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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英语真题答案

I.Phonetics

1-5 ACBAC

II.Situation Dialogues

6-10 ECABG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11-15 DBAAC

16-20 BCDBC

Section B

21-30 DLECA KJHNF

IV. Close

31-40 ADCBC ABDCC

V. Writ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as witnessed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online educ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it has become a part of our daily life, which

has aroused a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ositive aspects as follows. First and foremost,

it can greatly enhance our work/study efficiency. In addition, it enables us to

gain experience that will probably turn out to be useful in our lives or future

jobs. However, apart from the advantages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one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f we study online, there will be no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From what I have mentioned above, we may safel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education far outweigh its 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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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Phonetics

1.B

解析： A.white /waɪt/

B.lift/lɪft/

C.light/laɪt/

D.knife/naɪf/

2. C

解析：A.potato/pə'teɪtəʊ/

B.photo/'fəʊtəʊ/

C.taboo/tə'buː/

D.hero/'hɪərəʊ/

3.D

解析：A.nation/'neɪʃ(ə)n/

B.attention/ə'tenʃ(ə)n/

C.action/'ækʃ(ə)n/

D.suggestion/sə'dʒestʃ(ə)n/

4.A

解析：A. touch /tʌtʃ/

B.proud /praʊd/

C.outside /aʊt'saɪd/

D.shout/ʃaʊt/

5.D

解析:A.search/sɜːtʃ/

B.speech/spiːtʃ/

C.teach/tiːtʃ/

D.chemistry/'kemɪstrɪ/

II.Situation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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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解析：结合下文提示可知，现在只剩一间双人房间。由此推断，W想要一间双人房间。因

此，本题答案为 D。

7.G

解析：结合下文提示可知，一晚上费用为 130 美元，其中包含早餐。由此推断，W想知道

住宿一晚上的费用为多少。因此，本题答案为 G。

8.A

解析：本题考查一般疑问句的否定回答，因此，本题答案为 A。

9.F

解析：综合本题语境可知，本空为“酒店可以提供的服务有哪些？”。因此，本题答案为

F。

10.B

解析：结合语境分析，W想知道酒店有没有游泳池。因此，本题答案为 B。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11.C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段第五句分析可知，那些家长抽烟的家庭中的孩子们更容易得肺癌。

因此，本题答案为 C。

12.A

解析：结合文章第五段第一句话分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二手烟的危害，因此，美国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因此，本题答案为 A。

13.B

解析：文章第四段第五句提到，抽烟家庭的孩子成年后得肺癌的数量大约是不抽烟家庭的

孩子得肺癌的 2 倍。因此，A 选项错误。结合文章第五段第四句分析，美国航班上不允许

抽烟，这是法律规定。因此，B 选项正确。结合文章第四段第三句可知，抽烟家庭的孩子

得肺癌的几率大。因此，C 选项错误。结合整篇文章分析可知，二手烟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也是极大的。因此，D 选项错误。

14.D

解析：主旨题。结合整篇文章分析，孩子们正在承受着二手烟的危害。因此，本题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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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5.A

解析：词义辨析题。restrict V.限制。A. limit V.限制.B. permit V.允许. C.

control V.控制 . D. persuade V.劝说. 因此，本题答案为 A。

16.B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段第一句可知，晚上喝牛奶的老鼠不如白天喝牛奶的老鼠活跃。因

此，本题答案为 B。

17.D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研究表明，摸黑激素可以让人们感到疲倦，降低人们的焦虑。由

此推断，摸黑激素可能会用于药物当中。因此，本题答案为 D。

18.A

解析：本文讲的是在白天和晚上喝牛奶的好处和作用，以及健康问题。因此，本题答案为

A.

19.D

解析：结合整篇文章，本文是通过研究表明来证明在不同的时间喝牛奶会有不同的影响

的。因此，本题答案为 D。

20.C

解析：本题考查词义辨析。take in，欺骗。A. include 包含。B. absorb 吸收，入迷。

D.understand 理解。因此，本题答案为 C。

Section B

21．N

解析：分析句意，很可能，一封信你会写很多次。因此，本题答案为 N。

22．J

解析：分析句意，因为有好多人可能会换几次雇主，因此，本题答案为 J。

23.F

解析：分析句意，只要找工作，就会涉及到写简历和见雇主。因此，本题答案为 F。

24.M

解析：分析句意，简历是表现申请者写作和交流的优秀标志物。因此，本题答案为 M。

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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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分析句意，简历将会让你的雇主单独面试你。因此，本题答案为 E。

26.B

解析：分析句意，如果简历合格，那它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因此，本题答案为 B。

27.L

解析：分析句意，职位申请书和销售单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本题答案为 L。

28.A

解析：本题考查固定搭配，consist of，组成。因此，本题答案为 A。

29.D

解析：你的一切的品质都会在你的工作当中表现出来并以此来让你的雇主满意。因此，本

题答案为 D。

30.G

解析：分析句意，如果了解了找工作时的具体要求，你就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工作了。因

此，本题答案为 G。

IV. Close

31.A

解析：分析句意，对于我们来说，你们曾经想过怎样去分清别人吗？因此，本题答案为

A。

32．D

解析：本题考查固定搭配，make+宾语+宾补。因此，本题答案为 D。

33.B

解析：本题考查固定搭配。take sth for granted,视为当然，理所应当。因此，本题答

案为 B。

34.C

解析：结合句意分析，我们现在也告诉人们如何表现。因此，本题答案为 C。

35.A

解析：本题考查词性。此处空白应填入名词，因此，本题答案为 A。

36.C

解析：本题考查定语从句。way 做先行词，关系代词用 that 或 in which。因此，本题答

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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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

解析：本题考查介词。like prep. 像。A. Unlike adj. 不同的。C. dislike V.不喜欢

D.likely adj.很可能的。

38.C

解析：本题考查宾语从句的陈述语序问题。因此，本题答案为 C。

39.A

解析：本题考查上下文语序衔接并列。结合上文提示，if you were asked…可知，本题

答案为 A。

40.D

解析：本题考查词义辨析。A. considerable adj.相当大的。B. consider V.考虑。C.

consideration n.考虑，原因。 D. considerate adj.体贴的，体谅的，考虑的。因此，

本题答案为 D。

V. Wri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evitable pressure has become a modern challenge

that everyone can’t avoid. As a student,you should pass a lot of exams.Pressure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negative effects.Sometimes pressure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negative effects. Sometimes pressure is good for us, Such as pressure

can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would bring more income for us. It is easier for

us succeed in the competition. The pressure may stimulate human's potential, causes

the human to become slowly more outstanding. But sometimes the pressure is not a

good thing. Pressure makes people sick of life, giving up studying, and even gives

Their lives

In my opinion, we should learn to face the pressure and solve it. You can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relax, for example, have a Travel , do some exercise you

like, listen to some relax music befor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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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Phonetics

1-5 ADCBC

II.Situation Dialogues

6-10 BFAED

III.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11-15 CBDCA 16-20 DCACB

Section B

21-25 HODBM 26-30 FGENK

IV、Close

31-35 ACABD 36-40 DBCBA

V.Writing

Electronic Boo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lectronic books have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our daily lif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ending to read books or information by computer software or mobile phone software.

It is because most of the electronic books are free and convenient to download.When

one meets some questions,the first step he does may be to input the key words in

the searching engine,then a lot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will appear. Above all,most

of them are free. It will just take a few minutes to download them and start to

enjoy the knowledge,and find the right methods to address those questions.

But some people reject the idea that electronic books should be used in large

scale. They consider the electronic books as fast food,not so nutrient to human

as traditional paper books do. Worse still,too much time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can cause eyestrain or increase radiation risks.

Whether electronic books will totally replace paper books one day still seems

to be uncertain. However,no matter what kind of books will vanish, the habit of

reading books should not be eli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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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7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1-5 CBADB 6-10 GEAFC

11-15 DADBC 16-20 BADCC

21-25 NJMFD 26-30 BILGC

31-35 CABCA 36-40 CDADB

例文：

To Learn or to Practice

Nowadays, doing part-time jobs could be found everywhere in our daily lives ,and

many students even neglect their own study. Therefore, it is controversial whether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spend time learning or doing practical work.

Some people hold that students had better take part in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can prepare them for their future work. In their opinion,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students can learn what can't be learned in classes. Other people believe that

students' main task is study. Social practice will waste too much time and energy.

In my view, students can do some part-time work as long as it has no effect

on their study. By doing some part-time jobs, they can enrich their life and pu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into practice. More importantly, social practice

is a good preparation for their future work.

河北省 2016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Ⅰ.Phonetics

1.D 【解析】A[meεə];B[hevi];C[pleit];D［dreit］。考查字母组合 ea 的发音，ea 主要

发音有［ei］great,steak,［e］heavy,bread,［i:］teacher,dream.

2.A 【解析】A［iK’spekt］;B［ig’zækt］;C［ig’za:mp(ə）l］；D［ig’zem(p)t］.

考查字母 ex 的发音，ex 主要的发音有重读时［eks］expert,extra,非重读时，后面是元音

［igz］exact,example,非重读时，后面是辅音［iks］expect,excite.

3.B 【解析】A［tu:l］;B［blʌd］;C［ʃu:t］;D［fu:l］.考查字母组合 oo 的发音，oo 的

发音有［u:］tool,room,［u］good,foot,［ʌ］blood,flood.

4.C 【解析】A［’auə］;B［gəust］C［həu’tel］;D［‘ɔnist］.考查字母 h 的发音，h

常见发音有［h］,例如 hotel，happy，在字母 o 的前面经常不发音如 hour,honest,在 gh

字母组合时经常不发音如 ghost,night.

5.B 【解析】A［’wʌndəd］;B［’ʃautid］;C［’fraitnd］;D［steid］.考查字母组合

ed 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字母组合 ed 在单词中，如果单词结尾是清辅音，ed 就读做

［t］，例如：booked,helped 等；如果单词结尾是浊辅音或元音。Ed 就读做［d］，例如：

lived,stayed 等；如果单词结尾是以 t或 d结尾，ed 就读做［id］，例如：shouted,handed

等.

Ⅱ.Situation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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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解析】从对话场景来看，对话是关于预约时间的话题。根据 Tom 回答说是的，我可

以见你们的产品经理史密斯先生吗，上文应是接待来访者所说的 Can I help you 之类的套

话，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故选 C。

7.E 【解析】根据上文 Tom 问可以见产品经理史密斯先生吗？Mike 的回答是很抱歉，说明

史密斯先生不在。故选 E。

8.G 【解析】根据前文 Tom 说他想预约下周某个时间见史密斯先生。Mike 后面说史密斯先

生在周二上午、周五下午看起来不忙，说明前文他先看了一下史密斯先生的日程。故选 G。

9.B【解析】根据下文 Mike 回答上午 9 点半方便吗？上文 Tom 的问句是关于问预约时间的。

故选 B。

10.D 【解析】根据下文 Tom 回答说是的，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说明上文是

关于名字信息提问的。故选 D。

Ⅲ.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Passage 1

【文章大意】

你感到万分沮丧，心想：“我不吃早餐也不吃晚饭，而且早晚跑步。我还能怎么办呢？”

对此，你基本上无能为力。因为决定你体重的是你的基因而不是你的生活习惯，而且你的

身体其实一直在努力维持着某个体重。

那么，肥胖者如何才能通过节食使体重恢复正常甚至变瘦呢？自然，节食是有效的，但

是，为此付出的健康代价却是巨大的。杜克大学的医学研究员 Charles Steinmetz 曾经做

过一项针对 10 名肥胖者的实验。给予他们一种流食配方，每天给他们提供 600 卡的能量。

十二周后，被调查对象平均减重 45 公斤。但离开医院以后，他们的体重又反弹了。实验结

果使人吃惊：通过干预身体的新陈代谢，减重的肥胖者过着挨饿一般的生活。他们梦想着

食物或打破这种饮食规定。他们精神紧张、压抑，有些人甚至有自杀倾向。他们把食物藏

在自己的房间里。研究人员警告说，体重的减轻有可能带来不正常的体重，其结果可能类

似于一个正常体重者挨饿之后的非正常身体状况。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控制体重毫无办法。如果那些肥胖的人想减肥，那么他们将要不懈

的与自己的基因做斗争。同时，这些实验结果为科学家的某个猜想提供了佐证-每个人都有

一个适合的体重范围，这个范围大概是 9公斤。有些人可能在顺其自然的条件下就保持 60

到 69 公斤的体重，但是超出这一范围减轻或者增加体重却是比较困难的。身体会通过饥饿

或者饱胀的感觉，并通过调节新陈代谢促使体重回到那个范围。

11.D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可知答案选 D。

12.A 【解析】根据第二段的第三句可知，Charles Steinmetz 给 10 名肥胖者每天提供只含

600 卡路里的流质食物。至于他们是否吃早、晚饭及是否让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跑步等，文

中没有提及。

13.C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离开医院以后，这些肥胖者又反弹到他们的原始体重，可

知正确答案选 C。

14.B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段可知 William Simmons 让志愿者通过尽可能地多吃东西来增

加体重。

15.D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证明了他们认为正确的想法：每个人都

有一个固定的体重范围。

Passage 2

【文章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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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长时间盯着雪地会导致雪盲。但是，无论你是否佩戴墨镜，只要连续数小时

露在刺眼的白光中，人们都会出现头痛和流泪的症状，甚至患上雪盲症。

加拿大军方近日通过一支在雪地覆盖的国家行军的队伍证明，长时间看着雪地并不会导

致雪盲。其实，由于人长时间把眼光集中在荒芜的、冰雪覆盖的地区时，他的眼睛会在视

线范围内来回搜寻些什么东西作为目标物盯视。当长达几小时不停地搜寻却毫无收获时，

眼球会累，眼部肌肉酸痛。我们身体的自然机能对抗这种刺激的方法是产生越来越多的液

体浸泡眼球。当越来越多的液体覆盖眼球的时候，视线变得模糊，于是人们就会看不清楚，

结果就是-即使那是暂时性的症状-雪盲。

这个实验使该军队找到了对抗雪盲的方法。当军队经过一片冰雪覆盖的地区时，他们派

出一些受过训练的先锋部队把常青树上的雪摇落下来，创造出一条点带。这些先锋部队甚

至会在他们前方的雪地上扔下一些轻型的深色的物体好让他们自己也有些什么东西作为目

标物。后面的大部队因此就能看到些什么东西，目光就被锁定在那些地方因而就不用在这

片雪地上搜寻些什么。依靠把军队的目标定格在一个又一个这些目标物上，雪盲的问题就

得到了解决，军队得以在一片茫茫的雪原中前进。

16.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提到“wearing dark glasses or not, they find

themselves suffering from headaches and watering eyes, and even snow blindbess,when

exposed to several hours of ‘snow light’”,戴不戴眼睛都会产生“雪盲”的症状，

如眼疼、流泪甚至雪盲，故选 D 项。

17.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Nature offsets this irritation by producing

more fluid which covers the eyeball”可知，眼泪的产生是为了缓解刺激，故选 D 项。

18.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雪盲的产生是因为在雪地里眼睛找不到具体目标，

由于寻找不到看的物体才产生雪盲。于是为了避免雪盲的发生，需要给眼睛提供目标物，

故选 C项。

19.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The men following can then see something”

可知，是为了给后续部队提供可看的目标物，故选 A项。

20.A 【解析】主旨大意。本文讲述雪盲，及出现的原因与克服的方法，故选 A 项。

Section B

【文章大意】

对于新学生来说，跟其他的大学生一起分享一个宿舍是很常见的事情。宿舍成员的数量

通常会取决于所在的大学，但是，无论任何地方，人数范围是在一人到三人之间不等。最

常见的安排就是两个学生共享一个房间。通常，这个房间会有床、桌子、壁橱和抽屉来存

放个人物品、虽然这些家具朴素但却很得体。

大学学习成功的关键是和室友之间相互理解，并且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关系。你需要了

解你舍友的作息时间和日常活动，以便从一开始的时候宿舍生活就有一个积极的体验。你

的舍友可能会成为你的密友，又或者你们可能不会花太长时间在一起，但是，所有的这一

切都取决于你和你的室友。尊重你室友的财产和隐私，并且要求你的室友和你一样照做，

一些室友是值得信任的，但是有些并不如此。需要遵循的一个好原则就是：“如果你有贵重

的东西，要么藏起来，要么用钥匙锁起来。”这样做可以避免你的室友觊觎你的东西，拿走

一些属于你的东西。

假如你发现你的室友的日程安排和你的日程安排有冲突时，而你没有时间学习，你最好

去图书馆找个安静的地方学习。有时候，一些室友不是很安静，如果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地

方学习，你可能需要去图书馆学习了。

21.E 【解析】宿舍成员的数量通常会取决于所在的大学，但是，无论任何地方，人数范围

是在一人到三人之间不等。range 是动词，副词修饰动词，根据句意，选 E。



尚学文化教育集团---专接本 专接本历年英语真题答案

总部地址：石家庄长安区美博城四楼尚学教育 电话：0311-87543068- 11 -

22.L 【解析】the most 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后面应填形容词，根据句意，选 L。

23.J 【解析】to 是介词，后面应填名词，根据句意，选 J。

24.I 【解析】roommate’s 是名词所有格，意思是舍友的，后面修饰名词，根据句意，选

I。

25.D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固定搭配，ask sb.to do sth.根据句意，选 D.

26.H 【解析】空格前是 are very，此空应填形容词，做 are 的表语，very 副词来修饰该

形容词。根据句意，有些室友是值得信任的，有些则不是，故选 H。

27.A【解析】考查的固定搭配 go by，意思是以....为根据，根据句意，选 A。

28.O 【解析】考查的固定搭配 keep..from..,意思为防止...免于...，根据句意，选 O.这

样做可以防止你的室友被你的东西所诱惑，从而拿走属于你的东西。

29.K 【解析】假如你发现你的日程和你的室友的日程安排是冲突的，你没有时间学习。根

据句意，选 K。

30.G 【解析】一些室友不是太安静，如果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学习，最好去图书馆。根据

句意，选 G.

IV. Cloze

【文章大意】

足够的睡眠对健康很重要。所需要的睡眠数量取决于人的年龄和谁觉的环境。年轻人比

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睡眠，但通常来说，八个小时对于一个成年人的健康来说也足够了。一

些人可能并不需要八小时，儿童可能需要更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求。然后就是如何

去满足自己的需求了。睡眠应当足够让人觉得放松，并能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对于好的睡眠来说，新鲜的空气是很必要的，因此，一些人坚持要在室外睡觉并不是没

有原因的。当人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温暖时，室外的睡眠能够给人的身体最大的放松。

睡觉的能力主要是习惯的问题。环境只能引导你的睡眠。室外运动，养成有规律喝水的

习惯，避免在晚上进食以及忧虑，都是对好的睡眠有帮助的。除非医生建议，否则不要吃

安眠药。

【主旨大意】本文介绍了人们对于睡眠的不同的需求量，以及如何才能保证好的睡眠。

31.B 【解析】所需要的睡眠的数量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睡觉的环境。A 项“愿望”。B 项“需

要”，C 项“期待”，D 项“想要”。由第一段第二行：The young may need more sleep than

the old,说明文章在讨论人们对于睡眠时间的需要。所以选 B.

32.D 【解析】根据常识判断，八小时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足够的。A 项“几乎不”，B

项“有时”，C项“经常”，D 项“一般地，通常地”，所以选 D.

33.A 【解析】有些人可能不需要八个小时，但是儿童可能需要更多。A 项“儿童”，B 项

“女人”，C 项“男人”，D 项“几乎没有”。根据常识判断，选项中只有儿童是需要更多

睡眠的。所以选 A。

34.C 【解析】根据语义，睡眠应当足够让人觉得放松，并能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A 项

“几乎不”，B项“额外的”，C 项“一天的”，D项“好的”。ready for 是“为...做好

准备”的意思。根据选项采用排除法，只能选择“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所以选 C。

35.C 【解析】一些人坚持要在室外睡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A 项“最好的”，B 项“完全

不”，C 项“没有”，D 项“好的”。根据上一句话，“新鲜的空气对于好的睡眠是很有必

要的”，所以室外睡眠是应当坚持的，该句中有“not”，所以选择“without”，双重否

定，表达的是肯定的含义。所以选 C.

36.D 【解析】根据语义，选择“when”表示“当……时候”。当人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温

暖时，所以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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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 【解析】本题根据排除法，A 项“强壮的”，B 项“非常”，C 项“坏的”，D 项“激

动人心的”。室外的睡眠能够给人的身体最大的放松。a most=very，意思是“非常”。所

以选 B。

38.A 【解析】本题根据排除法，A 项“担忧”，B 项“害怕”，C项“粗心”，D项“努力

工作”。根据句意，避免在晚上进食以及忧虑，都是对好的睡眠有帮助的，所以选 A。

39.B 【解析】A项“任意时间”，B项“睡前”，C 项“半夜”，D项“午饭时间”。根据

常识判断，在睡前洗澡有益于睡眠。所以选 B。

40.C 【解析】A项“睡觉的人”，B项“儿童”，C 项“医生”，D项“父母”。除非医生

建议，否则不要吃安眠药。只有医生可以提出吃安眠药的建议。所以选 C.

V. Writing

参考范文

Haze and Air Pollution

The speed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brings convenience to us, such

a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 and so on. However, recently haze and the air pollution

which can threaten our health aro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public.

As the old saying does,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When we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avoid its disadvantages. On the one

hand, the haze and the air pollution come from factories which can produce high-tech

products that will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us. On the other hand, we make wasted

things which can seriously aggravate the haze and the air pollution in our daily

life.

To make our living surrounding more clear, we should tak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easures which can reduce the haze and the air pollution. Firstly, the factory should

deal with the wasted water and air before pouring them to the environment. Secondly,

every citizen should build the sens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pollution from little thing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keep up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ke our life healthier.

河北省 2015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答案

Ⅰ.Phonetics

1.D 【解析】A.debt［det］;B.thumb［θʌm］;C.doubt［daut］;D.problem［’prabləm］。
本题考查字母 b 在不同单词中的读音。字母 b 在不同的单词中有时读作［b］，有时则不发

音 。 读 ［ b ］ 的 常 见 单 词 有 ： bike,bus,bay; 不 发 音 的 常 见 单 词 如 ：

debt,thumb,doubt,tomb,lamb,climb,bomb。

2.C 【解析】A.southern［’sʌðən］;B.trouble［’trʌbl］;C.mouse［maus］D.rough

［rʌf］。
本题考查字母组合 ou 在不同单词中的读音。字母组合 ou 在不同的单词中可以有以下三种

读 法 ：［ au ］， 例 如 ： house,mouth,mouse,sound,found; ［ ʌ ］ , 例 如 ：

enough,trouble,touch,rough,southern;［ə］，例如：delicious,gracious,prosperous.

3.A 【解析】A.chemical［’kemikl］;B.teacher［’ti:tʃə(r)］;C.achieve［ə’

tʃi:v］;D.channel［’tʃænl］.本题考查字母组合 ch 在不同单词中的读音。字母组合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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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同 的 的 单 词 中 可 以 有 以 下 几 种 读 法 ：［ tʃ ］ , 例 如 ：

much,chick,rich,teacher,achieve,channel;［k］，例如：school,headache,chemical;［ʃ］,
例如:machine,Chicago。

4.B 【解析】A.pieces［’pi:siz］;B.clothes［kləuðz］;C.watches［’watʃiz］;D.voices

［’vɔisiz］。本题考查名词变复数加“es”后的发音。在以 s,sh,ch,x 等结尾的名词之后

加-es，读［iz］,如 watches;在以 ce,se,ze,(d)ge 等结尾的词后加-s,读［iz］，例如：

voices,pieces.

5.A【解析】A.certain［’sʒ:tn］;B.explain［ik:splein］;C.attain［ə’tein］;D.complain
［kəm’plein］。本题考查字母组合 ain 在不同单词中的发音。字母组合 ain 有两种读法：

［ein］,例如：attain,expiain,complain;［n］,ai 不发音，如：certain。

Ⅱ.Situation Dialogues

Section A

6.B 【解析】本题考查日常交际中对日期的提问和回答。提问“What’s the date today?”

的回答必须是几月几日，例如“It’s the first of May.”或者“It’s May 1 st.”A

是对星期的回答，即对“What day is it today？”的回答；C是对天气状况的回答；而 D

是对程度等的回答，故选 B.

7.A 【解析】“今天感觉怎么样？”Much better after two shots:打两针之后，感觉好多

了；Thank you for asking:多谢询问；I’ve got to work:我得去工作了；You’re welcome:

不客气。显然只有 A的回答符合题意。故选 A.

8.D 【解析】本题考查对一般疑问句的回答。一般情况下若是以 be 动词开头的问句，肯定

回答是 Yes+主语+be，否定回答为 No+主语+be+not。若问句是以助动词 do 开头，肯定回答

是 Yes+主语+do/does、did，否定回答为 No+主语+do/does/did+not，故排除 A 和 C。问句

意思是“你说的是实话吗？”B选项为“不，谢谢”，显然答非所问，而答案 D 为“不，这

是个谎言”，与题意较切合，故选 D.

9.B 【解析】本题考查对反义疑问句的回答，对“isn’t it?”一般的回答有两种，“Yes it

is”和 “No,it isn’t”或者 yes 后面接与原句意思相同的句子和 no 后面接与原句意思

相反的句子。故选 B。

10.B 【解析】本题考查日常交际用语中，对别人表示感谢时的答法。当别人感谢你的帮助

时，可以用 No.thanks,而 C 和 D 选项显然不符合英语语境，故排除 A、C、D 三项。B 项“希

望你喜欢”比较切合题意，故选 B.

Section B

11.C 【解析】根据 W 的回答可推知 M 表扬或夸赞了她。故选 C.

12.A 【解析】根据 W 的回答可得知，M应该在问他在哪里买的衣服。故选 A.

13.F 【解析】根据前面 M 问送妹妹这样的礼物是否合适，以及下句 W 的回答可知，M 一定

要说明送礼物的原因或场合，这样 W 才能判断是否合适，故选 F。

14.D 【解析】根据下句的回答得知，M肯定问衣服有什么颜色，所以选 D。

15.E 【解析】根据下句“Not at all.”是对感谢的回答可知选 E。

Ⅲ.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Passage 1

【文章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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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的一个城市--东京。从东京的人、火车以及令人惊奇的事等不同的

方面指出东京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16.C 【解析】从第二段第五、六、七句可知，在一天的某些时间伦敦牛津街会有很多人步

行，而在东京银座经常会有很多人步行，有时连走路都很困难，故选 C。

17.A 【解析】从第二段“The worst time to be in the street is at 11:30 at night.

That is when the nightclubs are closing and everybody wants to go home”可知，

答案为 A.

18.D 【解析】由第三段倒数第三句“They always leave and arrive on time”可知，火

车总是准时出发和到达。故选 D.

19.A 【解析】从最后一段的几个词语“five minutes, three fire-engines, every day”

可以看出，火灾是频繁发生的，所以选 A。

20.C 【解析】从第二段第一、二句看出，东京有很多人，很多车，很嘈杂，所以排除 A;

根据第二段第三句“but in Tokyo they often spend a long time in traffic jams”可

知，东京人每天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交通堵塞上，所以不可能开得很快，所以排除 B；由

第三段最后一句“In Tokyo trains everybody in a seat seems to be asleep, whether

his journey is long or short”可知，无论旅游长短，每个乘客似乎都在睡觉，可排除 D，

所以选 C.

Passage 2

【文章大意】

本文讲述了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并能帮助警察破案。然后向我们介绍了受训练的狗的

条件，以及训练的项目。

21.D 【解析】根据第一段前三句可知 B和 C都正确，而 A 选项只是对 C 选项的一个补充或

举例说明。故选 D。

22.B 【解析】从第二段倒数第二句“They learn drug-sniffing or bomb-sniffing”可

知，主要利用狗的嗅觉，即“敏感的鼻子”，所以选 B。

23.C 【解析】A 和 B 项在第二段“This team visits large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buy the dogs. They may buy dogs from private citizens for up to ＄750 each. Some

citizens freely give their dogs”中有体现，故正确。而 C 正好与 A 和 B相反，不符合

语意。而从文章第二段“The dogs selected must be healthy, brave and aggressive. They

must be able to fight back if they are attacked. The dogs chosen are between the

ages of one and three”可知，所有买来的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因此 D 也正确。故答

案选 C.

24.B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第五句“They may buy dogs from private citizens for up

to ＄750 each”可知，训练人员买的小狗中最高价为 750 美元，所以 A 正确；根据文章第

二段倒数第三句“After this course , the best dogs are selected to go on another

9-week course”只有那些最好的狗才能进行下面的训练，所以 C正确；文章第二段提到只

有 1-3 岁的狗才会被挑中，所以 2岁的狗在范围之内，故 D 正确。所以选 B。

25.A 【解析】最后一段倒数第一句提到，炸弹嗅探犬蹲到炸弹旁边是为了提醒主人隐藏的

爆炸物。故选 A。

Passage 3

【文章大意】

本文主要讲述了自然生长的食物营养价值高，并越来越受欢迎，而施过肥或加工过的食

物缺乏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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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 【解析】从文章第一段最后一句“...the chemical fertilizers widely used in

ferming today”可知，化肥仍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故 A 正确。

27.C 【解析】根据前面“natural foods”和“the use of chemicals and fertilizers”

可知，后者为“the use of chemicals and fertilizers”,故答案为 C。

28.B 【解析】根据第二段第一句可知，自然生长的食品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即质量高，

故答案为 B。

29.B 【解析】根据第四段“we can in fact do without”可知，糖不是必要的食物。而

第二段提到蔬菜含有人类必需的维生素，所以 C 和 D 两项都对人体很重要，短文没有提到 A。

故选 B。

30.D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提到纤维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而未经加工的面粉和蔬菜中

含有大量纤维，但文章始终未明确指出是何类型的蔬菜。故选 D（未特别明确的）。

Section B

【文章大意】

本文主要讲述了美国家长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束手无策，认为他们很叛逆。但最近的研

究表明家长和孩子间的代沟正在缩小，大部分的孩子和家长也能融洽地相处了。

31.I 【 解 析 】 根 据 句 子 结 构 可 知 ， 此 处 应 填 名 词 。 符 合 的 有

majority,number,quarrels,freedom 和 decisions，根据文意：他们需要更多的

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这里只有 freedom 符合，故选 I。

32.N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可知，此处应填名词，而能与 make 搭配构成短语的，只有

decisions 比较合适，结合句意：他们想 没有父母的干预。make decisions 意为

“做决定”，比较合适。

33.H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 and 表示并列，前后应该保持一致，所以此处应为动词，结合

句意，从书本册子和父母培训课程上 建议。所以选 seek，寻求建议比较合适。

34.J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此处应为动词，结合句意“他们想要 友好的关系”

可知，maintain relationship（维持关系）比较合适。故选 J。

35.L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并结合句意可知，and 前后应均为形容词，并且意思褒贬一致，

constructive 意为“建设性的，积极的，有助益的”，故选 proper（合适的）。

36.F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此空应填动词的原形，剩下的动词 achieve,disagree,agree

中，disagree 和 agree 比较合适，但根据句意可知父母和孩子常有分歧，故选 disagree。

37.K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此处缺主语故用名词 majority,number,quarrels 中的一个。

根据“争论可能关于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像穿衣风格、发型等，但是也可能关于学校作业，

课后的作业.....”，此空所填的词应该与 arguments 意思相近，故选 quarrels。

38.C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可知，此处缺一副词修饰形容词 few。根据句中的 nearly 可知，

副词 completely 和 relatively 比较合适，所以选 C。

39.A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可知，此处应填动词原形，需从 fulfill 和 achieve 中选一个，

结合句意“他们 他们父母的大部分期望”，achieve 意为“获得，达到”而 fulfill

one’s expectation 是“满足.....期望”的意思，比较符合句意。故选 A。

40.D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此处应填名词，需从 majority 和 number 中选一个，而 the

number of 意为“……的数量”，与句意不符；the vast majority of 意为“大部分的……”，

比较符合句意，故选 D。

IV. Close

41.C 【解析】逻辑推理题。前一句提到有些学生 20 年前就已离校，因此，他们年龄应稍

大，据此可推知空格处含有比较之意，再结合后面的至少 21 岁，可确定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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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B 【解析】词语搭配题。Example 是泛指，可以用 an 或 one 修饰，故选 B。

43.D 【解析】词语搭配题。be different from：与.....不同，是固定搭配。

44.A 【解析】词语搭配题。Either…or…意为“…或…，不是…就是…”，是固定搭配，

故选 A。

45.B 【解析】词语搭配题。根据句意，是“举例子，说明”的意思。For instance 意为“例

如”，是固定搭配。

46.C【解析】词语搭配题。根据上下文意思得知“他们不必非得通过考试”，have to do sth.

意为“必须做某事”，故选 C。

47.A 【解析】词义辨析题。根据句意：在他们成为学生前不必非得通过考试，accept 表示

被学校承认接纳成为学生。故选 A。

48.D 【解析】语法结构题。该句为表语从句，而连接词在从句中做状语，结合句意得知缺

少一个表示原因的词，故选 why。

49.B 【解析】词义辨析题。根据句意“创办大学是为了帮助……”只有 start（开办，创

办）符合题意。故选 B。

50.B 【解析】词义辨析题。分析句子结构可知，空格处应为形容词，作定语修饰 group。

known：已知的，有名的；certain：某一些的，肯定的；specialized：专门的；专科的。

根据句意“帮助一个人们所熟知的群体-年轻时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可知 B 项符合句意。

51.A 【解析】词义搭配题。miss 当“错过做某事”讲，后接动词+ing 形式，而上大学，

直接用 enter+大学就可以了。have 可以接 education。故选 A。

52.D 【解析】词语搭配题。通过收音机电视，要用介词“on”。

53.C 【解析】逻辑推理题。结合上句“The idea was to teach on the air”得知，此空

应填 teaching 以使前后一致。

54.C 【解析】词义辨析题。由句意可知本空应为和 classroom（教室）相对应的场地，那

就是 homes（家里）。

55.A 【解析】词义辨析题。由句子结构可知，此空应为一般现在时，故排除 B 和 D；receive

指收到，并非全部接纳；而 accept 指认同并接纳，根据题意得知学生从学习中心接受到很

多建议，但未必会全盘接受，故选 A。

56.C 【解析】语法结构题。由题意可知：学生把作业交给导师，作业是写完的，所以要用

write 的过去分词形式。

57.B 【解析】词义辨析题。前文提到 tutor；导师的职能是给学生引导而并非教课，又因

短文时态为一般现在时，故选 B。

58.B 【解析】词义辨析题。根据文意可知，学生每年暑假要花 3 周时间作为一个“全职”

学生学习，所以选“as”作为“当作”。

59.C 【解析】词义辨析题。由句子结构可知，此空应填和 study 时态一样的动词原形，结

合句意“导师和教师碰面并一起学习”比较符合句意，故选 meet。

60.B 【解析】语法结构题。从句子结构判断，主句用将来时态，从句应该为 if 引导的条

件状语从句。故选 B。

V. Writing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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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4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答案

Ⅰ.Phonetics

1.C 【解析】元音字母 a在 C项中读［æ］，其他选项读［ei］。

2.B 【解析】字母组合 ea 在 B 项中读［ei］，其他选项读［i:］。

3.A 【解析】字母组合 tion 在 A 项中读［tʃən］,其他选项读［ʃn］。

4.D 【解析】字母组合 ou 在 D 项中读［u:］，其他选项读［au］。

5.B 【解析】字母组合 gh 在 B 项中不发音，其他选徐昂读［f］。

Ⅱ.Situation Dialogues

6.C 【解析】--你觉得这家饭馆的食物怎么样? --我觉得很美味。

7.A 【解析】--约翰昨天病了。 --很抱歉听到这个。

8.C 【解析】--你介意关掉收音机吗？ --当然不介意。

9.B 【解析】--你今天看起来非常美丽。 --很感激你能这么说。

10.C 【解析】--请问我能看一下你的票吗？ --当然，给你。

11-15 GECAF

【文章大意】

--ﾞ嗨，爱丽丝，你的期末考试怎么样了？

--ﾞ嗨，迈克，我今天早上完成了最后的考试。

--太棒了，现在放松一下怎么样?我得到了两张闹市区的现代艺术展的门票，你想要和我一

起去吗？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任何关于现代艺术的事，并且我也不是个艺术家。

--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来享受一次好的艺术展。

--你是对的，你已经看过这次艺术展了吗？

--没有，但是我听说很棒，这个艺术展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过，接下来又在芝加哥举办过。

--那应该很不错。

--并且在那附近还有一个现代亚洲艺术博物馆，所以我们可以一下子把这两个都参观一下。

--好的，你说服我了，你想今天下午去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由你决定，我时刻准备着。

--好的，那我们一点半在这里见面好吗？

--听起来合适，那么一会见。

--一会见。

Ⅲ.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16.C 【解析】定位于第一段，很明显可以看出 A。B、D 项对应的场景，C 项是看电影的人

的描述，并不属于特殊效果。

17.A 【解析】定位于第二段第二句话，很容易得出答案为选项 A，B、C、D 三项描述都不

准确。

18.D 【解析】定位于文章第三段中间部分“But fish can not be ordered to do anything”,

所以要想达到预想的效果，只能用电来控制。

19.C 【解析】定位于文章第四段，煤气通过气管来燃烧，所以最简单的控制方法就是打开

或者关闭气管，故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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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 【解析】这篇文章主要讲述的内容就是特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花费、重要性和需要

都不符合，故答案为 B。

21.D 【解析】定位于文章第二段中间部分，“In order to test the structure...”可以

看出目的是为了测试飞机的结构，A、B、C三项都与飞机的结构无关，故答案为 D。

22.B【解析】是把飞机放到水里，而不是把水注到飞机里，故 A 选项错误。文章中提到“The

pressure inside the plane is greater that it ever will be when it is in the air”,

由此可推断出往飞机内注入了更多的气体。C 选项是事实，无需从文中推断，D 选项错误。

23.C 【解析】文中提到“在水中进行测试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地方都小”以至于更容易发现

问题，故本题选 C。

24.C 【解析】飞行测试的主要内容是将飞机控制在很高的高度，然后突然停止所有发动机，

在飞机下落的过程中检查飞机，A、B、D 叙述都不准确，故答案为 C。

25.A 【解析】本文主要讲述了现代飞行器在投入使用之前的两次严格的检测，来表明现在

的飞机是很安全可靠的，B、C两项叙述太片面，D 项文中未提及。

26.C 【解析】文章第一段总领全文，总括出了阿斯匹林有益的一面和负面影响，故答案为

C。

27.A 【解析】文章第二段论述了对于关节炎，阿斯匹林是唯一有效的药物，但是它又是很

危险的，故排除 B 项，C 项只是说 20 世纪，并未表明时间很长，D 项第二段未提及，故选 A。

28.B 【解析】文中第三段明显提到“salicylates, the chemical in aspirin”故答案为

B。

29.A 【解析】文中只第二段提到了阿斯匹林的负面效果，文章大部分还是在论述，控制一

定的数量和正确的用法，阿斯匹林利大于弊，故答案为 A。

30.C 【解析】很容易排除 A 和 B,D 项也很明显不是文章主要内容，故选 C。

Section B

31.L 【解析】seem strange to sb.为固定搭配。

32.K【解析】此空应为形容词，即从 dirty，fresh，polluted 中选，由文意可知应为 polluted。

33.O 【解析】此空应为动词的被动形式，即从 treated 和 polluted 中选，由文意可知应

为 polluted。

34.I 【解析】此空应为表数量的名词，即从 number 和 amount 中选，number 只能修饰可数

名词，amount 既可修饰可数又能修饰不可数，故应选 amount。

35.B 【解析】deal with problem 为固定搭配，故选 B。

36.J 【解析】此空应为动词，且动词后为 ing 动名词，选项中能接动名词的动词只有 stop。

37.A 【解析】此处应为副词，修饰 return，选项中只有 eventually 为副词，又符合文意，

故选 A。

38.H 【解析】此处应为动词的被动形式，故选 treated。

39.C 【解析】make use of 为固定搭配，故选 C。

40.M 【解析】句意为“我们可以通过除去海水中的盐分来充分利用大量的海水”，此外，

此空应为动名词，故为 removing。

IV. Close

41.A 【解析】此句的主句结构应为 The Apple changed people’s idea from…to…苹果

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即从电脑是由大量真空管组成的，只能由大公司和政府使用，变成了

由普通人使用的小盒子，由后面的 to 和此句句意可知此空选 from。

42.B 【解析】此空的句意为“只能由大公司和政府负担得起的”故为 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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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C 【解析】由 and 后句意可知前半句的意思应为使电脑越来越大众化和受使用者欢迎，

故此空为 popularize。

44.B 【解析】时态考查题，建立苹果Ⅰ的两年后，相对于现在为过去时，故用 introduced。

45.A 【解析】computer for homeand small business 为家用电脑和小公司用电脑，统称

为私人电脑，personal 和 private 都有私人的意思，但是 private 带有隐私、秘密的意思，

不切合句意，故选 personal。

46.D 【解析】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应为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47.B 【解析】选项中 consent 为同意，赞成的意思，consider 是认为的意思，condemn 为

谴责，consult 为咨询、询问。句意：他被认为是硅谷最年轻有为的人。故选 B。

48.D 【解析】dramatic change 为固定搭配，译为翻天覆地的变化。

49.C 【解析】adapt 为适应的意思，received 收到，adopt 收养，take 带走。句意：乔布

斯是由波和克莱拉.乔布斯在 1955 年收养的孤儿。故答案为 C。

50.A【解析】由句意可排除B项和D项，C项participate后常接比赛、竞赛等，故选A.attend。

51.D 【解析】employee 常与 hire 连用，故选 D。

52.B 【解析】have passion for sth.。对……充满热情，为固定搭配。

53.D【解析】句意：对发明电子设备充满热情。选项中 plan 为计划，system 为系统，method

为方法，只有 D device 符合题意。

54.C 【解析】由文意“进入大学”可排除 A、D 两项，B项 enter 为及物动词，后直接接句

词，故排除，register at a college，意为进入大学。

55.A 【解析】hang around 闲荡，hang on 坚持，hang out 挂出，hang over 悬挂，由文

意可知本空应为 hang around。

56.C 【解析】题意辨析题，文意为为公司设计录像游戏，describe 为描述，defeat 为打

败，design 为设计，deny 为否定，只有 design 符合题意，故选 C。

57.D【解析】economical 经济的，influential 有影响力的，industrial 工业的，commercial

商业的，由文意可知应选 commercial。

58.C 【解析】题意辨析题，confirm 坚定，protect 保护 persuade 劝说，provide 提供，

由文意可知应选 persuade。

59.A 【解析】raise money 筹集资金，为固定搭配。

60.D 【解析】词组辨析题，come up with 想出， come up from 来自于，come up to 达到，

come up for 参与竞选，由文意可知应选 come up with。

V. Writing

Where to Seek Employment-In a Big City or In a Small City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small towns and large cities both have different

advantages. Choosing which one to live in depends on everyone’s different ideas

and consideration.

Some people prefer big cities. Their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there

are many more job opportunities which supply higher salary. Secondly , a big city

can provide bett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high quality for children than in

a small town.

However, others are against it. They think that people who live in a small town

can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enjoy the natural beauty. Besides, the cost of

daily necessities such as vegetables or meat, is cheaper than that in a big city.

For me, I have to say that I wish someday I could live in a big city and get a

good job there. Because I think when I am young enough, I should go to a bi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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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inue to challenge myself, enrich my experience and strive to live a better

life.

河北省 2013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答案

Ⅰ.Phonetics

1.D 【解析】A［’ʌŋkl］B［ʌm’brelə］C［’kʌstəm］D［ju:ni’v:səl］
2.A 【解析】A［ik’spiəriəns］B［ig’zækt］C［ig’zæm］D［ig’zist］

3.A 【解析】A［ka:m,ka:lm］B［hɔ:l］C［tɔ:k］D［bɔ:l］
4.C 【解析】A［nain’ti:nθ］B［nainθ］C［’sʌðən］D［fifθ］

5.B 【解析】A［’litərətʃə］B［mə’tjuə］C［’neitʃə］D［’fi:tʃə］
Ⅱ.Situation Dialogues

6.A 【解析】对方邀请你加入对方喝咖啡，一般情况下作出的回应应是表示同意。A 表示同

意，B表示当然不，C 表示说，D 表示继续。故选 A。

7.B 【解析】此题的场景是打电话，打电话人问是否可以和安说话，由于安不在，所以接

电话人说：“对不起，他不在。”故选 B。

8.C 【解析】对方提建议吃点东西怎么样，A 表示我不喜欢，B表示这是我的荣幸，用于给

别人提供帮助，C 表示听起来不错，D 表示谢谢。故选 C。

9.A 【解析】对方询问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A 表示我玩得很开心，B 表示我去了北京，C

表示我 7 点离开北京，D表示我喜欢周末。故选 A。

10.A 【解析】对方向你的成功表示祝贺，A 表示感谢，B 表示没有，C 表示我做的不好，D

表示我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只有 A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故选 A.

11.G 【解析】从对话场景来看，对话是两人在打电话，对方询问是汤姆吗？故回答应是我

是**。故选 G。

12.F【解析】根据后文回答判断，此句为我简直不相信我最终会打通你的电话，get through

即为接通的意思。

13.A 【解析】根据后文回答可以判断，此句是在询问 Mike 何时回到伦敦的，故选 A。

14.H 【解析】根据后文道歉可知，Mike 曾多次尝试与 Tom 联系，一直没有成功。故选 H。

15.C 【解析】根据上文去苏格兰旅游可知，此句是表达羡慕之情。

Ⅲ.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Passage 1

16.B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段第二句可知，人们到美国的第一印象即是似乎每个人都在匆

忙中，故选 B。

17.C 【解析】在第二段中的观点就是，人们看起来似乎对你不友善，因为人们生活在匆忙

中，故选 C。

18.D 【解析】作者的观点：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不友善，只是因为太忙碌。故选 D。

19.A 【解析】第三段中，生活在美国的大城市中的人都会匆匆忙忙地做事，都想把别人落

在后面，例如东京、新加坡和巴黎这些城市中的人。所以这些大城市都有一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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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 【解析】最后一段中，只要你停下来向美国人求助，大多数人会乐意帮助一个陌生人

的，故选 A。

Passage 2

21.B 【解析】根据第二段最后一句可知，这些咖啡屋的目的在于帮助当地的青年工程，故

选 B。

22.A 【解析】最后一段第三句原文，故选 A。

23.B 【解析】根据最后一段首句，学生每小时赚 6.1 美元另加小费可知，他们赚很多钱。

故选 B。

24.C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句话可知，学生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忘记续咖啡。

25.D 【解析】本文主要讲述的是学生的咖啡厅，故选 D。

Passage 3

26.C 【解析】文章中第二段第二句中提到，首次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回答海底有什么这个问

题，是有人提议铺设一条从欧洲到美国的海底电报光缆的时候。故选 C。

27.D 【解析】第三段第一句话提到这个电报公司的 Maury 询问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故选 D.

28.D 【解析】第三段第二句中提到 Maury 的义务就是在海上航行探测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

的水深。故选 D。

29.B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第二句提到，当时的科学观点是海底深处无生命。

30.A 【解析】纵观全文，主要讲述了海洋学的开端，故选 A.

Section B

31.F 【解析】本文主要讲述了怎样分析人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时的一些问题。根据第一段

第一句话，可知此句为分析问题。故选 F。

32.C 【解析】根据本段最后一句，Sam must see that…….可知此空为人们必须意识到有

问题。

33.K 【解析】显而易见，此处为必须找到自行车不能骑的原因，故选 K。

34.L 【解析】与 look for 搭配，look for information 表示寻求信息。故选 L。

35.B 【解析】根据题意，研究问题之后，人们应当对可能的解决方案提一些建议。故选 B。

36.N 【解析】take…as an illustration=take…as an example 表示以…为例，故选 N。

37.M 【解析】根据题意，一些最终的想法来得很突然，故选 M。

38.O 【解析】此题意为他突然意识到他的问题所在。故选 O。

39.H 【解析】此题意为这个方案最终被验证，test 意为测试、检测，故选 H。

40.D 【解析】solve the problem 意为解决问题。

IV. Cloze

41.B 【解析】A项外国的，B项本土的，C项熟悉的，D 项官方的。故选 B。

42.A 【解析】in addition to 表示除...之外

43.C 【解析】there be 句型，表示某处有异物。

44.A 【解析】A 项多种多样的，B 项相似的，C 项熟悉的，D 项相同的。varieties of the

languages as various levels of usage 多种语言多种说法，故选 A。

45.D 【解析】it is impossible to 表示做……是不可能，据文意知，估量在这个世界上

除自己的母语外，已经获得足够工作的英语知识的人数是不可能的。

46.C 【解析】acquire knowledge 获得知识。

47.A【解析】本文主要叙述的是英语应用广泛的现状，此题为学英语的原因。

48.D 【解析】由后文 still more difficult 可知，此题意为解释是很困难的。故选 D。

49.A 【解析】what 引导宾语从句，同时 what 在从句中充当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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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D 【解析】wide spread demand 意为广泛的需要。

51.B 【解析】A 项提供，B 项为……服务、对……有用，C 项假设、推想，D 项离开、留下。

故选 B。

52.D 【解析】定语从句引导词与介词搭配的只有 which。

53.D【解析】据题意，在科学、技术和其他的领域，故选 D。

54.A 【解析】such…as 正如……

55.D 【解析】the connection of 意为……的联系。

56.D 【解析】根据下文的 countries 可知此题为 nations 国家。

57.B 【解析】题意为尤其是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former 意为前期的，故选 B。

58.B 【解析】multi-lingual populations 意为多语言人口。根据上文殖民地可知，此处

应为多语言人口，所以要统一语言，故选 B。

59.A 【解析】education 既与 law 等并列，也是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

60.C 【解析】entrance to 意为……的人口，故选 C。

V. Writing

写作参考范文：

Online reading

Online reading is getting increasing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has become

a part of our daily life.

Online reading has brought many benefits to people.through online reading, we

are exposed to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books and keep track of the latest information

whenever it happens.what’s more, online reading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reading, which is greatly convenient to enjoy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However,

apart from many advantages of online read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For one thing,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for readers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stuff among the ocean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For another, some

websites may offer false information, which makes online reading unreliable or

confusing.

For my part, online reading is helpful and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 to enrich

our knowledge. But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o identify what we really need. Only

whe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reading is achieved can we enjoy the pleasure

and the convenience of online reading.

河北省 2012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 .Phonetics (5 points)

1.答案:A. A.[ðəu] B.[pa:θ] C.[‘meθəd] D. [θæŋk]

2.答案:D A.[tʃeind] B.[tʃein] C.[tʃek] D.[‘kemist]

3.答案:C A.[ə’laud] B.[ə’tend] C.[‘neiʃən] D.[ə’raiv]

4.答案:B A.[‘haiə] B.[ɔ’nist] C.[‘hɔbi] D.[‘hæpi]

5.答案:A A.[‘pɔizənəs] B.[‘trʌbl] C.[i’nʌf] D.[‘dʌbl]
Ⅱ.Situational Dialogues(15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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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答案:C 解析：对方昨天有一次错过了王教授的语言学课，一般情况下应作出的反应是表

示遗憾。A项表示祝贺，B 项表示感谢，C 项表示遗憾，D项表示感叹。故选 C。

7.答案:D 解析:此题问话问的是你办公室的人经常帮助你吗?四个选项中只有D有针对性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它选项均答非所问。故选 D。

8.答案:B 解析:A 项表示没关系，B项表示不用谢,C 项表示没关系，D项表示不用了，谢谢。

故选 B。

9.答案:D 解析:对方询问是否介意打开门，A 项表示是的，我来做;B 项表示没什么;C 项表

示不用谢;D 项表示一点也不。故选 D。

10.答案:A 解析:从对话场景看，很容易判断这个对话是在母女之间展开的，母亲坚决不同

意孩子养宠物。故选 A。表示“决不”。

11.答案:A 解析:从对话场景来看，对话是两人针对一封老友来信展开的话题。对方感叹和

好友保持多年的联系很不容易，表示赞同。故选 A。

12.答案:F 解析:根据后面回答，对方说出来新的内容，因此这里应该询问信里写些什么内

容。故选 F。

13.答案:C. 解析:根据回答不难看出，这句话要提问关于学校的信息，并且横线部分是问

句形式，根据排除法可以选出 C 项。

14.答案:E 解析:前文听到朋友谈到聚会，所以下文应该表示高兴，感叹是好消息。故选 E。

15.答案:G 解析:前文提到只有一两个朋友保持联系，所以下文表示赞同，和朋友保持联系

的确很难。故选 G。

Ш .Reading Comprehension(45 points)

Section A(30 points)

Passage 1

16.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首段第二句可知，许多国家在庆祝万圣节，而不是全世界，因此

A项错误。根据文章第三段可知在万圣节，人们穿上恐怖的西服，而不是将其送给朋友，因

此 B 项错误。文章第一段第三句话指出万圣节开始时是一个宗教节日，后来才没了其传统

意义，因此 C项正确。文章最后一段指出儿童用在这一天得到的钱捐给 UNICEF（联全国国

际儿童组织），D项与表述不符，所以错误。故选 C。

17.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其他三项均有提及，故选 D。

18.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段最后两句，可知选项 D正确。

19.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可知在万圣节最重要的物品就是南瓜饼，因此它是万圣节

的标志。故选 A。

20.答案:D 解析:文章第一段开头交代了万圣节到来的日期是十月底。故选 D 为答案。

Passage 2

21.答案:D 解析:根据首段最后一句，可知 D对。

22.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第四句可知，在两百年前跨洋航运要两周的时间。故选 A

23.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中“A peace agreement had already been signed. Peace

was made in England，but the news of peace took six weeks to reach America. During

these six weeks，the large and serious Battle of New Orleans was fought”，可知 B

项正确。

24.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的内容，作者对在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中牺牲的人的态度是

惋惜的，A项好奇的，B 项惊讶的 C 项同情的，D项生气的。故选项 C 正确。

25.答案:A 解析:纵观全文，主要讲的是现代科技对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意义，因此选项

A正确。

Pass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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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答案:C 解析:纵观全文主要讲述了做梦是怎么回事，选项 A，B，D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故选 C。

27.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可知选项 A正确。

28.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段可知 B、C 正确，根据文章第三段第一句话，可知 A 正确。

D项文中未提及，故 D 项错误。

29.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五段的内容可知 C 项正确。

30.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段第五段可知，B为正确答案，故选 B

Section B(15 points)

31.答案:J 解析:本文主要讲述面试时的几点建议。根据文章第一段最后两句话的内容，可

知笔者在拿工作面试举例，故应选 J 项。

32.答案:G 解析:根据前文中的内容 like a persuasive speech ,横线处应填的内容应表示

劝说，故选 G。

33.答案:I 解析:本句话完整的意思是指申请者首先要知道他想要的工作跟自己职业目.标

有多大的相关度，及介词复合结构的用法习惯，这里 relate to 是固定搭配表示“与，相

关“，符合句意，故选 I。

34.答案:B 解析:这里表示的意思是求职者要尽可能多的了解与公司相关的信息，

concerning 表示 “关于”，符合题意，故选 B。

35.答案:L 解析:根据句义，在搜集到公司的信息之后求职者就做好了面试准备，interview

表示“面试”，故应选 L。

36.答案:M 解析:结合第二段最后两句话，作者在说关于面试中第一印象的话题，impression

表示“印象”，故应选 M。

37.答案:F 解析:wear proper clothes 意为“适当着装”。

38.答案:C 解析:initial 表示“最初的，开始的”，initial impression。表示“最初印象”。

39.答案:O 解析:college graduate 意为“大学毕业生”。

40.答案:E 解析:文中最后一句话出自某位经理之口，根据句意此人应是不会雇佣像这样的

人。hire 作动词表示“雇佣”，故选 E

IV. Close ( 30 points )

41.答案:A 解析:A 项“珍视”，H 项“抱怨”，C 项“生产”，D项“满意”后接 with，故根

据句意选 A。

42.答案:D 解析:disordered 表示“混乱的，杂乱的”。

43.答案:D 解析:在这里 insist 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宾语要加。n,insist on 表示“坚持，

强调”。

44.答案:A 解析:A 项“打扰，扰乱”,B 项“忙于”,C 项“组成，构成”,D 项“发明”。interrupt

conversations 意为“插话”。

45.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应选 C 项，quarrel with 表示“与某人吵架”。

46.答案:C 解析:be concerned about 表示“关心，挂念”。

47.答案:B 解析:根据句意选 C，意为“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多少，但我们会努力去做”。

48.答案:C 解析:A 项 turn up“出现；调高”,B 项 turn on“打开”,C 项 turn to“转向，

借助于”,D 项 turn over“移交，翻转。”

49.答案:B 解析:try doing sth.表示“尝试去做某事”,try reasoning 表示“尝试以理劝

说”。

50.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与前面 threats 并列，应填 punishment"惩罚”，故选 C

51.答案:A 解析:stay reasonable 表示"保持理智"。

52.答案:C 解析:in the face of 为固定搭配，表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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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答案:D 解析:从语法角度分析，what 在从句中做 do 的宾语。

54.答案:C 解析:A 项 invite"邀请”,B 项 discourage“使丧气”,C 项 demand"需要”，D

项 avoid "避免”，根据句意应选 avoid , avoid failure 表示“避免失败”。

55.答案:A 解析:在英语时间状语从句中当前后主语一致时，从句中可以省略主语和 be 动

词，句中 when 后面省略了 they are，因此这里要用 catch 的过去分词，故选 A。

56.答案:C 解析:until 表示“直到”。

57.答案:A 解析:in the same way 为固定搭配，表示“以同样的方式”。

58.答案:D 解析:flow 是 fly 的过去式，flow 表示“流淌”。

59.答案:B 解析:A 项 apparent“透明的”，B 项 available“可用的”，C 项 severe“严峻

的，严厉的”，D项 curious“好奇的”。

60.答案:D 解析:cut in“插嘴，干预”，cut off“切断”，cut up“切碎”，cut down“裁

剪，减少”；根据句意选项 D 正确。

V.写作参考范文:

Private Cars

Too many cars have created a lot of serious problems. Besides congestion，

accidents and fast fuel consumption，cars are responsible for agood part of air

pollution in big cities. All the time，

they are releasing huge amounts of waste gases into the atmosphere. There gases

are very harmful，causing disease and even death.

One possible solution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clean airs and clean fuels. In

Shanghai，some of the public buses begin to run on natural gas，which does not give

off as much carbon dioxide as the petrol. But it may take decades for the new models

of clean cars to complete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ones.

Another solution is to develop moder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restrict the use of private cars. If the price of petrol rises constantly and the

public vehicles a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enough，most people will not buy private

cars. And the total of cars in big cities will remain under control.

河北省 2011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 .Phonetics(5 points)

1. A. cost [kɔst] B. host [həust]C. joke [dʒəuk] D. social [ˈsəuʃəl]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元音字母o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字母。在不同单词中可有以下几种读法:

在闭音节中，多读作[ ɔ]，例如:soft, hot , got , spot , donkey , monkey , mop , solid ,

forgot 等，但在 most , host , ghost , soldier 等词中读作[əu];在开音节或 ld 前，读

[əu]，例如:gold,hold , sold , cold , poke , hose , rope , telephone , microphone ,

sole , whole 等;在另外一些单词中，读作[ʌ]，例如:done, Monday, money, monk 等;在

非重读音节中，多读作[ə]，例如:Europe，photograph 等。

2.A. glass[ɡlɑ:s] B. last[lɑ:st] C. basic[ˈbeisik] D. task[tɑ: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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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元音字母 a 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元音字母。在闭音节单词中，多读作

[a:]或者[ æ ]和[ɔː]，例如:past, forecast, mask, fast, fat, gather, catch, fact,

matter,half, call , bald , salt , all, altogether 等;在开音节的单词中，多读作[ ei ]，

例如:lately , cave ,fate , safe , gave , game , name 等;在非重读音节中多读作[ə]，
例如:data , fatal , strata , papa ,aloud，asleep，alive，apart，afloat 等。

3. A.charm[tʃɑːm] B.check [tʃek] C.character[ 'kærəktə] D.chair[tʃeə]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字母组合 ch 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字母组合 ch 在不同的单词中分别可

读作[tʃ,ʃ,k]，例如:search, teacher, research, bench, coach. machine，machinery，

technical，technique，mechanic，mechanist，Mach 等。

4.A.confuse[kənˈfju:z] B.brush[brʌʃ] C.contribute[kənˈtribjut] D.attitude[ˈ
ætitju:d]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元音字母 u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元音字母 u在开音节单词中，多读作

[ ju:]或[u:]，例如:unite, university, unity, unification, uniform, funeral, cute,

humor, 1ucre, lube ,lubricate , lubricant 等;在闭音节中多读作[ʌ]，例如:upset, hut,

puppet, nut, summit, shut , subtle, dumb, dust, subject, interrupt, substitute

等;偶尔在闭音节中也可读作[u],例如:put,input,output 等;在非重读音节中多读作[ə]，
例如:datum , stratum , stimulus, lotus，status 等。

5. A. blow[bləu] B. allow[əˈlau] C. follow[ˈfɔləu] D. sorrow[ˈsɔrəu]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字母组合 ow 在不同单词中的正确读音。字母组合 ow 在不同的单词中分别可

读作[əu,au]，例如:row(排，划)，fellow , below , narrow , shallow , crow , glow ,

flow , lower ,frown ,crowd ,flower, tower, cow ,nowadays , row(吵架)，bow ,shower ,

allowance 等。

II .Situation Dialogues(15 points)

Section A

6.答案:B 解析:题中学生 A 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把我寄出去的信给退回来了，回答自然要说明

信件退回来的原因，故 B。地址写错了应为正确答案。此题诸项中 A 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需

要贴更多邮票，但此前的 yes 却说明了 A 不可选为答案，因上句并非一般疑问句。

7.答案:C 解析:此题面试主持者问你想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应试者当然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求

职意向，因此选 C。此题中选项 A 和 D 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但这两项只说出了自己现在的身

份和专长，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求职意向。要知道现在的身份和专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自己的

未来求职意向，考生决不可以靠想当然去答题。须知，放弃自己的现有职位或跨越自己的

专业特长而去新的专业工作领域闯荡的人并不罕见。

8.答案:D 解析:此题中对方问及你要茶还是咖啡，回答者只能在这二者中择一，故选 D。此

题中选项 C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主语显然与前句的主语 you 对不上。

9.答案:A 解析:此题中大夫问及病人手术情况，选项 A 无疑是正确选项。

10.答案:C 解析:此题中 Tom 对 Cathy 通过考试表示祝贺，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会对别人的

祝贺表示感谢，故选 C。此题中的选项 D具有一定的干扰性，但它一般用于对你表示安慰或

表示帮助意愿的人来说的。

S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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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答案:C 解析:根据前句大夫问及你哪儿不舒服以及答语的后句我胳膊和腿感觉无力，显

然选 C符合这种情境。

12.答案:A 解析:根据前句医生要看病人喉咙及答话的后句“啊……啊”，可以断定选项 A

张开嘴说啊应为正确答案无疑。

13.答案:E 解析:根据填空后的医生安慰话，可以想知病人此前应表示过担心，故选 E。

14.答案:B 解析:根据前句医生的话我认为你需要打一针和后句病人说他讨厌打针来推断，

病人很可能建议过代替打针的其它治疗方法，故选 B你能给我开点药吗应该是合理的。

15.答案:G 解析:根据医生否定了病人能否明天上班的问话，可以合理推断出医生接下来会

说 G:(建议病人)卧床休息几天.故选 G。

Ⅲ.Vocabulary and Structure（20 points）

16.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此处应为信守承诺，故选 A。keep/carry out promise/one's word:

信守诺言。句意:我们必须信守承诺。否则的话，将没人会信任我们。B.回报;C.目标;D.梦

想。

17.答案:B 解析:根据句中等待一词，可推断出答案应为 B 耐心地。句意:这些科学家不得不

耐心地等待几天。A.粗鲁地;C 微妙地;D.迅速地。

18.答案:C 解析:根据句义，此处应填人 C 污染。句意:人类必须停止污染地球的大气层。A.

填充;B.浪费;D.散发出。

19.答案:A 解析:此题中选项 A 和 C 都可表堵塞之义，但 j am 不可数，而句中空前有一不定

冠词，故只能选 A。句意:对不起，我迟到了。我因交通堵塞而耽搁了。B.压碎;C.小组;D，

堵塞，果酱。

20.答案:D 解析:根据空后的介词 to，可以推断出此处应用 adapt oneself to 这个句型，

表示改变自己以适应……句意: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动物灭绝了，而那些能适应的动物则存

活了下来。A.改变;B.使..一致;符合(to.;C.修饰)。

21.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应选 A。树立。句意:上大学之后，你应该给自己的学习树立一

个明确的目标。B.向……挑战，质疑;C.导致;D.做。

22.答案:B 解析:根据固定的习语搭配习惯，可知 B 对。句意:令她尴尬的是她记不起他的姓

名了。其它类似的习语还有:to sb's disappointment/dismay , to sb's surprise , to sb's

satisfaction 等。 A.争论，论点;C.要求;D.关系。

23.答案:A 解析:根据动词短语 know sb. by sight 跟......只是面熟(并不相识)，可知 A

对。句意:我和那个男士只是面熟，可我从未与他交谈过。B 心脏，learn...by heart 记住;C.

机会，by chance 碰巧，意外地;D.经验，经历。learn...by experience 从经验中学到或

懂得。

24.答案:B 解析:根据句义，显然对那些需要帮助之人我们该慷慨解囊，故选 B。句意:作者

建议我们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要慷慨大方。A.公平;C.吝啬的;D.苛刻的，严酷的。

25.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此处应为以貌取人，故选 A.外表的与 appearances 搭配起来，

表外貌。句意:你不应该以貌取人。B 有责任心的，负责的;C.舒适的;D.为数众多的。

26.答案:B 解析:根据句义，此处应表看起来象……，故选 B。句意:这个博物馆看上去像艘

船。A.导致;C.搜寻;D.继续前进

27.答案:C 解析:根据句义，此处应用 have... in common 句型，故选 C。句意:这两姊妹在

很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A.完蛋，到处;B.尽管，虽然;D.总共，总之。

28.答案:C 解析:根据前后两个句子的关系，可知后句为条件状语从句。而如填入 D。if，

则句子的意思不对头，故选 C(除非)。句意:你不可能通过考试，除非你刻苦学习。A.在……

之后;B.当......的时候;D.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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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答案:A 解析:根据句型要求，此处应填入形容词短语做宾补，故选 A。此题中，选项 A

和 D 如仅从语法和句型角度来讲都对，但选项 A更为简洁。句意:他发现这些孩子难弄。

30.答案:B 解析:根据句型要求 be busy doing sth.，故选 B。句意:那些学生正在紧张地复

习功课。

31.答案:A 解析:根据短语动词的习惯搭配 take advantage of，故选 A。句意:我将利用到

北京出差之便去游览一下那儿的美丽风景。

32.答案:B 解析:根据句子主语是不定代词 all，修饰它的定语从句只能用关系代词 that 来

引导，故选 B。句意:她目前一门心思想做的事就是开车上公路。

33.答案:A 解析: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当表语为 no good,no use,no sense 等时，形式主语

应用 it，实际主语应用动名词，故选 A。句意:光说不做毫无益处。

34.答案:D 解析:根据英语分词作状语的用法规定，分词所表示的动作如为句子主语发出的

动作，应用现在分词，故选 D。句意:离开机场时，他们向我一再挥手。

35.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及介词复合结构的用法习惯，可知只有选项 A 是正确的，故选 A。

句意:他们惊讶地看到她怀抱一个婴儿进来了。

IV. Reading Comprehension(40 points)

Passage 1

36.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首段第一句可知，许多人不是离开机构而是离开老板，故选 B。

37.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节第二句可知 D 对。

38.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节，选项 C 没有提到，故选它。

39.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节可推知，面试主持者先问应试者问题，而接受面试的人

到最后阶段才有机会提问，故选 C。

40.答案:C 解析:纵观全文不难看出，文章尽管好像在教你如何准备面试，但细一琢磨，便

会发现文章在开头和结尾段都提到了 boss ,由此可见作者实际是在教你如何通过面试这种

方式来选择新老板。故选 C 为答案。

Passage 2

41.答案:C 解析:根据首段最后一句，可知 C对。

42.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第三句可知，盲人和聋子是可以上学的，因此选项 B 与事

实不符，故选其为答案。

43.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可知 D 对。

44.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节倒数第二行可知海伦学会了英语、法语、希腊语，故选 A。

45.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文中句子"Life is either a daring adventure or

nothing”的理解。此句意为“人生要么勇于历险，要么就一事无成。”据此，应该选 A。只

有你勇于历险，人生才会有意义。

Passage 3

46.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的首段第一句知极吵的噪音会导致人们听觉受损或丧失，故选 D。

47.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的第二节前两句可知 A对。

48.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的第二节倒数第二句可知 C对。注意选项 B 中的百分比不对。

49.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可知 A对。

50.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论阿斯匹林对听觉丧失的影响可以推知，B

为正确答案，故选 B。

Passage 4

51.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节的前两句，可以推知 B 对。

52.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可知，正确答案为 A，即:孩子们迷恋电脑游戏的

理由有三个:对事情的掌控力、激动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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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节第一句可知 C 对。

54.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节可知 B 对。

55 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节最后一句和最后一节的第二句.可以推知 C 对。

V.Cloze(20 points)

56.答案:B 解析:根据句义可知，此处应为口语，故选 B。

57.答案:D 解析:根所前后两句的逻辑关系，此处应填入一个表示转折的连接词。

58.答案:B 解析:通过身势语，人们可展现/表示自己的意思，故选 B。

59.答案:A 解析:此处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用来指代前面句子的意思，故选 A。

60.答案:C 解析:根据句子的意思，此处需填入表示身势的词作定语，故选 C。

61.答案:B 解析:根据句子有两个主语且谓语意思又需为同时并举之意，故选 B。

62.答案:C 解析:根据句子的意思，此处应为传达之意，故选 C。

63.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及 or 的前后两个词的词义应该相反，故选 A为答案。

64.答案:D 解析:根据后文叙述的例子，可知此处说的是后者，即:may contradict it.

65.答案:B 解析:根据所说事情发生在候诊室及介词 on，可以推知选 B 是正确的。

66.答案:C 解析:根据前文提到身势语可能与口语意思不一致的情况，此处显然应该填人 C。

67.答案:B 解析:根据介词搭配习惯，此处应该填入 B，表通过。

68.答案:B 解析:根据空后的介词 as，可以推知此处应填 B。

69.答案:C 解析:根据句型要求，此处必须填动词不定式，故选 C。

70.答案:B 解析:根据形容词 aware 的介词搭配习惯，应选 B。

71.答案:B 解析:此处空后的句子应为同位语从句，故选 B。

72.答案:C 解析:联想到前面说到的身势语，此处显然说的是行为，故选 C。

73.答案:A 解析:根据句义及介词的搭配习惯，此处应填人介词 for，构成介词短语 for the

most part,意为:多半，通常，就绝大部分而言。

74.答案:B 解析:根据动词 rely 的搭配习惯，此处应填人介词 on，故选 B。

75.答案:B 解析:根据前面说及身势语无法撒谎，可推知此处应填人 B。

VI.Writing( 20 points)

例文一

Despite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related to fake foods and foods of

poor quality，problems remain serious in the market. Food-born diseases remain

responsible for high levels of sickness and mortalit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particularly for at -risk groups, such as infants,young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hat's why the safety of foo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our attention.

Why are we so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our food today? Because fake foods

or foods of poor quality have already been finding their way into our homes，which

may do much farm to our health or even kill us. Secondly，the greater profit made

from fake foods or foods of poor quality may tempt more and more manufacturers to

take part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m. Thirdly,fake foods or foods of poor quality

may also make our Chinese foodstuff industry fall into disrepute，cause them to

suffer heavy losses both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abroad.

In this regard，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ood-born diseases,the supervision of food production should be stepped up.

What's more，it is important to

drastically increase penalties on hose who neglect food safety st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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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ll，the Food Safety Department in our country should educate consumers

about the risks presented in food and the safe food handing behaviors that can help

minimize those risks.Nevertheless，it is our own awareness of good life style and

hygiene habit that a healthy life relies on.

例文二

My View on Food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food quality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that many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Everywhere, whether in restaurants or supermarkets, you can

hear people talk about the quality of food.

Food of bad quality causes some bad results. Firstly, it is harmful to our

health. Therefore we are easily attacked by some diseases. Secondly, we no longer

trust that the food available is safe to take. That brings some side effects to

our confidence to healthy food. Thirdly, bad food also causes waste of grain,

water, animal meat and human labor without bring its intended purpose.

In al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forbid

bad food.

河北省 2010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 .Phonetics

1.答案:B 解析:A.['kænsəl] B[ʌn'eibl] C.['tʃælindʒ ] D.[i' mædʒin ]

2答案：A 解析:A.['simplifai ] B.[ai'dentiti} C['seifti ] D.[tek'nɔlədʒi ]

3.答案:C 解析:A.['pa:tnə ] B.[ fa:mə ] C.[ wɔ:n ] D.[ ha:m ]

4.答案:A 解析:A.['hait] B.[ risi:v ]3 C.['si:liŋ] D.[ri’si:t]

5.答案:A 解析:A.['pʌni f t ] B.[steid] C.[pru:vd ] D.[ begd ]

II .Situational Dialogues

6.答案:A 解析:在西方，受到别人夸奖时，被夸奖的人的通常反应都是表示感谢。这有别于

我们的汉文化中的自谦和内敛的通常做法。故选 A。

7.答案:D 解析:对方因打破了人家的眼镜而致歉，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出的反应是表示没关

系，以此话来宽慰对方。故选 D。

8.答案:C 解析:此题问话问的是你兄弟学习情况怎么样，四个选项中只有 C有针对性地回答

了这个问题，故选 C。其它选项均答非所问。

9.答案:B 解析:听到人家发生事故、不幸之类，正确的反应应为表示同情与安慰，因此选 B。

其它选项:A 项回答莫名其妙，C 项是幸灾乐祸，D 项回答冷漠无情，无动于衷。

10.答案:A 解析:对方因说话而伤害了人表示道歉，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出的反应是表示没关

系或别担心，以此话来宽慰对方。故选 A。此题的 D 项(你不该说这个)很具迷惑性，在汉语

里人们的确经常这样说。而在英语里，人们一般不这样说，因为道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

必要的。

11.答案:D 解析:从对话场景来看，很容易判断出这个对话是在商店里进行的。那么，店员

接待顾客所说的第一句话通常会是:What can 1 do for you? May 1 help you?之类的套话，

故选 D。

12.答案:A 解析:根据填空后的那句话不难判断出，售货员在向顾客推荐帽子时可能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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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的颜色，故选 A。

13.答案:E 解析:既然顾客觉得所推荐的那顶帽子小了，通常售货员会推荐另一种来从顾客

挑选，据此选 E，应该不会有错。

14.答案:B 解析:上句售货员让顾客试戴新推荐的这顶帽子，顾客试戴后多半会对新帽子做

出评判，据此选 B。

15.答案:F 解析:顾客没能选到大小合适的帽子，但仍对售货员的服务致谢，售货员的答谢

自然应是 F。With pleasure 乐于效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对话中的 A,E 两个选项极易弄反了，因二者意义与功能几乎一样。

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选项 B 中的颜色词，便不会选反了。这大概可算是本题中的陷阱了。

Ⅲ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16.答案:A 句意:交通事故的频发引起了人们对谨慎驾驶的重视。

解析:词汇题。A.唤起对……的注意;B.约束，使订婚，雇佣，使忙于，吸引住，占用，使

接合;C.剥削，利用，开采，开发;D.展开，使延伸，扩大，致，给予。根据句意及词义，

故选 A。

17.答案:C 句意:在暑假期间，做点临时性的工作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词义，选 C。A.持久的，耐久的;B.永久的，固定性的;C.

暂时的，临时的;D.部分的，局部的。注意:此题选项 D 中的 part 如改成 part-time 也可成

为正确答案。

18.答案:C 句意:律师建议他那个案子撤诉，因为他几乎没有胜诉的机会。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词义，选 C。A.事件，事变，偶发事件，事情的进程，比

赛项目;B.事件，小事，插曲;C.案件，盒，情况，病例，处理对事;D.事务，事情，风流韵

事，社会轶闻。

19.答案:B 句意:贴在信封上的标签标明航空邮件。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词义，选 B。 A.图解，图表，示意图;B.标签，标示;C.

信号，暗号，近因，信号器，标志;D.标记，痕迹，特征。

20.答案:B 句意:上海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词义，选 B。 A.有效的;B.经济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有

实用价值的，俭省的;C.俭省的，节约的;D.高效率的。本题涉及两组近义词的辨析 A 与 C。

economic 和 economical 都可表示‘“经济的”，但含义和用法不用:economic，是相对于政

治而言的，指与贸易、工业、财政等有一定关联的“经济上的”，或者统属社会科学方面的

“经济学的”，一般用作定语。如:

The country was in a bad economic state。那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了。

The last decade is a period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过去的十年是一个持续的

经济增长期。

economical ，指在费用上、开支上的“经济的”或者“节约的”，多用作表语，也可用作

定语。

如:

Going by train is more economical than going by plane.坐火车比坐飞机更节约。

Bicycles are regarded as an economical alternative to buses whose fares have

increased 5 times in the past 3 years.自行车被看成是比公共汽车更实惠的交通工具，

因为公共汽车票价最近三年涨了五倍。

effective 和 efficient 均可表示“产生效果的、生效的”。其用法区别是:

effective ,强调能够实际产生出效果的，可用于人或事物，意为“有效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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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new drugs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liver rot.有好几种新药对治疗肝吸虫

病很有效。

The law became effective last month.这条法律上个月已生效。

efficient,强调效率高而不浪费时间、精力、能量等，可用于人或事。指人时表示“能干

的”，指物时表示“收效大的”。如:

I need an efficient secretary.我需要一个能干的秘书。

The new copy machine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old one.这台新复印机比那台旧的

效率高。

21.答案:C 句意:听了他的演讲使我们对低碳经济有了深刻得多的了解。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C。本题句子所缺的是句子主语的一部分，根据

横线后的部分可知需要填入一及物动词的非谓语形式。本题四个选项中，A是不定式的完成

式，不能做句子主语。不定式的完成式通常只用来做主语的补足语或者某些动词的宾语。

如:The book is said to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He claimed to have finished

the experiment ahead of schedule. . B 是动名词的完成式。C 是动名词的一般式。由于

动名词的一般式与完成式皆可表示发生在谓语动词之前的动作，两者意思往往相同。但一

般式显然比较简洁。故选 C。 D 是动名词的被动式，后面不可接宾语，自然也不能选。

22.答案:A 句意:做志愿者是令人激动的经历，值得终生铭记。

解析:结构题。根居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A 。worth 这个形容词比较特殊，它后面可接动

名词的主动形式来作宾语表被动的含义，也可接表示时间、金钱的名词作其宾语。值得一

提的是 worthy of 后要接动名词的被动式作宾语来表示被动的意义，也可接除了金钱、时

间以外的名词作其宾语。另外，动词 need , require, want, deserve 后也须接动名词的

被动式作宾语来表被动的含义。

23.答案:D 句意:我建议新来者要尽其最大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解析:词汇兼结构题。根据句意、词义及语法结构的需要选 D。A.使适合，使满意，使适应;B.

采纳，认养;C 调节，整顿，校准，改变以适应，解决，调解;D.使适应，使适合、改编。本

题涉及四个近义词的辨析。suit, adapt, adjust 这组动词均含有“使适合、使适应”之意。

其用法区别是:suit，强调一物适合人或另一物，往往可能有相得益彰之意，或使某事与另

一事相称、程度相当。很少见到其用反身代词作宾语的情况。如:

The dress doesn't suit her.这件连衣裙不适合她。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sit the punishment to the crime.我们应该尽力做到罪罚得

当。

adapt，强调对某物稍作调整或改动使之与另一物相称或相适应，带有一定的灵活性。常用

反身代词作宾主。如:

The tailor adapted the pattern to the material.裁缝根据料子修改了裁剪的纸样。

They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city life quickly.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可

能有主动调整、改变自己过去的习惯以迎合新的情况之意。)

adjust，强调一物与另一物相配或相称，达到尽可能的符合或和谐；强调结果。可用反身

代词作宾主。如:

I have to adjust my expenditures to my income.我必须量入为出。

They should adjust their behavior to the rules.他们应当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法规。

You'd better adjust yourselves to new conditions.你最好去适应新情况。(可能有忍

受不便的情况。)

regulate，管理，控制，使遵守规章，调整，调节，校准，使有条理，强调对事物的管束，

使之循规蹈矩。一般不用反射代词作宾语。如:



尚学文化教育集团---专接本 专接本历年英语真题答案

总部地址：石家庄长安区美博城四楼尚学教育 电话：0311-87543068- 33 -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egulate the traffic in cities.城市的交通管理十分

重要。

In the hard times , we had to regulate our food supplies.在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

调节食物供应。

24.答案:D 句意:根据报道在玉树地震中有两千多人遇难或失踪。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D。失踪不用被动语态，据此排除选项 A。选项 C

的动词不定式时态不对，也可排除。B 和 D 都是动名词形式，均可表示发生在谓语动词之前

的动作，但 D 更简洁，故选 D。可参看 21 题的注解。

25.答案:C 句意:应邀的老师是五十人，但有很多老师因种种原因而缺席。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C。The number of+复数名词或代词做句子主语

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动词形式，A number of +复数代词或名词做句子主语时，谓语动词

要用复数动词形式。

26.答案:B 句意:摇滚乐通常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年轻人喜欢。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个选项的词义选 B。 A.适用于，向……申请;B.作品等对……

有感染力，对……有吸引力，向……呼吁;C.无此搭配，但可说:be amazed at sth. /to do

sth. ；D.无此搭配，但可说 be interested in sth. /to do sth. .

27.答案:D 句意:我们越是刻苦努力，就越有可能克服困难而取得成功。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D。本题考查 The more ... the more...句型的

正确使用。本题中缺少表语，故选项为形容词才是正确的。四个选项中，A、B 均为副词，

不能选。C项虽为形容词，但却用了最高级形式，故也不能选为答案。

28.答案:B 句意:聪明的学生总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中短语动词含义选 B。A.贯彻，执行;B.提出，赶上;C.调

查，观察，窥视，浏览;D.赶上，追上。

29 答案:A 句意:她被学校开除了，因为她被控盗窃。

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及各选项的词义及搭配习惯选 A。请注意横线后的介词是 of，这是

重要的解题信息。A. be accused of sth. ; B. be charged with sth. ; C. be scolded

for sth. ;D. be cursed for sth. ;be used with 受……之苦/之害。

30.答案:C 句意:要把这工作干起来，我只需你批准即可。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C。定语从句修饰不定代词时，关系代词只能用

that。

31.答案:D 句意:最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得胜。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D。单个名词性从句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

形式。

32.答案:A 句意: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A。 nor 等含有否定意义或半否定意义的词或短

语位于句首时，句子的谓语动词要用倒装结构。ever 应该置于第一个助动词或情态动词之

后。

33.答案:B 句意:无论生活条件有多么差，我们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忍受。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的需要选 B。No matter how 就等于 However，其后应该

接形容词或副词；Whatever 就等于 No matter what，其后应该接名词。

34.答案:D 句意: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错误。

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需要选 D。此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in that 可做短语连

词使用，意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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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答案:B 句意:聪明的人知道听来的话只能相信一半，而更加聪明的人则知道该相信哪一

半。解析:结构题。根据句意及语法结构的需要选 B。疑问代词 which 在句中作 half 的定语，

帮助不定式构成特殊不定式来做谓语动词 know 的宾语。

IV.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 1

文章大意

你知道应该怎样使用手机才不会对身旁的人表现出没礼貌吗?

看演出时打电话会招人烦。如果你在等一个紧急电话，你就坐到靠近出口的地方去，

并把手机设置在振动的位置上。当电话振动时，你可悄然离开(去接电话)，而让别人继续

欣赏节目。

电梯里、博物馆里、教堂里以及其它室内公共场所;使用手机要慎之又慎—尤其在封闭

的空间内更应慎用。你愿意在这些地方听别人电话交谈吗?更为糟糕的是，倘若在举行葬礼

期间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你会作何感想?这种情况比你想象的发生的要多。务必把手机关掉

以避免这些尴尬情况的发生。

当在饭店与朋友一道进餐时，别把手机放在餐桌上。因为这样做就在传达着一个信息:

你要接的电话比身边的人更重要。

手机上都装有灵敏话筒，你只需用打普通电话时的说话音量便可交谈。这也使得你可

小声谈话而别人也不会听到你们交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你是在嘈杂的地方打电话，请把手

罩在嘴上把讲话声导人话筒。

答案与解析:

36.答案:C 解析:本题问:看演出期间如果你需要接电话，应该怎么办?这是一道细节性考

题。文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When your mobile phone vibrates,you can leave

quietly and let the others enjoy the performance.此句的意思与选项 C 吻合，故选 C.

Talk outside the exit door..

37.答案:C 解析:本题问:作者暗示在诸如博物馆这样使用手机应该。这又是一道细节性考

题。本文第三节开头有这样一句话:Think twice before using mobile phones in

elevators,museums，churches or other indoor public places-especially enclosed

spaces. Think twice before using mobile phones in ..., museums,…这意思是说“在……

博物馆，…使用手机要三思而后行。”这与选项 C. discouraged“受到劝阴”的意思完全一

致，故选 C。其它选项均与原文意思相悖:A.受到鼓励 B.为……所期盼 D 受到推荐。

38.答案:B 解析:本题问:把手机放在餐桌上会使你的朋友认为。这还是一道细节性考题。

本文的第四节最后一句说得明白:This converys the message that your phone call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around you.(把手机放在餐桌上)这传达了一个信息:你要接

的电话比你身旁的人更重要。这句话的意思与选项 B. you value your calls more than your

friends“你更看重你要接的来电而不是你的朋友”的意思相吻合，故选 B

39。答案:D 解析:本题问:当你在嘈杂的地方打电话时，建议你。这仍是一道细节性考题。

根据题干部分的信息词 in a noisy area 可轻而易举地定位到本文的最后一句话:If you are

calling in a noisy area, use your hand to direct your voice into the microphone.

这句话的意思与选项 D. use your hand to help speak into the phone 完全吻合，选 D

40.答案：C 解析:本题问:根据本文，下列哪一个(说法)是真的?这是一道真伪判断题。考

生只需逐项去原文中核对，答案就会浮出水面。A.你应该把电话使用仅限于个人事务，文

章并未提及，故不能选;B 在葬礼上你应该悄声打电话，这与文中的( Avoid these

embarrassing situations by making sure your mobile phone is switched off.)意思

相悖，故也不能选;C.在葬礼上，你应该关掉手机。这句话与文章意思吻合，故选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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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你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手机。这个意思与文章意思很不一致，文章总体一直在讲要因时

因地妥当地使用手机，故亦不能选。

Passage 2

文章大意

据报道，在伦敦圣诞节购物潮期间，有一个流浪汉在圣涎的深夜被意外地锁在了一家

著名的连锁商店里了，显然了本人并无责任。毫无疑问，商店里当时挤满了最后一分钟的

圣诞购物者，而售货员们又累得精疲力竭，急于回家。也许，商店关门前也都做过了所有

的安全检查，他们也不再受那些急于得到最后一分钟的圣诞礼物蜂拥而至的顾客的困扰而

安心地离开商店去享受三天的圣诞节日了。不管这事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们的流浪汉就这

样意外地一个人被锁在商店里了，所以他也就决定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机遇。那儿有食物、

被褥、和宿营设备，他可好好享用一把。那儿无疑也一定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不过这篇报

道里没提到他是否也利用上了这些设施。当商店重新开门时，人们发现他躺在被窝里，身

边堆着很多空酒瓶子。他似乎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事实上流浪汉也大都如此。

既然人人都在享受着圣诞节，他也没什么理由不让自己像别人一样享受一下圣诞节。

他高高兴兴地投案自首了，被警察带了去。也许，他这个圣诞节过得比平素的圣诞节都要

快乐些。他被关进牢房呆了七天。法官没有判我们的流浪汉去赔偿连锁店里他所消费掉的

那些食物和饮品。依法官看来，他们已经从报纸、电视披露的新闻中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免

费宣传了。也或许，这位法官的这个圣诞节过得也不赖。

答案与解析:

41.答案:C 解析:本题问:那流浪汉被锁在了商店里—。细节性考题。文章的第一节说明了

流浪汉被锁在商店里的原因是事出偶然，即:意外地被锁在了商店里，故选 C . A.七天〔坐

牢时间)是张冠李戴了。B.故意地，与文章提及的事实不符。D.出于安全原阴。更是不符合

事实。

42.答案:B 解析:本题问:由本文可以推论，第一节里的下划线短语“dead heat"的意思是

__________这是一道语义题。根据上下文:圣诞节购物的人们挤满了商店，我门可以猜出商

店的售货员一定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 B,精疲力竭的。其它选项均不

妥:A.愤怒的 C.健忘的 D.大意的

43.答案:A 解析:本题问:流浪汉被锁在商店里之后，对于流浪汉来说，下列哪种说法不能确

定?这是一道真伪判断题。根据本文第二节里的这句话 There must also have been

television sets and radios. Though it was not reported if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se

facilities...，显然选项 A 正确。其它选项文中皆有明确述及，当可确定。

44.答案:C 解析:本题问:当流浪汉被抓时，他 。这是一道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最后一

节第二句所述:He yielded himself cheerfully , and was taken by the police.可知选

项 C。没有反抗是对的，故选 C。其它选项均与文章不符。本题的选项 B。他觉得他做得值，

极具迷惑性。殊不知，那是文章作者的看法，并非流浪汉自己的看法。

45.答案:B 解析:本题问:法官没有判给连锁店作出赔偿是因为 。这是一道因果关系考

题。文章中说的很明确:They had , in his opinion , already received valuable free

publicity from the story revealed in the newspaper and on television.据此，选 B。

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令商店收益匪浅。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大气层和海洋还不是受到破坏的环境中的仅有部分。雨林也在迅速被毁，它们还能否

继续存在下去已成疑问。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 E. O.威尔森把雨林的毁灭称之为“自恐龙灭

绝时代以来的最大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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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环境问题不同，雨林的灭绝已经有境地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尽管砍

伐雨林遭到了反对，这问题仍在继续。每年，巴西砍伐掉的雨林面积都相当于内布拉斯加

州那么大。除了亚马逊雨林之外，许多其它雨林也在被砍伐。在印度尼西亚、扎伊尔、巴

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曾几

何时都雨林多多，现如今已荡然无存。根据某些统计资料，每天被砍伐掉的雨林有五千万

英亩。联合国说每天砍伐雨林的数字更接近一千七百万英亩。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说，每

一分钟都有 25 到 50 英亩的森林被砍伐或烧毁。

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导致雨林被毁的一个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土地来维持

生计，需要消耗木材制品。限制人口的增长也许是能够遏制雨林被毁的系列措施中的首要

措施。

答案与解析:

46.答案:D 解析:本题问:依作者的看法， 现在正在被可怕地毁坏。细节性考题。依据本

文开头第一、二句 The atmosphere and oceans are not the only parts of the environment

being damaged. Rain forests are being quickly destroyed as well,…可知，选项 D

对，故选 D。其它选项都只说对了事情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因而不可选。

47.答案:A 解析:本题问:为什么威尔森把雨林的毁灭称之为“自恐龙灭绝时代以来的最大灭

绝”?这是一道貌似因果关系的考题。其实，本文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威尔森这样说的原因，

因此应该选 A。作者没有详细说明。

48.答案:D 解析:本题问:第二节里的“chops down”的意思是 。这是一道语义题。根据

上句提到:Despite the opposition to the cutting down of rain forests,the problem

continues. Every year , Brazil chops down one area of forest...，我们可以推知这

是“同义再现” 即:同一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作者难免会反复使用同一个词语或同

义词语，因此选 D。砍例，砍伐一般不会有错。其它选项:A 清除 B.为……腾出地方 C.毁坏。

49.答案:B 解析:本题问:根据本文，下列哪种说法是真的?真伪判断题。逐项核对不难发现:

选项 B与原文中的这句话无异:Unlike some environmental issues,rain forest depletion

has fortunately received significant public and media attention.故选 B。其它选项

均与原文不甚相符:选项 A 中的原有数字被换了;选项 C 是张冠李戴了,把雨林换成了海洋;

选项 D与原文意思则完全相悖，原文说“尽管遭到反对，(砍伐)问题仍在继续”，选项 D 却

说“人们因遭到反对已停止砍伐雨林了。”

50.答案:D 解析:本题问:为什么说雨林耗尽是世界人口日益增长之过?这是一道因果关系考

题。文章的最后一节第二句话说的很明确:More people need land to live on and wood

products to consume.据此选 D。

Passage 4

文章大意

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把友谊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们甚至都不清楚我们是如何结交朋友的。虽然，我们与很多人都相处得不错，但我们能

作为朋友来交往的人通常却为数不多。在所有这些友好关系的例子中，两个人彼此好感，

喜欢呆在一起，但超出这个范围之外，他们的亲密程度，拥有共同兴趣的理由就大相径庭

了。我们要结交别人做朋友时，我们会考虑诸如年龄、种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智力

这些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并不十分重要，但要与在年龄、背景方面差别悬殊的人交往难度

还是会要大些的。

虽然有些友谊可以建筑在争辩与讨论的基础之上，但通常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

有近似的思想、信仰，在态度与兴趣方面具有共同点——他们才会经常谈论着“用同一波

长”。(友谊)要达到这种程度通常要用很长时间。人们关系越亲密，他们就越相互依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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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喜欢给朋友帮忙，而厌恶不守信用。同样，朋友也要学会忍受别人的恶习，容忍歧见的

存在。

与婚姻不同的是，也有举行友谊庆典来加强两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的。但是，由于共

同经历与情谊而产生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似乎造就了有力的纽带，它能克服背景的差别，打

破年龄、阶层或种族方面存在的障碍。

答案及解析:

51.答案:B 解析:本题问:以作者的观点来看，朋友 。推理性考题。依据本文第一段

第二句:While we get on well with a number of people，we are usually friends with

only very few.我们可以推知选项 B. (Friends.are closer than those who just get on

well with each other(朋友)比我们仅仅相处得来的那些人要更亲密些是对的。

52.答案:D 解析:本题问:根据本文，下列哪一条是真的?真伪判断题。逐条核对可知选项

D 是真的，故选 D。其它选项均与原文不符:A.当我们交朋友时，我们记下他们的年龄、种

族和经济状况，原文说的是“会考虑”，而非“记下”;B.朋友间的共同兴趣是很多的，依

据...but beyond that, the degree of intimacy(亲密.between them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shared interest vary enormously.可知朋友间的共同兴趣与选项 B 所说的相悖;C.

每一个普通学生在上大学期间都能交上六个朋友，本文根本没有提及。

53.答案:C 解析:本题问:第二节中，" being on the same wavelength”的意思是 。

这是一道语义题。这是一句使用了暗喻修辞手法的句子，借用了电台广播中的“使用同一

波长”这个专业术语。根据常识，大家都知道，收听广播时，收音机调谐不到广播电台的

正确广播颇率(也就是波长)，你是收听不到该电台的广播节目的。这里“使用同一波长”

显然是比喻朋友间具有共同的看法、信仰、态度和兴趣爱好。据此选 C。

54.答案:C 解析:本题问:根据本文， 。这是一道细节性考题。依据本文倒数第二

节的第二句话:It generally takes time to reach this point.可知选项 C 对。其它选项

B和 D因与原文意思相悖，很容易排除，选项 A 的迷惑性较大。但经过仔细推敲，你会发现

朋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仅限于亲密朋友之间，文章只说到:朋友越是亲密，相互依赖程度越

高，这就暗示了一般性朋友也是相互依赖的，只是依赖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55.答案:A 解析:本题问:可以推论 。这是一道推理判断题。依据本文最后一段的

第二句话:But the support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that result from shared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seems to create a powerful bond，......稍加推理可知选

项 A 对。原文使用了“...result from...，选项 A 使用了“...can lead to...”。大家都

知道，result from 和 lead to 这两个动词短语的含义与用法差别:简单地说，result from

是前果后因，lead to 是前因后果。因此，lead to 与 result in 的含义与用法相同，而与

result from 则刚好相反。

V.Close

文章大意

三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公交车上。司机并不打算马上开车，因车上人还没满。一个

中年妇女上了车。筋疲力尽而又伤感，她在泪水涟涟地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并不是坚着哪

一个特定的人诉说的。在去车站的路上，她的一半的钱被人偷了，而另一半被她藏在了罩

衫的内袋里了，因此她还幸运地剩下了一些钱。几分钟之后，她停止了哭泣，但看上去仍

很郁闷。

当所有座位都坐上人之后，司机发动了车子。售票员开始收钱卖票了。当她走到一个

衣衫槛褛的老头跟前时，他解释说因为他先前偶然上错了公交车而花光了所有的钱。现在

他正在赶着回家。听到这个话后，她喝令老头下车。老头都快哭了，乞求她允许他搭乘这

班车回家去。司机也站在售票员一边，重复着售票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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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妇女一直在观察着这个事情。当售票员和司机提高嗓门冲老头喊叫时，她出面干预

了。

“别指责他了!你们难到看不出他只不过就是想回家去吗?”

“可他没有一点钱!”司机吼叫道。

“就算是这么回事，那也没必要把他赶下车去，”她坚持道。

然后，她伸手到罩衣内袋里，掏出了她那剩下的钱，把钱递给了售票员。“这是他的和

我的买票钱。别再为难他了。”

所有人都把头转向了这位女士。“不就是个钱吗?”她耸了耸肩说道。

在乘车回家的余下路上，她一直面带着快乐的笑容，把先前丢钱的不快忘得一干二净。

在人生的道路上，帮助陌生人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但却可能提振我们的精神。当

我们帮助别人排除困难时，这旅程又将会变得多么的更加甜蜜呀!

答案与解析:

56.答案:D 解析:根据填空后的动词不定式再结合词义考虑，选 D。打算，企图。其它选项:A.

努力(后接不定式)，尝试(后接名词或动名词短语)；B.想要，愿意(可后接不定式)，在乎

(for/about 或后接名词性从句)，计较(about)，关心(for.；C.决定(后接不定式或名词)。

57.答案:B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指因为车上还没有坐满乘客，司机还不打算马上开

车，故选 B.full。其它选项:A 空的，空洞的，空虚的;C 拥挤的;D.准备好了的。

58.答案:A 解析:根据 particular 与介词的习惯搭配，应该选 A. in，构成介词短语 in

particular 特别，尤其。提请考生注意，这里的 particular 是个名词。它与其它选项均无

这样的搭配。另请注意:be particular about/as to 过于讲究中的 particular 是个形容词，

二者不可混淆。

59.答案:C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指她的钱被盗，故选 C。其它选项:A.车费，船费，

飞机票价;B.拥有，所有权，财产(常作复数);D.财富。

60.答穿:D 解析:根据句意及语法句型结构要求，此处应用过去分词，故选 D。

61.答案:C 解析:根据上下文所表达的意思及选项的词义，此处应选 C. taken, take a seat

意为:坐下,入座，可用被动语态。其它选项:A, had.不妥，因 have 不可用被动式，尽管可

以说:have a seat;B.seated，不妥、因主语是人时才可这样用;D. made，制造，意思对不

上。

62.答案:A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为老头花光了钱，故选 A. spent 花(钱、时间等)。其

它选项:B.花费<主语为事物，宾语(为人十)时间或金钱>;C.占据，用了(时间);D 消费，消

耗，耗尽(宾语一般为东西，也可指非物质的时间、精力，但通常不用钱作宾语。)

63.答案:A 解析;根据介词的词义，此处应该选 A. On 在...后立即。

64.答案:A 解析:根据上下文，老头没钱又想乘车只能乞求售票员容许，故选 A。乞求。其

它选项:B.斥责;C.表扬;D.感谢。

65.答案:A 解析:根据前句司机支持售票员的立场，他重复的应该是售票员的要求，故选 A.

要求。 其它选项:B.行动，行为建议;D.指挥，命令，运用能力。

66.答案:D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是:当司机和售票员抬高嗓门冲老头吼叫时，她实在

看不下去了，才出手于预的，故选 D. When...其它选项:A.除非;B.虽然;C.直到……才，直

到……为止。

67.答案:C 解析:根据下上文，此时那女士应该是要求司机和售票员别再责备那老头了，故

选 C. blaming 责备。其它选项:A.攻击;B.烦扰，麻烦，使...恼怒;D.冤枉。

68.答案:C 解析:根据下上文，此时老头没钱买票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女士又强出头，

替老头打抱不平，司机当更恼火，吼叫说出原因，当在情理之中，故选 C. shouted 喊叫。

其它选项:A.警告，告诫;B.耳语;D.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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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答案:B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为“不必要把他赶下车去”，故选 B. need 必要，需

要。其它选项:A.问题，难题;C.事情，物质;D.理由。

70.答案:C 解析:前文提到这位女士丢了一半的钱，现在再掏出来的钱应为剩下的钱，故

选 C. remaining 剩下来的。其它选项:A，零用的，零花的;B.收集来的，集资来的;D.借来

的。

71.答案:C 解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为“别再为难他了” , give sb. a hard time。即:go

hard with sb. 使…为难或痛苦。其它选项:A.忙碌的;B 寒冷的，冷漠的，使人寒心的;D.

可怕的，胆怯的，令人极其不快的。

72.答案:B 解析:根据上文，这位女士替老头出了买车票的钱，助人为乐了，她的脸上应

该是一直挂着微笑，故选 B. wearing 呈现，带有。其它选项:A.给予;C.拿取;D.强作，迫

使。

73.答案:A 解析:根据上文，她助人为乐后，应该是把自己先前丢钱之事给忘掉了，故选 A.

forgotten 忘掉了。注意这里用的是介词复合结构作的状语(with the money... forgotten。

其它选项:B.用过的;C.挣得的，挣来的;D.归还的，还回的。

74 答案:C 解析:根据前文她助人为乐而忘掉了自己丢钱的不快和后文助人为乐能提振我

们的精神，这里应该选 C. lighten 减轻(我们的负担)。其它选项:A.感动，搬走，建议;B.

增加;D.携带，搬运。

75.答案:B 解析:根据前句说到了 road of life，我们依据完型填空近义词类聚的原则，这

里无疑应该首选 B. journey 旅行，旅程。其它选项:A.世界;C.微笑;D.友谊。

VI.Writing

参考范文:

Saving on Campus

Nowadays the waste of water，electricity and paper is very common on campus.

Lights in classrooms，dormitories and corridors are often on day and night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or not.

Water is running in the toilet or bathroom all the time.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waste. Firstly，some students are not aware

of the hardship of making money since they are supported by their families. Secondly，

some think that the waste of water and electricity on campu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because they don’t pay the bill. Thirdly，school administrators pay less

attention to it and don’t give students proper education in this aspect.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rouse students’awareness of saving and help

them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aving. We can choose one day as“Saving Day of

the Week" or give lectures on relevant topics. In this way ,we can build a more

economical campus.

河北省 2009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 Phonetics (5 points.

1.B A. [liv] B.[a'laiv] C.[fə'giv」 D.[‘æktiv]

2.C A. satisfaction[sætis'fækʃən] B. vocation[vəkei ʃən]
C.question[‘kwestʃən〕 D. addition[ə'diʃ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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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A.supply[sə'plai] B. simply['simpli]

C. only['əunli] D.calmly['ka:mli]

4.C A.apologized [a'pɔlədʒaiz] B. avoid[ ə’vɔi d]

C.agency['eidʒənsi] D. aware[ə'wεə]
5.A A. assure[ə' ʃuə」 B. cure[ kjuə]

C. pure[ pjuə] D. mature[ mə'tjuə]
II. Situational Dialogues

6.答案:A 解析:本题中商店售货员问:先生，我能为您效劳吗?顾客回答的四选项为:A.是的，

有劳了。B.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此话通常在不需别人帮忙时才说，此话近似于:Thank

you all/just the same.. C.随你的便。D.是的，你能。在服务性行业，服务员问的这类

话一般是不用回答能或不能的。因为服务员为客户服务是他们的工作和义务，故选 A。

7.答案:C 解析:依据前句，Steve 作了自我介绍，可见他们是刚刚相识，Steve 说了幸会，

这方自然也要以幸会作答以示礼貌，故选 C。

8.答案:B 解析:对方问及昨晚为什么没来参加晚会，B道歉后自然要说明没来的原因，故选

B。我(当时)来不了。注意:此处的 make it 意为:成功，做到，赶上。

9.答案:C 解析:男生问女士我能荣幸地为您买份饮料吗，女士在得到别人帮忙或恩惠之后，

通常要表示感谢或感激对方，故选 C。

10 答案:D 解析:出租车司机见顾客后，应该先打招呼，再礼貌地问顾客去哪，故选 D。

11.答案:G 解析:服务员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依据下文可知，顾客弄丢了收据，只能寄希

望于服务员帮他找出存根之类以取出手机。因此，选 G。I hope so.我希望如此。

12.答案:F 解析:根据后面的问话可推知服务员是在重复顾客刚刚说过的话，以求证实，故

选 F。我把收据弄丢了。

13.答案:A 解析:顾客想通过自己对手机样子的描述来让服务员允许他取回手机，这按照惯

例不会行得通，因为一样的手机可能很多，不足以证明手机的所属，故选 A。我恐怕不行。

14.答案:C 解析:仍据下一句的时间可推知上一句一定与时间有关，故选 C。您是什么时间

把手机送过来的?

15.答案:B 解析:根据下一句回答是原因状语从句可推知上一句一定是问的原因，故选 B。

你是怎么知道的?

Ⅲ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16.答案:D 句意:那些学生似乎只对恋爱感兴趣，忽视了学业，甚至连健康也忽视了。解析:

词汇题。近义词辨析题。A.事情，事态，情况;B.事件;C.小说，故事;D.事务。根据空前的

love，可知这里选项要与love构成词组，故选D。恋爱。另外.常与love构成的词组还有:love

child 私生子;love knot 同心结;love life 爱情生活;love letter 情书;love song 情

歌;love story 爱情小说;love token 爱情纪念品;

17.答案:C 句意:我们的图书馆里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各种图书都有。 解析:词汇题。词义辨

析题。依据句意和空后的 from.. to...可知应该选 C。 (vary.from...to...从......

到......各种都有，从......到......多少/高低不等;其它选项:change from...to...

由.......变成......；transfer from...to....从...调动到...;shape from...to.....

用......做成......(形状/物体)。

18.答案:B 句意: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解析:词汇题。A紧迫的;B.紧急状况，意

外事件;C.紧迫的，即刻的;D.趋势，意向。 根据句意及词性可知，B 对。

19.答案:B 句意:那个腼腆的姑娘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时，感到窘迫不安。 解析:词汇题。A.

惊愕的、惊奇的;B.窘迫的，尴尬的;C.愚笨的;D.反应迟钝的，慢的。根据句意及选项词义

可知，B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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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答案:A 句意:这些中国建筑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尤其对外国人。 解析:词汇题。词义

辨析题。A.视觉上的;B.有形的，明确的，真实的;C.实质的，虚拟的;D.合乎道德的。根据

句意及选项词义，选 A。

21.答案:D 句意:经理高度赞美他的雇员表现出的诸如忠心/勇敢/诚实这样的美德。 解析:

词汇题。A.特征;B.特点;C.特点，特质;D.美德，优点，长处。根据句意及选项词义，选 D。

22.答案:C 句意:考虑到他的长相，他看上去完全不象已有五十岁的人。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介词 considering ：“考虑到，鉴于”的用法。considering 的这

种用法与 judging from/by 一样，不用考虑其逻辑主语是否与句子主语保持一致，因为它

们都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在分词短语作状语了。此外，即使采用排除法，该题正确答

案也不难找出:A(十 by/from ./B ( + about )都要介词才能用，而 D 虽可不用介词但意思

却讲不通。

23.答案:C 句意:能够储存知识使得计算机有别于人类以前任何时候发明的每一种机器。

解析:词汇题。A.那么;B.因此;C.任何时候;D.还，仍然(常用于否定句)。依据词义可知 C

对。

24 答案:D 句意:在电视的这个频道上几乎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教育节目。解析:词汇题。

A.仅仅，勉强，几乎没有;B.几乎不;C.仅仅;D.差不多，几乎就。在这组副词里 hardly 与

barely 意义貌似差不多，但无论在意义还是用法上也还是存在细微差别的。Hardly 强调“难

做某事”常用来修饰表示能力的词，barely 强调“勉强”。至于 nearly，当被修饰的词是

no, nothing, none, never 等表示否定意义的词时，不用 nearly ,merely 则近似于 only。

依据以上分析可知选 D 对。

25.答案:B 句意:然而，爱情婚姻也并一定就会导致(夫妻双方)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责任

共担。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短语动词的用法。A.接管，接收;B‘导致，致使;C.坚持，

固守，不离开;D.继续，抓住不放，坚持。根据词义辨析和句意可知，应该选 B。

26.答案:C 句意:当我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妨碍如此之多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地获得快

乐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两个原因。 解析:语法题。本题是一个宾语从句为强调句型的主

从复合句，句子结构难度较大。在这个强调句子中，被强调的部分是引导宾语从句的连接

代词 what，这个连接代词 what 同时担任强调句中 it is 的表语(注意:在变强调句之前的原

句中，这 what 是主语。)如把连接代词 what 换成一名词句子结构便一目了然了:It is the

inflation that prevents so many Americans from being so happy as they might expect.

据此分析不难看出 C对。

27.答案:D 句意:讲演发表之后，热烈的讨论便开始了。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分词独立主

格的用法。句子开头是一名词，其前又无连接词，据此判断逗号前应该是一分词独立主格

作状语。依据发表和讲演的逻辑关系分析，此分词应用被动式。根据分词动作与谓语动作

的先后顺序，分词还要用完成式。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后，自然选 D。

28.答案:C 句意:有证据证明语言学习的能力必须要加以激发才行。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

同位语从句的用法。句中的 that 从句是 evidence 的同位语从句。由此推断此前尚缺主句

的(主语和)谓语，句子结构才完整。主句如为强调句型( it is evidence that...)，则

evidence 必须要在从句中担任一语法成分，此句显然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主句就只可能

是 there be 句型了，evidence 作主句的主语，也是后面同位语从句的先行词，故选 C。

29.答案:A 句意:他告诉我们的有关那场事故的话于情理不通。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短

语动词 make sense(讲得通，有意义，是合情合理的)的用法。其他选项均搭配有误。故选

A。注意:mean 可以这样说:mean anything/nothing/much/a great deal;make a point 则

是:证明一个观点。

30.答案:C 句意:研究证明人们每天晚都要用两个小时来做梦，而无论他们白天可能做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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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情态动词十完成式动词的用法。晚上做梦可能由于白天做

过什么显然是对过去可能性的推测，而 C. may ( might . have done 正是对过去可能性的

推测，故选 C。注意：would have done 只能用于虚拟过去的动作。情态动词+完成式动词

的各种含义列表如下:

can/could have done:本来能做...(实际没有做);

may/might have done:过去可能做过……;

needn't have done:过去本来不必要做……(实际已做过了);

must have done:过去一定做过……(对过去绝对有把握的推测);

should have done:过去本该做了……(实际没有做);

shouldn't have done:过去本不该做……(实际已经做过了)

31.答案:B 句意:已有证据证明小到六个月婴儿都能辨别出某些特别的说话声音。解析:语法

题。本题考查连接词的用法。这是一个含有同位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空的前面已是一个

完整的句子，空的后面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就可推断出此空要填从属连接词以便使后

面的句子成为前面主句的从句，语法才能正确。而后面的从句又不缺少语法成分，这就意

味着要填的这个词只起连接作用而不担任从句的语法成分，故只能选 B。 that 从属连接词

that 引导 evidence 的同位语从句而又并不担任从句的任何成份。其它选项都必须在从句中

担任一语法成分。

32.答案:D 句意:我们同意认可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是最佳导游的人。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

引导宾语从句的连接代/副词的用法。考生们最易把此题答案误选成 C。whomever 这是因为

他们误把这个引导宾语从句的连接代词当成 they think 的宾语了。而实际上，they think

仅是插入语。做这类题的简单办法便是暂时搬走插入语，句子结构便容易看清了。原来这

个连接代词除了要引导宾语从句外，还要担任宾语从句的主语，故必须选主格的连接代词

才对。

33.答案:B 句意:除了英国之外，在任何其它国度里人们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体验到四季(的

气候变化)。 解析:语法题。A比…多;比…更，二;B.除了…之外;C.而不是;D.比…更好。

句子前面有否定词 no 与 B. other than 搭配起来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意思就成了“除了

英国之外别国都不=只有在英国才能”，故选 B。

34.答案:A 句意:要不是当时叔叔借钱给我交学费，我这会还在农场干活呢。解析:语法题。

本题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本题是一个错综时间条件句，条件状语从句虚拟的是过去动作，

而主句虚拟的是现在动作。各依主句和从句的虚拟时间(主句:now;条件状语从句:then)分

别选择相应的动词虚拟式即可答对本题。故选 A。

35.答案:A 句意:尽管他没经验，他还是在其他那些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失败的领域取得了成

功。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代/副词的用法。主句中的 succeed 作为“成

功”解时是一不及物动词，如果其后要接宾语需用介词 in 才可用。既然此处没有介词 in，

那么后面接的就只能是由连接副词引导的状语从句。而 B. what 与 C. which 均为连接代词

只能引导名词性从句，因而首先排除。D. how 虽为连接副词也能引导方式状语从句，但与

主句意思不合，故也排除。A. where 为连接副词，引导地点状语从句，表示成功的领域，

显然合情合理，故选 D。

IV.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 1

文章大意:

要弄清楚美国人是怎么思考事情的，就必须要弄明白“要点”。美国人经常提到这样的

话:“让我们直奔主题吧。”他们会说。“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一切的要点都是啥意

思啊?”“要点”就是美国人认为或者认为应该是一则信息的中心思想，人们心中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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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或者口头评论的核心思想。讲话人或者作者应该“把要点表述清楚”，也即是说，他

们应该说明白或者写清楚他们想要表达的那则信息的中心思想。

来自许多其它文化的人们对于中心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非洲人传统上都是通过讲故

事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想法，而不会明明白白地表述观点。日本人传统上都拐弯抹角地说话，

而让听者去琢磨观点是什么。因此，一美国人可能会对朋友说，“我觉得这件上衣和你身上

穿的其他衣服不大相配。”而日本人则会说，“也许另外那件会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好看些。”

美国人看重一个说话“直截了当的人”。日本人则可能认为这样的人不够敏感，如果不说他

粗鲁的话。

中、日文都有含糊和模棱两可的特点。在中、日文里，美国人将之与“要点”联系在

一起的那种精确和直截了当是实现不了的。至少不能优雅地实现。因此讲这些语言的人必

须要学会一种新的陈情说理和表达思想的方法，如果他们想跟美国人满意交流的话。

答案与解析:

36.答案:A 解析:细节题。本题间根据本文美国人期待讲话人和写作者……。依据本文第二

节第二句可知 A对。

37.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下列哪个人群会通过讲故事来表达心中所想。根据第三节

第二句可知选 B对。

38.答案:D 解析:词汇题。本题问“I don't think that coat goes well with the rest of

your outfit”句中的 outfit 可能是什么意思。依据本句意思来推测我觉得这件上衣和你

的其它……不大相配，我们不难猜出 outfit 在本句中大致意思应该是衣服，故选 D。注

意:outfit 的原意是:整装，配备，全套装备/用品，(在一定场合穿着的)全套服装。

39.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日本人可能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依据本文第三节最后

一句可知 B 对。各选项词义:A. indirect 间接的;B. straight forward 直截了当的;C.

poorly dressed 穿着寒配的;D. curious 好奇的。

40.答案:D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要与美国人满意交流的话，说中文的人需要……。依据本

文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可知 D 对。这里只不过改变了表达方式，换个说法，意思并无改

变。

Passage2

文章大意:

许多年轻人都告诉我说他们想做作家。我总是鼓励这样的人，但也解释说，“做作家”

跟写作之间可存在着天壤之别。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都是梦想着获得财富和名气，而不是长时间孤独地枯坐在

打字机旁敲字写作。“你们必须要想着去写作，”我对他们说，“而不要老想着去做作家。”

现实情况是写作需要孤独而为，私下进行，而且收入可怜。在每一个受到财富眷顾的

作家背后都有着数千之众渴求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人。当我离开我从事了 20 年的职业生涯而

从美军退役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所拥有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朋友为我在纽约公

寓大楼里找到的一间房。尽管这房间既冷而又没有洗浴间我也毫不在乎。我立即买了一台

二手打字机，竟然就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了。

然而，一年左右之后，我却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便开始怀疑起自己来。卖掉一部小说

竟如此困难，我竟连糊口的钱都几乎挣不够。但我心里清楚我想写作。我怀有写作梦想已

有数年之久。我可不想与那些半途而废的人为伍。我一定要将我的梦想付之检验，即使这

意味着生活中要与不确定性和害怕失败相伴。这就是希望的虚幻境界。任何一个拥有梦想

的人都必须生活在其中。

答案与解析:

41.答案:A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题问本文意图是......。问本文意图与问作者写作目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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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问文章大意和中心思想大致应属同一类型的题。在文章开头的第一节，作者就首先提出

了“做作家”与写作的巨大差别，接着在文章之后的第二节第三节里，作者用现身说法的

方法告知了年轻人做作家的心酸苦楚。由此不难看出本文意图是 A。告诫年轻人一个作家不

得不经受的艰辛，故选 A。

42.答案:D 解析:推论题。本题问由本文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根据文章第二节第二句:For

every writer kissed by fortune there are thousands more whose longing is never

realized.在每一个受到财富眷顾的作家背后都有着数千之众渴求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人，我

们可以推论出:D.作家成功的几率很小，故选 D。

43.答案:D 解析:因果关系考题。本题问作者为什么在开始写作生涯一年后竟开始怀疑起自

己来。根据文章第三节第一句:然而，一年左右之后，我却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便开始怀疑

起自己来，这“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显然就是怀疑自己的原因，故选 D。他没有看到情况改

观(向好的方向转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并不意味着没有文章或书发

表，而仅是说经济窘迫依旧，挣的钱只能勉强糊口。因此，不可选 A，“他连一本书都没出

过”作为答案。

44.答案:B 解析:细节题。根据文章第二节第四句可知:B 对。这里只是根据需要改变了人称

而已，句义一点没改变。

45.答案:B 解析:语义题。本题问最后一句中的 shadow-land 指的是……。根据文中的 This

is the shadow-land of hope,…句中的指示代词 this，可知前文可能出现过 shadow-land

的含义解释，因此我们可以用回指的方法回头到上文去找答案，这就不难找出上句:even

though it meant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and fear of failure。这句话的意思与选项

B一样，故选 B。

Passage 3

文章大意:

我的朋友麦克在不相信地摇着头。手指着我们正在用餐的快餐店里的一个雇员，他说，

“就是刚刚为我服务的那个女青年不得不叫别人过来帮她数出该找给我的零钱。”出纳机显

示出她该找给我99美分.可她不会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找零的硬币一个一个数出来。”

我明白了麦克的担优。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尽管是无意识地，培养出了几代

不懂得如何推理，如何做简单的算术题，如何搞研究，或者归结到一点，不知道如何才能

具有创造性的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度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电脑游戏，电视，数字式

钟表，计算器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信息，而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它，让我们进

行操作却不需要我们去理解这些操作。

已经到了我们应该严肃看待只教我们的孩子如何按按键的这种教育制度的时候了。钟

表如果没指针，我们的孩子就看不懂时间。他们会用计算器却不会加减乘除。电脑游戏已

经取代了那些更为活跃、更富想象力的游戏。虽然这些孩子大多数也拥有技术文化，可他

们却不愿读书。他们已如此习惯于电视、电影，以至于已经不能够使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自

己的兴趣保持在书本上了。

认识到这问题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解决办法。我提从的解决办法提出来容易，但可

能实行不了。我们必须把孩子们拔出来。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将永远也学不会如何解决

问题，他们也将学不会基本的推理技巧，从而也就必然学不会培养自己的创造力。让我们

使教室里充满那些良好的古式文化—读书吧，不要让我们的教室里充斥着电子设备。不仅

要教学生计算机操作，也要教会他们自己去计算和推理。他们必须要看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过程是如何导致结果的，他们还必须要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答案与解析:

46.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那家快餐店的那个雇员似乎出的是什么问题。根据文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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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第三行后半句:... but she couldn't figure out how to count out the coins.可

她不会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找零的硬币一个个数出来。由此可知答案应该是 B。这里

考生应该知道，美分硬币币值并不相同，故要数出九十九美分来确实是需要进行简单的加

法运算的。

47.答案:A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作者和他的朋友麦克担忧的是什么。根据本文第一节第四

至第六行可知:答案是 A。即:教育制度培养了自己不会思考问题的人，尽管其根本原因是在

于过多地运用了信息技术。

48.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如要孩子们拥有创造性头脑，他们必须....。根据本文第

二节的最后一句可以推知孩子们如今没有创造性头脑，恰恰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使用与信息

技术有关的各种工具，而不再读书，而这些工具又不需要他们动脑筋而造成的后果。反过

来说，要想拥有创造性头脑，孩子们自然是要恢复读书(文章最后一节明确说让我们把精力

集中到良好的老式文化学习上——读书)才行，据此选 B。在其它选项中，A/D 文章没提到

过，C 说的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孩子离开机器之后怎么办没有说，因而还是没法使孩子

拥有创造性头脑，故不能选为答案。其实，本题也可看成是稍经改变了反着考题型。大家

应该还记得，反着考题型的出题方式:文章中叙述某事导致了某结果的发生，提问则是问为

什么会有某结果。结合本题思考过程如下:文章说由于过度使用信息技术导致孩子们不再读

书→不能独立思考→失去创造力。考题问孩子们要有创造力，他们必须…。这个问题不就

近似于在先问孩子们为什么会失去了创造力，然后再加问怎么样才能恢复创造力吗?因此，

只需把思考过程的箭头掉个方向，答案便一目了然，又回到读书上了。

49.答案:C 解析:语义题。本题问最后一节中的“unplug our children "最有可能是什么意

思。Unplug 的原意是拔掉……的插头。我们结合文中内容去理解，便不难猜出它的准确含

义是让孩子离开电视和电脑游戏，故应选 C。

50.答案:D 解析:推理判断题。本题问本文的结论是作者认为……。从全文来看。作者一直

在埋怨过度使用信息技术耽误了孩子的正常学习。据此应该选 D。其它选项都存在问题:A.

电子装备应该在课堂上无其位置，推理走得太远了，即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B.信

息技术能帮助我们做不懂的事情，这无须推理，文章明确告诉我们了;C.所有书籍都比其它

东西对孩子更有益，这话同样说得太绝对了，难道坏书也包括在内吗?

Passage 4

文章大意: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仅仅在使用言语进行相互交流，而且也在用非言语手段进行交流。

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用非言语手段进行着交流。我们用肘或手伏手势，

与别人目光相遇时把目光移开，变换坐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些行为是偶发的。然而近

些年科研人员发现这些体态姿势也和语言一样几乎存在着一个始终如一而又容易为人理解

的体系。

一种重要的体态语就是眼睛的动作。美国人对于如何进行和何时彼此目光接触是很讲

究的。当我们进行一般性交谈时，每次目光相遇只会延续一秒钟左右，我们中的一方或者

双方就会将目光移开。当两个美国人探究性地盯着彼此的眼睛看时，他们就变得亲密了。

因此我们要小心地避免这样做，除非是在相宜的社会场合。

从事体态语交际研究的科研人员还没有把握能够拼写出体态语的精确词汇表。当美国

人搓鼻子时，也许意味着他不同意某人意见或者在拒绝着什么。但，它也有可能存在着其

他的解读。再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学生跟一个教授交谈时，他看着长者的眼睛时间可能就稍

长些，这可能是表示敬意的一种象征;它也有可能是对教授权威的挑战;它还完全可能是别

的什么意思。科研人员在探索的是社交场合下的体态语模式，而不是某一种单独的体态语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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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际交流都仅仅全用言语来进行，交流就会变得单调乏味了。

答案与解析:

51.答案:B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题间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根据第一节第一句可知 B。

体态语和言语在交流方面同等重要对，因为 B 的意思与第一句的意思(我们所有人都不仅仅

在使用言语进行相互交流，而且也在用非言语手段进行交流。)基本相同，仅表达方式稍有

不同而已。

52.答案:A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科研人员是如何看待体态语的。根据第一节的最后一句(然

而近些年科研人员发现这些体态姿势也和语言一样几乎存在着一个始终如一而又容易为人

理解的体系。)可知 A 对。

53.答案:B 解析:语义题。本题问第二节里的“intimate”的意思是...。文章第二节第三句

说:当我们进行一般性交谈时，每次目光相遇只会延续一秒钟左右，我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

就会将目光移开。当两个美国人探究性地盯着彼此的眼睛看时，他们就变得…了。从文章

语境来判断，两个人盯着彼此的眼睛看，他们多半成为恋人了，故选 B。亲密的，一般不会

错。

54.答案:D 解析:推理判断题。本题问根据本文如果你……就会弄得美国人感到不自在。依

据文章第二节第二句和第三句:美国人对于如何进行和何时彼此目光接触是很讲究的。当我

们进行一般性交谈时.每次目光相遇只会延续一秒钟左右，我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就会将目

光移开。由这两句我们很容易判断出 D显然违背了社交习惯，故选 D。其它选项都是符合社

交习惯的，因而不会使美国人感到不自在，自然就不能选为答案。

55.答案:A 解析:句义题。本题问“the researchers look for patterns in the situation,

not for a separate meaningful gesture”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是要求考生用英

语来解释或复述此句。这句的意思不难弄明白:科研人员在探索的是社交场合下的体态语模

式，而不是某一种单独的体态语的含义。这就是说他们探索的是体态语在不同社交场合下

的使用通则。弄懂原句含义之后再与选项各句对比，意思相同的即为答案。A.科研人员根

据体态语使用的社交场合来解释体态语的含义;B.科研人员相信一种体态语只有一个含

义;C.科研人员认为同一体态语不可用于不同的社交场合;D.科研人员从教科书中去寻找模

式以解体体态语的含义。这四个选项中的 B/C 很容易排除，因为 B 在文章中被明确否定过，

而 C 项我们依据生活常识即可排除。D项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它与原句比较接近，玩的

是偷梁换柱的把戏，把原句中的 in the situation 偷换成 in textbooks,从而改变了原句

的意思。比较四个选项不难分辨出 A 项与原句意思吻合，故选 A。

V.Cloze

文章大意:

是谁赢了1994年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联合国发生了什么事?评论家们怎么看那部新的剧

作?一有事件发生，报纸就已经在街头准备报道事件细节了。

无论在何地发生什么事，报道员都到现场去采集新闻。报纸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

把消息尽可能快地从消息源头，从产生新闻的人那儿，传递到想要了解新闻的人那儿。广

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发明出来的媒介都给报纸带来了竞争。杂志和其它交通工具的发

展也是如此。然而这种竞争只不过促进了报纸的继续发展。它们迅速利用起了这些更新更

快的交通工具来提高自己的速度，从而也就提高了它们自己的运营效率。当今，人们发行

和阅读的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竞争也导致报纸把它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其它许多领

域。除了使读者了解最新的新闻之外，当今的报纸还在政治和其它重大事情方面教育和影

响着人们。

通过广告，报纸影响着人们的经济选择。大多数报纸都依赖广告来维持其生存。报纸

的售价低廉.甚至连其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也负担不了。大部分报纸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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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告。广告(版面）的出售成功与否取决于报纸对于广告商的价值。而这价值又是用报纸

的发行量多少来衡量的。

有多少人在看报呢?发行量的多少又取决于发行部门的工作成效和报纸的服务性或者

娱乐性板块。但从其最根本上来说，发行量还是要取决于报纸在读者眼中的价值，读者把

报纸作为报道他们所在社区、城市、乡村、洲、国家、世界，甚至外层空间的新闻的信息

来源的价值。

答案与解析:

56.答案:A 解析:新闻很强调时效性，所以事件刚一发生，报纸就...，因此选 A. just when:

刚一……就。

57.答案:A解析:依据句子主语newspaper与 give的逻辑关系以及后面的宾语details可知

所填动词必为主动式。再看前面的 are 显系 are to do 中的 are ( be to do 表:按计划/准

备做……)，因而此处必填人 A。to give 无疑。

58.答案:A 解析:根据文意，通讯员在现场自然是采集新闻，故选 A.gather。

59.答案:D 解析:根据文意，报纸把新闻从产生新闻的人那儿尽快地传递到想要了解的人那

儿显系报纸的目的，故选 D.purpose 目的。

60.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报纸把新闻从产生新闻的人那儿尽快地传递到想要……的人那

儿，此空自然要填 C.know 知道，了解。

61.答案:B 解析:前面已经列举了人类的两项发明，后面自然还要泛泛地说到其它发明，故

选 B.other(inventions)。

62.答案:A 解析:根据前后两句的意思可知，它们是转折关系。前句用了句号，而后句的填

空后还有逗号，这就告诉我们这里只能填有转折含义的副词，不能填有转折含义的连接词，

故只能选 However。

63.答案:D 解析:根据句中 and 在这里的用法可以看出，它并不是表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

表达因果关系，即:and 的前面词是原因，后面词是结果。由此，我们可根据后面的

efficiency(效率)来选择前面的填放词 D。speed，因为只有速度能提高效率。其它选项词

义: A. value 价值;B. ratio 比例，比率;C. rate 速度，速度(在指固定的速度或可能达到

的最高速度时，用 speed，不用 rate。在指相对增长的“速率”时，用 rate，不用 speed .。

64.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这里应该说的是报纸的印刷和阅读量都超过以往，故选 C。其

它选项词义:A.spread 散布，传播;B. passed 通过，传递;D. completed 完成。

65.答案:D 解析:根据报纸给读者提供信息.可推知此处应为:keep readers informed of。

随时向读者报告……故选 D。

66.答案:C 解析:依据空后的影响(influence)，再结合句子最后面的“政治和其它重大事

情”，可推想出前面该填 C。 educate 教育。各选项词义:A.娱乐;B.鼓励;C.教育;D.编辑。

67.答案:B 解析:根据句子意思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是报纸通过广告来影响人们的经济决择。

故选 B。through 通过。其它选项意思与句子不合。A. on 在……上面，关于;C. with 用……

(工具)，随着;D.of…的。

68.答案:B解析:根据文章的下文，可推知这里说的是报纸依赖广告生存，故选B。existence

生存，存在。其它选项词义:A. forms 表格，格式，形式;B, contents 目录;D. purposes

目的。

69.答案:C 解析:根据上文所说报纸依赖广告生存，出售价格低廉自然养活不了自己，故选

C。

70.答案:A 解析:根据填空后的 income 可推知这里是说收人来源，故选 A。其它选项词义:B.

origin 起源，血统;C. cause 原因; D. finance 财政，金融。

71.答案:D 解析:根据句意可知，出售广告版面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报纸在广告商眼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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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故选 D。其它选项词义:A. way 路，路线，方法，手段;B. means 方法，手段，财产;C.

chance 机会，机遇。

72.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可知，这(指前面刚说到的报纸的价值)是用报纸的发行量来衡量

的。依据报纸的价值与衡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处谓语动词必须用被动形式。又由于这里

说的是通常情况，动词该用一般现在时态。综合以上各项条件，只有 C 全部符合，故选 C。

其它选项中，A/B 语态不对，D 则时态不对。

73.答案:C 解析:根据句意，发行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部门的工作……，故选 C。

74.答案:B 解析:根据句子结构可知本句已有谓语动词，故此空只能填一非谓语动词作定语。

再考虑 services or entertainment 与 offer 的逻辑关系可知，该填过去分词，故选 B。注

意:如填动词不定式则表将来动作，故不妥。

75.答案:D 解析:根据 information 和 community…的关系可推知，应该是关于社区…的信

息，故选 D。

VI.Translation

76.答案:(in.telling her what has happened 解析:本题考查 have trouble ( in.doing

句型的掌握。类似的只能接动名词的句型还有:have difficulty(in)doing;have a

good/hard time(in)doing;spend…(in)doing;lose no time in doing;be busy(in)doing.

77.答案:busy preparing for the test 解析:本题考查 be busy doing 句型的掌握。除了

可说 be busy ( in .doing 之外），我们也可说 be busy at/with/over/about+n.

78.答案:Whether/No matter whether you agree or not 解析:本题考查让步状语从句

的用法。特别提示:这里决不可用 if 来引导表达“是……还是不”意思的让步状语从句，

尽管 if 有时可代替 whether 表“是否”，但那只能用在引导宾语从句时。而且 if 也不可与

not 连用。例如:I wonder if it is the right size.

79.答案:is that he be sent to hospital immediately 解析:本题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

本句主语为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故其表语从句的谓语要用虚拟式动词:( should .do

或 be done.这句类似于:It is important that ( should .do/be done）

80.答案:measures/steps were taken 解析:本题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It is time/about

time/high time that 过去式动词(表虚拟语气)，例如:It is high time that your children

went to bed.

VII.Writing

参考范文

My View on Job—Hopping

Nowadays many people are fond of job—hopping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or because they don’t think they have bright

future opportunities. In either of the above—mentioned cases，they will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leave.

Why are so many people keen on job—hopping today? Because most people today

hold that life is but once and job—hopping can provide them with rich and exciting

experiences. What’more，it is much easier nowadays for people to get new jobs than

in the past.

My own opinion is that job—hopping, in this fast-developing information era，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nd acceptable. if we want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e have to change for the

faster，the higher and the stronger. If life is a journey,we have nothing to regret

so long as we put meaning into it. So why not make a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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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08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1.B A. stool[stu:l] B. book[buk] C.soon[su:n]D. choose[tʃu:z]
2.C A.think[θink] B. everything['evriθiŋ]

C.there[ðεə] D.thirsty['θə:sti]
3.D A. sick[sik ] B. safe[seif ] C. respect[ri'spekt]D. expose[ ik'spəuz]
4.C A. arise[a'raiz]B. beside[bi'said ] C. issue [ 'is ju:]D. price[prais ]

5.A A, enough[i'nʌf ] B. daughter [ ' dɔ:t ə] C.frighten['fraitn]

D. straight[ streit]

II. Situation Dialogues

6.答案:B 解析:人家祝贺我们生日快乐，当表感谢，故选 B。

7.答案:D 解析:丈夫表示不想去看电影问妻子有无别的打算，妻子自然建言.到海滩去怎

么样，故选 D。注意:What about/How about...?以及 What do you think of...?这些句型

常常用来提建议或者征求对方意见。

8.答案:C 解析:此对话是在打电话，对方问可否跟 Mr. White 讲话，秘书自然要问清对

话是谁，方好禀告，故选 C.请问贵姓?

9.答案:D 解析:对方问这个座位有人坐了吗，自然要回答有人坐或没有人坐，故选 D。我

想还没人坐。

10.答案:B 解析:对方问能否听懂他说的话，回答只能是能或不能，如回答不能一般同时

要表示歉意，故选 B。对不住，我听不懂。

11.答案:D 解析:通读整个对话可知这是关于招聘教师面试的。人事经理首先做了自我介

绍，应聘人自要显示礼貌，说句“幸会”之类的客套话，故选 D。

12.答案:G 解析:上句问道你想到培训部来做教师，对吗?应聘者自要肯定回答，故选 G.

是的，您说的没错。

13.答案:B 解析:对方问你在大学都学过什么课程，此时，应聘者自然要报上自己所学的

专业特长，还要如数家珍地报出学过的其它课程，故选 B.我主修英语专业。

14.答案:A 解析:对方问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份工作，应聘者自然要表示对这个工作很感兴

趣了，故选 A。

15.答案:C 解析:应聘者问招聘人我何时才能知道我是否被录用了呢，回答自然是何时通

知应聘人了，故选 C.我们一周左右后通知你。

Ⅲ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16.答案:A 句意:因供水原因那游泳池已废弃不用了。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介词短语的

正确用法。A.不再使用，废弃;B.不挡道，不妨碍，不妥的。C.不合乎时尚的;D.不在适当

的地位的，不合适的，不适时的;根据句子后面的原因状语因供水原因，故选 A.(游泳池)

不再使用了。

17.答案:C 句意:如果你要见部门主席，最好和他预约一下。解析:词汇题。A. n.允许进

入，入场费，入场卷;B. n.协议，同意;C. n.预约，约会;D. n.宣布，通告，短讯，根据

句意你若要见部门主席，最好和他，选 C.预约。

18.答案:A 句意:尽管生病了，他还坚持来上班。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用 as 引导让步

状语从句时要主谓倒装，故选 A。需要注意的是:在正式文体中，though , as ,that 在引

导让步状语从句时，均可主谓倒装，其中 though 也可放在句首引导而不倒装,as 和 that

则必须倒装，但 although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时不可倒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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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as he is，he is thrifty.

Child that he is, he has read a lot.(表语为单数可数名词，但原不定冠词需略去)

Hard though he worked，he could scarcely earn enough to make both ends meet.

Change your mind as you may，I am determined to carry it through to the end.

Fail as he did，he was not disheartened，but tried again.

Much though I admire him，I cannot excuse his faults.

Unbelievable though it may seem to most of us，we have scarcely and law to compel

a fugitive husband to support dependents he leaves behind in another state.

由以上解析不难看出，其实本题选项 B。though 亦可作为答案。

19.答案：D 句意:他们比预期提前完成了计划。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过去完成时的用

法。根据主句中的两个谓语动作的先后顺序（注意主句时间状语 earlier），故选 D.以表“过

去的过去”。

20.答案:C 句意:信不信由你，他的发现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

惯用习语 believe it or not 的用法，故选 C。此类惯用习语都是约定俗成的，大部分是句

子的独立成分，不可按一般语法规则去套。例如:to begin with，to be frank with you，

generally speaking 等。

21.答案:B 句意:那孩子因把鞋袜弄湿了而受到了责备。解析:词汇题 A.拦截，句型为:stop

sb. from... ;B.埋怨，责备，句型为:blame sb. for...;C.指控，句型为:accuse sb.of...;D.

抱怨，句型为:complain of…或 complain to sb. about...。根据词义辨析和句型可知，B

对。

22.答案:B 句意:盗贼在攀爬花园围墙时被擒。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被动语态的用法。

句中缺少谓语动词，且主语为盗贼，选项动词是抓，故要用被动语态的动词作谓语，因此

选 B。

23.答案:A 句意:正是这些培训才把他培养成了那么好的工程师。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

强调句型的用法，故选 A。强调句型即:it is/was+被强调成分 that+原句子的其它部分。

强调句型可用来强调句中的主语/宾语/宾语补足语/状语/状语从句等，但是不能强调谓语

和定语或定语从句。强调间接宾语时通常需用介词。若原句的时间背景为过去，则用 it was，

若时间背景为现在，则用 it is。当被强调的部分为人时，that 可以用 who 代替，但其它

的情况一般只能用 that。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宾语为 them 时，强调句内要改用 those，

如:The professor regarded them with such contempt.若欲强调句中的宾语 them，则强

调句应为 It was those the professor regarded with such contempt.

24.答案:C. 句意:医生要求波博出于对健康的考虑而戒烟。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非谓

语动词用法，即:某些特定动词后只能用名词或动名词作宾语，不得使用不定式，故选 C。

类似的只能用名词、动名词而不可用不定式作宾语的常见动词还有:avoid, miss,finish,

stop, deny, enjoy, escape, mind, postpone, suggest, appreciate, keep(on.,put off

等。

25.答案:C. 句意:道歉信件应该马上写好发出。解析:词汇题。根据句意选 C。各选项词义:A.

仁慈地，善良地;B.偶然，间或;C.立即，马上;D.间接地

26.答案:D. 句意:他不愿别人跟他提起他的年龄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似乎合情合理。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带形式主语 it 的主从复合句，it 指代主语从句，此句所缺的正是

形式主语 it，故选 D。主语从句可用一连接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来引导。连接词在主语

从句中不担任何句子成分，仅起连接作用;连接代词除了引导从句外，还要在主语从句中担

任主语/宾语/表语/补足语成分;而连接副词则除了引导从句外‘还要在主语从句中担任状

语成分。此外，为使句子结构平稳，形式主语 it 也常常使用，而把真正的主语---主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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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挪到句子末尾去。本题即是-----含有形式主语 3t 指代主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含有主

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类例: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he had forgotten to take his notebook with him. ( it 为

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主语从句后移到了句尾。主语从句由连接引导，连接词不担任主

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It doesn't seem likely that she will be here. ( it 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主语

从句后移到了句尾。主语从句由连接词引导，连接词不担任主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It is still not made known whether he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or not. ( it 为形

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主语从句后移到了句尾。主语从句由连接词引导，连接词不担任主

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It is known to us all 些 theory comes from practice. ( it 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

-----从句后移到了句尾，主语从句由连接词引导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Which dictionary he will take with him has not been decided yet.(连接代词引导，

且担任从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主语的定语)

What he will say at the meeting has not been made known.(连接代词引导，且担任从

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宾语)

When she will begin the experiment has not been made clear.(连接副词引导，且担

任从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时间状语)

27.答案:A. 句意:你为什么早早就从会场开溜啊?我觉得那讨论烦人. 解析:词汇题。本题

考查形近词的用法。A. a.令人厌倦孤，烦人的;B. a. 厌倦的，厌烦的;C. v.使......厌

倦，使...…厌烦，钻(孔);n.惹人烦的人、事;D. n.厌倦，无柳。此题需填宾语补足语，

宾语为讨论，故选 A a.令人厌倦的，烦人的

28.答案:C. 句意: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请邻居帮忙的呀.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近义词

的用法。A.想，思考。句型 think of...或 think about..., B.考虑，句型:consider + n.

或 doing ; C.发生，出现，(与 to 搭配)被想到，句型:occur to sb ; D.把……归诸，把··…

提交、委托，句型;refer...to...。根据句型及词义，选 C

29.答案;B. 句意:你昨天为什么没去开会啊?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跟 show 有关的短语

动词的用法。A. show out,开门送……出去;B, show up(也可说:show oneself ):出席，

到场，揭穿，显出;C. show nn:无此习惯搭配;D. show around:带领参观。根据句意可知 B

对。此外，show 的常用短语还有:show away:露出马脚;show off;炫耀，卖弄;show through ;

暴露，显露。

30.答案;A. 句意:我要不是墨水用光了，就会把论文写完了。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虚

拟语气过去式的用法。首先我们要判断该虚拟条件句是否是错综时间条件句。无论主句还

是从句句中都无时间状语，这足以证明主句与从句虚拟的是同一时间的动作。再根据主句

虚拟语气的动词形式是过去虚拟式，可推知条件状语从句的谓语也该用过去虚拟式，:had

done.故选 A。现将虚拟条件句中的虚拟语气 动词公式罗列如下:

现在式虚拟语气:If...were/did...，...would/should/might/could do/be...

将来式虚拟语气:If...should do/were to do...，...would/should/might/could do/be...

过去式虚拟气:If...had done...,...would/should/might/could have done...

31.答案;C 句意:这委员会有九名委员组成。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近义词的用法。A.

compose vt.组成，构成，通常用被动名型;be composed of:由……组成、构成;B.无此搭

配;C: consist vi.由……组成、构成(of); D. consist in:在于，存在于;由词义及句型

解析不难选出 C}考生最好记住 consist 的另一个短语:consist with:协调，一致。

32 答案:B. 句意:我告诫过她勿靠近那狗。 解析:词汇题。A. said , vt. say 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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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常用句型;say 十 n.或宾语从句;B. warned , vi. warn 的过去式:告诫，警告。常用句

型; warn sb. of + n. ; warn sb. against + n. ; warn sb not to dow ; C. suggested,

vt. suggest 的过去式:建议，提议。常用句型:suggest + n.或 doing;suggest sb to

do;suggest+宾语从句; D. proposed , vt. propose 的过去式:提议，提议祝(酒);计划，

打算。常用句型;propose + n.或宾语从句:propose + to do/doing…根据句型及词义当选

B

33.答案:D. 句意:他考试没及格，这证明他以前学习用功不够。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用法。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多用关系代词 which , who , whom , whose

以及关系副词 where , whet，来引导，但不得用 that 引导。本题中的后半部分就是一非限

制性定语从句，需填入一关系代词引导从句指代前面整个主句，并充当从句主语，但 that

不能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故 A。that 首先排除;B. which he 多了个 he，也应除;C：what

只能做连接代词，引导名词性从句，而不能做关系代词引导定语从句，故也排除;D. which

符合要求，故选为答案。

34.答案:C 句意:这些兄弟们的文学爱好各不相同。解析:词汇题，形近词辨析。A.

different a. ; B. difference n. ; C. differ vi. ; D. differently adv..根据题干

可知，句中缺少谓语动词，故选 C 为答案。differ 的常见搭配:differ from:不同于，意见

不同;differ with/from sb. on/about, upon + n.:在...方面与……意见不一致;agree to

differ:同意彼此保留不同意见;beg to differ;恕不同意。

35.答案:C 句意:玛丽亚昨天为何没来上学还不知道原因。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主谓一

致的用法。该句是一含有一主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主语从句担任主语时，谓语动词需用

动词单数形式，故选 C。例如:

What is hard is to do good all one's life and never do anything bad.

Whatever had been said at the meeting was kept secret.

It doesn't seem likely that she can finish her homework as required.(此处用了形

式主语 it.)

36.答案:B 句意:那事你既可自己做也可留给我做。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连接词的用法。

A. both ...and:并列连词:两者都，既…又;B. either...or:并列连词:或者……或者;C.

not only ... but also:并列连词:不仅……而且;D. whether...or:并列连词:是……还是，

或者……或者，不是...…就是;根据句义可知，A,C 首先排除，要选对答案重点在弄清 B

和 D 的用法差别。B 和 D 都表示二中选一，但 B表示虽然是二中选一，选哪一个却无所谓，

都可以。Either...or 可用来连接并列的主语、宾语、谓语、状语或定语、以及两个并列分

句。而 D 则表示二中选一，非此即彼，但只能选一。Whether...or 可用来连接名词性从句、

让步状语从句、不定式短语。依此辨析，可确定 B 对。

37.答案:D 句意:那旅馆带洗浴室的单人房间开价 60 美元。解析:词汇题 近义词辨析。A.

claim vt.(根据权利)要求，认领，索取，索赔;B. demand vt.要求，需要，查问;C. price

vt.给……定、标价(一般指商品价格)，因漫天要价致使;D. charge vt.要价，要……支付，

收费(一般指服务性收费);依据词义辨析，选 D。

38.答案:D 句意:除非受到礼貌邀请，我们是不会去参加那个晚会的。解析:词汇题。本题

考查从属连接词的使用方法。A.如果(连接条件状语从句时)，是否(连接名词性从句时);B.

但是，然而(当副词用时，前后常有逗号)，无论怎样(加在另一副词或形容词前作连接副词

用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时);C.是否，或者(或作并列连词引导并列句子成分或名词性从句，也

可作从属连词引导让步状语从句);D.除非(引导条件状语从句)。根据句义选 D。以下是上述

各词用法示例:

It you demand his presence,warn him in advance.(用作从属连词，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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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nder if it is the right size(用作从属连词,引导名词性从句—宾语从句)

I'd like to go with you; however, my hands are full. (用作表转折的副词，注意其

前的分号和其后的逗号)

However hard she tried,nothing seemed to work.(在另一副词前用作连接副词，引导让

步状语从句)

However rich people are, they always seem anxious to make money.(在形容词前用作

连接副词，引导让步状语从句)

I don't know whether he will be able to come.(用作从属连词，引导名词性从句—宾

语从句)

Please tell us whether to go or stay.(用作并列连词连接两并列不定式作宾语)

Whether he dri"}es or ( he. takes a bus, he'll be here on time.(在此用法中，whether

= no matter whether，用作从属连词，引导让步状语从句)

I will not go unless I hear from him.(用作从属连词，引导条件状语从句(否定))

I shall go there unless it rains.(用作从属连词，引导条件状语从句(否定))

39.答案:D 句意:你母亲做的三明治很好吃。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用法。

首先，句首没有引导从句的连接词，所给四个选项又都不可能是定语从句(因选项前无关系

人、副词)，句子后部又已有谓语动词，这就决定了此句只能是个简单句。依据以上分析可

知，正确选项应为空前 sandwiches 的定语，故只能考虑填人非谓语动词，因此 A和 C可排

除。再根据选项动词(制作)与 sandwiches 的逻辑关系(被动)，不难排除掉 B,因而选 D.made

对。

40.答案:A 句意:你可以借走这本词典，只要你保持它干净就行。解析:语法题。本题考

查短语连接词用法。A. so long as=as long as 只要;B. so far as(= as far as):就……

而论;C. in case:假设，以免;D. even if:即便，即使。依据以上词义辨析可知，A对。

41.答案:C 句意:有三二多人卷人此事件。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用法易棍的词语用法。

A. happened vi.发生。常用句型;appen to+n.:发生到……上;happen on/upon sb.巧

遇;happen to do (be )碰巧在做(在); B. participated vi.参与。常用句型:participate

in 参与;participate with sb. in 与……分享，担;participate of 含有，带有;C. involved

vt.使……卷人，连累，包缠，使……专心于。常用句型:be involved in 卷人，陷人;be

involved in + n.或 doing 专心于;D. included vt.包括，包住;依据词义辨析可知 C 对。

42.答案:B 句意:我曾经抽烟很凶，但三年前戒了。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近义词辨析。

A.严厉地，严肃地，剧烈地;B 重重地，严重地，大量地，密集地;C.强烈地，强健地;D.严

重地，严肃地。根据词义辨析及句义，应选 B。

43.答案:B 句意:那场事故导致两名乘客丧生。解析:语法兼词汇题。本题在语法方面考

查被动语态用法，在词汇方面考查 result from 与 result in 的差别。首先分清 result fro。

与 result in 的差别:result from(作为结果)发生，产生(用结果作句子主事);result in:

结果，导致，终归(用原因作句子主语)。本句子的主语 accident 显系结果。依据以上分析，

应该选 result in 的主动语态形式，故 B 对。

44.答案:B 句意:我不记得上次造访哈佛期间有幸被介绍给布朗教授认识。解析:语法题。

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用法。在某些动词后，虽然接动词不定式或动名词作宾语都可以，但

其中的含义不同。这些动词主要有:remember, forget, regret。简洁地说就是:接动名词

和不定式的完成式均表示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的过去动作，接不定式的一般式则表示发生

在谓语动作之后的将来动作。根据上述规则，另外再考虑 I 与 in- traduce 动作的逻辑关

系，可知要选被动语态式，故选 B 正确，而 D 动名词中的完成式显系多余的累赘。请再看

以下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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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forgot to tell her the news.

Do you remember ever seeing a car accident?

He still remembers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Dr. Smith at the meeting last week.

Eric :regretted not having taken the earlier plane

45.答案:A 句意:中国一直遵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外

交政策。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近义词的用法差别。A. basis 基础，根据。多用于比喻，

指无形的或抽象的基础、根基;B. base 基础，根基，底部，根据地。可数名词，多指露出

地面的具体有形的物体的底部、基座等，还可指军事、工业等的基地;C. account 账目，(关

于事件、人物等的)报道，原因，考虑;D. foundation 基础，基本原理，地基·。不可数名

词。意义更具体，通常指大建筑物等的地下基础;也可表示某种思想或信仰的基础。根据词

义辨析可知应该选 A。

IV. Reading Comprehension(40 points)

Passage 1

文章大意:

曾几何时，女士只要一踏人拥挤的公交车或火车内，男士就会立刻起身让座给她。而

今，男士却很可能目视窗外或埋头于报纸之中佯作没看见。不管碰到哪种情况，女士都只

能一直站着，直到有人下车方能坐下。

你不能就这种礼节上的改变一味地埋怨男士。妇女可被作为弱者对待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要求与男性平等的一整代妇女已经长大成人。她们不仅仅要求在工作或教育上

与男性平等，而月.在社交态度上也要平等。为女士开门引导她下车或进屋，你很可能会被

愤怒地训朱，说你看低了女性，认为她们自己不能开门。邀请女孩外出吃饭，她很可能会

坚持要自己支付自己的那份饭帐。

因此，男士们放弃过去他们常常对待女性的某些礼貌姿态和体谅她们的做法就毫不奇

怪了。另一方面，男性要更多地考虑到女士们的需求与感受，他们才能够把女士们当作平

等的人来对待。男士们的文雅也许正在被这些考虑所慢慢地取而代之。

答案与解析:

46.答案:C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当今当一女士踏进拥挤的公交车或火车内时男士们会怎

么做。见本文第一节的第二句。

47.答案:D 解析:正误判断题。本题问下列哪种说法是真的。A.男士已经变得对女士越来

越没礼貌了，女士被人们看作弱者。C.女士们过去自己开不了门。D.男士们对待女士们的

态度合乎情理。根据文章最后一节的第一句可知 D 是真的，故选 D。 A 与事实不符，因为

文章说男士们改变了过去的礼让女性的做法是女性要求一切平等的结果，并非他们变得对

女性不礼貌了。B 用了一般现在时，而女性被看作弱者是过去的事，故也与事实不符。C更

与事实不符，文章里明确说，过去女士不开门是男士照顾女士为女士开门表现礼貌。而今

女士要求平等，不要男士照顾，坚持自己开门，这就说明她们自己能开门。

48.答案:A 解析:因果关系考题。本题问当男士为女士开门引导她时有些女士可能生气的

原因是什么。见文章第二节的第四句:为女士开门引导她下车或进屋，你很可能会被愤怒地

训斥，说你看低了女性，认为她们自己不能开门。由此可见 A.“因为她们觉得被人看不起

了。”对。

49.答案:D 解析:细节题。本题间什么东西正在取代男士们的礼貌做法。从文章内容看，

女士们要求在各个方面都要更为平等地对待她们显然使得男士们不再礼让女性，也就是男

士们的礼貌行为让位于男女平等，或者说为男女平等所取而代之，故选 D。特别提示:本题

说的是 men's。

50.答案:D gestures of politeness 而非 man's politeness，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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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推理判断题。本题问由本文我们了解到什么。A/B 表述的都是道德要求，显然与文章

内容不符，因而不对。C 说妇女已获得男女平等，与文章内容也不吻合，故也不对。D说男

士正开始平等对待妇女，与文章内容一致，故选为答案。

Passage 2

文章大意: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在寻找工作方面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进展便是电子简历。电

子简历能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雇主，挂在电子简历数据库上，并能剪贴到任何要你提供

在线简历的地方去。人事经理企业主都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上到张贴有电子简历的网址去搜

寻合格的求职者。

招聘网址能帮你制作简历并在线张贴。诸如“在线简历”这样的服务机构(http ;

//olre-sume. com)会轻而易举地把你的简历改为 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并半之添加到他

们的数据库之中去，在那人们可以一天 24 小时，一周 7天地访问。雇主可择定标准，而搜

寻工具不会从成千上万的简历中选出潜在的候选者。

帕姆迪可森已经写了一本很有用的资料书，该书名叫在线找工作傻瓜书。从该书中你

可了解到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进简历里去。另一个建议则是去看看别人都在线上干些什么。

利用这种高科技方法在互联网上推销你自己。除了能在简历方面提供帮助之外，在线

职业资源网站能为寻找工作的人提供的帮助还包括如何确保面试成功和如何找到适合自己

的工作。利用互联网能给你增加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优势，令你从其他那些求职者中脱颖而

出，从而帮助你实现个人的职业目标。

答案与解析:

51.答案:C.解析:细节题。本题问要招聘到合格的求职者，人事经理和企业主经常。依据本

文 第一节的最后一句，选 C。

52.答案:A 解析:细节题。

53.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你可以从招聘网址找到什么。根据第二节第一句，选 A本

题问电子简历数据库使得雇主能够……。根据第二节第二句里的定语从句可知是方便随时

查询，故选 B。

54.答案:C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阅读帕姆。迪可森的书之后，你会知道……。根据第三节

可知该书是教人如何写简历的，故选 C。

55.答案:D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题问作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依据文章的第一句可知全文

始终围绕着电子简历展开，故选 D。

Passage 3

文章大意:

你知道怎样使用手机才不会对你附近的人表现出不礼貌吗?演出过程中打手机会激怒

其他观众。如果你在等候紧急电话，就要坐在出口附近并把电话设到振动上。当手机振动

时，你就可悄然离开而让别人继续看节目了。

在电梯，博物馆，教堂里或者其他室内公共场所，尤其在封闭性场所里，使用手机要

三思而行。你愿意听别人在这些场所交谈吗?更为糟糕的是，如果手机在葬礼期间突然响，

你感觉如何啊，这类事发生得比你想象的要频繁。查明手机确实关掉了避免这类令人尴尬

的情况发生吧。

与朋友在饭店就餐时别把你的手机放在饭桌上。因为这在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你的来

电比你周围的这些人都要重要。

手机上装有灵敏话筒，这使得你可以用常规电话的音量交谈

。这也能帮助你悄声而谈而不至让别人听到你们交谈的细节。如果你是在声音嘈杂的地方

打电话，可用手把声音导人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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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

56.答案:C。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当你在看演出期间需要接听电话时，应该怎么办。根据第二节最

后一句可知选 C。到门外去接谈。

57.答案:B。 解析:句意理解题。本题问把手机放在饭桌上可能使你的朋友觉得……。根据

第四节第二句可知选 B。你把来电看得比你的朋友更重要。注意:value...more than

=thinker...more important than，这里不过是换词把原意又表达了一遍而已。

58.答案:C 解析:推论题。本题问作者暗示在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使用手机应该被……。依

据第二节第一句所说要“三思而行”，故选 C。劝阻。既然要三思而行，肯定是不妥当行为，

故应该被劝阻使其不发生。其它选项:A.鼓励;B.期盼;D.推荐。

59.答案:D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当你在声音嘈杂之地打电话时，建议你··…。根据文章

最后一句可知选 D。用手帮助对着话筒说，因为这和文中的“use your hand to direct your

voice into the microphone"意思相同。

60.答案:C 解析:正误判断题。本题问根据本文，下列哪项是真的。A.你应该把手机使用

仅限于个人事务，文章没有此意;B.在葬礼上你应该悄声打手机，此选项与原文意思相反;C.

在葬礼上你应该关掉手机，与原文意思相符;D.你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手机，文中无此意。

Passage 4

文章大意:

如果你想保持年轻的话，那就坐下来，好好动动脑。这是福尔科纳教授的研究成果，

他说我们大多数人的大脑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因此我们都在不必要地提前衰老了。

福尔科纳教授想搞清楚为什么日本北部的农民在年龄相对尚早的时候就表现出失去了

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以及这个衰老进程怎么样才能够使之放慢。

他从测量一千名不同年龄职业各异的人的大脑容积开始着手研究。

计算机技术使得他能够获得测得的大脑前部与侧面容积的精确数据，而这些个部位都

与智力和情感有关，而且决定着人的性格。

观察到某些三十多岁研究对象的大脑前部和侧面—随着细胞的逐渐死亡—存在着萎缩

现象，而此现象在某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都不明显。

福尔科纳依据他的检验结果得出结论说有一个简单的延缓大脑萎缩的办法—使用大

脑。

研究发现农村人的大脑开始萎缩比城镇人要早。福尔科纳说那些大脑萎缩危险最小的

人是律师，随后是大学教授和医生。然而，做着例行公事性的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公交

车驾驶员以及商店售货员跟农民一样可能大脑萎缩。

福乐科纳的发现证明思考可预防大脑萎缩。血液必须在大脑里正常循环从而能够提供

大扁细胞所需的新鲜氧气。他说“维持良好血液循环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使用大脑。努力

思考，多多交谈吧。别依赖口袋里的计算器。”

答案与解析:

61.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福尔科纳教授想搞清......依据本文第二节可知选 B。此题容易误导

考生去选 D。但考生只要细心一点便会发现，D只是手段，B才是目的，而且第二节的最后

半句说得很明确:(福尔科纳教授想搞清)衰老进程怎样才能放慢，即:使人活得更长久之法。

62.答案:C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福尔科纳的研究发现依据的是……依据文章第三节可知 C

对。

63.答案:C。解析:语义题。本题问第五节中的下划线词 subjects 的意思是……依据上下文

不难猜出是研究对象，这和 C‘被做实验的人”意思一样，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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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答案:D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教授的发现证明了……依据本文最后一节可知 D对。文中

说福尔科纳的研究发现证明思考能预防大脑萎缩，而前文又说到大脑萎缩是提前衰老的原

因，故预防了大脑萎缩也不推迟了衰老，思考能推迟衰老。

65.答案:B。解析:细节题。本题问根据本文，哪个人群好像比其他人群衰老得慢。根据文

章倒数第二节的第二句可知 B对。

V.Close

文章大意:

一女子正坐在她加利福尼亚家门前的板凳上吃着三明治，这时她看到了一只海鸥。那

鸟就在很靠近她的地方。它好像有一个翅膀折了。因此这女子就拿了一小片面包去喂这只

鸟。海鸥吃掉了面包。然后，它转过身去，缓慢地攀越过沙丘，便消失了。

第二天，还是这只鸟又出现了。女子看到这只折了一只翅膀的海鸥后很伤感。显而易

见，这只鸟飞不了了。她又一次喂了它一些面包。它也又一次缓慢地拖着它那折了的翅膀

在沙地行走，跳跃着翻过了那沙丘。

这种情交每天都出现，一直持续了两周。那女子不禁奇怪，“那可怜的鸟儿每天都怎么

了?它去了哪儿?”有一天，她决定去搞清答案。鸟吃完面包之后，那女子悄悄地跟在它的

后面越过沙丘。那鸟儿到了沙丘的另一面。然后，它振起它那“折了的”翅膀，高高飞起，

直插夏季的夭空而去。

答案与解析:

66.答案:B。解析:词汇题。近义同辨析题。A.在……里，B在…的上面(与其接触);C.在…

的上方(既不接触也不在正上方);D.在…的上方(不接触但在正上方)，遍布在。··…上，越

过。由词义辨析可知 B 对。

67.答案:D。解析:语法题。依据句子结构可知应填并列谓语与前面的。fitting 并列，故选

D

68.答案:C 解析:语法题。依据填空后的动词不定式以及句子意思可知选 C。好像(有一个

翅膀折了);A 后不接不定式;B 后接不定式则为:过去计划(有);D 后接不定式表:需要(有)。

69.答案:A 解析:词汇题。A.折了的;B.受到伤害的;C.坏的;D.邪恶的;生病的(作此解释时

不能做定语)。依据词义辨析及后文内容可知选 A 对。这再次验证了同词再现的解题技巧。

70，答案:B 解析:语法题。根据句型可知此处需填人并列谓语，而且应为主动语态，其时

态还应与前面的 took 相一致，因此选 Bo

71.答案:D 解析:词汇题。词义辨析题。请参见第“题的解析。此处要表示:越过，故选 D

72.答案:D 解析;词汇题。A.美好的，有教养的;B.愤怒的;C.失望的;D.伤心的;依据句意

可知选 D。

73.答案:C 解析:词汇题。A. conj .因为;B. conj/adv.因此，所以;C.adv.明显地，显然;D.

adv.然后，那么，当时;根据词义和前后文可知选 C

74.答案:B 解析:词汇题。A. Vt.推 B. Vt.拖，拽;C. vt.拿走;D. Vi.散步，行走。根

据词义辨析可知:鸟只能拖着折了的翅膀缓慢地在沙地行走，故选 B

75.答案:A 解析:语法题。依据时间状语只能选一般过去时态，故 A 对。

76.答案:C 解析:词汇题。A. vt.问;B. Vt.认为;vi.想;C. vt.对……感到好奇，想知道;D.

vt.说。根据后面问句可知选 C 对。选 A不对是因为旁边无别人可问。如是处问，则要有反

身代词作宾语。

77.答案:D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动词短语 happen to. . .，故选 D

78.答案:C 解析:词汇题.A.惊讶;B.鸟，禽;C.答案;D.面包。根据前后文，产生疑问自然要

找出答案，故选 C



尚学文化教育集团---专接本 历年英语真题答案与解析

总部地址：石家庄长安区美博城四楼尚学教育四楼 电话：0311-87543068- 58 -

79.答案:B 解析:词汇题。A.拿;B.跟随;C.抓住，夺取;D.抓;依据文中意思及词义辨析，选

B

80.答案:D 解析:词汇题。考查代词用法。沙丘只有前后两面，故选 D

VI. Translation

81.答案:To my surprise 解析:因逗号后是一句子，故此处汉语部分只能译成状语。’此题

考查对惯用短语 to sb's surprise 的掌握。类似的短语还有:to sb's disappointment ;in

sb's opinion 等。

82.答案:enrich your life 解析:本题缺少谓语动词及宾语。“丰富”这个动词可用 rich

这个形容词加前缀 en-或 in-派生而来。在形容词/名词前加前缀 en-或 in-构成动词的类

例词还有: Enslave,endanger,ensure,insure,inspirit.此外，形容词/名词后也可加后缀

-en 构成动词，例如:weaken, shorten ,lengthen , strengthen.

83.答案:develop a good learning habit 解析:本题空前已有不定式符号 to，故应填人动

词与宾语。培养可用 forster , train , develop cultivate 来翻译，但一定要考虑到和

宾语“习惯”的搭配习惯才好。

84.答案:being sent abroad 解析:本题因空前有介词 of，只能填人动名词的被动式才对。

85.答案:did he understand what had happened 解析:本题考查倒装句的用法。因 only

位于句首又修饰的是状语从句，故主句主谓必须倒装。另外，还有考虑到主句与宾语从句

的谓语动词的时态配合问题。

VII.Wring

参考范文

Plastic Shopping Bags in Supermarket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supermarkets will be forbidden to continue

providing their customers with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from June 1st this year.

Some people think that not providing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for customers

will help save energy and reduce the so-called white pollution. The policy should

have been carried out earlie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think otherwise.

In their opinion, not providing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for customers will

put them to much inconvenience. Since they buy commodities from the supermarket,

it has the duty to facilitate their shopping.

In my opinion, supermarkets should stop providing their customers with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because much use of plastic shopping bags has already

resulted in the serious pollution of our farming land and environment.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take instant measures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and save our earth

from being seriously polluted.

河北省 2007 年普通高校专科接本教育选拔考试

《英语》试卷

I.Phonetics

1.B A.sail[ seil] B.said[sed] C.raise[ reiz] D.straight[streit]

2.A A.great[greit] B.treat[ tri:t] C.weak[wi:k] D.dream[dri:m]

3.D A.second['sekənd] B.college['kɔlidʒ]
C.physics['fiziks] D.physicist['fizi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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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A.army['a:mi] B.angry['æŋgri] C.July[dʒu:'lai] D.lucky['lʌki]
5.B A.worried[ wʌrid] B.wanted [ 'wɔntid] C.loved [lʌvd] D.stayed[ steid]

Ⅱ.Situational Dialogues

6.答案:C 解析:对方见你面色苍白，关心地询问身体有无不适，回答他胃痛(C)显然正确。A

错是因为对方并没问你是否面色苍白。B 要前接否定句，故不对。D一般用于谢绝对方对自

己表示的感谢。

7.答案:C 解析:How did\do you like?以及 What do you think of...?均为征求对方对某

事物意见或看法的常见句型。回答自然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评论，故 C 对。A\B 都是对一般

疑问句的回答，此前问句并非一般疑问句。而 D则答非所问。

8.答案:C 解析:对方礼貌地表示愿意代为传话给 Mr. Smith，回答自然是同意加感谢了(C).

A 为 “不介意”;B 为“小事一桩，何足挂唇';D 则为“是的，你能够代为传话”，显系误解

了对方话语的意思。

9.答案:B 解析:对方礼貌邀请周末同去晚会，我们理应表示乐于前往，其他选项回答皆不

得体。

10.答案:C 解析:对方问及上班为何迟到，路上车子出了故障(C)显然说明了迟到的原因。A

为 “我不知道原因”，自己迟到怎能不知原因。B为“我将尽力”，答得莫名奇妙。D 为“我

很快乐”，答非所问。

11.答案:D 解析:对方问那杂志多长时间来一期，回答‘一年六期”(D)，显然回答得很到位，

也就是两个月一期，即双月刊。A 为“好杂志”，答非所问。B为“一美元”，回答得莫名其

妙。C为“在书店(买的)”，并没回答出对方的问题。

12.答案:A 解析:对方问为何不开自己的车而打的来，回答“这儿泊车有困难”(A)显然有针

对性地 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B 为“我不喜欢打的”，显与自身的行为自相矛盾。C为“我乘

公交车来的”，打的来已是事实，回答显与事实不符。D 为“我同意你的意见”，显然没有回

答问题。

13.答案:D 解析:对方要求你帮忙把他引见给 Mr. Smith 认识，回答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慨

然应允，表示乐于效劳，二是婉言拒绝，表达歉意并说明办不到的原因，而 D 正符合这第

二种情况。A、B、C均答非所问。

14.答案:D 解析:对方表示爬山后很累,D“你最好休息一下”显然建议得适逢其时。A 为你

务必待在这儿”，不知何意。B为“请去看医生”，爬山后人觉得累很正常，并非是病导致，

缘何要建议他去看病呢?C 为“别着急，放心好了”，回答有些莫名其妙。

15.答案:D 解析:对方祝贺找到工作，反应当为表达谢意(D. A 为“我不这样看”。B为“啊，

不呀，没有呀!”。C为“没关系”。

Ⅲ.Error Identification

16.D 错 句意:金星离地球比其它任何行星都要近。解析:比较句中的主语从句的谓语与比较

状语从句的谓语应该保持一致，才能进行比较。当主句中的谓语动词是行为动词时，如果

不愿重复主句中的谓语动词，比较状语从句中可用 do 的适当形式代之。因此 D 应改为

approaches 或 does.比较句子的改错点常常围绕着比较对象或者逻辑错误来设置。

17.B 错 句意:无论他还是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些不合理建议.

解析:当并列连词 or,nor,neither...nor...,either...or...,not only…but also…连接

两个主语时，谓语动词在数和人称上应与后一主语保持一致，故 B应改为 am.类例如:

Neither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nor the managers are college graduates.

Not only the boss but also the workers have lost confidence in the new program.

One or two days are enough to see the City.

Either he or I am to blame for this.



尚学文化教育集团---专接本 历年英语真题答案与解析

总部地址：石家庄长安区美博城四楼尚学教育四楼 电话：0311-87543068- 60 -

18. A 错 句意:约翰·肯尼迪出生富贵家庭(豪门)而亚伯拉罕.林肯则出生贫寒.

解析:出生于……家庭应为“be born in”，本题介词 with 用错了.请注意与 be born 有关

的其它介词习惯搭配:be born of 来源于.例如:Confidence is born of knowledge.信心来

源于知识:be born to(wealth)生来处于......情况(生来富有);was not born yesterday

不易受骗，不傻;be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n one's mouth 生在富贵人家。

19.C 错 句意:那张抽象画我们越看越喜欢. 解析:“越……就越……”句型应为“the

more...,the more...，此题 C 前显然漏了“the".

20.A 错 句意:世界从来未象现在这样有如此之多国家友好合作。 解析:当 never 及其它一

些否定词、短语或半否定词、短语以及 only 位于句首时，句中主语和谓语需要倒装。

如:Never have 1 seen such a good film.

At no time will China be the firs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Hardly had I got home when it began to rain.

No sooner had Premier Wen got off the plane he began to hold talks with the foreign

leaders.

21. A 错 句意:火灾发生之时，若没有他拨打火警电话，一切本来都会被毁掉的。

解析:根据句义判断，这是一个对过去情况进行假设的虚拟条件句，且 everything 作主语，

与谓语 destroy 之间又只能构成被动关系，需用被动语态，故 A 应改为 c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才对。

22. C 错 句意:他的讲演论及众多领域，从天文到地理无所不及。

解析:根据语法规则，分词作状语必须依据句子的主语来选择用现在分词还是过去分词，以

形成正确的逻辑主谓关系，两者构成主动关系时用现在分词，两者构成被动关系时，则有

过去分词。故此处 C应改为 ranging 才符合正确逻辑主谓关系的要求。

23. B 错 句意:看到老人摔倒后，一年轻人赶紧跑过去扶他。

解析:see 的宾语补足语根据句子中宾语与补足语之间的逻辑主谓关系可以为无 to 不定式、

现在分词、过去分词，表示的意义各不相同，例如:

Have you seen any Austrians pass by here?你看见奥地利人从这儿经过吗?(解析:宾语

与宾语补足语之间是主动的逻辑主谓关系，看到的是动作全过程或动作的结果。)

Passing the mayor's office,I saw people standing before the little bulletin.

我经过镇长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小布告牌前。(解析:宾语与宾语补足语之间是

主动的逻辑主谓关系，看到的仅是动作的一个片段。)

If you watch long enough ,you will see many problems settled in this way.

如果你观察的时间够长的话，就会看到许多问题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解析:宾语与宾

语补足语之间是被动的逻辑主谓关系。)

24. D 错 自我造访该市之后，该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解析:主句谓语为现在完成时，其由 since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只能用一般过去时，D 应改

为 visited.过去完成时只能表达“过去的过去”，即:句中要有另一表达过去的谓语动词或

时间状语来衬托方可使用。例如:

Up till then we had only covered half the distance.

They showed us the new machine tools they had turned out.

The play had already started when we got to the theatre.

25. C 错 句意:根据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篇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论文。 解析:句中谓语

动词是request的被动语态式，因此其主语从句需用虚拟式动词(如果request用主动语态，

则其宾语从句的谓语需用虚拟式动词)，即:动词原形或者 should+动词原形，故 C 应该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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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或should write.类似的动词还有:ask , move , suggest, require, order, propose ,

demand , command , desire , insist 等，例如:

He asked that he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try.

It was asked that they leve the following week.

需要注意的是 suggest 如果不表“建议”而表“暗示”;insist 不表“坚决要，坚决主张”，

而表“坚决认为“时，其宾语从句的谓语动词则不需用虚拟式动词。例如: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the air crash was not an accident?(宾语从句的谓语动词用

的是一般过去时，而非虚拟式动词)

He insisted that he had done right.(宾语从句的谓语动词用的是过去完成时，而非虚

拟式动词)

IV.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26.答案:B 句意:应邀到此演讲我深感荣幸。 解析:语法题。根据句型判断，这里的 it 系

形式宾语，an honor 为宾语补足语，真正的宾语应为一动词不定式。再根据逻辑判断，句

子主语应为宾语补足语动词不定式的动作的承受者而非实施者，因此此不定式要用被动式，

故 B 对。

27.答案:A 句意: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发电技术在我国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解析:词汇题。

pay a role \ part in 是一约定俗成的动词短语，意为“在……方面发挥作用，在……中

扮演角色”。其它常用的相关短语:play the hero 逞英雄;play a joke on sb. 对……开玩

笑;play sb. a dirty trick 对……玩弄卑劣的手段;make play of\with 故意卖弄； give

full play to 充分发挥……;该题的其它选项:B.例子，请求，建议，情况;C.条，项，项目;D.

规则，统治，准则。

28.答案:B 句意:我妹妹\姐姐习惯于把所有窗户都敞着睡觉。 解析:语法题。这里主要需要

考生区分开几个貌似相同而实质不同的句型及其含义:

1. be\get\become used to+名词或动名词，表“习惯于……”;

2. used to do，表“过去惯常(做)…”;

3, be used to do\for，表“被用于……”;

这里显然是要表达“习惯于……”，因此该用第一个句型，故 B 对。

另外，提请考生注意:be accustomed to+名词、代词、动名词短语或动词不定式都可表 “习

惯于……”。与 be used to 不同的是，它后接动词不定式是符合语法的。

例如:She is accustomed to working hard\to work hard.她习惯于苦干。

They have got accustomed to the hard life there.他们已经习惯了那儿的艰苦生活。

29.答案:A 句意: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任何人也抹杀不掉。

解析:词汇题。A. a.令人敬佩的，值得赞美的;B. n.饮佩，赞美;C. admire 的过去形式或

过去分词，如作形容词用，则为“受人敬佩的”，多用于人;D.动词不定式。此处需填入一

定语，故 A对。

30.答案:B 句意:那个男孩都十二了，还十分依恋他妈。 解析:词汇题。A. be connected to

被接在……上;be connected with 与……连接在一起;B. the attached to 依恋，被系、

贴到……上;C. be joined to 被连接到……上;D. be combined with…与……结合/联系在

一起。依据句型含义及介词搭配习惯可知 B对。

31.答案:C 句意:镇定下来，给我们准确地描述一下整个事故。 解析:词汇题。A. adv.精

确地;B. n.准确(度);C. a.准确的;D. a.尖锐的，敏锐的。根据句中填空位置可知。此处

需填入一形容词“准确的”，故 C 对。考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填入什么词性的词.要取决

于原英语句子，而不能依据汉语译文，因为汉语泽文已经根据翻译技巧做词性转换的技术

处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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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planners that we were, the machine stood dry there. 由于我们计划周密，那台

机器干干爽爽地摆在那儿呢。

Great stress has to:，。r}la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agriculture.我们必须要

士鱼重视农业发展。

32.答案;D.句意:她决定不给经理写信了而去和他面谈. 解析:词汇题，考查短语介词的用

法及意义。A.由于，因为(作表语、状语皆可用);B.至于，有关(只作状语用);C 囚为，由于

(只能作状语用)D.而不，代替(一般只作状语用)。依据短语辨异及句意，选 D

33.答案:C.句意:你知道它们遭多少钱吗? 解析:语法题。宾语从句的谓语应用正装语序，

且要用连接代词、连接副词、连接词(连接词 that 常常省略)米引导，故 C 对。类例如:

Did you hear what he said at the meeting?(连接代词引导宾语从句)

Did he ask you when she did the experiment?(连接副词引导宾语从句)

Did the Dean find out how frequently she had escaped school?(连接副词(表程度)+

副词引导宾语从句)

Do you know that she has betrayed her motherland}(连接词引导宾语从句)

Did he suggest whether we should begin to do the word right away?(连接词引导宾

语从句)

34.答案:A.句意:因要提供培训，干这个工作并不要求先前有经验。

解析:词汇题。A.a.先前的,以前的;B. a.主要的，首要的;n.首长，校长;C. a.以下的,随

后的;D.a 宝贵的，心爱的。由句子意思不难推断 A 对。

35.答案:C.句意:他好像理解不了那最简单的指令。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近义词，我

们可从这些近义词的惯用句型人手。

be capable of+名词或动名词，如:He is capable of anything/This machine is capable

of being improved.

be competent for+名词 如 : She is competent for the work.

be competent to do 有法定权利做......，如:This court is not competent to hear your

case

be able/unable to do，如:He is unable to do the experiment.

enable sb to do \ enable+名词，如:His kind help enabled me to finish the work ahead

of time

Their hard work enable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in time 依惯用句型可知，选 C

36.答案:B.句意:她直到被判刑人狱才开始后悔犯罪。 解析:语法题。本题粉查考生对强调

句型的掌握。即,it is/was 十被强调成分 that+原句子的其它部分,强调句型可用来强调句

中的主语、宾语、宾语补足语、状语、状语从句等，但是不能强调谓语和定语或定语从句。

强调间接宾语时通常需用介词。若原句的时间背景为过去，则用 it was,若时间背景为现在，

则用 it is.当被强调的部分为人时，that 可以用 who 代替，但其它的情况一般只能用 that.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宾语为 them 时，强调句内要改用 those，如:The professor regarded

them with such contempt.若欲强调句中的宾语 them，则强调句应为 it was those the

professor regarded with such contempt.此外，如被强调的时间状语从句由 until 引导，

而主句谓语又是否定的，其否定词。of 在变强调句后要前移到 until 的前面去。由此可知，

本题被强调前的原句子是:She did not begin to regret committing the crime until she

was put to prison.变强调句型时，按照语法规则，原否定词 not 被前移到了 until 的前

面，故选 B为答案。

37.答案;A.句意:饮酒太多有损健康。 解析:词汇题，近义词辨析。A.损害，表示人的心理、

健康、权力或事业上的损害，程度较轻;B.伤害，可替代 injure，尤指对人或动物造成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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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的伤害;C.伤害，损害 (可指身体上的伤害(意外受伤等)，也可指精神上的伤害(名

誉、成就等)，用作及物动词。);D.使……受伤，指在战斗、攻击中受伤，身体上出现明显

的伤口。依据以上辨析，不难看出 A 用在此处最为恰当。

38.答案:C.句意:十九世纪后半叶见证了交通工具的稳步改进。 解析:语法题，考查动词时

态和语态的用法。句中主语为一过去时间，所给选项皆为及物动词”见语”的各种时态或

语态形式。根据句意和语法判断，此句谓语应为过去式主动态，故 C 对。英语中常见用时

间做主语表达“见语……，经历......，以……为特点”之类意思的句子。如:

The 5th century saw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year 1871 witnessed the heroic uprising of the Paris Commune.

39.答案;A.句意:孩子越小，母亲就越容易迁就于他的要求以避免让他失望。解析:语法题，

考查非谓语动词部分及物动词只能用名词或动名词而不能用不定式作宾语的用法。填空前

的动词是 avoid，故只能用名词或动名词而不能用不定式作其宾语，且依据句中的 him 这个

宾语，不难推断出此动名词应为主动式，所以 A是正确答案无

疑。类似的只能用名词、动名词而不可用不定式作宾语的常见动词还有:miss , finish ,

stop , deny , enjoy，escape，mind，postpone，suggest，appreciate，keep(on)，put

off 等。

40。答案:B.句意:我们得到告诫不得玩火. 解析:词汇题。依据 warn 这个动词的惯用句型

以及短语 play with fire(玩火)的意思，我们可知此处需用一否定的动词不定式做主语补

足语，故应选 B。这里特别要注意，玩 (玩具、火等)英语要表达成:play with-"-，不能把

play.用作及物动同;warn 的常见句型是;warn sb of ......;warn sb against...... ;warn

sb not to do ;warn sb off(告诫......离开).

41.答案:C.句意:这场比赛证明队伍斗志十分重要。 解析:语法题。此题考查 it 作形式宾

语的用法。当宾语从句、动词不定式、动名词短语担任句中宾语，而这个宾语又有宾语补

足语时，需用形式宾语 it，而把真正的宾语(宾语从句或动词不定式、动名词短语)挪到句

子末尾去。如:

We found it obvious that they didn't believe a word of it.

They found it impossible to get there on time.

We found it unfit your making such a big fuss.

42.答案 D 句意:那位太太最近找到了她的十年前曾被认为就已经遇难了的兄弟。

解析:语法题，考查非谓语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的用法。根据句型，此处应填入一不定式动

词做主语补足语。再根据句中逻辑关系判断，此不定式应是被动式，结合考虑不定式动作

发生的时间又在谓语动作之前，需用完成式，故选 D。

43.答案:A 句意:这台洗衣机需要修理后方可使用。解析:语法题，考查非谓语动词。英语中

有四个动词用动名词作其宾语时，需用主语式表被动含义的用法。这四个动词

是:need ,require , want 和 deserve.此外，形容词性介词 worth 的宾语也要用动名词的

主动式表被动含义。

44.答案:A 句意:在如此之大的课堂上，老师难于对所有学生提供具体帮助。解析:语法题，

此题考查学生对 have difficulty(in.doing 句型的掌握。类似的句型还有:

have trouble( in.doing;

have a hard(good.time\fun\problems+(in )+doing;

find difficulty(in.doing

lose no time in doing 等。

45.答案;C.句意:无论谁最后离开这个房间都应关灯。解析:语法题，此题考查主语从句的

用法。主语从句应用一连接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来引导。连接词在主语从句中不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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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句子成分，仅起连接作用;连接代词除了引导从句外，还要在主语从句中担任主语、宾

语、表语、补足语成分;而连接副词则除了引导从句外，还要在主语从句中担任状语成分。

此外，为使句子结构平稳，形式主语 it 也常常使用，而把真正的主语—主语从句挪到句子

末尾去。本题是一含有主语从句的主 从复合句，主语从句缺少主语，故需填人的应是一连

接代词，又由于该连接代词还要担任主语从句的主语，因而必须是主格代词，综合考虑所

有这些因素，只有 C对。含有主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类例:

it is still not known whether he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or not.连接词引导，

不担任主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It is known to us all that theory comes from practice.(连接词引导，不担任主

语从句的句子成分)

Which dictionary he will take with him has not been decided yet.(连接代词引

导，且担任从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主语的定语)

What he will say at the meeting has not been made known.(连接代词引导，且担

任从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宾语)

When she will begin the experiment has not been made clear.(连接副词引导，

且担任从句的句子成分—主语从句的时间状语)

46.答案:A.句意:那位外国友人说话那么快以致于我们都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解析:词汇

题。A.听清楚，捉住，撞见;;$.没赶上，没打中，失去，想念;C.听(vi.. D. 收到，接受。

根据词义辨析可知，选 A对。

47.答案:A.句意:因开车太快，他们在事故中受了重伤。 解析:词汇题。A. vt.伤害;B. vt.

损坏;G. vt.溺爱，惯坏，糟蹋;D. vt.使……断，打破。根 据词义辨析可知，选 A 对。

48.答案:D.句意:他父母不让他娶出身贫寒之女为妻. 解析:语法题，此题考查定语从句的

用法。本题空中需填人一关系代词来指代先行

词 anyone，且该关系代词还要在定语从句中能担任主语 family 的定语，因此，这关系代

词还要是所有格形式，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只有 D 符合这些要求，故选 D

49.答案:C，句意:由于缺少泊车空间，泊车费用正在上涨。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选

项中几个副词的正确用法。A.然而，但是 B.而且;C.因此; D.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论用

何种方法。本题中两个分句的关系显系因果关系，故选 C无疑。

50.答案:B.句意:那节目如此令人激动以至于他们都激动得难于人眠。 解析:语法题，本

题考查考生对现在分词与过去分词的区别的掌握程度。我们只需从动词excite的意义人手，

便不难掌握:excite vt.使，··…激动，由此可知:它的现在分词意思应为:令人激动的，激

动人心的;它的过去分词意思应为:(人)激动的。据此不难看出前空应填 exciting，后空应

填 excited，故选 B

51.答案:D.句意:布莱克小姐来与不来我都无所谓。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连接词的用

法。本题是一含有主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由句中的 or not，很容易就推断出此题应填

whether.如欲详细探讨，可参看前面第 45 题的解析，这里不再赘述。

52.答案:A,.句意:如果你上周六去听了那个演讲，你本来是可从中大有收益的。解析:语法

题，本题考查虚拟语气的过去式。依据以下虚拟语气动词的公式套用，答案自明:现在式虚

拟语气:If...were/did...,...would/should/might/could do/be...

将来式虚拟语气:If...should do/were to do..., ...would/should/might/could do/be...

过去式虚拟语气:If...had done...，...would/should/might/could have done...由以上

公式以及句中的时间状语，可知应套用第三个公式，选 A

53.答案:C.句意:那位老人在热切期盼着游览上海。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 took forward

to+名词或动名词的句型的掌握。要特别注意此句型中的 to 并非不定式符号，而是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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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后面只能接名词或动名词作其宾语，类似的短语动词还有:pay attention to+名词或

动名词;attach importance to+名词或动名词;have no object to+名词或动名词;;adhere

to+名词或动名词 have no objection to+名词或动名词;add to+名词或动名词;stick to+

名词或动名词 , add to+名词或动名词等。

54.答案:C.句意:你最好随身带把雨伞以防下雨。 解析:语法题，本题考查状语从句连接

词的用法。A. cunj‘因为，山于;B.短语介词:尽

管，不顾;C. conj.免得，以防，万一，如果;D. conj.除非。根据句意，状语从句应为目

的状语从句，故选 C

55.答案:D，句意:你知道 NBA 这些字母代表什么吗?

解析:词汇题，本题考查短语动词。stand for 的用法。A. stand on:依靠，依据，要求，

拘泥于;B. stand by:支持，和··一站在一起，遵守，袖手旁观，做好准备;C. stand with:

和··一致，相等，坚持;D. stand for:代表，是……的缩写，起立向...致敬;根据各选项

短语的意义辨析，可知 D符合句意。

V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 1

文章大意:

这不仅仅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黄色金属，但它却是地球上最为贵重的金属之一。自从盘

古开天地，人类就在寻找着这种及其贵重的东西—黄金。

黄金质地柔软，易于做成不同形状的物品。受潮时，它也不会像铁或其它金属那样生

锈。各种酸也改变不了它。黄金如此贵重的原因之一是它数量稀少。

因其质地软，黄金必须和其它金属融合来使之变硬，增大强度。通过使黄金硬化的方

法，人们便可以用其来制作硬币和珠宝。经常用于和黄金融合的金属有镍、铂和铜。黄金

珠宝上都有打号码和字母 K 的字样。K的意思是克拉，这是用来衡量珠宝中纯金含量的，

纯金为 24K。因此，一根项链标为 14K，就是说它含有 14 \24 的黄金和 10 \24 的其它金属。

许多国家都用黄金来铸造某些硬币，但这种做法现在已不象过去那样盛行了。比如，

美国在 1933 年就停止铸造金币了。

答案与解析:

56.答案:A 解析:归纳大意题。归纳大意题既可以问中心思想的方式出现，也可以选择最佳

标题的形式出现，本题即属后者。整篇文章都围绕贵重金属黄金展开，且文章开头第一句

也可帮助确定中心思想，所以选择正确答案 A 应该不难，其它选项文中虽有涉及但都偏窄，

不能概括全文。

57.答案:C 解析:因果关系题。提问哪一条不是黄金贵重的原因。A.黄金可做成珠宝;B.黄金

不易找到;C.黄金质地软，闪闪发光;D.黄金受潮不会生锈。比较四个选项可知 A,B,D 项都

是在说黄金的可贵之处，而 C 项的前半部分绝非黄金的优点，因为文章明确提到黄金需和

其它金属融合以提高其强度，才方便制成物品。由此可知，C不是黄金贵重的原因。

58.答案:D 解析:细节题。问题问为了提高其强度，黄金常常和什么融合。要注意提问中的

make it stronger 的意思就是文章中的 give it strength，只不过变了个说法而已。明白

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到文章中去寻找 give it strength 了，答案肯定在它附近。找到第

三节的第三句，答案就有了。

59.答案:A 解析:细节题。问题问一戒指标为 12K，那么它的黄金含量是多少。文中第三节

的倒数第二行说到纯金为 24 K，我们不难算出其黄金含量是 12 \24，换算一下，即:50 %，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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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下列哪个词不能用于恰当地描述黄金。A.质地软;B.强度

好;C.耐酸;D.发亮的。文中说到黄金质地软，需要与其它金属融合提高其强度，显然 B 是

不能用于恰当地描述黄金的，故选 B。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一个可持续的交通系统是安全、运能大且环境友好型的交通系统。可持续交通就是要

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都综合考虑到影响交通的决策中去。在经济层面，我们需要的

是高效率的交通系统。社会层面，我们的交通系统必须安全而又便捷。此外，我们需要的

交通系统还要维护自然环境。要平衡好这三个因素并不总是易事，但也还是存有三赢的机

会的。

可持续交通很重要。虽然交通带来许多经济和社会效益，人员和物资的流通对环境也

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又可能会产生社会和经济后果。可持续交通需要确保在作

交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也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空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以及对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占用。

各种各样的交通活动都促成了这些压力，其中包括道路的建设;车辆的生产、运营和废弃，

以及能源和燃料的供应。

可持续交通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控制或预防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

答案与解析:

61.答案:A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文首、末句都出现了一个关键词语：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因此，本文必是围绕它展开无疑，故选 A 不会错。

62.答案:D 解析:本题问可持续交通系统可理解为一个什么样的交通系统。文章开头第一句

已给出了答案，safe = social benefits( A.,capable = economic benefits( B.,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C，也就是说 A+B+C=答案，可只选一个不完整，而答案又只能有一个，

这就只能选 D 无疑了，因为它是三赢的结果，只有 D才全面。

63.答案:B 解析:问题问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可持续交通的社会效益。参见上题解析，B 显

然是正确答案。A 与经济效益有关;B 与社会效益有关;C 与环境有关;D 文中未提及。

64.答案:D 解析:本题问交通可能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文章第三节第一句把 A、B、C 都提

到了，可答案只能选一个，故选 D(上述各项)。

65.答案:A 解析:态度性考题。本题问作者对可持续交通的态度是什么。从文章字里行间读

者很容易感觉到作者很推崇可持续交通，故选 A。A.积极的，肯定的;B.批评的;C.否定的;D.

怀疑的，心存疑虑的。

Passage 3

文章大意:

根据心理学家的观点，人或动物无论看到好的或者坏的事物时，都会产生情感。当一

个人身处在他认为会伤害他的某物体跟前时，他想逃离，我们就把这种情感叫做害怕。如

果这个人想通过攻击的办法将该危险物清除掉，我们就将这种情感叫做愤怒。当我们认为

某个东西可能有助于我们时，就会产生喜悦和爱的情感。情感并不一定都由外界的事物激

发而起。它也可由人们的内心想法而激发产生。

每个人都有情感。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婴儿出生时并无情感。他们认为儿童情感是学习

来的，这正如他们学习读书写字一样。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不仅学习情感而还由于情感而学

习在某些场合下如何行为举止。

心理学家们认为情感有两类:积级的和消极的。积极情感包括爱、喜欢、高兴、愉悦和

希望。这些情感会被某种人们所喜欢的事物激发产生。消极情感则会使人不悦或者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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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感包括愤怒、害怕、绝望、沮丧和厌恶。在成长过程中，人们学会应对这些消极情

绪以便使自己快乐起来。

情感既可能平淡也可能剧烈。有些剧烈的情感如此令人不快，以至人们会采取一切手

段去摆脱它们。为使心情快乐，人可能会选择异常手段来回避这种情感。剧烈的情感能使

人难于思考，难于解决问题。它们会妨碍人们学习或专心做事。比如，一个将要考试的学

生可能因过于担心考不及格而导致他思绪混乱。这种担忧消耗了他需要用来应对考试的宝

贵精力。

答案与解析:

66.答案:A 解析:细节题。问题问我们由本文了解到情感是由什么样的事物激发产生的。本

文首段第一句就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因此答案非 A 莫属。要注意，此题出题人故意把

原文里的 aroused 换成了 created，以增加答题的难度。

67.答案:B 解析:正误判断题。问题问下列哪一项不是真的。文章第二节第二句说到“许多

心理学家都认为婴儿出生时并无情感”，而本题选项 B 的说法刚好与之相反，故选 B。特别

提示:本题选项 B 与文章原句仅一字之(without→with )，句意已变反了。

68.答案:D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题问作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写作的目的也就是作

者要传达的所写文章的中心思想。依据文章的第一和第三节可知:D 简要概括了全文，因而

也就是作者写本文的目的。

69.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问题说我们可有把握地推断出学生如果怎样便可能考试不及

格。由本文的最后两句，我们不难推断出思绪混乱可能导致考试不及格，故选 A。

70.答案:C 解析:语义题。问题问按照最后一句中的用法，drains 是什么意思。原句:The

worry drains valuable mental energy he needs for the examination.根据常识我们也

可知道。担忧会怎样影响我们本可用于考试的宝贵精力，考前忧虑必然使我们寝食难安，

空耗精力。由此可知此词的意思必为“消耗，耗尽”，这意思与选项 C. weaken(削弱)最为

接近，故选 C. A.有助于;B.系，捆绑，约束;D.加强。

Passage 4

文章大意:

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循惯常行走路线经过那个施工工地。为了行人方便，已有人

铺筑了石头台阶，不过台阶较陡。正是在这个地方，我无意中发现我跟在一对夫妻后面在

这些台阶上爬行，他们则相互搀扶着前行。这对夫妇四十多岁，农民模样。妻子穿着红色

上衣，拄着根拐杖行走，一条空的裤腿在下方摆动着。一只手搭在丈夫的肩膀上，她身体

几乎完全靠在了她丈夫的身上。丈夫则支住她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手里还拿着她的

另一根拐杖。他们摇摇晃晃十分艰难地向上爬行着。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超越到了他们的前

头，然后悄悄侧头用余光窥视了他们一下。这一窥视令我全身为之一颤，产生了一种我以

前从未体验过的震撼。那丈夫也是个残疾人—双目失明。而令我更为震撼的是他们脸上挂

着的笑容，如此幸福的笑容只有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才会看一的。相互言语交谈不多，他

们微笑着相互帮扶着，奋力向上攀爬。

接着，我注意到他们衣服上还打有补丁，他们的布鞋是自做的，虽然旧了，但很整洁。

如此甜蜜的笑容怎么会和带有补丁的衣服或者身体残疾和谐地出现在一起呢?我甚感困惑。

他们早已远远地走到了我的前头，我还在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们，我很感动，我的内心充

满了钦佩之情。

恰当此时，我突然醒悟到我前对幸福的看法一直是多么的肤浅!对于以前的我来说，幸

福总是跟财富、名气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幸福也会出现在很平凡的人生之中。我

在那对同甘共苦的夫妻的饱经风霜的脸上见证了它。只要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永不停止地相

互帮扶，就总会有幸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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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

71.答案:C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那对夫妻是怎样在台阶上向上攀爬的。本文首面的最后一

句给出了部分答案，with each other's support，再结合考虑第二节第四行出现的 they

limped their way upward....，可知应该选 C。

72.答案:A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妻子有何残疾。文章第二节第二句说到了妻子拄拐杖行走，

且有一裤腿空着，显见妻子少了一条腿，故选 A。

73.答案:B 解析:细节题。本题问作者看到那对夫妻后有何感受。答案在文章的第三节的最

后一句里，几乎是原文未改，仅根据需要换了句子的主语而已，故选 B。

74.答案:A 解析:真伪判断题。本题问下列哪种说法是真的。根据文章内容逐荐对比:A.我

是在石头台阶上无意中发现跟在一对夫妻的后面行走的;符合文章第一节的说法。B.那对夫

妻一直在谈论着什么事;与文中他们很少交谈(第二节最后一句:with few words between

them)不符。C.他们俩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因为他们是新郎新娘;后半句提供的原因与文中内

容显然不符，出题人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原文说的是“如此幸福的笑容只有在新郎和新娘

的脸上才会看得到”，此种说法只是表示他们的笑容灿烂，并不是说他们是新婚夫妻。D.他

们的布鞋是自做的而且很脏。后半句与文中内容不符，文章的第三节的第一句的后半句提

到：...and their cloth shoes were homemade,worn out but tidy.他们的布鞋是自做的，

虽然旧了，但很整洁。

75.答案:D 解析:归纳大意题。本题问该文的主题是什么。文章主题应该是作者经历这件事

后得到的感悟，也是作者通过此文想要传达给读者的观点，位置多在文章结尾处。参见文

章最后一句:There is always happiness when there is an unfailing mutual support

between two persons in love.只要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永不停止地相互帮扶，就总会有幸

福存在。此句显然与 D 意思相同，仅表达的方式略有差异而已。故选 D。

VI. Cloze

文章大意:

伊万斯小姐在伦敦的一所学校教物理。上个月，她正在给她教的其中一个班讲声学。

她决定检验他们一下以摸清楚她工作的成效如何。她对他们说，“是这样，我有一个妹妹在

华盛顿。如果我给她打电话，而与此同时你们在离我 20 米远的地方，从街对面听我说话，

谁会先听到我说的话，是我妹妹还是你们?为什么呢?”一个聪明的男孩马上回答说，“是你

妹妹，伊万斯小姐。因为电传播得比声波要快。”

“回答得很好，”伊万斯小姐答道;但接着其中有个女孩举起了手，伊万斯小姐问道，“怎

么，有问题吗，贝蒂?”“我有不同意见，”贝蒂说道。“你妹妹会更早些听到你的话，因为

这儿十一点的时候，华盛顿才六点钟呢！”

答案与解析:

76.答案:A 解析:根据后文内容可知，伊万斯小姐是个老师，故应选 A。教授。其它选项都

只适合用于学生。

77.答案:C 解析:根据后文的 to test them 可推知 one of 的后面只能填一集合名词

(classes)。如填别的选项，one of...就必为单数，与 them 相矛盾。

78.答案:D 解析:根据文中交代，老师想通过考学生来检验自己的...成效，那只会是到成效，

故选 D。

79.答案:A 解析:根据前文所说，她妹妹在华盛顿，call 必是打电话给她，故选 A。

80.答案:D 解析:根据文中的说，伊万斯小姐要检查学生对声音传播的物理知识的掌握情况，

学生按常理应站在街道对面，而街道又只有两个边，故学生只能在剩下的那另一边，故选 D。

81.答案:B 解析:近义词比较题。A.倾听(侧重听的动作);B.听见(侧重听的结果);C.看见(侧

重看的结果);D.感觉.感到;根据句意，应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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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意思，这里显然是问先听到的原因，故选 A。Why。

83.答案:C 解析:文章在比较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以声波形式)和电话的传播(以电流的方

式)，故选 C。声波。

84.答案:B 解析:根据空格前后两个句子的逻辑关系不难推断出它们是因果关系，故选 B。

85.答案:D 解析:根据两个时间前大后小，故选 D。 only 表示:只有，才。

VII.写作参考范文

Traveling by Trai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wadays we have

variou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o choose from for traveling. Even so, most people

still prefer to travel by train because traveling by train has a lot of advantages.

For example, we can enjoy seeing beautiful scenery outside the window. We can

enjoy talking with new friends on the train, sharing fresh ideas with each other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What’s more, traveling by train is

comparatively cheap and conveni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for traveling by train. In most

cases the crowded train makes us uncomfortable. Sometimes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get a train ticket. Besides, the train is often late or behind schedule.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prefer to travel by train. The reason is that I

can spend less money and get in close touch with ordinary people on the tr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