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第三部分

模拟演练 30 篇

Test 1
Passage 1
文章大意：
人类最初是如何发明语言的，现在仍然不为人所知，换句话说，语言的起源依然是
个谜。众所周知，人类不像动物，他会发明一些特定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行动和
事情，从而能够互相交流。后来人类对一些特定的符号达成共识，我们叫这些符号为字
母。字母不但可以联系和代表对应的声音，还可以写下来，这些声音无论是说出来的，
还是通过字母写出来的，我们都把他们叫做文字。
文字的作用在于它的联系，它所联系的事情可以在我们的脑海里出现。文字的含义
因为我们的经验而丰富。我们生活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文字可以唤醒我们关于过
去高兴的，或者悲伤的事情。我们学习的文字越多，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文字也会越多。
伟大的作家不仅拥有伟大的思想，而且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来强烈地
触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这种对文字的引人入胜的运用，我们叫做文学。
而真正的诗人一定是文字大家。他可以用如歌的文字，或者是感动人的联想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地进行措辞，准确地使用文字。否则它们会使我们的
讲话听起来愚蠢和粗俗。
1.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一段开始就指出，人类创造词汇，并开始使用文字的起源仍
然是个谜。
2.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第二句，人类用声音表达想法和动作的目的是为了
交流，所以选 A。
3. 答案：D
解析：推理判断题。第二段第一句是文字的功能。
4.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最后一段第一句指出，伟大的作家用词语表达伟大的思想，深
深触动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由此可以看出：伟大的诗人能用词语使我们激动地流泪。
5.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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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细节理解题。C 项意思是他仅仅是语言的主人，对诗人有贬低之意，不符合
原文，所以选 C。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众所周知，一些人参加运动训练，就会伤到他们的骨头、肌肉和关节。尽管在成年
人的运动中，大量媒体报道的高受伤率是没有根据的，而且目前关于运动损伤，极少有
较好的研究成果。实施这些研究其中之一的困难就是需要识别受伤的人数和处在受伤危
险的人数。换句话说，很难去统计受伤的人数和人口中锻炼的总人数。这两个数字对统
计真实的受伤率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通常情况下，受伤被定义为一个事故，这个事故
会使一个人停止锻炼至少一周的时间。现有的关于运动损伤率最权威的研究表明，一年
里大概有 25%—30%的人会产生运动损伤（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运动损伤定义来看）。
更多的受伤研究还包括那些受伤之后寻求医疗救治的人。如果运动损伤单单考虑这部分
人，受伤率就会更低，每年受伤率在 1%的范围。
没有人知道运动受伤的原因。与受伤联系起来的因素是运动量，比如，跑更多公里
数的人比少跑的人要更容易受伤。这些因素比如年龄、性别、体型和经验跟受伤的危险
是没有联系的。结构变形和运动强度的增加，以及相关器材的类型跟受伤的风险有关，
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后，支持这些观点的数据还没有获取。
1. 答案：C
解析：观点态度题。本题询问的是作者对大众传媒中报道的成年锻炼者的高受伤率
持什么样的态度。根据文章第一段的第二句“Despite unfounded reports in the mass media
of extremely high injury rates among adult exercisers.”可知，作者认为大众传媒中对成年
锻炼者高受伤率的报道是无根据的，也就是说作者并不相信成年锻炼者的受伤率有传媒
报道的那么高。因此选项 C（否定的）符合文意，为正确答案。选项 A（积极的），选
项 B（漠不关心的）与选项 D（有所保留的）均不符合文意，故可以排除。
2.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询问的是真实的受伤率是如何获得的。根据文章第一段第
三句、第四句和第五句可知，掌握受伤者的数量和进行锻炼者的总数对于计算真实的受
伤率是必要的。因此，选项 C（受伤的人数和所有进行锻炼的人数）符合文意，为正确
答案。
3.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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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询问的是以下哪项不是导致锻炼受伤的因素。根据文章第
二段的第三句“Factors such as age, sex, body type, and experience have not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injury.”可知选项 B （年龄、性别和体型）不是导致受伤的因
素，符合题目要求，为正确答案。
4.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询问的是与锻炼损伤相关的因素是什么。根据文章的最后
一段内容可知，结构异常、突然增加锻炼强度以及使用的器材类型都可能是导致受伤的
因素，但是目前尚无数据支持该观点。据此可以推断出有些与锻炼损伤相关的因素还没
有得到证实。因此选项 C（不能证实器材类型的风险）符合文意，为正确答案。
5. 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本题询问的是本文主要讲述的是什么。文章第一段叙述了锻炼
损伤的真正研究寥寥无几，进行研究的困难以及根据目前最可信的关于锻炼损伤的研
究，受伤率为多少。概括说来，这一段主要讲的是对锻炼受伤率的研究。文章第二段叙
述了可能导致锻炼损伤的因素。因此，选项 D（对受伤率的研究及导致受伤的原因）符
合文意，为正确答案。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医学研究者 Thomas Holmes 和 Richard Rahe 列了一个关于压力
事件的清单。他们高度重视了任何大的变迁都会引起压力这一难对付的点。消极的事件
比如“家人患病”在清单的顶端，但是也有积极的生活变迁事件，比如，结婚。当你采
用 Holmes-Rahe 测试的时候，你必须记得得出的分数并不能反映你是如何应对压力的，
它仅仅展示出你需要应对多少压力。并且现在我们知道你处理这些事件的方式极大地影
响了你的健康程度。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大量的类似的研究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或者生活在压
力之下的美国人都对于这项报告感到很担忧。不知怎么的，研究结果被归结为一项难忘
的信息。女性杂志的标题是“压力导致疾病”。文章说，如果你想要保持身体上和精神
上的健康，就要避免有压力的事件。
但是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建议是不可能被采取的。即使有压力的事件是危险的，很多
像所爱之人去世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而且，任何避免所有有压力事件的提醒都
可能会是远离机会和麻烦的方法。由于任何变迁都可能是有压力的，一个想要完全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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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人会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会换新工作或者不会搬家。
所有压力都会使你生病这样的概念也忽略了很多我们知道的关于人们的事情。它假
设了我们所有人在面对逆境时都会变得脆弱和消极。但是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许
多人在度过压力时期时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活力。我们也知道长时间没有
变迁或者挑战会导致厌倦、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 根据文章第一段“...does not reflect how you deal with stress—it
only shows how much you have to deal with.”，该研究反映的不是如何应对压力，而是要
应对多少压力。因此，答案应选 C。
2.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文章提到七十年代的研究是在第二段。第一句指出相似研究广
泛开展。第二句说明了这些研究的影响：“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work and live under
stress worried over the reports.”，这一句和 A 的表述基本一致。
3.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第一段“When you take the Holmes-Rahe test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score does not reflect how you deal with stress — it only shows how much you have
to deal with.”这句，这句话意思很容易理解：当你参加这项测试时，你必须记住，分数
并不反映你如何应对压力，它仅仅显示出你要应对多少压力。这句话与题目相关性很强，
出现了 score（分数）一词，可以说是题目的直接答案。A 的说法与此一致，应该选 A。
4. 答案：D
解析： 细节理解题。“such simplistic advice is impossible to follow.”是第三段的总
起句，起着概括第三段段意的作用。其后的三句话表达了两条论据来支持总起句。第一
条是许多压力事件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如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第二条是回避压力
的同时也错失了机会（staying away from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trouble），第三句话为第
二条举了具体的例子，即一个害怕压力的人恐怕就不要结婚生子、跳槽搬迁了。A 的说
法在这二条中没有提到，可以排除。B 考查对第三句话的理解，C 考查对最后一句的理
解，但都是错误的。D 的说法恰好是文中所述的第二个论据。
5.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最后一段可以找到一句话和题干所述的意义非常接近：“Many
come through periods of stress with more physical and mental vigor than they had before.”。
这里的“come through periods of stress”应该等同于“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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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ore physical and mental vigor than they had before”则是经历过人生起伏后的结
果，也就是肉体和精神上更具活力。因此，答案应选 C。

Test 2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在运动中，性别是有区别的。女人和男人的跑步和游泳项目都是分开进行的。女人
不如男人强壮，至少人们都是这么说的。女人被叫做弱者，或者，如果男人想要取悦她
们，又会说男女平等。但是男孩和女孩都一起在学校里或者大学里学习。有些女人是著
名的首相、科学家或者作家。并且女人比男人的生命更长。一个欧洲女人可以活到 74
岁，但一个男人只能活到 68 岁。女人真的是弱者吗？
男人最快可以在四分钟之内跑一英里，而女人最快则需要 4.5 分钟。女人总是比男
人花的时间更长，但是，有些事实却带来惊喜。现在的一些女游泳运动员是青少年女孩。
他们之中，一位年仅 16 岁的女孩仅用了 4 分 21.2 秒就游完 400 米。电影中第一个“塔
尔坦”原型是一个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 Johnny Weissmuller。他的 400 米游泳最快的记
录是 4 分 49.1 秒，比 50 年后的一个女孩慢了 27.9 秒！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赶上男人了。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并且运动更加严谨。就是因为太严谨了以至于一些女运动员要注射荷
尔蒙。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必须有一个医生来检测女运动员是否真的是女性。运动会
拥有那么多问题，这看起来很悲伤。两性的差异造成了生活的复杂。

1.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第一段“Women are less strong than men. That at least is
what people say. Women are called the weaker sex.”可知，女人被叫做弱者是因为人们认
为女人不如男人强壮。因此，应选 B。
2.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第一段“boys and girls are taught together at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可知，男孩和女孩是在相同的学校里学习, A 错误；从文章第一段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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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men do not run or swim in the same races.”可知，男人和女人不一起参加跑
步或游泳项目，B 正确；从文中第一段“There are women who are famous Prime Ministers.”
可知，有些女人成为著名的首相，并不是著名的首相是女人，C 错误；从文章第一段最
后“women live longer than men.”可知，女人比男人活的时间更长，D 错误。因此，应
选 B。
3. 答案：C
解析：推理判断题。该句出现在文章第一段“Women are less strong than men. That at
least is what people say. Women are called the weaker sex, or, if men want to please them, the
fair sex. But boys and girls are taught together at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women
who are famous Prime Ministers, scientists and writers. And women live longer than men.”可
知，女人不如男人强壮，至少人们是那样说的，后面又介绍了女孩和男孩在相同的学校
学习，并且有很多女人也很有成就，所以，该句表示人们虽然那样说，但是可能并不那
么认为。因此，答案应选 C。
4.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文章最后一段“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omen are catching men
up. Condi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now and sport is much more serious. It is so serious that
some women athletes are given hormone（荷尔蒙）injections（注射）.”可知，所讲的那
些并不意味着女人赶上男人了，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很多女运动员会进行荷尔蒙注射，
这成了奥运会的一大问题。因此，答案应选 B。
5. 答案：C
解析：推理判断题。全文讲述了女人被认为不如男人强壮，但是又用一些实例介绍
了女人并不是弱者，也并不会比男人游泳或赛跑慢。因此，答案应选 C。
Passage 2
文章大意：
哪段时光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所有人都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得出的
答案可能各不相同。原因似乎是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成就相关联，而这些不同的领域又
与生命的各个具体阶段相联系。
你什么时候最聪明？根据智商分数推算，18 到 25 岁时最聪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智慧和经验会越来越多。人 20 岁时最机敏，30 岁左右时记忆力开始衰退，尤其是
数学计算能力。伯克利心理学家阿瑟·詹森说：“但你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却在增长。”
比如，你 45 岁时的词汇量是你大学刚毕业时的三倍；60 岁时，你大脑中拥有的信息量
·6· 总部地址：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 号楼六楼（翟营大街与东岗路交口） 官网：www.jxnedu.com

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几乎是你 21 岁时的四倍。这种机敏与智慧之间的交换使得心理学家利奥普·白洛克博士
提出建议，应该用“成熟商数”来衡量成年人。
你什么时候身体最健康？男性 15 到 25 岁，女性 15 到 30 岁。纽约内科医生唐纳德。
汤姆金斯说：“男性 25 岁的前 10 年身体状况最佳，肌肉最结实，对感冒和传染的抵抗
力最强，食物消化能力也最强。”连科学家也说不清楚，女性要（比男性）多 5 年最健
康时间。当人体中的细胞死亡数量超过细胞生长数量时，健康就从高峰期开始衰退。汤
姆金斯说：“细胞从出生就在死亡，但当我们接近 30 岁时，细胞的死亡速度超过其被
更换速度。”肌肉也在被脂肪所取代。
你什么时候最富有创造力？一般说是在 30 至 39 岁之间，但其高峰期又因职业而异。
莫扎特 8 岁时即创作出一部交响曲和四首奏鸣曲。门德尔松 17 岁时谱写了他的广为人
知的作品《仲夏夜之梦》。心理学家 H.C.莱曼描绘了许多领域里高峰期代表作的不同年
龄。尽管在大多数领域中，这种高峰期均来得很早——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其
30 岁前那几年和 30 至 40 岁之间作出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具有创造力的人终其一生都
能做出高质量的工作。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Your vocabulary at age 45, for example, is three times
as great as when you graduated from college.”可知选项 C 不符合原文。
2.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三段第二和第三行可知答案为 D。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三段“Women, for reasons scientists do not understand, get five
years more.”可知。
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最后一句话可知答案为 A。
5.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一段可知答案为 A。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就定义而言，英雄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有非凡的勇气、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常常为他人的利益而做出牺牲——他们是我们评价别人的标准。他们是大家公认的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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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意识的形成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还有对他们的崇拜者的一生起了重大作用的人。
可是，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很难出现真正英雄的时代，英雄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我们就
难以理解——它已经成为历史。有些人坚持说，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美国对外的和睦，我
们的时代本质上不是一个英勇豪壮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说，总体犯罪率正在降低，经济
的发展与增长已经缓解了贫困，医疗科学也在不断的进步。
给文化偶像下定义就更难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就认识了他们。他们超越了名流，
成为传奇式人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神话式的人物。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有些人成
为偶像，另一些人仅成了名流呢？这就太难说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生平带有传奇故事
的色彩。比如说，年轻貌美的戴安娜·史宾塞，19 岁时嫁给了王子，之后放弃了婚姻与
王权，却在找到真爱的那一刻死去了。漂亮的长相当然有用，另外，在媒体的炒作下某
种难以描述的、特殊的个人魅力也起作用。然而悲剧性地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却是造成
偶像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小马丁·路德·金、约翰·F·肯尼迪和戴安娜王妃。
1. 答案：C
解析：主旨大意题。文章第一段内容是讲英雄，第二段讲偶像，所以就答案为 C。
2.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原文第一段第一句，第二句内容可知 A、B、C 选项都对，
所以正确答案为 D。
3.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一段中“Yet, some people say that ours is an age where true
heroes and heroines are hard to come by.”可知原文的意思是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很
难出现真正英雄的时代，并不是说英雄只能出现在战争时代，选项 D 偷换了概念。
4．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中“Diana Spencer who at 19 married a prince, renounced
marriage and the throne, and died at the moment she found true love.”可知答案。
5.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最后一句“But nothing confirms an icon more than a tragic death
— such 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John F. Kennedy, and Princess Diana.”可知答案为 B。

Te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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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当我们说剑桥是一个大学城时，我们并不是说这是一所拥有大学的城市。大学城是
大学建筑与城市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界限的地方，大学不仅仅是城市的一部分，而是遍布
整个城市。剑桥的中心有商店、餐馆、市场等，但大部分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学生。
城市是首先出现的。剑桥成为了十三世纪的学习中心。许多学生太穷，无法负担住
宿费用。因此，大学开放，以降低学生的生活成本。这是现代学院制度的开始。
今天有近三十个学院。现在很少有学生可以在整个学习期间住在学院里，因为学生
的数量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起初寄宿，最后一年才住进大学。但是，每个学生都是
他的大学成员，必须每周在学院食堂里就餐一定的次数。
在剑桥，学生不允许使用汽车，几乎所有人都使用自行车。别指望在课间五分钟开
车穿过剑桥，因为你会发现人们骑着自行车奔向各个方向。如果你在一个学期的任何一
个早上在剑桥待上五分钟到一个小时，你就会知道你在一个大学城里，你能做的就是找
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一段第二三句对大学城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2. 答案：C
解析：猜测词意题。It 指的是本句的主语“the heart of Cambridge”。
3.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第二句话，“Cambridge became a center of learning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可知，正确答案为 B。
4.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第三段讲述学院的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可以推理出，学生们
有可能一开始就住在学校里。
5.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最后一段指出学生们骑自行车，无法开车出行。
Pass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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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意：
读领导文学，你有时会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我不相信这是
真的。事实上，很多人都没有与他们的职位相符的能力。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渴望追求领导地位的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我
们都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他们都要占据领导地位。无论是决策会议，篮球比赛，还是
家庭外出，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抓住领头羊的地位，并拼命地紧紧抓住它。他们相信他们
是天生的领袖。
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会对每一个情况进行评估，并只会负责他们职责内的或情况需要
的。
许多企业高管把领导与行动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持续的动力会自然而然产生领导
力。面对任何无法解决的行为，他们会产生不耐烦的情绪。他们领导力的工具是音量：
如果他们认为你没有他们认为的那样努力，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和严厉的。
真正的领导者明白行动的价值，当然，这不是他们唯一的工具。事实上，它不是他
们的主要工具。伟大领袖们看到的比其他人更多：答案、解决方案、模式、问题、机会。
他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也知道，思想、理解、反思和解释同样重要.
而且，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是一个会发展他自己团队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达到
他们的目标。
1.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很多人的职位是与他们的能力
不符的，因此答案为 B。
2.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
因此答案为 A。
3.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三段可以看出，一个好的领导者会对面临的情况进行评估，
因此答案为 D。
4.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四段“Faced with any situation that can’t be solved ... a dust
cloud of impatience.”，可知答案为 B。
5.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最后一段可以看出，好的领导者会建立自己的团队来实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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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因此答案为 C。
Passage 3
文章大意：
是什么使一个普通人成为科学家？他有与众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工具吗？答案是否
定的。不是因为科学家使用的工具，而是因为他使用工具的方法使他成为科学家。
你也许认同怎么使用力量，对一名木匠来说很重要。你也许也认同怎么研究调查，
发现信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然而，科学家比这更进一步，他必须确定他对自己的
问题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并且他的答案通过别人也可以得到证实。他同时把自己得
出的许多答案归结为一个系统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观点。
科学家的知识必须很精确。不能给半错半对或者只有一半机会对的情况留任何空
间。他必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在一种条件下成功一次的话必须在同样的
条件下都能成功。如果条件不同，科学家在证明过程中观察到的任何变化都必须解释他
的条件是如何变化的。这是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理由。
爱因斯坦通过数学方法提出了相对论。他的数学运用的正确性被后人通过调查研究
的方法证实。一个科学家会用很多工具来测量。测量的结果用来进行数学计算，再进行
调查研究的测试。
1.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一段“It is not the tools a scientist uses but how he uses these
tools that make him a scientist.”得知是科学家使用工具的方法使之成为科学家。
2.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得知作者是为了说明科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三段可知“一项伟大的科学理论不仅只在一种条件下一次
可行，而是要在同样的条件下一直可行。”
4.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作者引用爱因斯坦的例子是为了证明调查研究在科学领域十分
重要。
5. 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确切性和使用工具的方法是成为科学
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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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4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学习如何写作就像参加一堂公共演讲课。我在班上问到是否有人曾经参加过这样的
课程，总有一些人举手。
我问：“你在那堂课上学到了什么？”
“嗯，主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怎样面对观众：不要拘谨，不要紧张”
事实上，在当今，当你参加一个公共演讲课程时，你不会听到太多关于语法和词汇
的知识。相反地，你会被告诉怎样不害怕或不尴尬，在没有演讲稿的情况下，如何去演
讲。如何在观众面前生动地讲出来。事实上，公共演讲是为了克服长期神经紧张。
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写作的关键同样也是克服你的神经紧张，打破把你和读
者分开的无形障碍。你必须学会坐在你的口述记录机的打字机前，读给在另外一头的那
个人。
当然，公共演讲是观众正好在你的前面，问题会更简单。你可以看着他们直接和他
们说。在写作中，你是孤独的，它需要更多经验或者想象力去抓住另外一个人，和她或
他说话。但是这个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或者说至少直到你达到相当自然或无意识地在
“纸上说”这个程度是有必要的。
1.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原文第 4 段,特别是第 4 段的最后一句表明 C 为正确选项。本
题稍具干扰性的是 D，该选项中的 live 一词在第 4 段第 2 句末尾也有出现，但事实上 D
与该句的意思不相同。
2.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对比处。第 5 段第 1 句表明下一句就是演讲和写作的
相似之处，而 A 就是对该句的同义替换。其他选项并未按照题目的要求对比演讲与写作，
只是说明了写作必须做的，因此都不正确。
3.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对比处。结尾段对比了演讲和写作的不同之处，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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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句和第 3、4 句形成了内在的对比关系，由此可推断写作比演讲更需要经验和努力，因
此可确定 A 正确，而 C 不正确。虽然在这一段可找到 effort 和 naturally 等词，但原文并
没有从是否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B）或是否自然（D）等方面对比演讲与写作，因此 B
和 D 也不正确。
4.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最后一句中的“在纸上说话”，可推断作者认为写作如在
纸上作演讲一样，因此 D 正确。A 中的 Few students 与事实不符；B 中的 speak with a script
在文中未有提及；C 的表述错误。
5.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文章的开头句就是全文的主题句，作者在前四段说明如何演讲，
从第 5 段开始，作者转向说明如何写作,文章的结尾句对开头句做出了呼应。作者之所以
将演讲和写作过程做比较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容易、更生动地被读者明白和接受，因
此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写作，而不是演讲。其余选项虽然文中都有提及，但只是各个
具体的侧面内容，不能概括全文大意。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人们将财宝埋起来以防止其他人将财宝偷走。他们会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挖一个
洞，将财宝埋进去。然后，他们制作一张关于财宝在哪里的地图或者写下一些线索以帮
助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在此找到。
很多年以前，在英国，一个作家写了一些关于他埋葬财宝的书。他将线索放进故事
里以帮助读者来找到它。数以千计的人都在四处寻找这些财宝。他们围着整个英国挖洞
希望能够找到。
其中一个最流行的冒险故事是斯蒂文森写的《珍宝岛》，关于一个年轻人 Jim
Hawkins 被海盗抓住，后来发现一些被埋葬的宝藏的故事。
其次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要去海外一年时间。他不相信银行，因此他
将他的毕生积蓄埋在了一个公园里。然后他就走了。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径直去了那个
公园，但是那个公园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就在公园的位置上有一座巨大的建筑。
还有一个人，他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所有的银行支票，全部放进了一个防水袋里，
然后埋起来。当他几年之后再将它挖出来时，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蠕虫和昆虫已经吃
掉了袋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
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故事是关于人们将财产埋起来之后要么忘记了埋在了哪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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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丢了地图。
虽然有时候人们确实会因为银行倒闭而丢失钱财，但是银行仍然是存放我们的积蓄
和财产的最好的地方。
1.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可知，很多人会将钱财埋起来而不存放在银行，因为
“it is true that people sometimes lose their money because a bank fails.”，人们有时候会因
为银行倒闭而丢失钱财，因此，人们不信任银行。因此，答案应选 A。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二段可知，英国一位作家写了关于他将自己的财产
埋在了哪里的书，读者们为了找到这些财产而在整个英国挖洞寻找。因此，答案应选 B。
3.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三段可知，斯蒂文森写的《珍宝岛》是关于一个年
轻人 Jim Hawkins 被海盗抓住，后来发现一些被埋葬的宝藏的故事，这是一部冒险故事，
写的是关于主人公 Jim Hawkins 的一段冒险经历。因此，答案应选 B。
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文章第四段“He did not trust banks, so he buried his life savings in
a park.”可知，他将积蓄埋进公园是因为不信任银行，认为银行还不如公园安全。因此，
答案应选 A。
5.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最后一段“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people sometimes lose
their money because a bank fails, banks are still the safest place to keep our savings and
treasures.”可知，虽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银行倒闭而丢失钱财，但是银行仍然是最安全
的地方，A 错误；文章并没有说明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人，B 错误；从文章第五段可知，
那个将积蓄放进防水袋的人最后发现所有东西都被蠕虫和昆虫吃掉了，因此，防水袋并
不能防止蠕虫和昆虫，C 正确；文章只说明了昆虫将埋在地下的钱财和防水袋吃掉了，
但是并没有说明昆虫什么都会吃，D 错误。因此，答案应选 C。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建筑师长久以来就感觉到我们生活的地方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但
现在科学家正给予这种感觉实证的基础。他们正在想如何设计出能够促进创造力，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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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精力集中，或放松的空间。
研究表明，各方面的物质环境可以影响创造力。 2007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琼
迈耶斯·利维，在报告中说房间天花板的高度会影响人们如何去思考。她的研究表明，
更高的天花板鼓励人们更加自由的思考，这可能导致他们做出更多的抽象联想。另一方
面，低的天花板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细节性的看法。
除天花板的高度外，建筑物周边的风景也会影响居住者的注意力。南希和她康奈尔
大学的同事研究发现，孩子们如果搬到了周边绿色更多的社区，会在注意力的测试水平
上有巨大的提高。
自然环境可以改变学生的注意力，这个发现可以应用到学生的学习方面。C Kenneth
Tanner，乔治亚大学设计规划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研究表明：坐在窗外是至少 50 英尺
的连绵风景教室里的学生，比那些教室窗外是道路和停车场的学生，词汇、语言和数学
分数要高不少。
最近一项关于室内照明设计的研究表明，暗淡的灯光有助于人们放松。如果这大体
上是真的，在晚宴或是聚会上保持低的光线使人更加放松。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还发
现，带有圆角边缘的家具可以帮助参观者放松。迄今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公共
建筑方面。“我们开展的研究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看问题几乎是管中窥豹 ，”
建筑师大卫艾里森说。“你怎么回答非常具体的问题，并把它们广泛的，普遍的运用呢？
这就是我们都苦苦探索的事情”。
1.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内容可知“Joan Meyers-Levy focus on ceilings.”因
此答案为 B。
2.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最后一段中，“Researchers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lso
discovered that furniture with rounded edges could help visitors relax.”根据第二段中“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higher ceilings encourage people to think more freely, which may lead
them to make more abstract connections.”可知 B 项是不正确的，表述恰恰相反。根据最
后一段可知，dim light 作用是使人放松 relaxation, 所以 C 项不正确。D 项也不正确，使
人能够放松的是 dim light 相对较灰暗的灯光，而“unblocked view”能使学生成绩更高。
所以正确答案为 A。
3. 答案：D
解析：猜测词意题。根据划线句子后面的一句话可以知道该题的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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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最后一段第二行可以看出，暗淡的灯光有利于人们放松，
因此答案为 A.
5.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四段第三行可以看出，在教室中拥有良好视野的学生成绩
会比较好。

Test 5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年复一年，人们一直在说铁路消亡了。“没有铁路我们可以做任何事”，人们这样
说，好像汽车和飞机已经使得铁路不重要了。我们也一直在听说火车很慢，它们费钱，
它们正在消亡。但是这远非事实。在现在油价昂贵的情况下，铁路对于汽车和飞机具有
很高的竞争性。如果你想要将人或者物品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它们比飞机便宜。
并且还和飞机有很多共同之处。飞机直线飞行，火车也是如此。而且，它能够带你从一
个城市的中心到另一个城市的中心。它并不像飞机那样，将你放在距离城市中心很遥远
的地方。它并不像汽车那样，会陷入交通堵塞。而且火车可以携带某些特殊物品而飞机
和汽车却做不到。
火车依旧很活跃，远不会消亡，现代铁路路线可以给你一段平稳的、没有困扰的旅
行。当处于相同的速度时，你还会在哪里能够吃得好、睡得舒服、感觉安全、同时享受
电脑屏幕呢？这仅仅只是开始。因为我们刚刚进入到了超速列车时代，火车可以一个小
时行驶 150 英里甚至更多。很快，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我们会花费那么多在不能使用的
汽车上，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油，飞机不能飞行也是这个原因。
1.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第一段“people say as if motorcars and planes have made the
railways unnecessary. We all keep hearing that trains are slow, that they lose money, that
they’re dying.”可知，人们经常说火车没有必要，因为火车很慢，浪费钱，C、D 是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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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不必要的原因；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可知，很快，汽车和飞机都不会被使用因为我们
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油，B 不是火车变得不必要的原因。因此，答案应选 B。
2.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文章全文都在讲述火车的好处，A 错误；文章第一段讲述了火
车与汽车和飞机有很多共同之处，只是在讲述火车的其中一个好处，B 错误；全文讲述
的是火车和汽车、飞机一样好，但是没有说明汽车、飞机不如火车好，C 错误，D 正确。
因此，答案应选 D。
3.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一段“If you want to carry people or goods from place
to place，they are cheaper than planes.”可知，火车比飞机便宜，A 正确；文章第一段“What
is more, it takes you from the heart of a city into the heart of another.”可知，火车可以将你
从一个城市的中心带到另一个城市的中心，因此，火车站在城市中心，B 正确；根据文
章第一段“It doesn’t leave you as a plane does, miles and miles from the city center.”可知，
飞机场距离城市中心还有很远，C 错误；根据文章第一段“And a single train can carry
goods which no plane or motorcar could ever do.”可知，火车可以携带物品而飞机和汽车
不可以，D 正确。因此，答案应选 C。
4.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可知，火车仍然活跃是因为：火车可以给你
一段平稳的、没有困扰的旅行，我们进入了超速列车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油。
因此，答案应选 D。
5.答案：A
解析：主旨大意题。根据文章可知，很多人说火车渐渐“消亡”了，但是全文讲述
了火车的好处，说明火车仍然在“活跃”，并且所有火车带来的好处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此，答案应选 A。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人们一致认为并传说着非洲人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因为音乐在许多非洲人的生活中
如此之重要，还因为在非洲有如此之多的音乐，我们不禁要认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音乐
家了。

总部地址：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 号楼六楼（翟营大街与东岗路交口） 官网：www.jxnedu.com·17·

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当我们看看自己，发现我们已变成了一个以欣赏音乐为主的社会时，这个印象就进
一步加深了。音乐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大多数人只能算是音乐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
我们用唱片、电视、音乐会以及无线电广播来满足我们众多的音乐需求。在大多数情况
下，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演奏音乐，就很容易区分观众与演奏者，但在非洲，情
况通常并非如此。Alban Ayipage，一名来自加纳北部的喀萨纳半职业音乐家，在他的长
笛与鼓歌舞团表演时说道，“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确实是这样，但喀萨纳音乐家认为
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有能力加入音乐之中的。有些人可以与鼓手一起歌唱，但相对来说
很少有人会打鼓，甚至更少有人会与乐团一起吹奏长笛了。
在非洲，一个由专业音乐家组成的乐团被其他一帮人围着并加入进来是很普通的
事，这些人会拍掌、歌唱，或是做其他的什么加入到总体的音乐声中。所以在我们看来，
就可能会很难把演出的音乐家与另外增加的演出人员、活跃的观众和被动的观众区分开
来。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原文第二段第二行可以看出，“音乐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
大多数人只能算是音乐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因此，可以判断出我们只是听众，而原
文中第一段中提及我们认为非洲人都是音乐家，说明非洲人对于音乐的参与度非常强，
因此答案为 C。
2. 答案：B
解析：猜测词意题。从原文第二段第四行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是在
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演奏音乐，就很容易区分观众与演奏者”，因此 such 指代的就是这
种观众和演奏者能够轻松区分的情况，因此答案为 B。
3. 答案 B
解析：推理判断题。从原文第二段倒数第四行可以看出，“但喀萨纳音乐家认为不
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有能力加入音乐之中的”，因此，可以推断出，虽然非洲人都热爱参
与到音乐演奏当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天赋，因此答案为 B。
4. 答案：B
解析：猜测词意题。从原文第三段可以看出，我们很难区分表演的 nucleus 和其他
的表演者和观众等，因此可以判断 nucleus 指的是表演的核心演唱者，因此答案为 B。
5.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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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主旨大意题。本文主要讲述了非洲音乐在表演方面的特点，即全民参与的特
点，因此答案为 D。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各种各样的昆虫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昆虫的种类数量比其他所有动物的种类数量加
起来还要多。昆虫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 3 亿年，还有可能继续生存数百万年。
昆虫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在最高的山脉和溪流的底部，在寒冷的南极和咕
咕冒泡的温泉。它们在地面穿梭，在树上跳跃和唱歌，在空中舞蹈。它们有许多不同的
颜色和各种形状。昆虫对人类非常有用，在草地、森林、沙漠和其他地方为我们的作物
以及花卉授粉。但一些昆虫，如蚊子和跳蚤，可以传播疾病。
昆虫在生存方面如此成功有很多原因。他们惊人的适应能力可以让他们生活在极端
的温度和环境中。在开放的海洋，昆虫还没有被大规模地发现。昆虫以各种各样天然或
人造的物质为食，如颜料，胡椒，胶水，书籍，谷物，棉花，其他昆虫，植物和动物。
由于它们很小，可以隐藏在非常微小的空间中。
昆虫的外壳非常坚固，覆盖并保护其柔软的身体，可以经受住化学物品、水和身体
冲击。翅膀使它们能够远离危险，寻找食物。此外，昆虫具有巨大的繁殖能力：一只非
洲蚁王每天可以产下多达 43,000 颗卵。
他们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保护色。一只昆虫可能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却几乎看不见，
因为它会巧妙地把自己伪装成一片绿叶、一块褐色的土壤、灰色的苔藓（青苔）、一粒
种子或一些其他的天然物质。一些昆虫使用明亮的大胆的颜色来发出警告信号，警示对
手它们味道很差、会蜇或有毒。还有一些昆虫的翅膀图案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捕食者的
眼睛可以迷惑敌人，使之避开。
1.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对复合句的理解。本题涉及两个段落，第二段及第三
段都提及昆虫大量生长的地方，第三段第三句中的“The one place”指出了答案。
2. 答案：B
解析 ：细节理 解题。本题考查 对复杂句的理解 。第四段第一句指出了 答案。
“protect…from…”是对“resistant to”的同义替换。
3. 答案：B
解析：推理判断题。本题考查对长句的理解。最后一段第二句中的“nearly 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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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昆虫伪装是为了不被发现，因此 B 为正确选项。其他选项虽然都是昆虫伪装的目的，
但都与伪装成自然物体无关。
4. 答案：D
解析：推理判断题。本题考查对含有分词结构句子的理解。根据第二段倒数第二句
中的 useful 及分词结构 pollinating 可推断昆虫对植物的生长有益处。选项 A、B、C 中
都有 any，过于绝对。由第三段第二、三句可知选项 A 不对。文章虽在开头指出昆虫存
活的年代久远，但全文未提到它是存活时间最长的生物，所以选项 B 错误。至于昆虫的
食物，第三段倒数第二句有提及,但只是“a wide range of”，由此可排除选项 C。
5. 答案：B
解析：主旨大意题。本文前两段首先描述了昆虫生存了很长的时间，并能在各种地
方生长，然后引出文章要讨论的重点，即昆虫为什么能成功存活。第三段第一句为本文
的中心句，因此本题正确选项为 B。

Test 6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与老龄有关的专业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青睐。原因很明显：美国的老龄化带来了工
作，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老去，更长的生命幅度意味着国家的老年人的数目在接下来的
50 年之内肯定会迅速增长。到 2050 年，25%的美国人将会超过 65 岁，而 1995 年只有
14%。当然，这个变化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深远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在普通人看来一般
意味着社会问题，但老龄化也会给医学和健康领域带来职业机遇，在法律和商业领域也
是如此。USC 大学的老年学专业的教授 Edward Schneider 说，老年人不仅需要医生，也
需要更多的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城市规划师和专业的律师。
律师们可以专攻“老年法律”，其受诉范围从信托、不动产到疗养院虐待、年龄歧
视。商人们则在老年人市场看到了巨大的商业机遇，因为生育高峰一代足有 7400 万人，
而且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退休老人群体。一个教授说，一位 MBA 或者法律专
业的毕业生，如果具备了老年学专业知识，那就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
Santos 是一个 21 岁的 USC 大学的毕业班学生。曾是生物专业的学生，但与细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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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道让她感到厌倦。在听了一堂老年学专业的课以后，她发现那才是她喜欢的。她说，
“我愿意帮助退休老人做一些志愿工作，并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1. 答案：B
解析：猜测词意题。根据第一段可知，“Old is suddenly in.”的原因是“the graying
of America means jobs.”，美国人的老去意味着工作机会，也就是说，因为美国人的老
龄化带来了很多工作机遇，所以“Old is suddenly in.”。把四个选项代入这个因果句，
只有 B 最为合适，同时这个句子也是全文论述的核心。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在第二段初，“Lawyers can specialize in ‘elder law’, which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rusts and estates to nursing-home abuse and age discrimination.”，意思是
律师可以专攻老年法律，这种法律涵盖从信托、房地产到疗养院虐待、年龄歧视等许多
事务。从这两句话可以理出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因为老年人的增多，各种与老年人相关
的法律事务也相应增多，如果一个律师专攻老年学的话，他就可以向老年人提供范围相
当广泛的法律服务。因此，答案应选 B。
3.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二段在谈完律师之后，就开始描述商人的情形。
“Businessmen
see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elder market because the baby boomers, 74 million strong, are
likely to be the wealthiest group of retirees in human history.”，意思是这些老年人很可能
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退休群体。这里说的是美国老年人有钱，是老年市场活跃的前提
条件。所以应该选择 C。
4.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二段“Any student who combines an expert knowledge
in gerontology with, say, an MBA or law degree will have a license to print money.”可知，
答案应选 D。
5.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A 的说法可以在文中找到多处着落点，“the graying of America
means jobs.”（美国人的老去意味着工作机会），因此 A 的说法是正确的。与 B 相关的
句子是“The change poses profound questions f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指解决难度
大或牵扯面较广较深等，并不是说让社会无法承受。因此 B 不对。与 C 相关的句子是
“ Lawyers can specialize in ‘elder law’, which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rusts and estates to
nursing-home abuse and age discrimination.”，这里是说如果律师精通老年学的话，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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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理疗养院虐待和年龄歧视这样的案子。文章并没有说此类案子是随着老龄人口增多
才出现的，而是在强调老年学知识对受理这类案子的重要性。第一段有一句“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USC)School of Gerontology.”，这是某大学老年学学
院的名字，从这里可以推断出老年学早已成为大学研究课题。D 是错误的。
Passage 2
文章大意：
通常，美国的 3 到 12 岁的孩子们都会一周花费 29 个小时在学校里，比 1981 年多
了 8 小时。他们还会做更多的家庭作业并且参加更多的组织性的活动比如足球和芭蕾舞。
尤其是跟体育运动相关的活动，从 1981 年到 1997 年增加了 50%：现在男孩们一周平均
花费 4 个小时做体育运动；女孩运动时间是男孩的一半。总之，孩子们的休闲时间从 1981
年的 40%降到了 25%。
Sandra Hofferth，他主持了最近的关于孩子们的时间表的研究，他说：“孩子们被
同样的影响他们父母的时间危机所影响”。他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母亲在
外工作。（然而，在双收入家庭和父亲赚钱养家的家庭里的孩子们与父母的交流时间分
别为 19 小时和 22 小时。相反，在单亲家庭中孩子们仅仅花费 9 小时）。
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没有玩的时间会导致很多孩子很混乱。哈佛医药学院的教授
T. Berry Brazelton 说，“玩是一个孩子探索世界和了解自己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自由
地玩耍才能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并能让孩子们和他们的同龄人沟通，但是 3 到 12 岁
的孩子们一周只有 12 个小时的时间才这么做。
孩子们尝试着花费他们迅速减少的“闲暇时间”的四分之一来看电视。但是，不管
你信不信，这是一父母认为是好消息的其中之一。然而，如果他们花更少的时间在电视
机前，孩子们并不会将这段时间用来看书。尽管努力使孩子们对于书籍更加感兴趣，孩
子们每周仅仅只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让我们来面对吧，谁得到了这些时间？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
“Children are affected by the same time crunch （危机）that affects
their parents.”，直译为孩子们被同样影响他们父母的时间危机所影响。其次要看前后段
落的意思。第一段讲的是孩子们在时间分配上的变化，作者最后的结论是“children’s
leisure time dropped from 40% of the day in 1981 to 25%.”，即孩子们的休闲时间从 40%
降到了 25%。而下文讲的是造成孩子们面临这一时间危机的原因：更多的母亲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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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文的信息都指向了一点：休闲时间的减少。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Sandra Hofferth 给出的原因是“more mothers are working outside
the home.”（更多的母亲在外工作），在原因的后面跟了一对括号对这一原因进行了补
充说明，括号内的内容应该就是本文作者的观点。
作者评述的第一个词就是 Nevertheless，
表转折含义，这至少说明了作者是对 Sandra Hofferth 的说法不是完全支持的。后面的内
容是对不同家庭结构下孩子与父母相处时间的差异：双亲同时工作的（double-income）
为 19 小时，父亲一人工作的为 22 小时，而单身母亲（single mother）家庭只有 9 小时。
作者罗列三种情况旨在说明 Sandra Hofferth 的说法有一刀切的嫌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不过从单身母亲和双亲工作家庭时间明显少于父亲一人工作的家庭来看，Sandra
Hofferth 的说法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所以，可以认为 B 的说法正确。
3.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三段第一句话“All work and no play could make for some very
messed-up kids.”，指出没有玩耍的孩子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因此，答案应选 B。
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三段“自由地玩耍才能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
然而 3-12 岁的孩子只有每周 12 个小时这样做。”即孩子们参加的“unstructured play（自
由玩耍）”的时间太少了，那么参与非自由玩耍的时间就很多了，可知答案应选 A。
5.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A 的说法是第三段的内容，相关句是：“Unstructured play
encourages independent thinking.”“Unstructured play”等于“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因此 A 是正确的。B 的相关句：
“If they’re spending less time in front of the TV set, however,
kids aren’t replacing it with reading.”后半句说明孩子们不会以阅读来取代看电视，B 是
错误的。C 的相关句：
“Despite efforts to get kids more interested in books, the children spent
just over an hour a week reading.”，意思是尽管人们付出努力来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但孩子们一周仅有一个多小时用来读书。这一结果显然不是 fruitful。D 的说法在文中没
有直接提到。综合这些分析，可以判断 A 是正确的。
Passage 3
文章大意：
认识一个人，可以看他读什么书，结交什么朋友。人总要有书籍和朋友为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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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选择最好的，无论是书还是朋友。
一本好书可以是最好的朋友。它不会善变，是最有耐心、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在我
们身处困境时，它不会背弃我们。总是给予我们同样的仁慈，年轻时给我们惊喜和指引，
年老时给我们精神的抚慰。
人们常常发现彼此都为同一本书着迷——正如两个人有时会发现彼此拥有同一个
朋友。有一个古老的谚语，“爱屋及乌。”但另外一种说法更具有智慧：“爱我，就爱
我的书”。书是能够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更真实和更高级的纽带。人会思考和感受，并
且因彼此共同喜欢的一个作者而产生共鸣。他们生活在这个作者的思想之中，这个作者
也生活在他们之中。
“诗人的诗句，”Hazlitt 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诗
句，年老时会记得。我们认为它已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诗句是生活中物美价廉的拥
有。我们呼吸的是书的空气。”
书籍带给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灵，让我们听得到他们说的话，看得到他们做的
事，就像他们真的还活着。我们和他们一起同情，一起享受，一起悲伤。我们体会他们
的体验，感觉自己就像演员，生活在他们所描述的舞台上。
伟大而杰出的人物在这世间不会消逝。他们活在书里，灵魂超越了国界。书籍是活
着的声音，是依然值得倾听的智者。因此，我们依然受到伟人的影响，智者的精神永远
活着。
1. 答案：C
解析：主旨大意题。第一段的主要内容是可以从书和朋友认识一个人，我们应该选
择最好的书籍陪伴。
2. 答案：A
解析：猜测词意题。由下文“just as two persons sometimes discover a friend by the
admiration which both have for a third.”可以看出两个人有同一个朋友，是在说明其相似
性。
3.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可知前三个选项都符合原文，所以答案为 D。
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原文最后一段“Hence we ever rema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men of old.”可知伟人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停止。
5.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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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主旨大意题。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好书带给人的陪伴和影响，书中记载着伟大
的灵魂和思想，永不消逝。

Test 7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很显然电视有利有弊。
首先，电视不仅是一个方便的娱乐资源，而且也是相对便宜的娱乐设备。有一台电
视机，家庭成员就没有必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去剧院、电影院或者歌剧院。他们能够做的
就是按下按钮，或者转换把手，他们就能够看到电视剧、电影、歌剧以及每种表演。然
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是危险所在。电视观看者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他有遥控器，
他甚至不需要用腿。他不要做任何选择和运动，也不需要任何判断。他是完全被动的，
不需要任何努力，所有节目都呈现在他面前。
据人们所说，电视使一个人知道当前发生的事情，以及在科学和政治领域最新的成
果。最遥远的国家和最陌生的风俗都可以被带进一个人的客厅里。人们认为收音机也可
以提供这些服务，但是在电视上一切会更鲜活，更真实。然而，在这里又有危险。电视
屏幕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有魅力。我们开始习惯于看它上面的动画，如此
依赖于它的图片，因此它开始控制我们的生活。人们经常听到说他们的电视机坏了，他
们突然发现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做事情，他们又一次开始彼此交流。这引起我们深思，难
道不是吗？
这里有许多支持和反对电视的争论。我们必须意识到电视本身既不好也不坏。电视
机的社会价值取决于如何去使用它。
1.答案：B
解析：主旨大意题。短文第一段只有一句话：
“Obviously television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显然，电视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由文体知识可知，对于这种以
提出对立的两个方面（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开篇的短文来说，开篇一般就是文
章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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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对应的信息在短文第二段第一句：“In the first place，...but also
a comparatively cheap one.”（首先，电视……而且比较便宜），D 中的 relatively 就是该
句中 comparatively 的改写，它们都指“相对地，比较地”。A、B 两项都正好与原文意
思相反，而 C 项则属于抓住段落中 danger 一词进行的随意发挥。
3.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短文第二段后半部分首先指出：“Some people...think that this is
where the danger lies.”（有些人认为这正是电视的危险所在），然后分析了他们这样认
为的原因：“The television viewers need do nothing...without any effort on his part.”这些
原因综合起来就是说，电视观众完全是一种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这也就是 B 项的意思。
4.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A 项对应于第三段第一句：
“Television...keeps one informed about
current events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politics.”（电视使人们了解时事
以及科学和政治领域里的最新发展），因此就是本题答案。
5.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在短文最后一句：“It is the uses that is put to that determine its
value to society.”（是电视的用途决定着它对社会的价值），因此 C 项就是本题正确答
案。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当大多数人被问到此问题时，回答是否定的，他们
并不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更幸福。他们可能会说，他们的某一个邻居比他们都幸福。
“Frank 博士有他自己辉煌的事业，他的妻子也是社区里最漂亮和最有学识的女人。不，
我不认为我比他更幸福, 至少我的事业就没有他那么成功。”
大多数人都会拿一些他们认为比自己幸福的人作比较——亲戚、好友，甚至自己根
本不怎么了解的人。曾经，我遇到一个非常成功和幸福的男人。他谈到了自己对妻子和
女儿的爱意，谈到了他非常喜欢做脱口秀主持人，让我觉得他是少数的幸运儿，这一切
对他们来说都看似毫不费力。有一次我们谈到网络，他很感谢网络的存在。他可以查到
关于糖尿病的信息，他说他妻子受到糖尿病痛苦折磨并可能遗传给他们可爱的女儿。我
听到这个消息之前，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生活中没有任何不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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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存在。
这让我思考良久，旋即我在心中刻画出有关幸福的最有意义的影像：一个人幸福与
否跟他的生活处境几乎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那些有钱人比我生活更容易，可是他们
不一定比我们更幸福，而也有很多受过重大挫折的人能幸福的生活。不幸福就像是我们
看一件东西时，只盯着它最微小的瑕疵来看，就如一个光头告诉我，“每当我进入一个
房间，我看到的全是头发。”
让我们放弃“成就完美”的想像很难，然而金无足赤，任何人都可能不幸福。没有
勇气和努力就不会有幸福，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对幸福的追求当中。
1.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一段开始作者即提出问题，并按一般人的情况，给出否定回
答，据此可知答案为 D。
2.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二段第一句即说明此点，所以答案为 C。
3. 答案：B
解析：推理判断题。第二段前后对照来读，可以判断出答案为 B。
4．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二段最后一句明确提示答案为 A。
5. 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文中最后一句话有明确陈述，所以答案为 D。
Passage 3
文章大意：
我们探讨友谊这个概念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并不理解友谊的真谛。古希
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定义为三种：建立在功利之上的友谊，建立在愉悦之
上的友谊和建立在美德之上的友谊。
一种观点认为完美的友谊建立在美德之上。只有那些品德高尚而且拥有相似美德的
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才是最完美的。品行高尚的人，其行为是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爱
和友谊多半在品行高尚的人之间发生，而且以最高雅的形式出现。常言道，真正的朋友
必须同甘共苦，历经风雨。只有当两个人互相证明自己值得爱并获得对方的信任之后，
彼此方能接受对方为朋友。交友的意愿可能倏忽而至，但真正的友谊却要慢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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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传统的友谊观可以在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的著作里找到。西塞罗认
为，真正的友谊只能在好人之间发生。他进而将“好人”定义为“那些行为和生活无损
于自己的荣誉、纯洁、公平和开明的人；那些摆脱了贪婪和暴力的人；那些敢于依照自
己的信念说话和做事的人。”好人之间建立的这种友谊立足于美德，它确实可以带来物
质利益，但决不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人类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因此，在处理朋友
关系和其他关系时，优越于他人的人必须平等地对待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美德创造友
谊，美德使友谊之树常青。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友谊观由三个要素构成：朋友以相伴为乐；朋友必须彼
此受益；彼此都有志于崇高的事业。这些传统的友谊观告诉我们，两个品德高尚的朋友
是永不分离的，因为彼此认同对方的高尚品德。因此，认识朋友就是认识自我。朋友就
好比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朋友身上看清自己。置身于品德高尚的朋友之中，我
们会对美德达成共识，共同为之不遗余力。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原文第一句 “When it comes to friendship, our first problem is
that peopl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friendship really means.”可知答案为 C.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一段“…defined three kinds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based on
utility（功利）, on pleasure and on goodness.”可知答案为 B。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原文“And no two persons can accept each other and become
friends until each has proved to the other that he is worthy of love, and so won his trust.”可知
答案。
4.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原文“This kind of friendship does offer material benefits, but it
does not seek them.”可品德高尚的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但不以追求物质利
益为目标。
5.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最后一段的第一句原文可知答案。

Te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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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艾伦的来信
我听说了一个要在足球场旁边的 Parson 公园上建造三百所房子的计划。没有几个人
知道这个打算将我们的城镇扩大的计划。对我来说，Parson 公园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
是一个美丽的天然公园，当地人可以在此放松休息。这片小树林里有许多独特的树木并
且这里的小溪受到了渔夫和野鸟观察者的欢迎。这里很安静因为附近几乎没有几所房子
和公路。我认为失去这片公园会很糟糕，因为在这附近我们没有其他与其相似的公园了。
我反对这项计划也是因为它将会引起交通问题。住在新房子的人们将如何去工作
呢？高速公路和地铁站在城镇的另一端。因此，这些人每次出行的时候将不得不驱车穿
越城镇中心。
公路上将总是有很多车辆，没有地方停车，并且来参观我们这儿可爱的老式建筑物
的观光者将会离开这里。商店和旅馆将赔钱。如果这个城镇真的需要更多的房子，那片
在地铁站附近的空地是更合适的地方。
毫无疑问，通过出售这些房子建筑商们会赚很多钱。但是，在我看来，普通人将会
因这个计划的实施而快速地变穷。不但如此，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并且我
们的城镇将会失去很多快乐。我将在周一早上到当地政府办公室抗议这项计划，并且我
希望你们这些读者将会和我一起去那里。我们必须让他们停止这项计划，否则就来不及
了。
1. 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为什么 Alan 写这封信？ABC 选项在文中没有提到，D 选项的
意思是让其他人了解建筑商的计划，因此 D 是正确答案。
2.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在 Alan 看来，为什么 Parson 公园非常重要？第一段中提到“因
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天然场地并且当地人可以在此放松休息”。因此 C 是正确答案。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什么将会引起交通堵塞？第三段提到了，如果按照建筑商的计
划，那么“公路上将总是有很多车辆，却没有地方来停车”。因此选择 A。
4. 答案：D
总部地址：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 号楼六楼（翟营大街与东岗路交口） 官网：www.jxnedu.com·29·

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解析：细节理解题。Alan 说住在城镇的人们将来可能会怎样，本文第四段提到“普
通人将会因这个计划的实施而快速地变穷”。因此选择 D。
5. 答案：B
解析：主旨大意题。以下哪个是 Alan 制作的海报？Alan 在本文中一直在说抵制建
筑商在帕森场地上建造房屋的计划，因此选择 B，对帕森场地上的房屋说不。
Passage 2
文章大意：
我家 2010 年从中国广东的一个小乡村，搬到了美国，随身携带的不仅有我们的行
李，还有我们乡村的规矩、风俗习惯及文化。其中之一是年轻人必须敬老。很不幸的是，
这个家乡习惯导致了我在美国的第一次尴尬。
我在一家中餐馆做兼职服务生，有一次店里来了一对儿中年夫妇，那个女士问我为
什么他们的菜上的这么快。我告诉他我尊敬老人，所以先给他们上了菜。听我说完，她
满脸不高兴。我的经理恰巧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把我叫到一旁，花了很长时间告诉我
美国人比较敏感，他们不喜欢被看做是“老”人。我走回去，向那位妇人道了歉。他们
听我解释后，了解到之所以会产生不愉快，是因为文化差异，所以他们笑笑也就不生气
了。
在中国的乡村里，人们以老为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能活到这个年
纪的老人，知识和各种经验都非常丰富。年轻人之所以尊敬老人，因为他们知道，从老
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在美国，人们却认为变老并不是好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即将退休，或者身体
各种功能逐渐消退。在美国，为了延缓衰老的到来，人们会进行体育锻炼，比如慢跑，
女人会用各种化妆品，希望看起来年轻。当我告诉饭店的那对夫妇，我尊敬老人时，他
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说的话表示他们不再年轻。这是他们不愿意听到的。
自那以后，我改变了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不再尊敬老年人。我仍然尊敬
他们，但却不通过语言来直抒我的想法了。
1. 答案: 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中的“I told her that I had made sure they got their food
quickly , because I always respect the elderly.”可知答案。
2. 答案: C.
·30· 总部地址：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 号楼六楼（翟营大街与东岗路交口） 官网：www.jxnedu.com

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中的“As soon as I said that, her face showed great
displeasure.”可知他们听到 Jack 称他们为老者时，一点也不高兴。
3. 答案: 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中的“In my village in China, people are proud of being
old.”可知答案。
4. 答案: 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最后一段中的“After that, I changed the way I had with older
people.”可知答案。
5. 答案: 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最后一句“After the couple heard my reason, they
understood that the problem wa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so they laughed and were no
longer angry.”可知 A 选项不对；根据文章最后一句“but now I don’t show my feelings
through words.”可知 B 选项不对；根据第二段中的“I then walked back to the table and
apologized to the wife.”可知 C 选项也不对，故正确答案为 D。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分类广告与展示广告不同，它是将广告进行分组，刊登在报纸的某些部分，例如，
按照“求帮助”，“房地产”，“失物招领”等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组，其收费低于展示
广告费。分类广告方便读者，节省广告费。
对某类广告感兴趣的读者会针对性地寻找分类广告。如果版面上其他的广告比较
大，广告客户可以选择使用非常小的版面。显然，读者对分类广告的使用方式不同于其
他类型的广告，他会转向一个分类广告的页面，搜索能够满足他的需求的特定广告。由
于他的注意力是自愿的，因此广告客户不需要太多依赖于展示类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
以前，所有分类广告的版面大小相同，也没有显示类型的差别。然而，随着这种广告的
数量的增加，某一类别内的广告商之间也会出现竞争，为了更加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
在许多情况下，竞争的结果是广告的版面增加，并且添加了自己的标题和图片。这样，
分类广告实际上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房地产广告尤其如此。
1.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分类广告的优越性不包括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从文中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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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类广告的优越性在于收费低、无需很多的展现形式，以及更易吸引对某类广告感
兴趣的读者的注意力，因此 A、B、D 都正确。文中唯独没有提到 C。
2.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房地产业就是分类广告的其中一块。本题考察对“Real Estate”
的理解，它的意思是“房地产”，故选项 A 正确。
3.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当读者看分类广告时，他们会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从文中可
知，读者在看分类广告时和看展示广告的注意力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去浏览自己
感兴趣的类别，查找所需信息。故选项 B 正确。
4.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分类广告更多地依赖展现形式。文章最后指出，由
于竞争的加剧，分类广告商们不得不用大标题和图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故选项 A 正
确。
5.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因为现在更多广告的投入和广告商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所以
分类广告不断变化形式。文中指出，分类广告的变化是由于“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ch advertisements, however, each advertiser within a certain group is competing
with others in the same group for the reader’s attention.”，故选项 D 正确。

Test 9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设想一个来自非洲东部一个小乡村的男孩。他，自从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在照顾牛
群了。在 12 岁时，他就知道关于牛的知识比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多。然而，他却从没上
过学。这个男孩有过任何的教育吗？
教育一直在发掘关于你自己、关于你周围的人和事情。所有的关心我们的人，我们
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是我们的老师。事实上，我们从每个我们遇见的人身上
学习东西。我们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学习，并不是我们第一天上学的那一天。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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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新的经历，如发现一个鸟巢、发现我们附近的一条新路、和我们之前不喜欢的
人做朋友。当我们将这些经历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这些新的经历就变得更加有趣。
来自我们周围人的鼓励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多的去探索事物。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开
始发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你可能擅长烹饪、唱歌、或者踢足球。而发现这些的方式只
有亲自去做。因为只是单纯去想并不会告诉你，你是否擅长烹饪。
我们日复一日地学习到这么多知识。那么为什么学校这么重要呢？当然，有些东西
你在家里比在学校里学得更好，比如如何购物、如何帮助老人或者那些不能自己做每件
事的残疾人。在学校里，老师们帮助我们阅读和写字。正是有他们的引导，我们才开始
以不同的方式看事物。
1.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文章第一段举了非洲小男孩的例子，第二段开头就说“Education
is discovering about ourselves and about the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 us. All the people who
care about us — our parents, brothers, sisters, friends — are our teachers.”因此，作者举非
洲小男孩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教育有很多种方式。因此，答案应选 C。
2.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二段“In fact, we learn something from everyone we
meet. We start learning on the day we were born, not on the first day we go to school.”可知，
教育发生在任何地方。因此，答案应选 D。
3.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三段最后“You find this out by doing these things. Just
thinking about cooking doesn’t tell you whether you are good at it.”可知，你发现这些通过
这样去做。只是考虑烹饪不会告诉你是否你擅长它。因此，答案应选 D。
4.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第二段可知，我们开始学习是从出生开始的，并且随
时随地都可以学习，A 正确，B 错误，C 错误；根据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话“Just thinking
about cooking doesn’t tell you whether you are good at it.”可知，只考虑烹饪是不会告诉你，
你是否擅长这件事的，D 错误。因此，答案应选 A。
5. 答案：B
解析：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最后一段“At school, teachers help us to read and write.
With their guidance, we begin to see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可知，在学校里，老师们帮
助我们阅读和写字。正是有他们的引导，我们才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事物。因此，答案
总部地址：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 号楼六楼（翟营大街与东岗路交口） 官网：www.jxnedu.com·33·

专接本就来佳鑫诺！

应选 B。
Passage 2
文章大意：
学习如何写作就像参加一堂公共演讲课。我在班上问到是否有人曾经参加过这样的
课程，总有一些人举手。我问：“你在那堂课上学到了什么？”“嗯，主要的事情就是
学习怎样面对观众：不要拘谨，不要紧张。”
事实上，在当今，当你参加一个公共演讲课程时，你不会听到太多关于语法和词汇
的知识。相反地，你会被告诉怎样不害怕或不尴尬，在没有演讲稿的情况下，如何去演
讲，如何在观众面前生动地讲出来。事实上，公共演讲是为了克服长期神经紧张。
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写作的关键同样也是克服你的神经紧张，打破把你和读
者分开的无形障碍。你必须学会坐在你的口述记录机的打字机前，读给在另外一头的那
个人。
当然，公共演讲是观众正好在你的前面，问题会更简单。你可以看着他们直接和他
们说。在写作中，你是自己一个人，它需要更多经验或者想象力去抓住另外一个人，和
她或他说话。但是这个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或者说至少直到你达到相当自然或无意识
地在“纸上说”这个程度是有必要的。
1.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我”和学生的问答，可知课堂上主要学习如何不
紧张。
2.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对比处。第三段第一句起到呈上启下的作用，表明下
一句就是演讲和写作的相似之处，而 A 就是对该句的同义替换。其他选项并未按照题目
的要求对比演讲与写作，只是说明了写作必须做的，因此都不正确。
3.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四段第三句和第四句话可以看出，写作需要经验和想象力。
4.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最后一句中的“在纸上说话”，可推断作者认为写作如在
纸上作演讲一样，因此 D 正确。A 中的“few students”与事实不符；B 中的“speak with
a script”在文中未有提及；C 的表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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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案：D
解析：主旨大意题。文章的开头句就是全文的主题句，作者在前两段说明如何演讲，
从第三段开始，作者转向说明如何写作，文章的结尾句对开头句做出了呼应。作者之所
以将演讲和写作过程做比较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容易、更生动地被读者明白和接受，
因此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写作，而不是演讲。其余选项虽然文中都有提及，但只是各
个具体的侧面内容，不能概括全文大意。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他/她的作品挂在墙上，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作曲家写完了一部
作品，直到这部作品被演奏出来，人们才能听到这首曲子。专业歌手和演员身负重责，
作曲家依赖于他们。一个学习音乐的人，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演奏
家，就像医科学生要成为一名医生一样。大多数的训练都是技术性的，因为音乐家们也
像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一样需要训练自己的肌肉。歌手每天练习呼吸，因为他们的声带
需要肌肉的有效控制。
歌手和乐器必须使每个音符完全合调。钢琴家就没有这烦恼，因为音调早已在那等
着他们，钢琴调音师来调整仪器。但他们有自己的难点；钢琴弹起来不能像打击乐，还
有每个叠音必须发清晰。
这个问题正是指挥家所面临的：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每个音符以及它是如何发音
的，并且能够充满激情和无私的权威去控制。技术必须结合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解，否
则就是没用的。伟大的艺术家是那些对音乐能够驾轻就熟，并能演奏任何时代的作品。
1.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第一段第二句和第三句可以看出答案为 A，作曲家的作
品只有被歌手或演奏家演奏才能被听众听到。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第二句“it is the piano tuner’s responsibility to tune the
instrument for them.”可以看出答案为 B。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最后一段中“Technique is of no use unless it is combined with
music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这句话可以看出，技术必须和音乐知识和理解相
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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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答案：A
解析：猜测词意题。“arduous”一词的意思是“艰巨的；努力的”。从文章上下文
可以推测出学音乐的学生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训练。
5. 答案：A
解析：主旨大意题。根据文章大意，选项 B 只有第一段提到，作曲家的作品必须由
歌手和演奏家演奏。C 选项与文章无关，文章只有一小部分提到了 D 项。所以正确答案
为 A。

Test 10
满分：45 分 建议答题时间：25 分钟
Passage 1
文章大意:
Nick Petrels 是蒙特利尔的医生。他每周工作 60 小时。他每周在医院和他的办公室
照顾 159 名患者。他已经成为医生十年了。
Petrels 博士给他的病人提供了良好的医疗建议。但他不只是告诉他的病人该怎么
办，他也在电视里为他们唱歌，Petrels 博士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该节目采用意大利语，
英语和法语。医生用歌曲开始演出，然后提供医疗建议。他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了一个医
疗问题或疾病。之后，他会唱另一首歌。
Petrels 博士每周在自己的节目中出现和表演。该节目非常受到病人和喜欢他唱歌的
人的欢迎。他的梦想是在拉斯维加斯表演。他最喜欢的歌曲是情歌，他有一个都是他写
的爱情歌曲的光盘。佩特雷斯博士说：“我一直喜欢唱歌。当我唱歌的时候，我所有的
问题都消失了。”但是当 Petrels 博士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歌手，所
以他去了医学院。
有些人告诉 Petrels 博士，作为医生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 Petrels 博士说当他
唱歌的时候也在帮助人们。“我喜欢让人微笑。有时很难让病人微笑。医学和娱乐都尽
力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尽力让人感觉良好。”
1.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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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细节理解题。第一段告诉我们“He works 60 hours a week.”，在医院里“He
takes care of 159 patients a week.”他每周要照顾 159 个病人。
2.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的“He also sings to them on television.”，我们可得知
他被称为 a singing doctor 的原因。
3. 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的“The doctor starts the show with a song and then
gives medical advice.”，我们便可知道 Dr. Petrel 在他的节目中做了些什么。
4.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的第二句“The program is very popular with his patients
and with people who enjoy his singing.”可推知答案为 C。Dr. Petrel 受欢迎的不只在 Las
Vegas 这些地方和 Patients 这些人。
5.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最后一段最后一句的“They try to make people feel good.”告诉
了我们 Dr. Petrels 想干什么。
Passage 2
文章大意：
亲爱的朋友：
最近儿童读物的成功，使一般公众意识到，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越来越有必
要为新的作家培训，以创造每年价值 30 亿美元的儿童书籍市场......加上针对儿童和
青少年的故事和文章所需要的 650 多种出版商杂志。谁是适合的作家？他们是像你和我
一样的普通人。
但我就足够好了吗？我曾经可能在你现在所处的状态。我写作的想法被自我怀疑压
倒，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然后，我接受了来自于能够测试我写作潜能的组织免费提
供的帮助。结果那就是我需要的灵感。承诺得到了回报。该组织所做出的对我的承诺同
样将支付给你，如果你表现出基本的写作能力：在结束我们的课程后，你至少会完成一
篇适合出版的稿件。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完成课程之前会有任何出版物，但它却发生了。我卖出了三个故
事。我很快发现，在这个组织并不是不寻常。自毕业后，我已出版著作 34 个国家级儿
童读物和超过 300 个故事以及文章。我们提供免费的能力倾向测试，并会向你发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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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来介绍我们广为接受的家庭学习课程，进行一对一的基础培训。
今天实现你的写作梦想。没有什么比梦想被耽搁直至消失使人更伤心的了。
此致。
克里斯蒂·霍尔，导师
儿童文学研究所
1.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前三段话从不同方面告诉我们急需儿童书籍的作者。
2. 答案：B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第二句话得出答案是 B。
3. 答案：C
解析：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话中的“You will complete at least one manuscript suitable
to hand in to a publisher by the time you finish our course.”可以知道答案。
4. 答案：B
解析：推理判断题。Kristi Holl 用自己的例子证明该项目的可行性，同时也宣传了
该项目。
5. 答案：D
解析：猜测词意题。文章中的含义是“没有什么比一个梦想被耽搁更伤心的了，直
到它永远消失”。所以答案选 D。
Passage 3
文章大意：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越来越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球员。当
迈克尔·乔丹和拉里·伯德于 1992 年在巴塞罗那赢得金牌时，全世界都称赞美国教会世界
如何打篮球。不过，这个赛季，NBA 球员的 20％都不是美国人。NBA 负责人大卫·斯
特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趋势。在十月访问巴黎时，斯特恩概述了他对未来的展望，可能
会在 2010 年之前看到欧洲主办 NBA 比赛。
NBA 现在正计划向中国进军。经验表明，NBA 在中国的增长是爆炸式的，斯特恩
说。在中国的战略是电视转播。我们在中国做了 14 笔交易，包括地方和全国的有线和
卫星网络。“中国球员姚明的成功为中国的 NBA 营销突击铺平了道路。以 42 种语言在
200 多个国家播出的 NBA 将于 2004 年 10 月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测试，届时，休斯顿火
箭队将与萨克拉曼多国王队进行两场赛前比赛。NBA 运营者知道，在本土形势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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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在全球市场寻求补偿。
“球员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所有的 NBA 球队都知道他们必须走国际路线”，NBA 国际
公共关系副总裁特里·里昂（Terry Lyons）说。
国际化提高了 NBA 的竞赛水准。来自法国的托尼·帕克（Tony Parker）和来自阿根
廷的伊曼纽尔·吉诺比利（Argentan Emanuel Ginobili）在上赛季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
冠军赛中夺冠表明，许多人都可以获得美国同行人的尊重。其他人，比如休斯顿火箭队
的中国中锋姚明，和底特律活塞队 18 岁的塞尔维亚·米洛西奇（Serb Darko Milicic），
是正在冉冉升起的偶像明星。这是最终的革命——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教美国如何打篮
球。
1. 答案：B
解 析 ： 推 理 判 断 题 。 根 据 第 二 段 “ 20 percent of NBA rosters will be filled by
non-Americans.”，以及文章后半部分 Terry 说的话“it has increased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here.”可判断出外国球员将在 NBA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 答案：A
解析：猜测词意题。根据文章中间 Stern 所说的话，及下一自然段“The success of
Chinese centre Yao Ming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NBA marketing blitz in China.”可判断
出 NBA 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3. 答案：A
解析：推理判断题。通读全文，可得出这个结论：NBA 的球员组成将发生重大改
变，外国球员将占相当的比例。
4. 答案：D
解析：猜测词意题。从文章后半部“The NBA knows that it needs a global market.”
及“It doesn’t matter where the players come from.”可判断出 home soil 指的是美国本土。
5. 答案：C
解析：主旨大意题。tie 在这儿被用来比喻外籍球员，意思是说 NBA 需借助外籍球
员的力量来维持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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