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系 2013 级大一下期精读专项训练试题一

参考答案：

PART Ⅰ

1. A） 【句意】白天的工作不顺心，回到家里拿老婆孩子出气，这是不公平的。

【难点】take it out on sb. 意为“拿某人出气”，其中 it是无人称代词，无所指，这是

一个固定的结构。

2. B） 【句意】由于害怕孩子感冒，她在孩子身上又盖了一条毯子。

【难点】for fear that 后接虚拟语气，（should）+动词原形。

3. C） 【句意】我们的教师建议我们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力应尽可能集中。

【难点】recommend，command ，suggest 等词后接的宾语从句应用虚拟语气，即（should）

+动词原形。

4. B） 【句意】你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事情。

【难点】have no business doing /to do something 意为“没有权力，没有理由做某事”

5. C） 【句意】利率再次下调旨在促进国内投资。

【难点】be meant to do 意为“旨在做 ”；mean to do 意为“打算做，企图做”；lead to 

意为“导致”，后接名词。

6. A） 【句意】像直接邮件、无线电、电视和报纸这样的广告媒介一直被用来促进工业品

的销售。

【难点】根据句意，应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media 是 medium 的复数形式。

7. A） 【句意】法庭传训他的时候，他否认拿了老太太的项链。

【难点】deny 后需接动名词，由于动作是过去发生的，所以选 A），动名词的完成式。

8. A） 【句意】帕克大夫被指控向患者提供过量的安眠药，结果造成病人在预期的时间前

死亡。

【难点】be accused of 是个常见的词组，意为“被控有…罪”。

9. C） 【句意】到下月底，我将完成这项任务。

【难点】by the end of next month （year）是将来完成时的典型状语，故选 C）。

10. B） 【句意】除非你的新经济计划创造奇迹，否则我们将赔钱。

【难点】unless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

11. A） 【句意】岩洞里很黑，她燃着了一根火柴。

【难点】strike 意为“擦（火柴）”，其它几个词不能和 matches 搭配。

12. B） 【句意】玛丽不能来参加生日晚会了，因为她患了感冒，卧床在家。

【难点】lay up 意为“因痛（或伤残）卧床”，常用被动语态； lay out 意为“摆出，展

开”；lay by 意为“储存”；lay down 意为“牺牲，献出”。

13. B） 【句意】她常说她最大的快乐在于为残疾儿童服务。

【难点】consist in 意为“在于，存在于”；rely on 意为“依靠，依赖”；be composed 

of 意为“由…构成”；comprise 意为“由…组成；构成”。

14. A） 【句意】为了搞清楚这一差别，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一下生物学发展的漫长历史。

【难点】distinction 意为“区别；差异”；indication 意为“标示，迹象”；recognition

意为“（正式的）承认，认可，认知”；constitution 意为“宪法，体制”。

15. C） 【句意】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能促进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感受性，并使他们更欣

赏自己的文 化。

【难点】foster 意为“培养，促进，助长”;coach 意为“训练，指导”；forsake 意为“遗

弃，抛弃”；censor 意为“审查，检查”。

16. A） 【句意】安把盘子打碎后，想把碎片再合在一起。



【难点】fragment 意为“碎片，碎块”；piece意为“块，片”；bit 意为“小片；小段”；

slice 意为“薄片；切片”。

17. A） 【句意】简企图用钱贿赂看门人，但失败了。

【难点】bribe 意为“收买；行贿”；corrupt 意为“腐蚀，使堕落”；award 意为“授予

（奖品等）；给予”；endow 意为“资助，捐赠”。

18. B）【句意】分类是组织任何领域知识内容的有效方式。

【难点】approach 作“方式，方法；态度”讲时，后接介词 to，其它几个词没有这种用法。

19. A） 【句意】人类已为他们对环境威胁作出的迟缓反应付出了重大代价。

【难点】response 意为“反应”后接介词 to ;responsibility 意为“责任”；resolution

意为“决心，决定”；resistance 意为“抵抗”。

20. B） 【句意】我们十分尊重约瑟夫教授，因为他总是信守原则。

【难点】live up to 意为“遵守，实践（诺言，原则）”；live on 意为“以…为生”；

live through 意为“度过，经历过”；live with 意为“忍受；容忍”。

21. C） 【句意】我爷爷不小心放火烧着了房子。

【难点】词组 set fire to 意为“点燃，使燃烧”。

22. D） 【句意】除了花很多钱外，我们的假期很愉快。

【难点】except 指的是除去同类的事物，且常用于否定句；besides 是包含在内的，除了；

in addition to 也是包括在内；except for 是除了不同类的事物。

23. A） 【句意】如果你要孩子们努力学习，你必须唤起他们的兴趣而不是责任感。

【难点】appeal to 意为“有感染力，有吸引力”；look into 意为“调查，观察”；give 

rise to 意为“引起，导致”；go in for 意为“爱好；从事，参与”。

24. B） 【句意】机器人基本上是一台机器，它能像人的手臂一样移动、操纵、结合或加工

零件。

【难点】component 意为“零件；成分”；character 意为“特性；人格”；catalogue 意

为“目录”；collection 意为“收集”。

25. D） 【句意】当然，谈论一些影响学生个性的事对他们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难点】eminently 意为“突出地；明显地”；chiefly 意为“主要地；大部分”；correctly

意为“正确地”，currently 意为“现时，当前”。

26. D） 【句意】虽然白色过去不受欢迎，但目前它是婚纱的首选颜色。

【难点】as是连词，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时，往往使用半倒装形式。又如：Beautiful as she 

is， she is foolish.

27. C） 【句意】由于长时间无雨，田野变得十分干燥。

【难点】该句的前半部分是 There be 结构，完成式独立结构形式，这与时间状语 for a long 

time 相吻合。

28. A） 【句意】数百万次计算如果用手工操作，那么，到计算结束的时候，就将失去其全

部实际意义。

【难点】这是一句虚拟语气的句子，条件句使用了省略 if的倒装句形式，动作与过去事实

相反。

29. B） 【句意】电视使我们能够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就看到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难点】moment 后接的是省略关系副词 when的定语从句。B）符合题意要求。

30. D） 【句意】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在车祸中失去双臂的小男孩能够用脚使用钢笔。

【难点】这是一个 what从句作主语的典型句子。

31. A） 【句意】虽然她很小的时候就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和诗歌，但她直到 25 岁才迎来第

一次真正的成功。



【难点】这是一个练习 not until 结构的句子。

32. A） 【句意】你应该知道，不该把你小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

【难点】to know better than to do sth.是一个常见的表示责备的句型，意为“应该知道

不该做某事”。

33. C） 【句意】既然火车一个小时以后才开，我们不妨到快餐店吃口东西。

【难点】might as well 后接动词原形，意为“不妨，何不”。

34. D） 【句意】当她没钱为孩子买吃的东西时，她开始偷。

【难点】resort to 意为：求助于，其中 to是介词，后接动名词。

35. A） 【句意】那个男孩承认在昨天踢足球的时候打破了窗子。

【难点】admit to 中的 to是介词，后接名词或动名词。

36. D） 【句意】贝蒂建议我把我们的行李认真地贴上标签以免运输中放错位置。

【难点】mislay 意为“把……放错地方”；misuse 意为“错用滥用”；mishandle 意为“瞎

弄，胡乱操作”；mistake 意为“误选”。

37. C） 【句意】就钱而言，她很富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幸福。

【难点】in terms of 意为“从……方面来说”；concerning 意为“关于”；as to 也是“关

于；至于”；in the light of 意为“鉴于，由于”。

38. A） 【句意】一篇好文章，除其它因素外，还要求选词优美，组织清晰。

【难点】call for 意为“要求，需要”；call on 意为“号召，请求”;call up 意为“使

人想起” ；call off 意为“取消，停止做”。

39. C） 【句意】对于顾客来说，直到最后时刻才让售货员猜出她真正喜欢什么，真正想买

什么，这是一个涉及面子的问题。

【难点】a point of honor 意为“涉及名誉的事情”；in one’s honor 意为“为某人的荣

誉”； on one’s honor 意为“以名誉担保”；an honor 意为“光荣的人或事”。

40. B）【句意】这座房子可能下月上市。

【难点】on the market 意为“上市，出售”； fair 意为“集市；庙会；交易会”;shop

是“商店”；store是 “储存；仓库”。

PART Ⅱ

Passage One

 1.【答案】C

  【解析】本句意为：汽车取代了马，成为日常交通工具。replace“取代”；deny“否定、

否认”；reproduce“复制”；ridicule“嘲笑”。故选 replace。

  2.【答案】A

  【解析】句意见上题。means 指“工具”，复数形式作单数理解，其他几项不符合句意。

  3.【答案】B【解析】nearly“接近”；hardly“几乎不”；certainly“肯定”；somehow

“设法”。接近 90%符合句意。

  4.【答案】A

  【解析】personal“个人的”；personnel“人事的”；manual“手工的”；artificial

“人造的”。本句意为：美国人使用汽车百分之九十是为了个人的业务。

  5.【答案】A

  【解析】根据上下文,本句的意思应该是“大部分的美国人能够买车”。

  6.【答案】B

【解析】根据上下文这里应该是指“有规律”的生产。

  7.【答案】B



  【解析】指的是在 1975 年，与前面的 in 1950 对应。)

  8.【答案】D

  【解析】本句的意思是“汽车生产商开始改进产品，提高效率”，只有 improve“改进”

符合句意。Raise 提高; make 制造; reduce 减少。

  9.【答案】C

  【解析】根据上下文，只能选 average“平均”。Unusual 不同寻常的。

  10.【答案】C

  【解析】本句的意思是“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比汽车价格上涨的速度快”。

  11.【答案】D

  【解析】本句缺主语，只有 A和 D可作主语，但 A项的意思不符。purchasing“购买”，

符合句意。

  12.【答案】A

  【解析】本句指的是家庭收入较小的一部分，不是指具体的数目。

  13.【答案】B

  【解析】此处需要用副词，先排除percentage这个名词，其他选项中只有proportionally

“相应、成适当比例的”符合句意。本句句意是，“在不同年代车价与家庭收入按比例增加”，

其他两项意思不符。

  14.【答案】A

  【解析】本句指的是家庭收入，只有 income 符合句意。

  15.【答案】C

  【解析】在表示某物花费某人多少钱的意思时，若物为主语，动词要用 cost。

  16.【答案】A

  【解析】本句指的是 4.75 个月的收入。

  17.【答案】B

  【解析】本句意为在 1975 年出产的汽车在工艺上比前些年出产的各种型号的汽车优越。

be superior to“比……优越”；be better 后面要接 than；famous“著名的”；fastest“最

快的”。

  18.【答案】C

  【解析】本句意为汽车的影响涉及整个经济。influence“影响”；affect 是动词，不

符合语法；running 和 notice 不符合句意。

  19.【答案】B

  【解析】这里 as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20.【答案】B

  【解析】spend (in) doing sth.是固定搭配。

Passage Two

 1.【答案】B

  【解析】这里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表示的是“在本世纪初”这一具体时间，

只有 at可以用在这里。

  2.【答案】D

  【解析】根据上文所说的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style)，而美国却没有自己

突出的，后面也应该是风格，故选 style。

  3.【答案】C

  【解析】本句意为没有人知道爵士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由谁发明的。discover 意为



“发现”，act 意为“行动，扮演”，invent 意为“发明，design 意为“设计”。故选 invent。

  4.【答案】D

  【解析】这里是说爵士乐被听到，所以用 heard。Listen 的意思是“听”，而且句末须

接介词 to，A),B)两项意思不符。

  5.【答案】C

  【解析】popular music 是指“流行音乐”，与 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相对。爵士

乐(jazz)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故选 popular。

  6.【答案】B

  【解析】此句意为古典音乐遵循正规的欧洲传统。form 意为“形成”，follow 意为“遵

循”，approach 意为“接近，靠近”，introduce 意为“引进，介绍”。

  7.【答案】A

  【解析】express 意为“表达”，与后面的宾语 moods(情绪)、interests(兴趣)、以及

emotions(感情)相搭配。explain 意为“解释，说明”，expose 意为“揭露，使暴露”，illustrate

意为“阐明”。

  8.【答案】D

  【解析】本句意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爵士乐听起来象是美国风格”。只有 sound 有

“听起来”的意思。其他三个词都无此意。

  9.【答案】A

  【解析】本句意为“就象爵士乐今天的样子”，as 意为“正如，就象”，后面接一个句

子。

  10.【答案】A

  【解析】origins 意为“起源，起始”，originals 意为“原作，原物”，discoveries

意为“发现”，resources 意为“资源”。此处句意为“爵士乐的起源”。故选 A。

  11.【答案】B

  【解析】本句意为“音乐的起源和音乐本身一样有趣。故此处应选择反身代词 itself。

  12.【答案】D

  【解析】本句意为“美国的黑奴是爵士乐的先锋”。players 意为“演奏者”，followers

意为“追随者”，fans 意为“(爵士乐)迷”，pioneers 意为“先锋，开拓者”。

  13.【答案】B

  【解析】本句意为“他们被作为奴隶带到南部各州”。只有 as，意为“作为”，介词，

符合此意。

  14.【答案】C

  【解析】本句意为“黑奴们被卖给南方种植园主们而且被迫在地里长时间地劳动。long

一般不与 months 和 weeks 搭配，hours 指工作时间，times 指次数或倍数,当一段时间讲时

是不可数名词，故只可选 hours。

  15.【答案】D

  【解析】demonstrate 意为“论证，说明，示威”，compose 后接介词 of，意为“组成”，

host 意为“款待，作乐”，form 与 procession 搭配，意为“形成队列”。故选 D。

  16.【答案】B

  【解析】上句提到形成队列，本句意为这样的队列经常伴随有一支乐队，故选上文提到

的 procession。

  17.【答案】D

  【解析】上句说：在去墓地的路上，乐队演奏缓慢的、庄重的音乐以便和悲痛的场合相

配合。而本句说：在回来的路上，情绪变化了。所以这两句之间应该是转折的关系。因此选



择 but。

  18.【答案】D

  【解析】本句意为“死神夺去了他们的一个亲人，但活着的人高兴他们还活着”。relations

意为“亲戚”。故选 D。

  19.【答案】C

  【解析】这里选择 happy，以便和上句中提到的 slow 和 solemn 相对应。

  20.【答案】C

  【解析】whistled 意为“吹口哨”, sung 意为“唱”, presented 意为“表演”,showed

意为“展示”，只有 presented 才能和 improvising 相搭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