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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utes)



Writing



Part Ⅰ


审题构思
这是一篇议论文,讨论抓住现在的重要性。

的观点,善于使用关系词理清逻辑关系,做到层

第一段,亮出观点,引入主题;第二段,中间结构

次分明;第三段,总结,要做到深化主旨,再次强

部分,牢记“ 清晰” 二字,利用举例丰富所要论述

调观点的正确性。

参考范文
As a well-known saying indicates, “ Theres no

bitterness and regret, wondering how life might have

portance of the present. However, though it seems

may, such thoughts really can be all-consuming and

time like the present. ” The proverb reveals the im-

like a common sense, most people tend to struggle at
times to remain in the “ present. ”

Most people spend the majority of their time

thinking about either the past or the future. For
some, such thoughts offer a pleasant escape, with

the past bathed in a warm, nostalgic glow and the
future anticipated with relish. Most, however, are
conflicted, even tormented. Many look back with

been had they pursued their dreams. Come what

it wont change your life at all. Being present gives
us access to feelings and thoughts that may otherwise
be overlooked. Whats more, the present is all that

anyone ever has and is the only chance for us to
make a difference.

Therefore, being present is the underlying ele-

ment to help one become a better person, and lead
one to greater happiness and success.

高分词汇
bath

v. 沐浴

nostalgic
torment

a. 怀旧的;乡愁的
v. 折磨,使痛苦

glow

relish

n. 灼热;色彩鲜艳;兴高采烈
n. 滋味;风味

句型衍生
① However, though it seems like a common

② Many look back with bitterness and regret,

sense, most people tend to struggle at times to re-

wondering how life might have been had they pur-

a. However, though it seems like a common

a. Many look back with bitterness and regret,

main in the “ present. ”

sued their dreams.

sense, most people are likely to struggle at times to

wondering how life might have been if they had fol-

b. However, though it seems like a common

b. Many look back with bitterness and regret,

remain in the “ present. ”

sense, most people may find themselves struggling at
times to remain in the “ present. ”

lowed their dreams.

wondering how life might have been if they had
chased their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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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Comprehension

(30 minutes)



Part Ⅱ



Section A
again, focusing your research on the Navajo.

Conversation One

W: Hi, Professor Jones, Thanks for seeing me.

M: No problem, Laura. How was your summer
break?

W: It was great! But the fact is its made me reconsider my academic plans.

M: Oh, really?

W: Um Sounds intriguing. And all the courses I

have already taken would still count toward my
degree?

M: I have to check. And remind me to plan careful-

ly to make sure all your degree requirements are
met, but I dont see any problems.

W: (1) I just spent the summer working on a Native

W: Great! And then I can pick up the language and

Arizona. And I was fascinated, so now I want to

Questions 1 to 4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religion.

【 听前 预 测】 根 据 选 项 内 容 department, major,

American reservation, a Navajo reservation in

study the Navajo language, uh, their history,
M: Wow! Sounds like you are really enthusiastic,
but you were majoring in sociology, and I heard
you were doing something with education?

culture courses as electives.

you have just heard.

semester, research 等可推断此对话与学习有关。

1. Why did the woman visit her academic adviser?

【 详解】 C) 。 本题为主旨题。 对话中的双方

W: Right. I have done some research on the public

在谈论研究计划和内容,对话中 Laura 所学的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ern states. But now I really

专业为社会学,但是她对 Navajo reservation in

want to study the culture of the Navajo people.

Arizona 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因此,在对话中教

M: How did you end up on a reservation in Arizona?

授在和 Laura 谈论要选择什么方面和视角对

W: (3) A friend of mine took a job there, in a sum-

Navajo reservation in Arizona 进行研究。 因此,

mer school program. And they had another

应选 C) ,即“ 弄清如何将她的兴趣和研究项

opening. (2) I thought it would be just a big ad-

目相结合。 A) 选项“ 比较社会学系和人类学

venture,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much more than

系的要求” ,对话中未提到。 B) 选项“ 询问换

that.

专业的建议” ,和对话中所提到的相反,对话

M: If you want to study the Navajo language, the re-

中 Laura 表示不想换专业。 D) 选项 “ 讨论致

ligion and history, thats par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W: No. I really dont want to change majors at this
point. I love sociology and I really want to grad-

力于 Navajo reservation 研究的可能性” ,与对
话内容不符。

2. What did the woman say about her summer experience?

uate in four years.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对话可知,

M: Okay. So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ince

Laura 提到她去 Navajo reservation 的时候只是

you are interested in education, you can stay

认为这是一场历险活动,但是没想到会让她

with that, (4) change your research topic to the
Native American experience with public educa-

tion. And you could take sociology courses on

religion or the role of minorities in society,

有这么多的收获,因此应选择 B) 。 其他选项
均不符合原文内容。

3. Why did the woman mention her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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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解】 A)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原对话可

accounting firm and hes a member of a profes-

知,Laura 提到她的朋友是因为她朋友之前在

sional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Do you think

那里工作,并且引荐她去参加这个活动,因此
应选择 A)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对话内容。

4. What was the professors final suggestion?

【 详解】 C) 。 本题为推理题。 根据对话内容

theyd offer financial aid?

W: Yes, thats fairly common, especially if you are
planning to go into accounting. What are you

可知,教授最终建议 Laura 既然对教育比较感
兴趣,并且这也是和她的专业相关的内容,因

studying? What do you plan to do after you
graduate?

此可以研究 Navajo 地区的大众教育。 因此应

M: I want to become a dentist. Im enrolled in a

究 Navajo 地区的语言” 、D) 选项“ 继续在 Nav-

W: Okay. (8) So Id suggest looking in the library

选择 C) 。 A) 选项“ 转专业” 、B) 选项“ 集中研
ajo reservation 工作” 均与对话内容不符。

pre-med program for dentistry.

for information on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to do
with dentistry. Any number of them might offer

Conversation Two

W: Hi, can I help you?

M: Yes, (5) Id like to get help with the payment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planning to join their
profession.

for my classes, some sort of financial aid. The

M: Ill definitely investigate that one. Thank you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begin. I saw this

W: Youre welcome!

me something about that?

you have just heard.

problem i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it, so I
poster about work-study programs. Can you tell
W: Well, I think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govern-

ment sponsored work-study program. It works
like this: you work on campus and get paid an

hourly wage just like a regular job. However,
instead of getting a paycheck, ( 6 ) the money
goes directly to your bill for your courses, but

very much.

Questions 5 to 8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 听前预测】 浏览各个选项根据关键词 scholar-

ship, financial aid, work-study program 等可知此
对话和申请奖学金、助学金等有关,听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相关内容。

5. What are the speakers mainly discussing?

【 详解】 C) 。 本题为主旨题。 根据对话内容可

almost all work-study jobs pay low wage. The

知,双方 在 谈 论 如 何 得 到 资 助, 因 此 应 选 择

truth is: you might do better getting a job off

C) 。 选项 A) “ 申请不同类型奖学金的程序” ,

campus sinc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对话中 未 提 到。 选 项 B ) “ 去 哪 提 交 资 助 申

the money, like paying your rent or buying text-

请” ,这不是本对话的主要内容。 选项 D) “ 提

books.

M: Thanks! Thats very useful. So how do I find out
whats out there?

W: Let me show you our catalogue of various pro-

供勤 工 助 学 项 目 的 不 同 组 织 ” 未 在 对 话 中
6. What is the womans opinion of the work-study

grams as well as scholarships offered here. Oh

yeah, be sure to visi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oo. Theres a whole section on financial aid in-

cluding application forms. ( 7) If either of your

parents works for a large corporation, have them
check to see if their companies do that.

M: Okay. Good idea. Hey, my dad works for a big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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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 详解】 A)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对话可知,
对话中的女士提到学校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薪
水较低,并且所得薪水只能用于交学费,因此
建议对话中的男士去学校外面找兼职工作,薪
水较高,并且可以自由支配所得薪水,因此应
选择 A) 。 B) 选项 “ 很难申请得到” 、C) 选项
“ 应该为学习牙科的学生提 供 更 多 的 工 作 机

会” 、D) 选项“ 应该允许学生选择工作地点” ,
对话中均未提到。

7. What does the woman advise the man to do?

【 详解】 D)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对话可知,
对话中的女士建议该生咨询一下他父母的公
司是否能够提供此类资助项目。 因此应选择
D) ,其他选项内容对话中均未提到。

8. Why does the woman ask the man about his career
plans?

【 详解】 B) 。 本题为推断题。 对话中女士问到
该生的专业是因为有些公司只针对本专业的
学生提供资助,因此该生可以针对自己所学的
专业去图书馆查询哪些组织机构为该专业的
学生提供资助,因此应选择 B) ,其他选项均不

the passenger from joining shared rides.

(11) However, experts fear it may allow drivers

to undertake “drunk hunting”. Professor Andre Spi-

cer, from Cass Business School, said:“This opens up
the opportunity for drivers to identify drunk passen-

gers and potentially take advantage of it. It could
lead to 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rivers avoiding drunk
passengers and in the worst cases ‘drunk hunting’. ”

Questions 9 to 11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 听前预测】 根据题目各选项可知,本篇文章和
Uber,drunk passenger 等相关。

9.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 详解】 C) 。 本题为主旨题。 根据文章可知本
文是关于 Uber 针对醉酒乘客设置的一些新功

符合文意。

能,因 此 应 选 择 C ) 。 A ) 选 项 “ 如 何 使 用

Section B

Uber” 、B) 选项“ 如何避免接到醉酒的乘客” 、
D) 选项“ 拒接醉酒乘客的技巧” 均不是文章的

Passage One

Many of us are guilty of jumping into an Uber

主要内容。

after having one too many drinks. But that could

10. How does the AI system identify a users level of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Uber is working on a

【 详解】 C)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文章可知

soon be about to change.

being drunk?

way to let its drivers know how drunk passengers are

AI 系统监测乘客的醉酒程度是通过他们手握

before they pick them up. (10) The AI system iden-

手机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这一 App 时点击

tifies a users level of being drunk based on how

的次数、走路的速度以及他们叫车所需要的

theyre holding their phone. It also looks at how

时间等,因此应选择 C) 。 A) “ 走路的方式” 、

many times they tap on the Uber App, exactly where

they tap, their walking speed and how long it takes
for them to request a ride. It then identifies if

theyre showing strange behaviour and gives drivers

B) “ 说话的方式” 、D) “ 他们所在的位置” 均
未在文章中提到。

11. What do some experts fear?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在文中的最后

the option to deny them a ride. Uber is also explo-

作者提到,很多专家担心司机会专门寻找醉

ring the possibility of matching drunk passengers

酒的乘客,并且利用他们醉酒的状态,从中获

with drivers who have had relevant training to deal

取好处,或者有些司机会利用这一功能拒接

with drunk behaviour. It will also take into account

醉酒乘客,因此应选择 B) 。 A) “ 对醉酒乘客

if someone is ordering a ride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来说非常不安全” 、C) “ 醉酒乘客不能使用这

morning from an area where there are lots of bars.

Users that are drunk may also be presented with an

一 App ” 、 D ) “ 乘 客 再 不 能 拼 车 ” 均 不 符 合
文意。

alternative, easy-to-use version of the app. The app

Passage Two

where safer or more accessible. It could also prevent

say around your dog. It might understand more than

may change the pick-up or drop-off location to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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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dogs understand us? Be careful what you

you think.

的能力就像鹦鹉或者大猩猩一样,因此可知

names of about 200 objects. The dog also appears to

项。 A) 选项“ 动物和人一样聪明” 很显然为

A border collie named Rico recognizes the

C) “ 大猩猩学习单词的能力很好” 为正确选

be able to learn new words as easily as a 3-year-old

错误选项。 B) 选项“ 狗比鹦鹉和大猩猩更聪

child. ( 12) Its word-learning skills are as good as

明” 与文意相反。 D) 选项“ 狗和 3 岁孩子的

those of a parrot or chimpanzee.

学习能力相似” ,文中只提到了 Rico 这种狗

(13) In one experiment, the researchers took

all 200 items that Rico is supposed to know and di-

vided them into 20 groups of 10 objects. Then the

owner told the dog to go and fetch one of the items

学习词汇的能力和 3 岁孩子相当,因此为错
误选项。

13. What do the two experiments show?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文中提到了两

and bring it back. In four tests, Rico got 37 out of

个实验,通过两个实验可知 Rico 能够认出很

40 commands right. As the dog couldnt see anyone

多事物,并且能够通过排除法找出不认识的

to get clues, the scientists believe Rico must under-

东西。 因此应选择 B) 。 A) 选项“ Rico 非常聪

stand the meanings of certain words. In another ex-

明,能够听懂所有的命令” ,这一点与原文相

periment, the scientists took one toy that Rico had

反,文中提到 40 个命令,有 37 个是正确的,所

never seen before and put it in a room with seven

以不是全部。 C) 选项“ Rico 具备了学习数学

toys whose names the dog already knew. The owner

的能力” 文中未提到。 D) 选项“ Rico 一旦认

then told Rico to fetch the object, using a word the

dog had never heard before. The correct object was
chosen in seven out of 10 tests, suggesting that the
dog had worked out the answer by process of elimi-

出了某种事物就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 文中
未提到。

14. Why is Rico so smart?

【 详解】 C) 。 本题为细节题。 文中提到 Rico

nation. A month later, Rico remembered half of the

非常聪明首先是因为它是 border collie,这一

new names, which is even more impressive. Rico is

品种本身就比较聪明,其次是因为 Rico 从 9

thought to be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dog. (14) For

one thing, Rico is a border collie. In addition, the

9-year-old dog has been trained to fetch toys since

the age of nine months. Its hard to know if all dogs

个月的 时 候 就 开 始 接 受 训 炼, 因 此 应 选 择
C)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

15.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passage?

【 详解】 C) 。 本题为推断题。 听完全文可知,

understand at least some of the words we say. Even

本文是关于 Rico,它非常聪明,因此我们人类

if they do, they cant talk back. ( 15 ) Still, it

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友好地跟动物

wouldnt hurt to sweet-talk your dog every now and
then. You might just get a big, wet kiss in return!

Questions 12 to 1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交流,然后它们也会友好地对待人类,因此应
选择 C) 。

Section C

【 听前预测】 根据各选项关键字 animals, collie,

Recording One

12. What can you learn about the animals mentioned

collaboration, hard work, creativity and excellence.

【 详解】 C) 。 本题为推理题。 文中提到 Rico

going to suggest thats an over-simple view. The

dogs 等可推测本篇文章和动物,尤其是狗相关。
in the passage?

可认出大约 200 种东西的名字,并且学习新
单词的能力就像是 3 岁孩子一样,学习词汇

Today,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four values: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ey are all good things. Im
trouble with these values is that they are theoretical

concepts. ( 16 ) They can actually cause damage,

· 5·

which is not at all the intention.

second-rate work is more worthwhile than excel-

laboration, Er,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On a

approach to business, but the “ just get-started” ap-

So the first value I am going to discuss is col-

management training course I once attended, we
were put into groups and had to construct a bridge
across a stream, using building blocks that we were
given. The rule was that everyone in the team had to
move at least one building block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is was intended to encourage teamwork.

(17) The other teams tried to collaborate on building
the structure, and descended into confusion, with

lence. “ Make sure its excellent” sounds like a good
proach is likely to be more successful.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recording
you have just heard.
【 听前预测】 根据选项内容可预测本篇文章围绕

商业 活 动 中 的 collaboration, teamwork 等 展 开。
听的过程中要注意相关内容。

16.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the four values?

【 详解】 D) 。 本题为细节题。 在讲座的开头

everyone getting in each others way. Our team lead-

提到本讲座是关于商业中四种非常重要的东

er solved the challenge brilliantly. She simply asked

西,但是大部分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都非

everyone in the team to build it alone. We finished

常好,但这只是过于笼统的观点,这四种东西

before any other team. My point is that the task

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在实际中如果使用不恰

wasnt really suited to teamworking, so why make
it one?

当,就会 导 致 不 好 的 后 果, 因 此 本 题 应 选 择
D)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文意。

Now hard work. Of course hard work is valua-

17. What does the example of “ a management train-

wastes time and energy. Theres a management mod-

【 详解】 C) 。 本题为细节题。 讲座中提到了

ble, but only when properly targeted. Otherwise it

ing course” imply?

el that groups people according to four criteria: clev-

关于合作的实例,通过本实例说明并不是所

er, hard-working, stupid and lazy. Here ‘ lazy ’

有的事情都适合团队合作,有时候团队合作

means having a rational determination not to carry

会导致工作不统一,浪费时间,并且工作的效

out unnecessary tasks. Most people display two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 18 ) and the most valuable

果不好,而独立完成比团队合作完成得更好、
更快。 因此应选择 C)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

people are those who are both clever and lazy: they

18.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model, who are

making decisions. They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讲座中提到四

possess intellectual clarity, and they dont rush into

the most valuable?

save the time and energy spent by the stupid and

种评价标准,分别为聪明、勤奋、愚笨和懒惰,

hard-working group. Next we come to creativity.

在这里的懒惰并不是真正的懒,而是不盲从。

This often works well. But it isnt always a good

因此最有价值的人为既聪明又懒惰的人,这

thing. Some advertising campaigns are remembered
for their creativity, without having any effect on

种人他们头脑聪明清楚,但是不着急做决定,
因此应选择 B)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

sales. Creativity needs to be targeted to solve a

Recording Two

coming up with more and more novel products isnt

its Broadway thea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

And finally, excellence. We all know compa-

to Broadway, they would see an opera that was prob-

problem that the company has identified.

Just

necessarily a good thing.

nies that claim they ‘ strive for excellence’ , bu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achieve excellence. Sometimes,

One of the things New York city is known for is

tury, with mostly wealthy residents who were going
ably written and produced in Europe before making
its way all over to New York. ( 19) It was a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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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ell, the socially prominent, the upper class,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在 19 世纪 60

felt obligated rather than because of a genuine inter-

他们不是真正的出于兴趣来观看演出,因此

who attended these functions, perhaps, because they

年代之前,剧院都是为上流社会演出的,并且

esting theater.

本题应选择 B) 。 文中提到百老汇的演出一

(20) But, in the 1860s, something else started

般都是欧洲人写的剧本和制作的,因此 A) 选

to occur. The middle-class population began to

项“ 作品来自于美国” 错误。 C) 选项“ 他们来

grow, and they were looking for a source of enter-

观看演出是出于兴趣” 与原文相反。 D) 选项

tainment. In 1866, Willian Wigley had this show,
and it was different from most shows on Broadway at
the time because it wasnt an opera. And, it was de-

veloped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nglish,

“ 作品中含有很多别致的技巧” ,这是后来作
品的特征而不是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

20. Why was it necessary to make changes in theatri-

cal produ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unlike the operas which were typically Italian or

the 1860s?

French. Wigley also decided to incorporate some
fancy production techniques, stage effects.

【 详解】 A) 。 本题为推理题。 根据讲座可知

The

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产阶级力量日渐增强,

show also included music to make it more entertain-

他们也渴望有一种娱乐方式, 因此在 1866,

ing. ( 21 ) Wigley redesign the entire stage for the

Willian Wigley 有了他的别致的演出。 因此在

show. Every floor board on the stage could be lifted

19 世纪 60 年代导致美国剧院演出发生变化

placed anywhere on the stage. So, pieces of the set,

择 A) 。 B) 选项“ 很富有的剧院拥护者为新作

up or pushed down. This allowed for trap doors to be

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对娱乐的渴求,因此应选

of the scenery, could easily be stored beneath the

品提供了额外的资金” 、C) 选项“ 戏迷们的兴

stage. Well, today, we might not think much of it,
things like this are standard nowadays,the concept was
quite novel at the time of Wigley show. And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de the show a hit with audiences.

趣从歌剧转移到了芭蕾” 、D) 选项“ 一群演员
开始进行新的艺术运动” 均未在文中提到。

21. What is the lecture mainly about?

【 详解】 C) 。 本题为主旨题。 讲座中主要提

In fact, those people were probably disappoint-

到的是 19 世纪 60 年代百老汇剧院演出的变

ed when they saw another show that didnt contain

化,其中包括观众的覆盖面更广,中产阶级也

something is, well, as elaborate or exciting. Wigley

能观看,Wigley 重新设计了舞台,加入了更多

show took audiences by surprise, it appealed to large
crowds including the growing middle-class, the show

新鲜元素,使舞台演出效果更吸引人,因此应
选择 C) 。

ran for almost two years straight in New York city. It

Recording Three

United States for over 25 years. So, the show was

habitat from housing developments. But today I wan-

Questions 19 to 21 are based on the recording

reduced across a large area.

also went on tour visiting different cities across the
quite a success.

you have just heard.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loss of animal

na begin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s when habitat is
Well, Ill use the hummingbirds as an exam-

【 听前预测】 根据选项关键词 theater, entertain-

ple. You know a hummingbird is amazingly small,

巧等相关。

lot of nectar from flowers and feeds on some insects.

ment, techniques 等可知本篇讲座和演出、剧场技
19. What was typical of theatrical produ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1860s?

but it migrates over very long distances. It drinks a
So hummingbirds have to rely on plants in their nat-

ural habitat. (22) But as natural habitat along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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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routes is developed by humans for housing

vironmental scientist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tance, there is less food available for them. So to

you have just heard.

or agriculture or cleared for raising cattle, for inhelp them survive, we need to preserve their habitats.

(23) And one of the concrete ways people have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recording
【 听前预测】 根据选项关键词 hummingbirds, hab-

itats,migration 等可知此讲座和蜂鸟有关,包括栖
息地、迁徙等信息。

been doing this is by cleaning up polluted habitat ar-

22.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imply might cause a de-

birds feed on. Promoting ecological tourism is anoth-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讲座内容

eas and then replanting native flowers that humming-

crease in the hummingbird population?

er way to help save their habitat.

可知导致蜂鸟数量减少的原因是人们建造房

Bu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how to protect

and support the hummingbirds, weve go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breeding, nesting sites and migra-

tion routes. A good research method, a good way to

屋、开辟 农 田 或 饲 养 牲 畜, 因 此 应 选 择 B )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讲座内容。

23.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help hummingbirds survive?

learn more, is by running a banding study.

【 详解】 C) 。 本题为细节题。 根据讲座内容

Banding the birds allows us to track them over

可知为了帮助蜂鸟,人们清理了被污染的栖

their lifetime. Its been a practice thats been used
by researchers for years. ( 24) In fact, most of what

息地,并重新种植了蜂鸟赖以生存的本地花
卉,因此应选择 C) 。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

we knew about hummingbirds comes from banding

24.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how to collect infor-

sure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it, like its weight and

【 详解】 B) 。 本题为细节题。 为了获取信息,

studies, where we capture a hummingbird and make

mation about migrating hummingbirds?

age and length, is all recorded and put into an inter-

研究人员采取了“ 系带” 研究方法,即在每一

national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then we place an extremely lightweight

只蜂鸟上系上一个很轻的带子,并标记所有
的信息。 因此应选择 B) 。

band on one of its legs. The band is labeled with a

25. What do the researchers have learned about

on the band for people to call for free, to report a

【 详解】 C) 。 本 题 为 细 节 题。 在 讲 座 的 最

tracking number, oh, and there is a phone number
banded bird theyve found or recaptured.

So when a banded bird is recaptured and repor-

ted, we learn about its migration route, its growth,
and how long it has been alive, its lifespan. One re-

captured bird had been almost 12 years earlier—she
was one of the oldest hummingbirds on record. (25)

Another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some humming-birds
no longer use a certain route. They travel by a dif-

ferent route to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And findings
like these have been of interest to biologists and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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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tudying hummingbird migration?

后作者提到通过研究发现 一 些 蜂 鸟 已 经 改
变了飞行的路线,不再 走 固 定 的 路 线,因 此
应选择 C) 。 A) 选 项 “ 在 一 些 国 家, 蜂 鸟 已
经完全消失了” 文中未提到。 B) 选项“ 在蜂
鸟栖息地种 植 本 地 花 草 的 计 划 没 有 成 功 ”

与原文不符。 D) 选 项 “ 大 部 分 蜂 鸟 能 活 12
年” ,文中提到一只蜂鸟在 12 年后又被重新

抓住,这也是记录中活 得 最 久 的 一 只 蜂 鸟,
但不能推断 出 大 部 分 蜂 鸟 能 活 12 年,所 以
该项错误。





Reading Comprehension

(40 minutes)



Part Ⅲ



D)engagement 订婚;I)mood 情绪; M)ques-

Section A

tionnaire 问卷;N)reason 原因

动词:C) covers 覆盖;E) examines 检测; G) invol-

原文精译
新研究表明:一见钟情可能并不是真的。 它
或许只是瞬间外貌的吸引或是将现在的感受依
附在过去的回忆中。 但没有一项研究可以涵盖
所有情况,所以先别急着放弃。
在得知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订婚的消

ving 包括;K) published 发表

形容 词: F) instant 瞬 间 的; J) perennial 持 续 的;
O) miserable 痛苦的

副词:H) likely 或许;L) probably 很可能

26. 【 解析】 F) 形容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名词之
前,应填形容词。 而本文一开头就提到“ 一见

息后,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想谈场恋爱了。 在他

钟情可能并不是真的。” 一见钟情是“ 瞬间的”

们宣布订婚后的第一次采访中,哈里王子说,见

外貌的吸引,而非“ 持续的” ,故应排除 J) pe-

面的第一眼他就认定梅根是他的“ 真命天女” ,这

rennial 持续的和 O) miserable 痛苦的,这两个

让我们兴奋不已。

但是,我们中有些愤世嫉俗者并不相信一见
钟情的说法———科学表明,他们也许是对的。 发

词的意思在这儿都行不通。 故选 F) instant。

27. 【 解析】 C) 动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谓语的位
置,应填动词,且前面为第三人称,动词应用

表在《 私人关系》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是首批试

单数形式。 本句话说的是:“ 但没有一项研究

图深入了解“ 人们是否真的能一见钟情” 的文章。

可以

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396 名荷兰和

扰项 E) examines 意思行不通,G) involving 和

德国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让他们填写有关其

K) published 用 在 本 空 不 符 合 语 法 规 则。 故

目前恋爱状态的问卷,并让他们看了几张他们未
曾谋面的潜在伴侣的照片。
研究员要求他们评估自己对陌生人的好感

所有情况,所以先别急着放弃。” 干

应选 C) covers 覆盖。

28. 【 解析】 I) 名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介词之前,
定冠 词 the 之 后, 应 填 名 词。 本 处 的 in the

度,以及任 何 有 关 爱 情、 亲 密、 激 情 和 承 诺 的 感
觉。 他们还必须表明他们是否同意这句话:“ 我

mood for 为 固 定 搭 配, 意 为 “ 有 兴 致 去 做” 。

对他 / 她一见钟情了。”

订婚的消息后,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想谈场

该句意为“ 在得知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更多的受试者进入到心理实验室,并被问及

类似的有关潜在恋人照片的问题。 其他人则参
与到包括闪速约会练习等两项研究中。 潜在的

恋爱了。” 故应选 I) mood。

29. 【 解析】 D) 名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物主代词
的后面,应填名词。 本句话说的是:“ 在得知

情侣用 90 或 20 分钟见面,然后被问及对约会对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象的好感度,以及他们是否觉得那是一见钟情。

据最近的新闻,我们可以得知哈里王子订婚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见钟
情很可能并非确有其事———抱歉哦。 研究表明
一见钟情可能与真爱毫无关联,倒不如说是“ 一
见而欲” 。 虽然我们可能会说服自己,我们与另

的消息后” ,根

的消息,其他选项的名词用在本处均不符合
句意。 故本处应选 D) engagement。

30. 【 解析】 K) 动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句子的谓

一半的确是一见钟情,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

语部分,应填动词。 空格前面为 A new study,

现在的情感投射在了过去的美好回忆中。

动词过去时,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 发表在

选项释义
名 词: A ) bottom 底 部; B ) commitment 许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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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为 in the journal,根据句意得知本处应为
《 私人关系》 杂 志 上 的 一 项 新 研 究 是 ……。”
故应选 K) published。

31. 【 解析】 A) 名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定冠词 the

国际度假到在竞争性领域的无薪实习,他们

‘ 人们是否真的能一见钟情’ 的文

护理员,最好的老师和最丰富的体验。 然而,

究底” ,其他的名词选项填在本空都行不通。

子们在占有优势的同时又能需求有度。 为作

32. 【 解析】 M) 名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冠词 a 后

书,我采访了 50 位富有的父母。 他们来自于

之后,介词 of 之前,应填名词。 本句意为:“ 首

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最健康的食物,最细心的

章。” get to the bottom of 意为“ 弄清真相,追根

这些父母却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让孩

所以本处选 A) bottom 符合上下文语义。

成《 不安的 街 道: 富 人 的 焦 虑》 ( 2017 年) 一

面,所以应填名词。 该句意为“ 让他们填写有

纽约及周边地区,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表示担

批试图

”,还应与前面的

心,害怕孩子会变得“ 恃宠而骄” ———这是一

人员对他们进行了调查研究,而不是选项 B)

贪婪、粗鲁、自私和自满。 但是,他们都努力

处应选 M) questionnaire 问卷。

都不希望养育受溺爱的孩子,但对于那些物

关其目 前 恋 爱 状 态 的

fill out 能搭配,又根据前一句可以得知研究

个不好的字眼,有各种含义,懒惰、金钱至上、

commitment 许诺或 D) engagement 订婚。 故本

让孩子“ 接地气” 并保持“ 正常” 。 当然,父母

33. 【 解析】 B) 名词辨析题。 本空位于 and 之后,

质上受到相对较少限制的人来说,教养出溺

可以得知本处应选名词。 且本空还应与 feel-

B) 这种矛盾突显了精英父母在这个特殊历史时

句意为“ 研究员要求他们评估自己对陌生人

力的环境。 对于大多数 20 世纪的人来说,美

通过 and 之 前 并 列 的 love, intimacy, passion
ings of 搭 配 使 用, 故 应 选 B) commitment。 本

爱的孩子的可能性无疑更大。

刻面临的两大挑战:财富的耻辱和具有竞争
国曾有一个准贵族上层阶级 ( WASP ) ,他 们

的好感度,以及任何有关爱情、亲密、激情和

经常出现在社会名流录上,主要是一些世代

承诺的感觉。”

富足的北美中上层白人家庭( 社会上最有权

34. 【 解析】 G) 动词辨析题。 本空所在的这一句,

势的阶层) 。 他们为自己继承祖辈的富足感

主谓宾齐全,只能考虑本处作状语。 本句话
说的是:“ 其他人则参与到

到舒服自在,享受着经济地位带来的保障,因

闪速约会练习

等两项研究中。” 本处 involving 作非谓语动词

此坦然地将自己视为生活更好的一类人中的

35. 【 解析】 H) 副 词 辨 析 题。 本 空 位 于 more 之

让他们与跟自己处于同一阶层家庭中的孩子

一部分。 通过把孩子送到精英学校,以后再

表主动,意为“ 包括” 。

结婚,这些父母力图在孩子身上再现上层阶

后,more 后面跟形容词或副词。 再根据后面
判断此处修饰的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得知本
处应为副词。 likely 意为“ 可能的” ; 而 proba-

级的权势。

C) 但几十年来,这种由同类人组成的 “ 有 闲 阶
级” 成员数量已经下降,而 “ 富裕工薪阶层”

bly 则强调“ 权衡理由后相信会发生” ,虽无法

这一类,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已经出现爆炸式

确定,但却极有可能发生,可能性极大。 根据

增长。 高收入者的成员也部分多样化,除了

前后文句意判断得知,本处填 H) likely 更为

WASP 之外,还吸纳 了 其 他 人 群。 这 种 转 变

合理。

造就了更具竞争力的环境,特别是在大学招

Section B

生领域。

D) 与此同时,公共领域也采取了更加平等的话

原文精译

语。 正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沙姆
斯·汗在他的著作 《 特权》 ( 2012) 中所指出

纽约富有的父母如何努力培养
“ 不恃宠而骄” 的孩子

A) 养育子女对富裕的父母来说似乎很容易。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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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富人们仅仅因为他们是谁,就认为应
该拥有这样的社会地位,这种说法不再合乎

情理。 相反,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优良品质,

提供永久保障的父母也不想面临这种问题。
比如,斯科特的家庭财富超过 5 000 万美元,

特别是通过辛勤工作,树立自己的形象。 同

他“ 害怕” 孩子长大成为“ 懒惰的混蛋” 。 父

时,大众文化使富人贪婪、懒惰、浅薄、物质化
或其他道德上妥协的形象激增。

母也希望 确 保 孩 子 不 会 成 为 物 质 超 级 消 费

E) 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竞争和道德挑战都

者。 一名父亲说到他的儿子:“ 我希望他能知

加剧了。 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甚

道一些度。” 父母通过要求孩子做家务,将消

至那些具备大学教育背景的人,都变得越来

费与职业道德联系在一起。 一位拥有数千万
资产的母亲最近开始要求她 6 岁的孩子自己

越稀缺。 这场危机也使得极端不平等现象更
加凸显,并将最顶层的人暴露在更严厉的公
众批评之下。

洗衣服, 以 换 取 他 玩 耍 和 拥 有 其 他 特 权 的
机会。

F) 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有这种感受,觉得富有与

I) 这位母亲以及许多其他年龄较小的孩子的父

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与我交谈的父母纠

期间有偿工作,目的是让他们知道“ 一美元的

道德上的价值是一致的,并且富人自己也清

母都表示,他们会坚持要求孩子在高中和大学
价值” 。 但是,如果父母认为有工作与培养孩

结如何在培养值得享有特权孩子的同时,鼓
励他们成为辛勤的劳动者和合理的消费者。

子能力的其他方式不相容,那么对孩子就业的

他们常常谈论关于如何让孩子保持“ 正常” ,

承诺就会动摇。 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凯特说,

使用的语言引用了广泛的“ 中产阶级” 美国人

她对自己“ 蹩脚工作” 的认识也更加成熟了:
“ 明白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得到一份薪

的价值观。 同时,他们希望确保孩子们能够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占据

水,这就是你所拥有的钱,你能支配它。” 但是

优势。 这种困境让限制和促进特权之间呈现

她的合伙人纳丁尽管继承了财富,却将她女儿

出深度紧张状态。

可能能够“ 在阿拉斯加研究海豹” 这一活动与

许多人大体上支持公立学校的理念,但对大

错,你希望他们知道工作的价值,并为此挣得

G) 父母的教育决策尤其受到这场冲突的影响。

在餐 馆 工 作 挣 得 薪 酬 进 行 对 比。 她 说: “ 没

班制表示忧虑,担心孩子缺乏体育锻炼和艺

薪酬等等类似的事情。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恃

术培养以及没有大学前景。 然而他们担心,

宠而骄。 我不希望他们表现得像是含着金汤

孩子们待在精英私立学校中会扭曲他们对世

匙出生的人。 但是我也觉得生活提供了很多

界的理解,只让他们接触到极其富有,“ 恃宠

真正能令人感到兴奋的机会。”

而骄” 的同伴。 金融企业家贾斯汀在选择私
立学校方面很矛盾,他说:“ 我希望孩子们保

J) 当然,帮助孩子理解约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其
强加于他们。 但是,尽管存在冲突,但这些父

持正常。 我不希望他们只是被溺爱,总是待

母并没有限制他们的孩子以任何具有特别意

在( 尤为富人而设的) 乡村俱乐部里。 另一位

义的方式消费。 即使是抵制私立学校的父母

富有的父亲凯文,他更偏向于选择公立学校,

也渐渐不再这么做。 他们对消费的限制是微

因为不希望他的小儿子只是生活在一个“ 你

不足道的,构成了《 渴望与归属》 ( 2009) 中的

世界里。 那些人总是成天在抱怨他们的设计

夺” 。 面对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我调研的家

只是认识某些人” ,崇尚“ 精英主义” 的狭隘

社会学 家 艾 莉 森 · 皮 尤 所 称 的 “ 象 征 性 剥

师和保姆。

长,他们读高中的孩子没有一个为挣得薪水而

H) 有偿工作的问题也为父母们带来困惑。 与我
交谈过的所有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具有
强烈的职业道德,有些父母担心孩子没有工
作就不能自给自足。 即使是那些能够为孩子

工作; 父母更可能将他们的家庭作业看作他
们的“ 工作” 。

K) 父母试图转变孩子对特权的态度,而不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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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们的特权。 他们希望孩子们感激接受到

自在。” 定位段中的 old money 与题干中的 for-

的私立教 育,居 住 的 舒 适 的 家, 穿 的 名 牌 服

tunes 和 a generation or two old 是同义表述,故

装,以及(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享受到的商务
舱或私人旅行。 他们强调这些特权是“ 特殊

答案选 B) 。

的” 或“ 一种享受” 。 正如艾莉森所说, 她家

38. 【 详解】 D ) 概 括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dili-

理所当然。 ……( 他们应该知道) 大多数人并

段指出“ 正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

的两次年假旅游:“ 你不想让孩子把这些视为

gence,economic inequality 可定位到 D) 段。 该
沙姆斯· 汗在他的著作 《 特权》 ( 2012) 所指

不是这样生活的。 而且这不是常态,你应该
觉得这很特别,这是一种享受。”

出的那样,富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优良品质,

L)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试图找到方法帮助孩

特别是通过辛勤工作,树立自己的形象。” 定

子们理解这个 “ 真实的世界” ———借用一位
百万富翁母亲的话来说,目的是确保他们“ 理

位 句 中 的 through hard work 与 题 干 中 的
through diligence 是同义表达,故答案选 D) 。

解其他人生活的方式” 。 另一位母亲培养她

39. 【 详解】 G) 转换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public

的友谊,她说因为:“ 我想让孩子体验一种比

出“ 父母的教育决策尤其受到这场冲突的影

的儿子与一个住在普通公寓的中产阶级家庭

schools 可定位到 G) 段的第二句。 定位段指

在私立学校中与人相处的更寻常的生活。”

响。 许多人大体上支持公立学校的理念,但

M) 在理想的情况下,孩子们会变得“ 正常” :他

对大班制表示忧虑,担心孩子缺乏体育锻炼

们会是努力的工作者和谨慎的消费者,不会

和艺术培养以及没有大学前景。” 定位句中的
support 与题干中的 agree with 是同义表达,故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但与此同时,他们会明
白,自己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他们为拥有的
特权而感激,却不会炫耀。 因此,平等主义立
场让不平等分配变得合理,允许孩子和家长

答案选 G) 。

40. 【 详解】 C) 转换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WASP

upper class 可定位到 C) 段的第二、三句。 定

在道德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享受并再创自己的

位句指出“ 高收入者的成员也部分多样化,除

优势。 现在看来,只要富人们不表现出或感

了 WASP 之外,还吸纳了其他人群。” 定位句

只要不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可以

的同义转换,故答案选 C) 。

觉到“ 恃宠而骄” ,他们是能够享有权利的。
接受。

36. 【 详解】 F) 转换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conflict,

中的 diversified 是 题 干 中 的 more varied elite
41. 【 详 解】 H) 转 换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work

ethic,housework 可定位到 H) 段的倒数第一、

diligent 可定位到 F) 段的第二句。 定位句指

二句。 定位句指出“ 父母通过要求孩子做家

出“ 与我交谈的父母纠结如何在培养值得享

务,将消费与职业道德联系在一起。 一位拥
有数千万资产的母亲最近开始要求她 6 岁的

有特权孩子的同时,鼓励他们成为辛勤的劳
动者 和 合 理 的 消 费 者。” 定 位 句 中 的 disci-

孩子自己洗衣服,以换取他玩耍和拥有其他

plined 与题干中的 prudent 属于同义替换,故

特权的机会。” 定位句中的 tied consumption to

答案选 F) 。

37. 【 详解】 B) 转换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WASP,

the work ethic 与题干中的 instill a strong work
ethic 是同义表达,故答案选 H) 。

old 可定位到 B) 段的第二、三句。 定位句指

42. 【 详 解 】 J ) 概 括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con-

一个准贵族上层阶级( WASP) ,他们经常出现

段中的相关句指出“ 但是,尽管存在冲突,但

出“ 对于大多数 20 世纪的人来说,美国曾有

sumption 可定位到 J) 段的第一、二句。 定位

在社会名流录上,主要是一些世代富足的北

这些父母并没有限制他们的孩子以任何具有

层) 。 他们为自己继承祖辈的富足感到舒服

题干中的 did little to 是同义表达。 除此之外,

美中上 层 白 人 家 庭 ( 社 会 上 最 有 权 势 的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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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意义的方式消费。” 定位段中的 did not 与

定位段中的 limit 也是题干中的 impose strong

人注目的书中这样解释道。 猛增的现金投入收

43. 【 详 解】 L) 概 括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class

的筹资机构英国体育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花

指出“ 另一位母亲培养她的儿子与一个住在

年里约奥运会上则花费了将近 3. 5 亿英镑。 然

restrictions on 的同义转换,故答案选 J) 。

到了明显的效果。 奥运会和残奥会项目上,英国

difference,normal life 可定位到 L) 段。 定位段

费了 6 900 万英镑( 约合 8 900 万美元) ,在 2016

普通公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友谊,她说因为:

而单从资金方面来看,并不能解释英国队的全部

‘ 我想让孩子体验一种比在私立学校中与人

成功:因为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韩国和日本

tered her sons friendship with a middle-class

英国体育采用投资者的心态,并且坚持不懈

相处的 更 寻 常 的 生 活 ’ ” 。 定 位 句 中 的 fos-

的花销是英国的 3 倍多,回报率却并不理想。

family 与题干中的 expose their children to class

地寻求着最佳回报。 这个模式出奇的冷酷无情,

44. 【 详 解】 A) 转 换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place

一旁。 即使在获得资助的项目之中,资金也集中

句指出“ 然而,这些父母却面临一个共同的问

划拨给游泳项目的 2 100 万英镑集中在 9 位“ 金

difference 是同义转换,故答案选 L) 。

只专注于夺牌希望最大的项目,而把陪跑者弃置

restrictions on 可定位到 A) 段的第三句。 定位

于寥寥几位精英运动员的身上:里约奥运会前,

题:如何让孩子们在占有优势的同时又能需

童” 身上。 在 2016 年里约比赛前,英国近年来成

求有度。” 定位句中的 setting limits 与题干中

绩最好的男子游泳运动员利亚姆·坦考克失去

的 place restrictions on 是同义表达,故答案选

了资助,主要是因为他在赛前就已满 31 岁———

45. 【 详解】 G) 转换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private

斯洛特对细节的特别关注引出了一些引人注

A) 。

schools 可定位到 G) 段的第三句。 定位句指
出“ 然而他们担心,孩子们待在精英私立学校
中会扭曲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让他们接触
到极其富有,‘ 恃宠而骄’ 的同伴。” 定位句中

已过其巅峰期。

目的事实。 英国设立了东德式的全国性人才探寻
计划,在以前从未碰过运动的人当中,打造出了奥
运奖牌获得者———在此过程中打破了一个人们普
遍认同的观念,即要想在某项技能上达到卓越需

的 distor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是题

要一万小时。 教练脖子上挂着心率波动监测仪,

故答案选 G) 。

队的经理则分析出了训练不同性别的运动员的最

干中的 encounter the real world 的 同 义 表 达。

以了解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压力水平,而英国
佳方式。 运动队与家长联系,介绍培养杰出运动

Section C

员的最佳技术。 早在举行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 6

年前,英国奥委会就前往巴西执行了第一次侦察

Passage One

任务———寻找理想的酒店和训练场所。

原文精译

英国体 育 从 各 领 域 借 鉴 经 验 以 寻 求 优 势。

若要发行一本书讲述英国在奥林匹克运动

他们向音乐学校和军事特种部队咨询如何发现

会上的成就,现在似乎并不是个好时机。 数目众

人才以及重压之下如何应对,他们还从一家私募

多的丑闻———关于霸凌欺弱、性别歧视和未能妥
善记录药品的指控———正在吞噬着英国自行车
运动,这项象征国家荣耀的运动。 不过,英国在
奥运会 上 表 现 出 的 巨 大 转 变 依 然 是 一 个 传 奇
故事。
“ 这些收获是详尽 而 宏 伟 的 规 划 的 胜 利” ,

《 泰晤士报》 的体育作家欧文·斯洛特在一本引

股权公司聘请了擅长扭亏为盈的专家,改善英国
射击队不佳的表现。 斯洛特的这本书是与英国
国家队的 两 位 业 绩 总 监: 西 蒙 · 蒂 姆 森 和 切 尔
西·沃尔合作完成的,这两人贡献了每章末尾简
短的经验小结。 他们的参与是一把双刃剑:确保
了这本书可以无与伦比地展现英国体育奖牌工
厂的内幕,但同时也可能使得斯洛特无法完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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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处理某些话题。

为他在 赛 前 就 已 过 其 巅 峰 期, 因 此 为 错 误

对奥运会投资的不断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
奖牌潮可能会让英国有昂首挺胸的理由。 然而,
精英的成功恰逢一个英国体育参与率下降的时

选项。
49. 【 答案】 B)

【 详解】 事实细节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 East

German-style national talent-scouting programs

代,并且穷人的参与率下降得最大。 尽管讲述了
种种成功事例,这本书背后隐藏的问题却依然让

可定位于第四段。 第四段中提到“ 英国设立

人感到不适:在财政紧缩并且草根体育贫瘠的年

了东德式的全国性人才探寻计划,在以前从

代,这些奖牌的代价是否过高了?

未碰过运动的人当中,打造出了奥运奖牌获

46. 【 答案】 B)

得者———在此过程中打破了一个人们普遍认

【 详解】 事实细节题。 根据题干可定位于第

同的观念,即要想在某项技能上实现卓越需

一段,第一段第一句中提到“ 现在不是一个好

要一万小时。” 因此言外之意为英国寻找优秀

的时机来宣传英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成

人才,通过较少的训练打造奖牌获得者。 因

就” ,然后接着在第二句提到了众多的丑闻正

此应选择 B) 。 A) 选项“ 让没有运动技巧的人

吞噬着英国自行车运动,从而揭示出原因,因

尝到得到金牌的快乐” 并不是这一计划的初

此应选 B) 。 A) 选项是英国自行车运动的成

衷;C) 选项“ 打破一个普遍认同的观念,即达

就,与题目无关;C) 选项中的表述不够具体,

到卓越需要 1 万小时” 也不是实施这项计划

没有指出什么样的转变;D) 选项内容文中没

的目的” ;D) 选项“ 为了拿到奖牌,教练、经理

有提及。

和运动员都十分卖力,全力以赴” ,但是这并

47. 【 答案】 C)

【 详解】 推理判断题。 根据题干的提示可定
位于第二段,欧文·斯洛特的评论“ 这些收获

不是此计划的目的,因此为错误选项。
50. 【 答案】 C)

【 详解】 判断推理题。 根据题干可定位于最

是详尽而宏伟的规划的胜利” 指的是英国在

后一段。 最后一段提到虽然对奥运会的投资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成就是来自于详细而宏

得到了回报,但是在财政紧缩并且草根体育

伟的规划,具体的规划在下文中有所提及,其

贫瘠的 年 代, 这 些 奖 牌 的 代 价 是 否 过 高 了?

中之一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因此正确答

作者的反问也反映出作者的态度和观点,即:

案为 C) 。 A) 选项“ 谣言是由周密的计划造成
的” ,B) 选项“ 尽管英国为了奥林匹克运动做

英国为奖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因此应选择

终” ,D) 选项“ 英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在奥林

对;B) 选项“ 在这个时代,精英值得如此巨大

C) 。 A) 选 项 “ 投 资 必 定 会 带 来 奖 牌” , 太 绝

出了巨 大 的 努 力 并 制 定 规 划, 但 以 失 败 告

的投资” 与文章意思相反;D) 选项“ 穷人没有

匹克运动会中获胜” 均不符合文意。

机会参与奥运会” 与文中的说法不一致,文章

48. 【 答案】 D)

中提到了穷人的参与率下降,但是没有提到

【 详解】 事 实 细 节 题。 根 据 题 干 关 键 词 UK
Sport 可以定位于第三段。 第三段中提到 UK
Sport 采用投资的模式,但是只关注于获奖牌

穷人不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
Passage Two

原文精译

希望最大的项目,并且在这些项目中只是集
中于几位精英运动员,因此可知正确选项为

老大出生几个小时后,我的丈夫怀抱着我们

D) 。 A) 选项中投资给所有的游泳运动员是

5 磅重的儿子,温柔地说:“ 嗨,小宝宝。” 他并没

通运动员的,只会给精英投资;C) 选项根据文

法使我出乎意料地欣慰。 和多数家长一样,我们

不对的;B) 选项中 UK Sport 是不会投资给普
章 2016 年并没有投资给利亚姆·坦考克,因

有说“ 伙计” 或是“ 小男子汉” 。 小宝宝。 这个说
知道如何称呼自己的孩子,却从没讨论过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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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说话。 那时,我见证了丈夫对于培养一个温

位到第一段,第一段提到作者的丈夫称呼刚

柔男孩的热忱。

出生的儿子“ 嗨,小宝宝” 时,她感受到了丈夫

我们中间有很多愤怒的男人,也不乏愤怒的

对于培养一个温柔男孩的热忱。 因此应该选
择 D) 。 A) 选项“ 这个名字是一个温柔的男孩

女人,但是,女性才刚刚开始发泄这种长期以来
被压制的情绪。 女人的公然愤怒传达了一些蓄

称呼” 为错误选项,这个称呼适合所有的小宝
贝。 B) 选项“ 这是一个恰当的男孩称呼” 不

意信息,例如粉色猫帽、“ 还我时光” 口号以及“ 我

符合语境。 C) 选项“ 这个称呼体现出父亲对

也是” 运动,愤怒使女性能够发声。 而男人却为
了压制他人而愤怒。 如今,最愤怒的女人振奋人

儿子温柔的爱和关心” 是一个迷惑选项,的确

心,最愤怒的男人干谋杀的行当。

父亲这样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儿子也体现出父

我们不必淡化性别或否认性别的本质差异

亲对儿子的爱,但是让作者感到欣慰的不是

来抚养孩子。 我们应着实意识到,无论是男孩还

因为看到丈夫对儿子的爱,而是通过这个称

是女孩,他们天生就带着温柔的品质,需要我们

呼感受到丈夫对培养一个温柔男孩的热忱。

好好栽培和保护。
温柔的男孩长大后就会明白温柔待人和同

52. 【 答案】 C)

【 详解】 事实细节题。 根据题干的关键信息

情他人是一种强大。 这样的男人不会因为遭受

可以定位到第二段,第二段中提到了愤怒的

批评或来自“ 他者” ( 种族、性取向、宗教信仰和教

男人和愤怒的女人之间的区别。 女人的愤怒

育经历等不同的其他人) 的竞争而视自己受到威

使女性能够发声,而男人却为了压制他人而

胁。 他们之所以温柔,在于从父母和整个社会那

愤怒。 因此我们可推断,女人的愤怒使女性

里得到了感受一切以及毫不羞愧地表达情感的

更加坚强,能够发现自我,敢于发声,而男性

通行证。

的愤怒 却 会 使 男 性 丧 失 自 我, 因 此 应 选 择
C) 。 A) 选项“ 女性不在公共场所愤怒,而男

这种教育方法在年幼时期就应明确实施,每

性会” 文中未提到。 B) 选项“ 当女性愤怒时,

所学校应该基于有组织的论坛来讨论,每个家庭

她们会抑制别人发声” 与文意不符。 D) 选项

应持续不断且自然而然地坚持下去。 家长必须

“ 愤怒的男性数量要远远超过愤怒的女性的

引导男孩的情绪,使其感到悲伤、害怕、受伤、荒
唐和爱,也应拥抱他们像拥抱女儿一样频繁。 温
柔的男孩很早就知道他们可以通过向外界求助
来摆脱孤单,而不是———毫不夸张地说———转而

数量” 文中未提到。

53. 【 答案】 A)

【 详解】 事实细节题。 根据题干关键信息可

变成一个追求权力的人。 温柔的男孩会长成思

以定位到第四段,根据第四段可以推出,温柔

想开放的男人,他们不会因意见相左或性别界限

的男孩长大后会发现温柔待人和同情他人的

而受困,这是由于他们平等对待女性。

力量,因此他们不会因为脆弱或者同情别人
而感到羞愧,因此应选择 A) 。 B) 选项“ 面对

如果一个男人从小可以像女孩子一样恣意
表达情感以及拥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他就不会像

来自他人的竞争会感觉到有压力” 与原文相

唐纳德·特朗普一样否认罗伊·摩尔的指控,还

反,第四段中提到“ 温柔的男人不会因为遭受

只有女孩才如糖和香料一般,把谦卑和温柔视为

选项“ 会因为他人的批评而感到威胁” 与原文

说出 “ 女人就是特别” 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认定

来自‘ 他者’ 的竞争而视自己受到威胁。” C)

意思相反。 D) 选项 “ 会被别人认为脆弱” 文

女人的责任,同时让愤怒、欲望和骄傲成为自己
的代言人。 男孩不会仅仅是男孩,只要我们给他
们机会,他们便会成为有血有肉的男人。

51. 【 答案】 D)

中未提到。

54. 【 答案】 C)

【 详解】 判断推理题。 根据题干信息可以定

【 详解】 事实细节题。 根据题干信息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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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第五段。 第五段中提到要培养温柔的男

孩,家长 必 须 引 导 孩 子 的 情 绪, 使 其 感 到 悲

【 详解】 总结归纳题。 作者首先提出了在这

伤、害怕、受伤、荒唐和爱,也应拥抱他们像拥

个充满着愤怒的男人和愤怒的女人的社会中

抱女儿一样频繁。 因此应选择 C) “ 家长应正

培养温柔男人的必要性,接着又分析了原因

确引导男孩感知不同的情绪” 。 A) 选项 “ 把

以及温柔男人的特质,以及家长和社会该如

男孩当作女孩一样养” ,作者在文中提出也要

何做等,因此总而言之,作者是围绕如何在这

像拥抱女孩那样多拥抱男孩,但是作者并不

个时代中培养温柔男孩而展开的,因此应选

对不同的负面情绪” 与文意不符,文中提到让

关键词,因此不恰当。 B) 选项过于片面,只是

是要将男孩当作女孩养。 B) 选项“ 使男孩面

择 C) 。 A) 选项没有提到培养温柔男孩这一

男孩感受不同的情绪,不光是负面的,也有正

在文中的第二段提到了愤怒的男人和愤怒的

面积极的。 D) 选 项 “ 教 会 他 们 如 何 保 护 自

女人的区别。 D) 选项 “ 养男孩的好处” 与原

己” 未在文中提到。

55. 【 答案】 C)

文内容不符。





Translation

(30 minutes)



Part Ⅳ


【 解析】

参考译文
①The Chinese clothing has a long history. ②

①本句翻译时,注意应用一般现在时,第三

For thousands of years, generations of clothing de-

人称注意用单数形式。

Kingdom of Clothes, making the garments into an

于” 译为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这使得服装

gress of the nation can be seen through its changes

理为伴随状语。

signe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building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③The pro-

②本句翻译时,注意应用现在完成时,“ 致力

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次要信息,处
③本句翻译时,注意应用被动语态。

in clothing styles. ④ Clothing manufacture in China

dates back to prehistoric times, at least 7,000 years

④本句翻译时,注意应用一般现在时,第三人

ago. ⑤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18,000 year-old

称注意用单数形式。 “追溯到”译为 dates back to。

beads attest to the extremely early existence of orna-

将“ 考古发现的 18 000 岁的文物,如骨缝针( bone

idea of fashion reached a new height during the

译为 attest to the existence。

artifacts such as bone sewing needles and stone
mentation and sewing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⑥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wars broke out

frequently and the various states spared no efforts to
enhance their strength.

⑤本句翻译时,应根据英语的葡萄型结构,

sewing needles) 和石珠” 译为该句的主语;“ 证明”

⑥本句翻译时,注意使用过去式。 “ 时尚的

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翻译
为本句的主干句,注意使用 when 引导时间状语
从句修饰“ 春秋战国时期” ,这样架构语言会非常
立体,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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