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翻译系 2011 级精读专项训练试题一

参考答案：

PART Ⅰ

1. C) 【句意】 他的答案很不清楚，我根本弄不懂。

  【难点】 sense 意为“意义；含义”,短语 make sense of 意为“弄懂…的意思”；explanation

意为“解释，说明，阐述”，侧重说明事件的真相、原因；meaning 意为“意义，意思； 含义”，

但不能在 make sense of 短语中代替 sense；interpretation 意为“解释，说明，阐明”，比较正

式。  

2.  C) 【句意】 勃朗宁一家人还没露面，我怀疑他们会不会来。

  【难点】 turn up 意为“出现，露面”；turn in 意为“归还，递交…”；turn out 意为“原来

是，证明是”；turn to 意为“求助于；求教于”。  

3. A) 【句意】 你应该每年检查一次自己的眼睛，因为你的眼镜镜片也许需要更换。

  【难点】 lenses 意为“镜片”；glasses 意为“眼镜”；sights 意为“视野；风景”；crystals 意

为“水晶，晶体”。

4. B) 【句意】 校董会希望他们选择的那出剧会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难点】 popular 意为“讨人喜欢的；得人心的；受欢迎的”。recognized 意为“被赏识的；

受表彰的”。favorable 意为“赢得赞许的；讨人喜欢的”，但后面不能接 with。fascinated 意为

“被迷住的，被弄得神魂颠倒的”

5. D) 【句意】 我们砍伐树木的行为损坏了鸟兽的自然家园。

  【难点】 damage 意为“加害于…，损伤…”；harm 意为“对…有害”；hurt 意为“疼痛，

受伤，(精神上)伤害”；injure 意为“使受伤”，身体受外力伤害。   

6. C) 【句意】 当我和萨拉为校报合作一篇文章时，我们发现很难在一起工作。

  【难点】 collaborate 意为“合作，合著”；compile 意为“汇集；编辑”；gather 意为“聚会，

集会”；collect 意为“收集；集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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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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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句意】文件的消失从未得到过解释。

  【难点】account for 意为“解释；说明”；count for 意为“值，计”；look up 意为“查检”；

check up 意为“核实”。

10. B)【句意】当这个人被问及丢失的文件夹时，他否认曾经见过。

  【难点】四个选项中只有 deny 合题意。deny+动名词，意为“否认”；refuse 意为“拒绝”，

加不定式；oppose 意为“反对，抵抗”，常接介词 to; resist 意为“反抗，抗拒”。

11. C) 【句意】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把我们从大量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比如，甩干机使我

们不必把洗的衣服挂起来。

  【难点】liberate 意为“解放”，与 from 连用；escape 意为“逃跑；逃走”；benefit 意为“有

益于”；comfort 意为“安慰；慰问”。

12．D）【句意】农业是这个国家财富主要的来源，其中小麦是最主要的谷类作物。

  【分析】 本题考查对非谓语动词的掌握。这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wheat 前用逗号，

且没有连词，表示这一句起补充说明的作用，该空不能用动词的形式，则 being 为唯一之选。

13．A）【句意】到目前为止，杰克已经失踪两天了，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试题分析】 本题考查时态的用法。由句中时间状语“for some time now”可知，这里要

用现在完成时；选项 A 为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动作从过去某一时间一直持续到现在，故

为正确答案。

14．C）【句意】树的后面有小山，它的壮丽景色在河面上真实地反射出来。

  【分析】 本题为语法题，考查关系代词的用法。这是一个定语从句，此处缺少一个关

系代词。whose 指代前面的 hills, whose magnificence 表示它的壮丽景色。

15．B）【句意】你说今天下午谁会到办公室找我？

  【分析】 本题考查插入语的用法。did you say 是一个插入语。比如说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teacher in our school? 即你认为谁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

16．D）【句意】---艾伦喜欢汉堡包吗？---喜欢，以至于他几乎每天吃。

  【分析】 本题考查连词的用法。这句话实际上是 (He likes Hamburgers) so much so that 

he eats them almost every day. 连词“so that”如此...以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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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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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 【句意】经过若干次斗争，种族隔离被取消了，其中的几次斗争在前几章里已经提到。

  【难点】这里考的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关系代词 which 前加修饰语

20. D) 【句意】我本不必把圣诞礼物给他邮去，因为他圣诞节期间回家了。

  【难点】主句用了一句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表示必要性的虚拟语气，符合题意。

21.A） virtually 实际上,几乎 Virtually the queen rules the Kingdom instead of the King.

22.A） concern “关于”=be about. This story concerns a good girl and a wicked fairy.

  state 陈述,叙述 The book states the case for women’s rights very clearly.

  proclaim 宣布,宣告 The ringing bells proclaimed the news of the birth of the prince.

23. A） 【参考译文】要不是摔断了腿，她可能会通过考试的。

本题为语法题，考查对考虚拟语气的掌握。 根据句意，此虚拟语气表示与过去事实相

反，条件从句应用 had+过去分词，又由于这里是省略了 if 而将 had 提前的部分倒装句，故

选项 A 为正确答案。

24.A） applaud 称赞，赞许 The teacher applauded his brave spirit. enhance 提高，增强， clap

鼓掌。 Elevate 举起，提高 The fresh morning air elevated him.

25. B）【参考译文】——下学期你打算修哪些课程？ ——还不知道。不过该是作决      定

的时候了。

【试题分析】本题为语法题，考查对考虚拟语气的掌握。

【详细解答】 It’s (about) time (that) … 是虚拟语气句式，其谓语动词要用一般过去式，因此

B 项是正确答案。�

26．A） in comparison with① 与……比较起来（可比相同点或不同点）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London are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New York. in proportion to② 与……成比例

The insolence of the vulgar i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ignorance: they treat everything with contempt 

which they do not understand. in association with③ 与……联合，与……共同 They finished the 

work in association with their friends.

 27. A） make one’s last appearance 最后一次露面

 28. B） in brief① 简短地，简言之 This, in brief, is the answer to the argument. in short② 总之，

用在表总结的场合 You can’t make me! I won’t do it! In short, no!



 29. D） charge : v. 收费

 30. A） 根据句子的意思，可以看出 and 前后表因果关系，所以选 consequently 表因此。

31. C） 从句子结构来看，fact 后接的是同位语从句。

32. B） accuse of 指控某人犯……罪 He was accused of corruption. 

  charge with 指控某人犯……罪 He was charged with negligence of duty.

  blame sb for 因……埋怨，责怪 Movies have been blamed for the crime wave.

  warn sb of 警告，告戒某人 He was warned of the danger.

 33. B） ripe 引申为“时机成熟的，准备好的”I won’t tell her the news until the time is ripe   for 

it. ready for 做好准备的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34. B） take the blame for sth 对某事负责，内疚 We are ready to take the blame for that.

 35. B) in that 由于，因为 Human beings are superior to animals in that they can use language as    

a tool to communicate.

 36. A) come up with 提出，提供 He claime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come up with that idea.

    come out 出现，显露，出版，发表 When will his new book come out?

  come round/ around 顺便来访，改变主意 He will never come round to our way of thinking.

  come up to 达到，符合 Only in this way will you come up to the Party’s expectations.

37. B) 【参考译文】你是否经历过明知对方是正确的却不愿意同意其观点的场合呢？本题

考查关系词的用法。本句是一个同位语从句，先行词是 situation，从句是对其内容的解

释，此同位语从句只能用 that 引导。

38 . A)  Arise 出现 rise 上升 raise 举起；饲养 arouse 唤醒；引起

39 . D) be subject to …遭受.  Relate to …. 与… 有联系  Involve in … 卷入

40. C) 【参考译文】该实验还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本题为语法题，考查 more…than 这一结构的用法。在 more…than 这一结构中，than 后面

应跟动词原形，又因为主语是 the experiment，所以谓语用单数，故选项 C 为正确答案。

PART Ⅱ

Passage One

1.答案 B 

  【解析】将第 1，2，3 题通盘考虑。此处意为“老师会花一两个小时用幻灯来解释讲课

的内容，写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散发一些阅读材料,布置作业”。illustrate 用图解说明，举例说

明。

  2.答案 C

  【解析】参考第 1 题答案。attribute 把……的原因归为……；contribute 有助于，贡献；

distribute 分发，散发，与下文的 give out 同义。

  3.答案 A

  【解析】assignments 作业，任务。

  4.答案 C

  【解析】新生发现别的学生一直在记笔记,他们不知道该记些什么,所以用 wonders。而

suspects(怀疑)；understands (理解，明白)；convinces(让人相信)与题意不符。

  5.答案 B

  【解析】with 结构在此表示伴随的结果，说明学生听完讲座却记了一些抓不住重点的笔

记。

  6.答案 D

  【解析】这里是一个并列句，并列的两个部分是 which do not catch the main points and 

which become hard even for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7.答案 D

  【解析】此句意为：学生记下的笔记连自己也无法明白。

  8.答案 C

  【解析】鉴于上述情况，许多学校开设课程以帮助新生培养记笔记的能力，成为一名真

正有效率的听众。assist 帮助，援助。

  9.答案 A

  【解析】参考第 8 题答案。effective 有效的；passive 被动的；relative 相对的；expressive

表现的，富于表情的。

  10.答案 D

  【解析】此处的意思是：如果这些课程不可行的话，还会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技巧的

指导，这些指导使学生们能够独立地锻炼这些学习技巧，在此 If 表示假设条件。

  11.答案 A

  【解析】enable sb.to do sth 使人能够干什么；stimulate 激发，刺激；advocate 提倡，倡

导；prevent 阻止。

  12.答案 A

  【解析】independently 独立地；repeatedly 再三，重复地；logically 合乎逻辑地；generally

大体上，一般地。

  13.答案 C

  【解析】此句意为“通常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就应该解决这种听课技能的问题”，此处

C.to tackle problem 意为“解决问题”。evaluate 估计，评估；acquaint 使认识，了解；formulate

用公式表示，系统地阐述或提出。

  14.答案 A

  【解析】参考 13 题。

  15.答案 B

  【解析】这里的意思是“承认大多数学生在获取语言技能方面有困难，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只有承认这种困难才能提出克服困难的方法”。所以选 B.acknowledge 承认，认可。

  predict 预测；argue 争论，论证；ignore 忽略，忽视。

  16.答案 B

  【解析】过去分词做定语。

  17.答案 D

  【解析】克服困难用 overcome difficulty。不用 preventing 阻止，阻碍；withstand 经受

住，抵抗；sustain 支撑，经受。

  18.答案 D

  【解析】本题涉及学年的表达方法。

  19.答案 B

  【解析】此句意为：另一种基本的方案或策略是寻找一个学习的伙伴。strategy 策略，

方案。

  20.答案 C

  【解析】本题测试介词与关系代词的用法，with whom 表示与同伴一起学习。

Passage Two

1. A) 此空四个选项都是从属连词，但是它们的属性是不同的，例如：although 是表示转折

关系的；since because therefore 是表示原因关系的。通过阅读此空所在句得知大概句义为：

“尽管这些宽阔的现代化公路通常很平坦且维护良好，转弯也很少，但是一直保持笔直的公

路不总是令人赏心悦目”。



2. C) 根据词汇线索和词义搭配可知，stable，splendid和 complicated一般不能用来修饰 roads。

3. B) 根据语义线索可推断此空正确答案为选项 B few。

4. C) 根据上下文可推测出如果高速公路总是保持笔直，对于驾驶者来说是非常枯燥的，因

此本空的正确答案为 C enjoyable。�

5. D) 介词 by 能和动词 pass 搭配，意为“经过，掠过”。�

6. B) 本句中的联系副词 Furthermore 说明本句是对上一句的进一步补充和信息的增加，由此

可推测本句句义为高速公路不仅经过风景区和乡村，通常还“将庞大的都市中心区连接起

来”。故正确答案为 B。�

7. D) “交通拥挤”用 heavy 和 traffic 搭配。�

8. A) 通过分析可知，这里使用的是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四个选项中只有 A when 具备

此语法功能。�

9. B) 根据上下句关系可推断此句为条件句，故选项 B 为正确答案。

10. A) 根据主句中的“older ... roads”可推断此空需要填一个比较意义的副词，以构成对比关

系，故选项 A relatively“相应地，相对地”为正确答案。其他三词词义分别为：regularly“有规

律地，定期地”；respectively“各自地”；reasonably“有理由地”。�

11. B) 根据此空前后词及结构可断定此空应使用比较级，故可排除 A 和 D。另外根据上下

文可推测此空应为 less，因为“more heavily traveled”意为“车辆拥挤的”公路，与常识不符。

12. D) 从下文的 others 可知此空正确答案为 D some。

13. B) 根据上文的 slopes 和下文的 hillsides 就可以断定这里需要一个表示路况不好的词，选

项 A rocks 意义不符，故只有 B cliffs “悬崖” 为正确答案。�

14. A) 根据题目和选项可断定此空应为 towns 的后置定语，由此可猜测句义为“位于深谷中

的城镇”，“位于”lie 是不及物动词，不能以过去分词的形式出现作名词的后置修饰语，故正

确答案为 lie 的现在分词形式 lying。�

15. D) 定语从句修饰 places 用 where 来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