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翻译系 2011 级精读专项训练试题二

Part I: Vocabulary & Grammar 

答案解析：

1：C

Discover: 做发现讲时，发现的对象是本来存在的，是主语不知道的，例如科学真理、新的

区域等。

Expect: 希望、期望。

Invent：发明

Make：制造

2：D

It was …before: 常用结构，表示“在。。。以前花了多少时间”

It was( has been ) +一段时间+since 句型中，since 表示“自。。。以来有。。。时间了”since 后

面从句的谓语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在主句中的谓语动词动作以前发生

When：引导的从句在时间名词后面是通常做定语，来修饰前面的时间名词

After：意为“在。。。之后”

3：B

Come up with：提出提供； Catch up with：赶上，跟上； Put up with：忍受、容忍； keep up 

with：赶上、跟上

4：C

Shine：神殿、圣地；shrink：收缩、缩小； shriek：尖叫、发出尖叫；shower：阵雨、淋浴

5：C

Lied：不及物动词 lie（撒谎，说谎）的过去时，不合题意。

Lie：动词原形，不合题意，主谓不一致。

Laid：及物动词 lay 的过去时，放置。

Lay：一词两意。一方面是不及物动词 lie（躺）的过去时，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动词原形意

为（放置），此处不能用动词原形。

6：A

Retort：反驳；  resort：求助、诉诸；  retreat：撤退；  resolve：解决、消除

7：A

For：后接表示一段时间的时间名次时，通常与完成时或者完成进行时连用，说明某事一直

进行了 多产时间。

8：A

根据题意，此处为关系副词短语 how long 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在该从句中除了关系词要

前置以外，其他成分要采取正常句子语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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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

Settle for：“满足于，接受”固定搭配。

Stand for：代表、代替

Live for：盼望、特别注意

Endure：及物动词，单独使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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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A

That：不能引导非限制定语从句，what 不能引导定语从句，who 可以引导非限制定性定语从

句但其 先行词通常是人。Which 在此指代前面整个句子。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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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A

View：“看见、观察”；  scene：“场景、出事地点”；  picture：“（美丽的）景色、物品、

人物”；  sight：“风景、名胜”，常用复数 形式。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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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C

Work off：“（通过工作、活动等）消除、清理”本句意为：她把积压的信件处理掉了。

Work on：“从事于，对。。。有影响”

Work out：“解决、判定出、理解”

Work over：“彻底改变，充分研究”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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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C

Much of a（an）+n：“了不起的。。。”eg：I am afraid I’m not much of a dancer.恐怕我的舞跳的

不是很好。

另外句中的 than 我们可以看出空格处应该用比较级形式。

19：D

Be accomplished in （at）：擅长于，其他三个介词均不能和 accomplished 搭配

20：C

Pretend：假装；  prevent：阻止、防止，通常用于 prevent sb from doing sth 固定搭配中；  

Present：呈现、描述、出示；  prepare：准备，常常与 for 连用

21： A

【参考译文】 最近报道了一系列抢劫案。

【详细解答】 首先应排除主动语态的选项。其次，当 a series of,a species of,a portion

  of,a kind/type of 等加上名词时，谓语动词一般用单数，即谓语动词的单复数取决于

species,series,portion,kind,type 是否是单、复数，而不取决于 of 后面名词的单、复数。本句

中 series 是被 a 限定的，因此是单数。

22：A

反义疑问句中，如果陈述部分为肯定形式，后一部分通常呀用否定形式；陈述部分为否定形

式，后一部分要用肯定形式。另外两部分时态要一致，如：mountains can be dangerous, can’t 



they?

B C D 时态均与前一部分不一致。

23：B

Bother one’s head with（about）：固定搭配，“为。。。担心”“为。。。焦虑”

Worry：一般不与介词 with 搭配，而常与介词 for 搭配“为。。。而担心”

Interrupt：“打断、终止”

Interfere：可以与 with 搭配，“妨碍、干涉”

24：B

表示前一种情况也适于用后者时，可以使用 so，neither，nor 后面跟倒装句来表示，肯定句

中用 so，否定句中用 neither 或者 nor

25：D

Eliminate：消除、删除，与 from 搭配

Withdraw：撤退、收回

Diminish：缩小、减少

Abandon：抛弃、离弃

26：A

Pride oneself on（upon）：以。。。自豪，自夸，其余三个介词均不能与 pride 搭配

27：A

【参考译文】 “你丈夫买了哪件上衣?”“黑色的那件，但我宁愿买绿色的。”

【详细解答】 “买”这个动作已经发生，would rather 之后是对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其结构

为 would rather have+过去分词。

28：D

Hand over：移交、交出

Hand in：上缴、上交

Hand out：分给（每个人）

Hand down：传给，常用于被动形式

29：C

Sensible：明智的，用来说明某人具有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

Sensational：轰动的、耸人听闻的

Sensitive：敏感的

Sensual：耽于声色的、性感的

30：D

Consist in：表现于、存在于

Consist with：与。。。并存或一致

Consist of：由。。。组成，由。。。构成

介词 on 不能和 consist 构成固定搭配

31. 答案 D

  【参考译文】 直到三年前他才开始外出工作。

  【试题分析】 本题是语序结构题。

  【详细解答】 not 放在句首，否定 until 状语从句，此时主句要求倒装语序。应将助动

词 did 提前。

32. 答案 A

  【参考译文】 看到即将下雨，他带上了雨衣。

  【试题分析】 本题是分词作状语结构题。



  【详细解答】 分词作状语可表示时间、原因、方式或伴随情况等。现在分词作状语时，

句中主语是该分词行为的逻辑主语；过去分词作状语时，句中主语是该分词行为的逻辑宾语。

本句中 he 是发出“看”这个动作的主语，因此应用现在分词。

33.. 答案 C

  【参考译文】 如果你当时努力学习，你就不会通不过考试。

  【试题分析】 本题是虚拟语气结构题。

  【详细解答】 这是对过去行为的虚拟，结构是 If+主语+过去完成时……，主语+would 

have done(即 would 接不定式的完成式)。

34.. 答案 B

  【参考译文】 当我们驱车野外，我们看见了许多牛群。

  【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名词的单复数。

  【详细解答】 首先考虑到 herd 可数，因此排除 C、D 两项；其次，cattle 作复数时仍

为 cattle，不能加 s。

35. 答案 A

  【参考译文】 今天下午别去那儿了，我宁愿你明天再去。

  【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虚拟语气。

  【详细解答】 当主句中的谓语是 would rather,would as soon,would just as soon 时，其后

的宾语从句的谓语应该用虚拟语气，表示现在或将来要做的事，须用一般过去时。

36.  答案 A

  【参考译文】 如果不是被开除了，我原打算出国一游。

  【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虚拟语气。

  【详细解答】 首先排除主动语态选项。其次，was to 表示过去准备做某事，因此这是

对过去事实的假设，需用 had not been fired。

37.答案 A

  【参考译文】 我想和你一起回家，行吗?

  【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反意问句用法。

  【详细解答】 此处反意问句应用表示“能不能够”的情态动词，B、C 两项无此意，可排

除；can 表示客观上的能力，如用 D 项，则表示我有考试*大没有这个能力和你一起回家”，

这不正确。而 may 表示“主观上有无此可能性”，符合句意。

38. 答案 B

  【参考译文】 我们国家正试图处理由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问题。

  【试题分析】 本题是固定词组词义辨析题。

  【详细解答】 cope with 意为处理，应付；而 comply with 意为遵守；cope to 无此词组；

comply to 无此词组。

39. 答案 C

  【参考译文】 窃贼们忽视了警报系统响铃的可能性。

  【试题分析】 本题是形近词词义辨析题。

  【详细解答】 overlook 意为忽视；overtake 意为追上，超过；overcome 意为战胜，克

服；overwork 意为劳累过度。

40. 答案 A

  【参考译文】 “你需要多少钱?”“嗯，200 美元可使我渡过难关。”

  【试题分析】 本题是固定词组搭配题。

  【详细解答】 see through 意为使某人能渡过困难。其余搭配均不符题意。

Part II: Cloze



1.

1.A   2.A   3.C   4.B   5.D   6.C   7.A   8.C   9.D   10.B 

11.B   12.C 13.A 14.C  15.D 16.A 17.A  18.D 19.B 20.C

2.

21．[D]

【解析】现代生活节奏较快，quick“快速，迅速”符合句意。

22．[C]

【解析】浏览全文可知，文章说的是文明驾驶，behind the wheel“开车”．符合句意。

23.[C]

【解析】根据句意“开坦克凶猛是好事，但驾车时也这样就完全是……”，可知 another 符合

句意。

24．[B]

【解析】空格所在句前半句提到“你可能会容忍那些乱开车的怪人、那些粗鲁而不体谅人的

司机”．转折词 but 引出“如今懂礼貌的司机反倒是……”．B 符合句意。exception to the rule“例

外”．强调懂礼貌的司机很少。

25．[A]

【解析】根据句意“也许要……一场‘善待其他驾驶者’的运动了”，call for“需求，呼吁”符合

句意。

36．[C]

【解析】作者提倡一场“善待其他驾驶者”的运动，目的是为了避免事情朝不良的方向发展；

再根据空格后的 may completely，可知 otherwise “否则．要不然”来引出另一种可能的结果。

27．[A]

【解析】固定词组 out of hand“无法控制”，符合句意，A 正确。

28．[D]

【解析】根据句意“礼貌驾车不仅是文明的举止，而且也是……”，good sense 意“明智”，D

正确。

39．[A]

【解析】空格在所句子进一步解释说明前面提到的 good manner“文明的举止”，good sense“明

智”。只有最冷静、最宽容的司机才能 resist“忍住”报复的冲动，故选 A。

30．[C]

【解析】subject 为及物动词，常用 subject sb．To stll．意为“使某人遭受……”，常用于被动

语态 sb．be subjected to。由于从句的主语与主语的主语一致。此处省略了 they are，故 C 正

确。

31．[B]

【解析】根据句意“另一方面，一个小小的礼貌之举对……驾驶的紧张情绪大有裨益”，B 正

确。relieve the tension“缓解紧张”。

32．[D]

【解析】由下文可知“友善地点头或感激地挥手”是对礼貌行为的一种回应，故选 D。in 

response to“对……回应”。

33．[A]

【解析】用点头和挥手回应他人的礼貌行为，显然有助营造友好、宽容的气氛，A 正确。．

34．[B]

【解析】but 转折及本段最后一句“现在有许多司机即使看到礼貌行为也似乎视而不见”，可



知这种对礼貌行为的感激在当今都是“少见的”，故选 B。

35．[C]

【解析】这里话锋一转讲到“不得体的礼貌行为”也会带来危险，故选 C。

36．[D]

【解析】该句举例说明司机突然刹车避让从小巷冲出来的汽车的行为．故选 D“猛烈地，激

烈地”。

37．[D]

【解析】从某个地方开出来的汽车，N 用介词 from，emerge from“出现．显露”。

38．[B]

【解析】when 在句中引导状语从句，本句意为“司机紧急刹车避让从小巷冲出来的汽车，从

而给后面的车辆带来危险，而本来再过几秒钟这条道路就没什么车辆了”。

39．[A]

【解析】现在分词 crossing 在句中作 a child 的补语．表动作正在进行。

40．[B]

【解析】根据句意“某人招手让孩子穿过斑马线，走到正有车驶近的另一边，而那些车辆可

能无法…...刹车。”in time“及时地”，符合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