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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奇 2015 年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辅导 

基础班英语周测（阅读 2）解析                                                    

Passage 1                                                      

1. 【答案】D 判断题 

 【解析】根据第二段最后一句 Use of the devic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ince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1980s, with about 5 billion cell phones now in use worldwide. 

（自从手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被生产出来， 手机的使用就显著增加了，

现在全世界有大约 50 十亿手机用户）可知 D 选项为正确答案：现在全世界有

大约 50 十亿手机用户。 

2. 【答案】C 原因题 

 【解析】题干译义为“Volkow 博士很震惊，原因是„？”根据题干定位到原文第二段

第一句 Volkow said she was surprised that the weak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电

磁辐射） from cell phones could affect brain activity,（ Volkow 博士说她很震惊

的是手机发出的微弱的电磁辐射会改变大脑的活动。 下文中提到了 Volkow's 

team studied 47 people who had their brain examined while a cell phone was turned 

on for 50 minutes and another while the phone was turned off. While there was no 

complete change in brain metabolism, they found a 7 percent increase in brain 

metabolism in the region closest to the cell phone antenna when the phone was on.

（Volkow 博士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仔手机开机 50 分钟的那

一组中， 最靠近天线的那部分那脑区域新陈代谢增加了 7%）因此 C 选项为正

确答案，她发现使用手机五十分钟左右可以影响或改变大脑活动。 

3. 【答案】B 细节题 

   【解析】根据题干定位到第二段最后一句 Use of the devic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ince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1980s, （自从手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被生产出来， 手机的使用就显著增加了）1980s 早起即为 1980—1985 年之间。

所以 B 选项为正确答案。 

4. 【答案】C 含义题 

 【解析】根句原文 but she said the findings do not shed any light on whether cell phones 

cause cancer. “This study does not in any way indicate that. 代词 that 所在的句子

说”这个研究没有显示那个“回指上文中的内容。 根据代词回指上文内容，上

文内容谈及”手机可能造成癌症“， 因此 C 是答案。（使用手机可能造成癌症

的事实） 

5. 【答案】A 主旨题 

 【解析】答案为 A（手机辐射有害吗？）。这篇文章主要讨论手机辐射对大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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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2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格林童话的由来、它的暴力性使得有些故事少儿不宜、以及即便它有

这种负面效应但仍然成为经典的原因。 

1. 【答案】B 细节题 

 【解析】根据第二段 But the Grimms needed money. So he took the hint and set to work to 

make a book that would be suitable for children.。可知 Grimm 家是因为缺钱而去为

儿童写书，因此选择 B。 

2.  【答案】C 细节题 

 【解析】根据第三段 When he revised the tales for children, Wilhelm Grimm retained(保留) 

the violence，可知选项 C 错。 

3.  【答案】D 含义题 

 【解析】根据第三段 From example 后面几句话的描述，在第一个版里，Cinderella 最终

原谅了她的姐妹们。但是在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第二版里，Cinderella 的鸟把她

姐妹们的眼睛啄下来了。可知是增加了暴力性。 

4.  【答案】B 细节题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句，延续下来的童话是一些奇幻的冒险，这些冒险的经历能帮

助孩子们应付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和挣扎。 

5.  【答案】C 主旨题 

 【解析】全文都是围绕格林童话展开的。A、D 概念太宽泛，B 只有在第一段里才提到。 

 

Passage 3  

    这是一篇议论文。文章首段提到互联网作为全新的独立领域，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

这一点让新科技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非常关注。然后在第一段剩余部分和第二段分别阐明

两方的具体看法。第三段至最后一段作者指出两方都是错的，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实

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答案】 B  细节题  

 【解析】此题考查单一细节。B选项意思是虚拟世界是没有边界的，这与第一段“placeless 

datasphere（无边界的数据领域）”一致，并且与后面的例子中“cyberspace does not 

lie within your borders”也吻合。A选项符合一般常识，但原文advocates并无此说

法，属于常识错误。C选项与原文说法不一致，原文是virtual world was a placeless 

datasphere, literated from constraint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 real world，意思是virtual

从现实世界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而C选项意思是数码空间解放了现实世界，

是对原文的曲解。D选项的意思是数码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进入，这里for free

指的是免费，而不是“自由”。这与第一段最后一句不符合。  

7．【答案】 D 例证题 

 【解析】此题考查例子所起的作用。正确选项D与原文第二句对应，第二句话指出支持

新科技的人喜欢虚拟世界是自由世界这个概念，而下文提到的Barlow实际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因此D最符合原文。A对Barlow的话断章取义，他并非在批

评工业国家政府，只是在表明自己支持虚拟世界的态度，并且作者提到Bar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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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不是他的发言本身，而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B范围过大，反推一下，

如果B为正确答案，则John Barlow的话是为了证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这个

主题，而文章行文并非如此，所以应排除。C选项扩大了主题，John Barlow只

是在倡导网络世界的公平，而C选项去掉了倡导公平所在的范围。  

8．【答案】 A  细节理解  

 【解析】此题考查关于新技术的批评者们的细节准确理解。相关讨论是在第二段。正确

选项A对应了最后一句话。互联网会成为“终极孤立技术”，这个孤立指的是人

沉溺于互联网而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和朋友交流。A选项意思是关注的是人从现

实世界隔离开来，这包括了人只进行虚拟世界的交流而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减

少。选项B担心朋友永不见面的说法太绝对。C偷换概念，原文指的是沉溺于网

上的社交网站，而并非一般的社会关系网，social networks的意思是“社交圈子，

关系网”的意思。D项里孤立的对象和范围与原文不一致，选项里指的是将人们

在网络里隔离开，而原文指的是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隔离开。  

9．【答案】 C  推理  

【解析】此题考查基于全文多个细节的推理。C与第三段的表述一致，即人们在网络上

的活动也会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活动，第三段第四、五句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A

与第三段第二、三句不一致，原文指出虚拟世界里同现实世界一样都有crime and 

fraud犯罪和欺诈。B是对第四段第三句的曲解。原文意思是线上和线下聊天的区

别已经不再重要，而不是两者不再有区别，同时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一般客观常

识。D与第三段第四句不相符，原文只是提到网络游戏玩家在虚拟世界里会赚到

真正的钱，他们发现收税的人现在想要了解这种情况，但并没有明确说现在必

须缴税。  

10．【答案】 B态度+结论  

【解析】此题考查对作者看法和结论的正确理解。B 对应最后三段的讨论内容，即作者

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密切相连的。A 违反作者态度，第三

段首句作者就指出两方都错了。C 与作者态度相反，全文最后一句说：这种融

合可能不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和批评家们能够预见的，但照样很适合其他的

人。这表明作者是支持虚拟与现实结合的。D 是批评家们的态度，并非作者的

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