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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奇 2015年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辅导 

基础班英语周测解析（综合二） 

 

（一）定语从句 

1．【答案】选 C。 

【解析】“和谁讲话”要说 speak to sb. 本题全句应为Do you know the man whom I spoke to。

whom 是关系代词，作介词 to 的宾语，可以省略。此句的意思是“你认识刚刚

和我说话的那个男人吗？” 

2．【答案】选 D。 

【解析】where 是关系副词，表示地点，在定语从句中作地点状语。所以在 CD 之间选择，

但是 where 是副词不需要再加介词 at。故选 D。此句的意思是“这个旅馆是我上

个月住过的那个旅馆。” 

3．【答案】选 C。 

【解析】when 是关系副词，表示时间，在定语从句中作时间状语。on which 也可以表示

时间状语，但是由于前面是年份，不能用介词 on，只能用介词 in，故错误。因

此正确选项为 C。此句的意思是“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年份吗？” 

4．【答案】选 A。 

【解析】which 是关系代词，在从句中作 forget 的宾语。其他几个答案都不能作宾语。此

句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5．【答案】选 A。 

【解析】本句话的先行词应该是 films,因此，关系代词 that 是负数概念，其谓语动词应用

复述的被动语态 have been shown。如果句中的 one 前面使用了定冠词 the，则 the 

one 应该视为先行词。此句的意思是“这是今年上映的最好的电影之一。” 

6．【答案】选 A。 

【解析】with which 是“介词+关系代词”结构,常用来引导定语从句。with 有"用"的意思,

介词之后只能用 which,不能用 that。 with which 在定语从句中作状语,即 he is 

writing with a pen. 此句的意思是“他正在写的那支笔是我的。” 

7．【答案】选 D。 

【解析】whose 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 family 的定语。此句的意思是“你们班上

有谁的家庭是在这个国家的？” 

8．【答案】选 D。  

【解析】such…as 是固定用法,as 引导定语从句时,可以作主语,宾语或表语。在本题中,as

作表语。此句的意思是“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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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选 B。 

【解析】as 作关系代词可以单独用来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这时 as 所指代的不是主句

中某个名词，而往往指代整个主句的含义。as 在从句中可以作主语、宾语。从句

可放在主句后，也可置于主句前。在本句中,as 作宾语。此句的意思是“总所周知，

他很擅长英语。” 

10．【答案】选 B。 

【解析】things 和 persons 是先行词。当定语从句要修饰的先行词是既表示人,又表示物

的名词时,其关系代词要用 that。此句的意思是“他经常谈起过去在学校的那些

人和那些事。” 

 

（二）状语从句 

1．【答案】选 C。 

【解析】考查原因状语从句。句意：中国的房价成为两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因为普通

的人在城市买套房越来越难。根据句意选 C。 

2．【答案】选 B。 

【解析】考查让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吃好点儿，多运动

点儿，睡足点儿是困难的，即使我们懂得应该做怎么做。根据句意选 B。 

3．【答案】选 D。 

【解析】由语境可知：“如果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要许诺。”故选  D. unless，除非

的意思。 

4．【答案】选 B。 

【解析】考查地点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不要看不起鲍勃。他有他自己的优势。----

是的。别人弱的地方他强。此处 where 引导地点状语从句。 

5．【答案】选 B。 

【解析】考查主语从句及状语从句的连接词。What 在主语从句中作主语；the moment 表

示“一…就…”。句意：--我想提醒你的是把那本书还给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一看

到他就把书给他。 

6．【答案】选 B。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尽管在国外学习可能会难，但它能拓宽你对世

界的理解。此处 while 意为：尽管，引导让步状语从句。 

7．【答案】选 B。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只要你不灰心，我相信你会通过考试的。根据

句意选 B。as long as 是只要的意思，unless 除非，if not 如果不，although 虽然，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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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答案】选 C。 

【解析】考查让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妈妈的爱是真正的爱！她从不会停止对你

的爱不管你成为什么或做了什么。根据句意选 C。有同学可能觉得此处差一个

空，一般我们理解是无论你变成谁，和无论你做什么，但是此处可以合二为一，

意为无论你变成什么和无论你做什么。 

9．【答案】选 A。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语境：---我的衣服太随便了吗？--不，你想怎么穿就怎

么穿。根据句意选 A。此处应该是由 as 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其他几个选项都

不能引导方式状语从句。故 A 为正确答案。 

10．【答案】选 C。 

【解析】考查比较句型的用法。句意：--你怎样看待法语—依我看来，法语和英语一样

难。as…as 是一个比较级，中间跟形容词和副词的时候只能跟形容词和副词的

原级，中间有名词的时候，要采用以下形式：as +形容词+ a +单数名词+as。故

只能选择 C 选项。 

11．【答案】选 D。 

【解析】考查地点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你使用词典之后，请把它放在它属于的地

方。此处 where…的地方，引导地点状语从句。 

12．【答案】选 B。 

【解析】由语境可知：“流行音乐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至于它已经影响了我们

的语言”，所以下划线处之后表示结果，应选用与前面的 such 连用引导结果状

语从句的 that。A. as 中的 as 与 such 搭配，as 可以引导定语从句，但后面句子

中不能有 it。故选 B. that。 

13．【答案】选 B。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Cynthia 对她所做的一切不感到羞耻，即使她

做了错事。in case 以免；even though 即使；as though 似乎；now that 既然。根

据句意选 B。 

14．【答案】选 B。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provided／providing／assuming(that)…是 conj，引导从句，表示

“假设，如果”。句意：只要费用不是太昂贵，我将去美国强化我的英语。 

15．【答案】选 D。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every time 名词词组用作连词，用来连接时间状语从

句。While 连接时间状语从句时，从句的谓语动词应是延续性动词。句意：疯

狂英语的创办人李阳说道每次他遇到一个句子，他都会把他抄下来。 

16．【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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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你不能埋怨孤独既然你尽力去见人们并和他们

交朋友。此处是考查 when 的用法，when 可以做连词，意为考虑到，既然，如

果之意，符合题意。While 表示的是一段时间，在此处不符合逻辑。 

17．【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连词的用法。固定句型“It is/will be + 一段时间+before…”表示"要过...

时间才...”句意：--时间过得飞快，是吗？--是的，只要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

参加 2013 年的高考了。 

18．【答案】选 D。 

【解析】考查时间状语从句。解题关键是：掌握 not…until…句型。“直到他恍然明白那

不是他的错，他才心情稍微好一点。” 

19．【答案】选 B。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的连词。while 位于句首可译成“虽然”，位于句中可译成“然而，

但是”，表对照、对比关系。句意：格林先生喜欢摇滚音乐，然而他的妻子却

一点也不感兴趣。 

20．【答案】选 A。 

【解析】主句与从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you’ve got a chance”表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

因，因此应选用表原因的 now that“既然”。注：“might as well，不妨---的好” 。

故选 A. Now that。句意：既然你已经拥有这次机会，你最好充分利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