，因此谓语动词应选用第三人称单数。

6. A)【句意】他用“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难点】表示客观事实或普遍真理时，句子通常用一般现在时，此类句子的时态不受其它分

句时态限制。

7. B)【句意】本期设计联络会将持续十天才会结束。

【难点】by the time 意指 no later than the moment that something happens，常与过

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连用。

8. D)【句意】如果他们能在我们后天离开之前赶到的话，我们就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难点】表示将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常用虚拟语气，主句的谓语为 should+动词原形(适

用于第一人称主语)或 would,could,might+动词原形(适用于其余人称主语)；而条件句的谓

语应该用 should+动词原形，were to+动词原形或直接用动词的过去时(如 be 改用 were)。

9. B)【句意】从他的举止便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一名教师。

【难点】as 意为“如，照(某种事实或情况)”，在本句中为关系代词，指代第二个分句，

as 代替整个句子作主语时，谓语动词通常必须用单数。

10. C)【句意】尽管牛顿非常伟大，然而他的许多观点当前正受到怀疑，并且当今的许多科

学家正在努力对这些观点进行修正。

【难点】challenge 意为“挑战，怀疑”，常用作及物动词。本句中牛顿的观点受到挑战为

一个当前已经发生的事实，故采用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

11. A)【句意】学生们有必要做更多的练习。

【难点】虚拟语气可以用于主语从句中，常用的句型为：It +is(was)+形容词 that…，主

语从句中的谓语用(should)+v.的表达形式。

12. C)【句意】目前的形势强迫我们采纳这项政策。

【难点】adopt 意为“采用，采取，采纳”；adapt意为“使…适应；改编” admit 意为“承

认”；adjust 意为“调整；使…适应”。

13. B)【句意】我们可以用桥将两座岛屿联接起来。

【难点】connect 意为“连接；与…衔接”；unite 意为“结合；团结”；relate 意为“把…

与…联系起来”；combine 意为“结合；联合；化合”。

14. A)【句意】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晚点两个小时。

【难点】delay意为“使耽搁，延迟”；cancel 意为“取消；终止”；dismiss 意为“解雇，



解散”；postpone 意为“延期，拖延，缓办”，尤指因为某种原因事先作出安排，与 delay

不同。

15. A)【句意】人口稠密的地区是传染病滋生的地方。

【难点】densely 意为“稠密地；浓密地；密集地”；sparsely 意为“稀地；稀疏地”；improperly

意为“不合适地，不协调地”；poisonously 意为“有毒地，引起中毒地”。

16. C)【句意】也许这位顾客忽略了他的月度报表，而没付单。

【难点】overlook 意为“忽略”；omit 意为“遗漏；忘记”；bewilder 意为“使迷惑；使

糊涂；难住”；escape 意为“逃过…的注意；被…忘掉”。

17. B)【句意】他干了这么多重活儿，累得精疲力竭，差不多睡着了。

【难点】wear out 意为“使疲乏；使厌倦；使耗尽”；wear down 意为“使消瘦，使厌烦”；

wear off 意为“渐渐减少；消逝”；wear away 意为“消磨，打发，虚度；(时光等)流逝”。

18. B)【句意】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居民区一个水果蔬菜摊前。

【难点】stand 意为“摊位，摊子”；station 意为“岗位”；joint 意为“接合点，接合

处”；lift 意为“电梯”。

19. D)【句意】任何语言学习的第一步都是观察和精确记录本族人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

【难点】set down 意为“写下，记录，记下”；set off 意为“出发，动身”；set about

意为“开始忙碌，着手工作”；set up 意为“开办，建立，设立”。

20. A)【句意】随着压力的增强，岩浆通过坚岩里的一些渠道被挤压到地球表面。

【难点】intensify 意为“强化，增强”；magnify 意为“放大，扩大”；heighten 意为“增

高，提高”，指高度；deviate 意为“越轨，脱离”，常与 from 连用。

21. B)【句意】波尔是个重残者掌握多种生存技能的典范。

【难点】proficient 意为“熟练的，精通的”；efficient 意为“效率高的，有能力的”；

persistent 意为“坚持不懈的，执着的”；transient 意为“短暂的，转瞬即逝的”。

22. B)【句意】谣言到处传播，传播恐惧，破坏名誉，把安定的局势搅得动荡不安。

【难点】turbulent 意为“动荡的，混乱的”；tragic 意为“悲剧的，写悲剧的”；vulnerable

意为“易伤的，脆弱的”；vicious 意为“邪恶的，堕落的”。

23. D)【句意】我相信那句话起源于你昨天说的话。

【难点】originate 意为“发源；来自；产生”，须与 from 连用；result“(作为结果)发

生，产生”，后也可接 from,但意义与本句不符；arise 意为“产生，发生；出现”；come

意为“来自；产生于”，也可接 from,但意义仍与本句不符。

24. A)【句意】她的葬礼在当地教堂举行。

【难点】funeral 意为“葬礼，葬仪”；festival 意为“节日”；farewell 意为“辞别，

告辞”；finish 意为“终结，结束”。

25. C)【句意】汤姆问妻子是怎样接待朋友的。

【难点】inquire 意为“打听，询问”，后加宾语再加 of或加从句，有时还和 about 连用；

ask 意为“问，询问，打听”，但后面不接 of;question 意为“审问，怀疑”；interrogate

意为“讯问，质问”。

26. B stagnancy 停滞, 迟钝 efficiency 效率, 功效 complacency 满足, 安心

inadvertency 不注意, 怠慢

27. D incidence 落下的方式, 影响范围 prudence 审慎 prevalence 流行 evidence 迹象, 

根据

28. A delinquency 行为不良, 错失 mistake 错误, 过失 evil 邪恶, 不幸, 罪恶 crime

犯罪行为

29. D  go into 进入, 加入, 探究, 变得 go for 去找, 努力获取, 被认为, 主张, 拥护



go with 伴随, 与...相配 go beyond 超出

30. A  estimate 估计, 估价, 评估 exact 精确的, 准确的, 原样的, 精密的, 严格

evaluate 评价 calculate 计算估计 打算

31. A   depreciate 折旧, (使)贬值, 降低, 贬低, 轻视 convert 使转变, 转换...,使...

改变信仰

circulate (使)流通, (使)循环 alleviate 使(痛苦等)易于忍受, 减轻

32. A  in the way 挡道，妨碍某人 in a way 在某种程度上, 稍稍 lead the way 带路, 

示范 give way 撤退, 让路

33. D  above all 最重要, 首先 terribly 可怕地, 十分, 极 nothing but 只 anything 

but 决不

34. A  circulation 循环, 流通, 发行额 business 商业 currency 流通 force 力量, 魄

力, 势力, 暴力

go into circulation 是一个短语，意思是“进入流通”。 currency 不和 go into 搭配。

35. D  finger 用手指拨弄, 伸出 feature vi.起重要作用 vt. 是...的特色, 特写, 放映

nurture 养育, 给与营养物, figure out 计算出；明白；推测   句中的 miss out 解释为

遗漏

36. A   barrier (阻碍通道的)障碍物, 栅栏, 屏障 similarity 类似, 类似处 problem 

问题, 难题  disagreement 意见不同, 不调和, 争执, 不和, 争论

37. B   complacency 满足, 安心 mercy 仁慈, 宽恕, 怜悯 incompetence 无能力, 不适

当  persistency 固执, 持续

38. B   peculiar 奇特的, 罕见的, 特殊的 unique 唯一的, 独特的

single 单一的, 单身的, 单纯的, 孤独的, 专一的, 个别的

sterile (超纲词)贫脊的, 不育的, 不结果的, 消过毒的, 毫无结果的

39. A   object to 反对 adjust to 适应, 调节 appeal to 呼吁, 要求, 诉诸, 上诉, 有

吸引力  conform to 符合, 遵照

40. A   ★ 词义辨析：model example pattern

model 常用作褒义；example 可指好的或坏的榜样、例子

pattern 常指某种特定的式样，作模范解时，可与 model 互换

PART Ⅱ

Passage 1

1.【答案】A【解析】根据下一句及随后的内容，作者讲的是怎样成为动物爱好者的(从

小就喜欢动物)，应当选择 A.how。

2.【答案】C【解析】in the first place 是固定短语,意思是“首先”。此句意思是：别人经常问

到的问题之一，是当初我是如何爱上动物的。

3.【答案】A【解析】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在呀呀学语之时,最早发清楚的音是“zoo”(动物

园),而不是“妈妈”,“爸爸”,因此,应选 clarity“清晰”。填入其他选项 emotion (感情),sentiment(多

愁善感),affection(友爱)不合逻辑。

4.【答案】B【解析】but 在此处连接另一个句子(it was the word“zoo”,“it was”被省略)，表示

转折，意为“而是”，Except,except for,but for 的用法接近，表示“除了……”。例如:We go there 

every day except Sunday.   He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except for the last one.

For a year the dam remained complete but for the generators.

从意思上，逻辑上，都应当选 but。

5.【答案】D【解析】根据后面的 over and over again,应选“repeat”

6.【答案】C【解析】小孩想去动物园,便不停地发出尖叫声,故选“voice”。A shrill voice 与 scream



的意思接近。volume(音量)；noise(噪音)；pitch(音调)均不合要求。

7.【答案】B【解析】shut sb.up 是指让某人住口，为了让孩子停止尖叫，只好带他去动物园。

8.【答案】A【解析】根据后面主句的时态，此处只能用一般过去时。

9.【答案】C【解析】a great many 后直接跟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a great / large amount of

后跟不可数名词；只有 a great /large number of 后可以跟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例如:I read a 

great many English books.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is spent on tobacco every year.   A great 

number of civilians were murdered in cold blood.

10.【答案】D【解析】living 后必须接介词 in，意为“居住”；cultivating 耕种；reclaiming 开

垦；只有 exploring 有探察的意思。

11.【答案】C【解析】add to 相当于 increase，增加。其余选项后面都不接 to。

12.【答案】A【解析】later on 为固定短语，“后来”。

13.【答案】D【解析】attendant 仆人；keeper 可理解为“饲养员”，但是 a student keeper 容易

被误解为“收留学生的人”；aide 有“助手”之义。作者一边上学，一边在动物园里打工，只能

当助手。

14.【答案】D【解析】which 在此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前面列出的动物。

15.【答案】D【解析】因为钱是在动物园打工挣的，选 successfully 更能体现其含义。

16.【答案】D【解析】finance my first trip 意为“支付我的旅行费用”；pay 后应接介词 for；

其他选项的意思相差甚远。

17.【答案】B【解析】此句为现在完成进行时态,选 regularly 比较贴切。

18.【答案】D【解析】此句是由 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应与主句意思相对立。选项

中，sorrows 和 disappointments 与主句的 appeal to 相对立，但 sorrows 的分量太重。

19.【答案】C【解析】appeal to 为成语，意思是“吸引”。

20.【答案】B【解析】excursion 短途旅行；journey(从一地到另一地的)长距离，具体的旅途；

travel 旅行，旅游，海外旅行；trip 旅行，远足

Passage 2

1. C。 本句的意思是：“成功或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能扬长避短。”improvement

改进；victory 胜利；achievement 成果，成就。这三个词都不合题意，只有 C.failure“失败”

最合适。

2. A。 to a great extent 是固定短语，意思是“很大程度上”，符合题意。类似的说法还有：

to a large extent,to some extent, to an ext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o that extent, to the extent of…。

the, some, certain 都不能与 great extent 搭配。

3. B。 on 与前面的 depend 构成本句谓语。

4. B。 of 与名词连用,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状态，做表语。置于句首，表示强调。正常语序为：

Your attitude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5. A。 A person 后应当是定语从句,“开始工作的那个人”。

6. C。 本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人就深信自己不会喜欢或肯定不适应这项

工作，那么阻碍他成功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or 后面省略了主语 he。ensure 保证；certain

肯定的(只能用于 It 做主语的句子里)；surely 确实地；sure 肯定的。

7. D。 in one � s belief 相信。其它选项都不能与 belief 搭配。

8. C。 capable of doing 是固定搭配，意为“能够干什么”。

9. D。 attempt 用做名词，后接介词 at，意为“试图，努力”；如果后面接介词 on，表示攻

击的意思。其他两项都不能与 attempt 搭配。

10. C。 本句的意思是“具有某一工作的必要技能是一个优势”此处应填句子的主语，故选

动名词 having。



11. D。 本句主语是 A book � keeper or carpenter…。根据主谓一致原则，其谓语应当用单

数 is，而不是复数 are。being, been 都是分词，应该排除。

12. D。 on 与前面的 capitalize 搭配，表示“利用”。做不定式 help 的补语。其它选项不能与

capitalize 搭配。

13. B。 本句的意思是“克服缺点”,应选 weakness(缺点，弱点)。idea 观点；strength 优点；

advantage 优势。

14. B。 固定短语 take stock of，意为“对……估价，对……作出判断”。

15. A。 本句的意思是：“随着更深入的阅读”，从语法角度，此处应填关联词。四个选项中，

只有 as 能用做关联词。

16. D。选项 A, B, C 分别是 deal(处理，论述，涉及)的原形，过去分词及被动语态。根据语

法和语义，此处应填将来进行时，意思是“随着书中内容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将详细论述发

展和加强学习技能的具体过程。”

17. C。根据上下文，这里应当指“学习技能”。

18. B。固定短语 to begin with，意为“首先，第一”，常用做插入语。

19. A。谓语动词 pause 后，examine 又是动词原形，所以这里应当选 to，可构成动词不定式，

做目的状语。其余选项都是介词，不合题意。

20. C。本句对全文进行总结概括，与文章的开头相呼应，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is your 

attitude 故选 atti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