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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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二） 

 

1.【解析】：答案 B. imaginary: 想象的，虚构的。A. imaginable: 可想象的，可能的。C. 

imaginating: 无此词。D. imaginative: 富于想象力的 

句意：在那次写作课上，老师让我们给一个虚构的人物写封信。 

2.【解析】：答案 A. enable: 使能够，使可能。B. make: 用在 make+宾语+动词的不定式

中时，动词前面不能加 to，这时是“使、让某人（或某物）做”的意思。在被动用

法中，动词前必须要加上 to。C. ensure: 1.保证；担保[+that][+v-ing]，2.使安全，

保护 [(+from/against)]。D. cause: 引起，使发生 

句意：这只鸟的大翅膀使它能够飞得很快。 

3.【解析】：答案 A. recognize: 辨认出，认出；认识；识别；承认。B. remember: 记得，

想起，记住，回忆，提及。C. know: 了解，知道，认识。D. make out: 起草，说

明，结论，辨别，理解 

句意：我的老同学改变了许多，以至于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4.【解析】：答案 D  at heart 内心里; 本质上 in person 个人地 on purpose 故意地 by 

nature 天性上 

句意：孩子们天生好奇心重。 

5.【解析】：答案 A 形容词短语(be)absorbed in 是因定搭配，意思是“聚精会神于……，专

心于……” 

[句意]他们专心致志地搞技术革新。 

6. 【解析】：答案 B 

句意：那个老人能够用手走路，我们都感到惊奇。 

[分析]amazed 的意思是“惊奇的，惊讶的”;shocked 的意思是“震惊的”，它跟 amazed 的区别

在于 shocked所指的震惊一般是指突然发生的，语气要比 amazed强;例如: I was shocked at the 

news of his death.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Amazed 表示在似乎不可能或不大可能的事

物面前所表现的巨大的惊奇或迷惑。有还有“惊叹”、“佩服”之意。例如：The teacher was 

amazed to find that a lazy student had gained a mark of 100 in an important test.老师惊奇地发现

一个懒惰的学生竟在一次重要的考试中得了 100 分。We were amazed at the ingenuity with 

which they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ies.他们在解决困难中所表现的智慧使我们惊叹。Frightened

的意思是“受惊吓的”;pleased 的意思是“高兴的，满意的”。 

7. 【解析】B 

[句意]当 Henry Mitchell 先生讲笑话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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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let out 的意思是“发出(声音)，释放”;let off 的意思是“使解脱，宽恕”;let down 的意思

是“使失望”;let go 的意思是“放开，松开”。 

8. 【解析】D 

[句意] 尽管困难重重，但她还是自己完成了这个项目。 

[分析] despite 的意思是“尽管，不顾”;as for 的意思是“至于……;就……而言”in spite 必须和

of 连用，形成 in spite of 结构，意思与 despite 相同，均表示“尽管，不顾”;besides 的意思是“除

了……之外(还)”。 

9. 【解析】B 

[句意]我们所收集到的与那一案例有关的情况很少。分析]add up to 的意思是“总计，意味

着”;make up for 的意思是“补偿，弥补”;come up with 的意思是“赶上，提出”;put up with 的

意思是“忍受”。 

10. 【解析】A 

[句意]所有的主要报纸都报道了中美贸易会谈的情况。 

[分析]report 的意思是“报告，报导”;print 的意思是“印刷”; announce 的意思是“宣告，宣

布”;publish 的意思是“公布，发布”announce 和 publish 用于主动态时，其主语一般是人或机

关团体。 

 

（二）近义词替换 

1. 【解析】答案：C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absolute，译为完全的，绝对的；A 选项为缺席的，缺少的;

不符合题意。B 为抽象的，深奥的，因此不对。C 为完全的，正确；D 为明显的，独特的；

不符合题意，不正确。 

译文：我们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2. 【解析】答案：A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induce, 译为引起，引诱；A 为引起；符合题意，故正确 B

为减少；C 为推论，推断；D 为介绍；都不正确。 

译文：那种易变性应当引起对一些有预谋的媒体责骂保持某种谦卑，尽管那很难做到。 

3. 【解析】答案：C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at leisure，译为从容不迫地；A 为接近；B 为逐渐的；D 为

匆忙的；都不符合文意。C 为从容地；因此正确。 

译文：一打开抽屉，我就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倒在我的围裙里，再带到我自己的屋子里从

容地检查着。 

4. 【解析】答案：B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appreciate，译为欣赏，感激；A 译为增加；B 为欣赏，享



 

太奇 MBA网 www.tqmba.com            3 / 4          中国 MBA网 www.mba.org.cn 

受；正确。C 为感谢；由于题中使用的意思为欣赏，故不正确。D 为抓住，不符合题意。 

译文：其他人需要欣赏和理解今天的你，而不是一些“完美”版本的你，或者可能在将来成为

他（她）伴侣的某个人。 

5. 【解析】答案：D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on behalf of，译为代表；A 为代表；名词，词性不对。B

为为了某人的利益；与题意不符。C 为期待；不符合题意。D 为以某人的名义；故正确。 

译文：我荣幸地代表我国政府向您转达如下内容。 

6. 【解析】答案：A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exclusively，译为专门地；A 为专有地，唯一地；正确 B

为包含地；C 为只是；D 为强调；均不符合文意。 

译文：不再是一个独生子女，她已经被剥夺了中国专门对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的权

益。 

7. 【解析】答案：C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incredible，译为难以置信的；A 为不可能的；B 为可使用

的；D 为困难的；都不符合题意。C 为难以相信的；正确。 

译文：他说道：“但是你们这些社团、政策组织和委员会现在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这绝对

是难以置信的。” 

8. 【解析】答案：B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controversy，译为争论，争辩；A 为相反；C 为阴谋；都不

符合题意。D 为争论；词性不对。B 为争论；正确。 

译文：他们的发现尚未发表，或许是由于这一争议。 

9. 【解析】答案：D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industrious，译为勤奋的；A 为工厂；B 为化学；C 为模糊

不清的；都不符合题意。D 为勤劳的；正确。 

译文：他们俩都是勤勉的学生，记录下了各种笔记。 

10. 【解析】答案：B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dedicate，译为献身于；A 为剥夺，失去；C 为逃脱；D 为

全神贯注于；都不符合题意。B 为投身于；正确。 

译文：她默默地发誓要献身于科学研究。 

11. 【解析】答案：A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ultimate，译为最终的；A 为最后的；正确。B 为无用的；

C 为致命的；D 为不变的；都不符合题意。 

译文：因此，对症状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应该有促成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或多个指示。 

12. 【解析】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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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potential，译为潜在的；A 为潜水艇，海下的；C 为可能性；

D 为野心勃勃的；均不符合题意。B 为潜在的；正确。 

译文：通过这一阶段，你应该已经明确了产品的用户和潜在用户，他们想从你的产品中得

到什么，以及谁是你的对手。 

13. 【解析】答案：C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substitute，译为替代物；A 为物质，实质；B 为学院；都

不符合题意。D 为代替；题中为名词，而 D 为副词，词性不对。C 为替换物；正确。 

译文：但效率是不快乐的替代品。 

14. 【解析】答案：D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precision，译为精确的；A 为完美的；B 为表演，表现；C

为加强；都不符合题意。D 为精确的，准确的；故正确。 

译文：这台精密仪器价值一万元。 

15. 【解析】答案：B 

本题考察近义词替换，替换词为 an annual，译为每年的；A 为精彩的；C 为有前景的；D

为适合的；都不符合题意。B 为每年的；正确。 

译文：每年向杰出的化学研究人员发奖是这个学会的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