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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系 2011级精读专项训练题 （四）
参考答案

单选题

1 答案:A 参考译文: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相比于他们当前的状况，可能更多的影响他们的意

识。题目分析:题干为一个简单句，主语部分为 People’s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情态

动词 may，动词 have，宾语部分为一个比较结构，more influence on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than their current state does.

题目相关单词解释 current：a. 流通的,现在的,最近的  initial：a. 最初的，开始的;

primitive：a. 原始的,上古的,  expectation: n. 期待,指望,展望 well-being：n.健康,幸福,福利

2 答案:B  参考译文:工作一整天以后,她累得没心情和我们一起去那个聚会了.

题目分析:题干为 so...that...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After working all day 为分词短语作状语.

in (no)mood to do sth.(没)有心情做某事

taste: n. 味道,品味,味觉;v. 尝,体会  mood: n. 心情,气氛

sense: n. 意思，意味，感觉，感知，见识，判断能力，意识，理智; vt. 觉得，意识到

emotion: n. 情感，激动，激情

3 答案：D 参考译文：有证据清楚的显示，植物和动物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题目分析：There is already evidence clear to show 为 there be 句型，that plants and animals are 

being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为 show 引导的宾语从句。

考点解析：注意：affect 和 effect 是一组容易混淆的词汇，affect 只有作动词时，做影响和作

用的意思。而 effect 只有作名词时，做影响的意思。

本题四个备选项都可作名词，故需区分四个单词的意思。

affect：vt. 影响，作用，感动  witness: n. 证人,目击者,证据;v. 目击,作证,证明

certification: n. 出证明   identity: n. 相同,身份,一致  evidence :n. 根据，证据，迹象

certification 由动词 certify 派生而来，identity 由动词 identify 派生而来。并且将 evidence 和

其形容词 evident 联系起来记忆。

4.答案：A 参考译文:很多女性仍然觉得他们被男性文化所阻碍，尤其是在一些专业的服务

部门。

题目分析:Many women still feel that they are being held back by a male culture 为 feel 引导的宾

语从句，particularly in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ector 做宾语补足语，对宾语的补充说明。

考点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动词 hold 与一些介词搭配形成的短语的意思。

拓展：动词 hold 与其它介词搭配的意思 hold down：压制;压低 hold off：延迟;使离开

hold over：继续;以..威胁  hold up：抢劫;举起..展示  hold with：赞成;容忍

题目相关单词解释 sector：vt. 部门，区域，(数学)扇区   hold back：，阻碍;退缩;隐瞒

hold forth：大发议论,夸夸其谈  hold on：握紧;等候  hold out：持续;伸出

5 答案：D 参考译文：这些发现描绘了一幅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独一无二的情景，以及他们

的动机和喜好。题目分析 题干是一简单句，要注意多重所有格的翻译，有连接词 and 判断

出答案与 motivation 相并列的词语.

考点讲解：根据题干中所填空前的 and，可以判断所填词语是一个与 motivation 并列的词语，

即是个名词而且意思与 movitation 相近。四个选项全部是名词，需要判断他们的意思。

preference 表示“喜好，偏好”，故应选 D 项。

题目相关单词解释 finding: n. 发现,发现物 unique: a. 独一无二的,独特的,稀罕的

plus: prep. 加上,加,增加 motivation: n. 动机,刺激,推动 privilege n. 特权，优惠，恩典，荣幸

preference :n. 偏爱,优先,喜爱物

6 答案:C 参考译文:一些人认为死刑不足以降低谋杀犯数量

考点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表示死刑的固定说法 deat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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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n. 图,阴谋,情节;v. 绘图,密谋,计划 practice: v. 练习，实习，训练;从事;执行

penalty: n. 刑罚,罚款,报应    pattern :n. 模范,典型,式样;v. 模仿,仿造

7 答案：A 参考译文：许多人事经理声称由于不诚实应征者人数上升，越来越难和诚实的应

征者加以区分了。

题目分析：题干中 it i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distinguish honest applicants from the 

growing number of dishonest ones.为一形式主语结构。所选择的答案位可以和 from 搭配的动

词，由此选择 distinguish。

考点解析：首先“形容词比较级+and+形容词比较级”表示越来越...，例如 more and more，

harder and harder 等等。distinguish 当表示区别，辨别讲时，有 distinguish between...and...和

distinguish...from...两种搭配，且这两种搭配是等价的。另外当使杰出，使扬名讲时，有固定

搭配 distinguish oneself.

personnel：n. 全体人员，人事(部门)   applicant：n. 申请者,请求者

distinguish：区别，辨别；看清，听出；使杰出，使扬名。disguise：n. 假面目,假装;v. 假装

dissolve：v. 溶解,解散  discount：n. 折扣,贴现率;v. 打折扣,贴现

8 答案：D  参考译文：研究表明居住在非吸烟寝室的学生不太可能养成抽烟的习惯

题目分析：本题的题干为由 show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先行词为 study(名词，做研究讲)。

make up:补足；编造；组成   turn up:出现，发生

draw up：起草，制定；是靠近；停住  pick up：拾起；收拾；学到，获得

9 答案：C 参考译文：几乎所有的工作申请者都决定要给潜在顾主留下好印象。

1)determine to do sth.和 be determined to do sth.这两种搭配均表示决心做某事的意思,差别在

于前者表示动作,后者表示状态.

2)determine on (doing) sth.表示决定(做).此外注意 determine 和 decide 两词的差别,decide 表示

经过考虑在几种可能中做出选择的决定;determine 之决心大,意志坚决,任何时候都不动摇.

determine：v. 决定，决心，测定，确定  potential n. 潜在性,可能性;a. 有潜力的,可能的,潜

在的  illusion：n. 幻觉，错觉，错误的信仰(或观念)   reputation: n. 名誉,声望

impression: n. 印象,意念,盖印 reflection: n. 反映,沉思,映像

10 B  参考译文：MIT 教育的一个特点就给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

1)specialize 与 in 搭配表示专攻与某一门学科.注意与 specialist 的区别,例如:a specialist in 

history 表示历史学家,to specialize in history 表示专攻历史.

2)participate 与 in 搭配表示参与,参加.participate in=take part in

3)consist 与 in 搭配表示在于,存在于的意思.consist 的其它搭配还有:consist of 表示由...组

成,consist with 表示与...一致.

4)involve 与 in 的搭配有两种形式:involve sb./sth. in 表示使卷入,使介入.be involved in 表示包

含...

11 答案:C  参考译文:知道有相当多的流行的英语表达来自圣经是有好处的。

由题干可知,要求所填的动词可以和 from 搭配,由此可以直接排除及物动词 acquire 和 obtain, 

derive from 由...起源,result from 因..引起,由词义可知选 C.derive from 为四六级考试中常考

的词汇.

注意:要区别 acquire 和 obtain 当表示获得词义时的区别.acquire 表示用于通过不断的学,问等

慢慢地获取学问,技术等较抽象的事物.obtain 表示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或经过很大的努力,获得

期望已久的东西.

acquire: v. 获得  obtain: v. 获得,流行,达到;  derive: vt. 得到，追寻…的起源，派生，引出;vi. 

由来，衍生  result: n. 结果,成绩,答案;v. 产生,起于,致使

12 答案:B 参考译文:Tom，你是否曾经想过会因为考试作弊受到处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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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一个固定搭配 it occurs to sb. that...，意思为某人想起了.

  根据题干所填空前的 it 以及后面的 to you，可以排除 happen，reflect 以及 strike。需要

注意的是，happen 和 strike 均有比较类似的结构。happen：it happened that...意为碰巧...或发

生...    strike：it strikes sb. that...(=it occurs to sb. that...)意为使某人忽然想起...

strike:n. 罢工，攻击;vt. 打，击，敲，冲击，给…以深刻印象;vi. (钟)鸣响，罢工，袭击

13  D 参考译文:在美国，88%的吸烟者在十八之前就开始吸烟了，尽管出售香烟给 18 岁以

下的人是不合法的

题目分析,前半句 In the U.S. 88 percent of smokers had started before they were 18,句子的主干

部分为 88 percent of smokers had started,In the U.S.和 before they were 18 均为状语.注意后半

句 the fact that it is illegal to sell cigarettes to anyone under that age.为同为语从句,而不是定语

从句.

关于 liable,注意 liable 的两个搭配,be liable for 对...有责任,be liable to 易于...

irrational 由否定前缀 ir 与 rational 构成.rational 意思为理性的,理智的;合理的.另外在此处

需要辨析 rational 和 reasonable 词义上的区别 ,rational 指理性的,区别于动物无理性的

(irrational),指理智的,区别于感情用事的 (emotional).reasonable 指(人)讲道理的或(事物)有道

理的,公平合理的.

liable: a. 有义务的,应负责的;有...倾向,易于...的;可能的,大概的.

Liberal a.自由主义的;慷慨的,大方的;心胸宽阔的,开明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

irrational: n. 无理数;a. 无理性的,不合理的

illegal: a. 违法的,不合规定的

第一篇完形填空

14 答案:A 参考译文:根据重要目击者的描述，特别大的鼻子是这个犯人面部的最令人难忘的

特征。

本题主要是对四个选项的词义的辨析.feature 意思为特征,原指面貌等显著的部分,用以指心

中所留印象的显著部分.注意与 characteristic 相区别,characteristic 意为特征,指与他物区别的

特征.

注意:1,hint 两个搭配，give/drop sb. a hint 给人暗示;take a hint 会意.

2,signature 与 sign 词义的区别：sign 作名词时意为符号,记号,姿势,手势,标识,牌示,征兆,迹

象;signature 的意思为签字，签名.

hint: n. 暗示,提示;v. 暗示,示意;

spot: n.点，斑点，污点，地点，场所;vt. 认出，发现，玷污，污辱;vi. 沾上污点

signature: n. 签字，签名

15 答案:B 参考译文:巴西的宪法规定军队禁止使用核能。

此题也是四个选项词义的辨析。从上文 constitution(宪法)可知，下文的 the military use of 

nuclear energy 是其所禁止的，所以选 forbids

注意:当表示禁止，阻止意思时，可以表示为 stop/prevent/hinder/prohibit/restrain+from doing sth.

而 forbid 的用法为:forbid sb. to do sth.或 forbid sb. sth.

object 的用法为:object to doing sth.(to 为介词).

16 答案:D 参考译文:尽管他们失去了工作，存款额和失业保障允许这对夫妇依然坚持过舒服

的生活。

come in for 接受, 受到, 继承   catch up with 赶上

look forward to 盼望    hold on to 坚持

17 B 参考译文:尽管很多专家同意更多的孩子过度肥胖，对于处理问题最好的方式仍然在争

论。



4

注意:1)题干中出现的expert的词性,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2)relate这个词有两种搭

配,即 A relate to B 表示 A 与 B 有联系,A relate with B 表示把 A 和 B 联系起来.无比区分这两

种搭配在意思上的区别.3)attach 的固定搭配:be attached to 表示附属于;依恋于.

relate:v. 讲,叙述,有关系

tackle: vt. 对付，处理;n. 用具，器具，滑车

file: n. 档案,公文箱,锉刀;v. 列队行进,归档  attach: v. 附上,使依恋,爱慕

18 A 参考译文:决定你在考试中表现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你的心境。

注意:1)circumstance 特指某事或某动作发生时的情况.2)situation 指与他事物相关时的位置.

19 答案:C 参考译文:研究表明一个人赚多少钱和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没有重要联系。

1)对于选项 A,应记住一串词汇 ,succeed(v.继承 ,接替 )--succession(n.接替 ,继任 ;接续 ,连

续)--successive(a.连接的,连续的)--successor(n.接替人,继承人)

2)对于选项 D,一般在书信写作的最后都是用该词的副词形式,写做 yours sincerely.

successive: a. 连续的，连接的  subsequent: a. 继…之后的，后来的

significant: n. 意义，重要性 a.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重要的，重大的

sincere: a. 诚恳的，真诚的

20 答案:D 参考译文:让人难过的是，随着在私人花园花费的上升，在公园上的花费却在下降

题目分析:题干中前后两个分句的结构比较类似,前半句是由 as 引导的状语,后半句为主句.前

后两个分句的都是分词短语作主语,前半句的主语为 spending on private gardens,后半句为

spending on public parks.

heighten: v. 增高,提高,加强  lift: n. 举起,帮助,昂扬;v. 升高,举起,消散

flow: vi. (液体)流动，涌出，飘动; vt. 淹没;n. 流，水流，气流，流量

soar: vi. 高飞，翱翔，高涨，猛增

21 正确答案：A    [U]水果(总称) Do you eat much fruit? 你水果吃得很多吗? Fruit is 

expensive these days. 水果近来很贵. [C]一种水果；果实 What fruits are in season now? 哪几

种水果现在上市了? Is a tomato a fruit? 西红柿是水果吗?

22 正确答案：D ff8080811897474f011897c6c51c03bf 注释：none 可指人也可指物，作主语

时，如和 of 连用指不可数名词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指可数名词时，谓语动词用单、

复数均可。如： None of them has / have seen me before. None of this money belongs to me. 该

句中表语 teachers 为复数，故 none of them 是为复数。

23.正确答案：A ff8080811897474f011897db55860496 注释：就近原则选谓语动词。

24.正确答案：D ff8080811897474f0118979bceb601c6 注释：由 as well as, with, along with, like, 

together with, rather than, except, but, including, accompanied by, plus, besides, in addition to, no 

less than 等引起的结构跟在主语后面，不能看作是并列主语，该主语不受这些词组引导的插

入语的影响，主语如是单数，其谓语动词仍然用单数形式。例如： 1) My mother, as well as my 

father, has a key to the office. 2) The man together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sits there watching 

TV.

25 正确答案：C ff8080811897474f011897eeb0140575 注释：many a + 单数名词，谓语用单

数。

26 正确答案：D ff80808118a0d5c20118a13941ec008d 注释：在 which, _________ ,_________ 

or__________?句中，表示三者或三者以上比较 Which is the biggest, the sun, the moon or the 

earth? 太阳，月亮，地球，哪一个最大？

27 正确答案：B ff80808118a0d5c20118a19091e002cd 注释：prefer…to(介词)，相当于 prefer 

to(do)…rather than(do)．

28. .B. require 后要用虚拟语气，是省略了“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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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 与现在事实相反时， 动词用一般过去式，be 的过去式用 were，不管人称区别，是硬

性规定

他对待我的态度好象我是他亲儿子似的，但事实是我不是他亲儿子

30. 答案：C �

【参考译文】据说艾滋病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那个地区的男女来说是头号杀手。【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对非谓语动词的掌握。�

【详细解答】由句中的时间状语“over the past few years”可知动作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故

应用不定式的完成式作宾语。�

31 答案：B  【参考译文】简再笨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连词的用法。�

【详细解答】在这四个选项中，只有 as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可用倒装，故为正确答案。

32 答案：A。我们习惯上说：come to a decision, arrive at a decision, reach a decision,做出决定。

33．答案：A。in case:（连词）免得，以防万一。本句的意思是："我写了下来，免得忘了"。

又如：Keep the window closed in case it rains.把窗子关好，以防下雨。in case of (介词短语)：

假使、如果发生。In case of fire, ring the alarm bell.如遇火警，即按铃。In order that （连词，

引导目的状语从句）为了…In order that he should not be late , his mother woke him at 6. 为了

不使他迟到，母亲在６点种叫醒他。for fear of:（介词）生怕、以免。She left an hour early for 

fear of missing her train. 她提早一小时离开以免误了火车。

34. 答案：D。in the name of :用…的名义，代表…。本句的意思是"以保护环境的名义，这

个化学厂被拆除了。"又如：open an account in the name of John Smith 用约翰史密斯的名字

开户。in spite of ：不顾，不管。In spite of what you say, I still believe he is honest. 不管你说

什么，我还是相信他是诚实的。in honor of :为了向…表示敬意，为庆祝…为纪念…They gave 

a banquet in honor of the delegation .他们设宴招待代表团。in favour of:赞同，支持。He refused 

a job in government in favour of a university appointment.他拒绝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而选择了大

学的职业。D 最符合题意。

35 答案：C。该题是定语从句。关系代词 which 在定语从句中做动词 spent 的宾语。

36 答案：B。so+ 形容词（副词）+that…, such+名词+that….两者都表示结果，如此…以至…

37 答案：B。sometime:某个时候，可指将来，也可指过去，后面一般要有一个时间范围。

本句的意思为：公司的经理给我发来一份传真说他明年春天的某个时候来访。又如：We'll take 

our holiday sometime in May.我们将在五月份的某个时候休假。I saw him sometime in August. 

我在八月份的某天见过他。因此 B 正确答案。sometimes (=occasionally) : 有时候。Sometimes 

we are busy and sometimes we are not. 有时候我们忙， 有时候我们不忙。some time 表示一

段时间，可长可短。He stayed in Beijing for some time and then began to move on. 他在北京住

了些日子又继续搬迁。some times：好几次。(=several ) I have been in Hong Kong some times.

我去过香港好几次。

38 答案：A。本题是测试考生的时态。在时间和条件状语从句中要用一般时表示将来的动

作。因此 A 是正确答案。又如："They will go home for winter vocation as soon as they finish 

their exams. 他们一考完试就回家过寒假。"

39 答案：B。本句测试虚拟语气在表语从句的用法。在 suggestion, proposal, request，order 等

名词后面的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中，用"(should )+动词原形，表示虚拟，should 常常省略。

又如：My suggestion is that we (should) send a few people to help the other groups.我的建议是我

们派几个人去帮助其他小组。

40 答案：B。no sooner…..than…一…就…；hardly…when…一…;就…；scarcely…when…一…

就…。No sooner had I lain down than the telephone rang.我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Scarcely had 



6

the baby cried when the nurse rushed to carry him. 婴儿一哭保姆就赶快去抱他。本句的意思

是："他们刚把货物盖好，就开始下雨了。

完形填空

1

1.【答案】B

  【解析】本句中由 with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those words。短语 become 

acquainted with sb./sth.意为“认识某人，了解某事。”

2.【答案】D

【解析】imitate 意为“模仿”，stimulate 意为“刺激，激发”。study 和 learn 都有“学习”

的意思，study 着重研究，而 learn 指一般性的学习，故选 D。

3.【答案】C

【解析】mate 意为“伙伴，同事”，可组成复合名词，如：classmate 同学，roommate 同

房间的人。relative 意为“亲戚”，member 意为“成员”，family member 意为“家庭成员”，

fellow 意为“伙伴，家伙”。

4.【答案】A

  【解析】which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和前面的定语从句并列，修饰先行词 those words,

关系代词 that 只能在限制性定语从句中代替 which。

5.【答案】C

【解析】even if 在这里引导条件状语从句。Even 是副词，不能引导状语从句。In spite of 和

despite 表示“尽管”，为介词词组或介词，也不能引导状语从句。

6.【答案】B

【解析】本句的意思是“它们涉及生活中的一般性事情，是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惯用的语

言材料。Concern 意为“涉及”,mind 和 care 表示“介意，计较”，relate 表示“讲述、叙述”。

7.【答案】D

【解析】use 意为“使用”，apply 意为“运用”，hire 意为“雇用”，adopt 意为“采纳”。

8.【答案】C

【解析】at large 意为“普遍的、一般的”，in public 意为“公开地、当众”，at most 意为“至

多、不超过”，at best 意为“充其量、至多”。

9.【答案】C

【解析】share 意为“份额、共享”。right 和 privilege 意为“权利、特权”，在本句不符合题

意。possession 意为“拥有、占有”，通常指拥有财物。

10.【答案】B

【解析】comprise“包含、包括、由……组成”。compose 常用于被动结构 be composed of 表

示“由……组成”。consist是不及物动词，必须和 of组成短语动词表示“由……组成”，constitute

意为“构成”。

11.【答案】A

【解析】seldom 意为“不经常、很少”。

12.【答案】D

【解析】prospect 意为“前景”;way“方式”;reason“理由”;necessity“必要性”。本句只有

necessity 符合句意。

13.【答案】B

【解析】本句意为“我们最初既不是从母亲嘴里，也不是从同学那里了解这些单词的……”

first“第一、首先”;primary“基本的、原始的”;prior“优先的、在先的”;principal“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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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的”。

14.【答案】C

【解析】learn sth from one � s lips 是固定搭配，表示“从某人嘴里得知”。

15.【答案】D

【解析】but 在这里表示转折的含义。

16.【答案】B

【解析】attend a lecture“参加一个讲座”。

17.【答案】C

【解析】formal“正式的”;former“以前的”;formula“公式、方程”;formative“形成的”。

18.【答案】B

【解析】topic“话题”;theme“主题”;point“要点”。本句指讨论的话题，故选 topic。

19.【答案】D

【解析】degree 和 extent 均可表示程度，但 extent 还可表示“范围”。本句意为：……讨论

问题的方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范围，所以选 extent。Border 边界，link 连接。

20.【答案】B

【解析】diversion“转移、转向”;distinction“差别”;diversity“多样性、变化”;similary“相

似之处”。本句意为：学术性词语和大众化词语之间的差别，故选 distinction。

2

1.【答案】C  【解析】本句意为在不同的社会里,这种合约采取不同的形式。take the form 

of 是固定搭配,意为“采取……形式”。

  2.【答案】C  【解析】本句是说“在西方社会,男女的结合只有由政府认可的官员登

记后才成为合法婚姻。”union“结合"；difference“区别”；condition“条件”；divorce“离婚”。

  3.【答案】A  【解析】主语是 the union，为单数，从上下文的时态看应用现在时。

  4.【答案】D  【解析】过去分词做定语修饰 official，意为被认可的官员。

  5.【答案】A  【解析】though 为连词，连接主语和从句，表“虽然……但是”；yet

一般用在否定句或疑问句尾，表示“已经”；still 用在动词前后，表示“仍然”；however 可用

逗号与前后隔开，在意思上与前句转折。

  6.【答案】A 【解析】have nothing to do with,与……无关，固定搭配。

  7.【答案】A 【解析】符合商品交换的选项只有 exchange。contact“接触”；communication

指“交流、交换(消息)”；connection“连接”。

  8.【答案】D 【解析】此处是强调句型，It is…who/that 结构，故只能用 it.

  9.【答案】B  【解析】make a payment of 是固定搭配，意为“支付”。money 是不可

数名词，故不能用 a money。cost 和 consumption 是花费、消费的意思，后面一般没有 to 的

结构。

  10.【答案】A  【解析】also 一般跟着谓语动词；too 与 as well 一般放在句尾，too

有时也放在句中，用逗号隔开。

  11.【答案】B  【解析】a people“一个民族”，a people living in southern Sudan 是 Nuer

的同位语，从 among the Nuer 中可以看出，选项不可能是 a man 或 a person 或 a couple。

  12.【答案】B 【解析】be known as，作为……而得名；如用 call 或 name，后面的 as

应去掉。

  13.【答案】C  【解析】in the form of“以……形式”,固定搭配。

  14.【答案】A  【解析】number、figure 表示数字；volume 意为“容量”；只有 amount“数

量”可与新娘彩礼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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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答案】A  【解析】动词 agree 后面可接不同的介词，agree on/upon 表示就一点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agree to 同意对方建议；agree with 同意某人意见，双方在观点意见上的

吻合。无 agree for 的说法。

  16.【答案】A  【解析】casual“偶尔的”；progressive“进步的”；direct“直接的”。根据

上下文。此处应填 legal“合法的”。

  17.【答案】D  【解析】“联姻的后代成为”，不可能选 bride 或 cattle。但从后面的句

子中可以看出，此处选 children 最为合适。

  18.【答案】A  【解析】本句的意思是“即使妻子离开丈夫后，同别人生活，他们的

孩子应属于夫方。His 指代 husband。

  19.【答案】D 【解析】根据上题的译文，本句用 even if“即使”，符合句意。

  20.【答案】B 【解析】other 后接复数名词；表示单数概念时用 an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