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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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析      

Passage 1 

1. 【答案】 C 细节理解题 

【解析】C 选项意为：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第三段指出，它（指：平均通货膨胀率）

也比多数预测者预测的低。《经济学家》杂志每月调查的经济学家小组称：1995年美国平均

通货膨胀率会达3.5％左右，但是，8月份它实际降至2.6％，全年也不过3％左右；在英国和

日本，平均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底预测的低0.5个百分点（或：半个百分点）。而且，在过去几

年里一直是如此（this is no flash in the pan）：在英美两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比预测的要

低。 

  A 意为：通货膨胀与利率有直接关系。第一段第二句明确指出：利率与通货膨胀间的

关系是不确定的。B 意为：经济（的运行）总是遵循某些模式（或：规律）。第一段指出，

“使经济软着陆”“使经济刹车”，人们经常使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货币政策的作用，听起来它似

乎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事实远非如此（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它根本就不是

一门严谨精确的学问）。下文从持续低的通货膨胀率的意外的形势来说明了经济运行难以预

测。D 意为：经济学家们预测到了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反，正如第四段第一句所指出的，

经济学家对目前有利的通货膨胀率始料未及。另请参阅上文分析。 

2. 【答案】B 判断题 

【解析】B 选项意为：极低的失业率会导向通货膨胀。第四段指出，从传统的（衡量）

标准来看，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生产并没有滑坡（productive slack），例如：美

国的设备（能力）利用率（capacity utilisation）今年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失业率已低于

多数正常失业率所允许的数字——过去认为：失业率低于正常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就开始

上升（take off）。 

  A 意为：制定货币政策如同开车。根据第一段第四、五句，在政策的变化对经济起实

际作用之前，会有很长而难以确定的（variable）时间差（lag 意为：滞后性）。所以，许多

人把货币政策实施过程比作驾驶一辆遮住挡风玻璃、后视镜已断裂、方向盘有毛病的汽车。

换言之，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很大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或盲目性。可见，A

表达的意思不确切。C 意为：通货膨胀导致高失业率。注意，在这里，inflation 一词前没有

修饰词，实际上，过低的失业率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参阅上文分析。D 意为：利率

对经济有直接而迅速的影响。 

3. 【答案】 A 含义题 

【解析】 a flash in the pan 意为：昙花一现，偶然出现的情况。[B]、[C]、[D]均不对。 

4. 【答案】 D 态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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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D 选项意为：对……感到惊奇，认为……不可思议。本文主要评述了目前良好

的经济形势，它是由持续低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是始料未及的。作者强调了目前形势的

始料不及的一面（尤其是第二、三、四段的描述）。 

  A 意为：批评。B 意为：因……感到困惑（不解）。C 意为：对……感到失望。 

 

Passage 2 

1. 【答案】C 原因题 

 【解析】该小题考查的是考生对具体信息的理解能力。 

  题目问的是并购支持者为什么认为铁路行业内不会形成垄断。答案要在第二段的前半

段中找，后半段说的是货主们的观点。支持者认为：“Any threat of monopoly, they argue, is 

removed by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trucks.”，意思是：因为要和卡车（指公路运输）竞争，所

以不存在垄断的可能。所以 C 选项最符合文章的意思。 

  A 项不对，文章说支持者认为合并能降低成本，与竞争没有关系。 

  B 项没有根据。 

  D 项把主语和宾语弄反了，而且也不是支持者的观点，所以也是错误的。 

  该小题属中等难度，区分度很好。 

2. 【答案】D 态度题 

 【解析】本题问的是货主的态度，要求考生根据文中所提供的线索做判断。 

  通过文章中几处对托运商的描述，如：“But many shippers complain that...”（第 2 段），

“Many captive shipper also worry...”（第 5 段），“Many captive shippers fear that...”（第 5 段），

我们可以判断出货主的态度是忧虑的，对未来的状况忧心忡忡。所以 D 选项是正确的。 

  较多的考生选择的是 C。C 项的含义是“愤怒的”。这篇文章是论说性的文章，反映的是

各方对铁路行业内合并的趋势和前景的看法。文中的许多描述用的是将来时，因为是对未

来的推测。文中并没有线索说明货主们有强烈的敌对情绪，C 项言过其实了。 

  该题的难度值较低。 

3. 【答案】C 推断题 

  【解析】该小题考查的是考生的推理、引申能力。 

  A 项正好与原文意思相反。从第三段第二句中，我们得知铁路公司合并后，铁路公司

向货主们收取的费用是以前的 20％至 30％，所以，应该是“Shippers will be charged more 

without a rival railroad.”。 

  B 项缺乏依据，所以也是不对的。 

  C 项是正确的，因为文章里说到：货主们若认为铁路公司收费不合理，可以向联邦政

府的机构申请降低收费。但是，因为申诉的过程耗时费钱，所以极少人提出申诉。由此，

我们可以推断出受到剥削的货主们不大可能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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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项说的是政府能保证铁路行业内的公平竞争。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事实上，由于货

主们申诉的困难大，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根本管不着。 

  该小题属中等难度偏易的题目。 

4. 【答案】B 含义题 

  【解析】该小题考查的是考生猜测生词词义的能力。 

  “arbiter”的意思是“仲裁者”。考生可以通过上下文猜测到这个含义。这个词出现在第四

段的最后一句，其实它要表述的内容已在前一句体现了：“It's a theory to which many 

economists subscribe, but in practice it often leaves railroads in the position of determining which 

companies will flourish and which will fail.”。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出“arbiter”指的是“those who 

are in the position of determining something”，就可得出答案 B。 

  考生应知道，语言交流中，重复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段，以强调某个信息或观点。文

章中也常会利用重复手法。所以，考生猜测词义时不应只限于一个句子，而应从上下文寻

找线索。 

  D 项虽有“determine”一词，但是意思不对。文中说的意思是，因为铁路对不同的顾客收

取的费用不同，这种不公平使铁路公司无形中决定了托运商的命运（一些托运商的花费就

会比其他托运商的高出很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效益），所以铁路公司就好比是商场中的裁

判，能决定谁赢谁输。D 项的含义不准确。 

  该题属中等难度的题目，区分度较好。 

5. 【答案】A 原因题 

  【解析】该小题问的是铁路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考查的是考生对文中因果关系的把

握。 

  最后一段以具体事例说明，铁路公司并购需要借很多的资金，是铁路公司目前的收入

远远不能填补的。所以，铁路的经营成本提高。A 是正确的。 

  至于 B 项，文中提到铁路公司还没有足够的钱去增加投资，以满足快速发展的交通的

需要，但是，这并不是引起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文章的重点并不在此。 

  C、D 项都毫无依据，都是错误的。该小题属中等难度的题目。 

 

 

Passage 3 

 这是一篇议论文。文章首先以手机为例说明跳跃式新技术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的意义，然后用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的研究证明跳跃式技术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才能快速发

展。  

1．【答案】C  例证题  

【解析】 本段使用手机为例，是为了说明手机的重要作用。C 选项“证明新技术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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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发展中国家”符合原文第一、二段的主题句。AB 选项错在就事论事，只是说明手机的

作用，而原文手机只是新技术的一个代表。D 选项…on the economy 影响的范围错误，

原文只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2．【答案】 A  细节题  

【解析】第三段首句就指出世行的报告强调中等科技的坚实基础决定最新技术能否广泛

传播。然后以发展中国家为例说明基础设施对于现代技术的支持作用，以具体数据表明，

缺乏基础设施，新技术无法迅速普及。因此 A 选项最符合原文。B 选项与原文完全冲突。

C 选项是对第三段第三句的曲解，原文意思是缺乏有效电力计算机和宽带互联网没有多

大用处，这并非是在批评这两者，而是在说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D 选项在原文没有依

据，该报告并未说明 100 元上网本的可行性。  

3．【答案】 D 推理题  

【解析】D 选项与原文主旨相符，上一题中也有说明。干扰比较强的为 A 选项，意思是

最新技术可能是在浪费钱。注意这在原文并未这样直接说明或间接暗示。文章里怀疑者

的说法是，这些钱是否花在教室等方面更好一些，是对钱的用途进行的比较，但这不等

于说这些钱花在上网本上就是浪费。                                                                          

4．【答案】 C 细节题                                                                              

【解析】 C 与第四段最后一句一致，世行的报告用具体数据指出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发

展缓慢，。A 说法太过绝对，与原文第四段第三句不符，文章指出 67 个发展中国家接受

率为 5%。B 说法与第一句不一致，新技术并非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发展很快。D 选项意思

是“（新技术）鼓励人们跟随（新技术的）早期采纳者”，文章并未表明这两者之间有鼓

励作用。                                                                                                      

5．【答案】 B  主旨题                                                                              

【解析】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依赖。A 选项的内容只

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新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但后面的内容并没有继续论述，而

是转到了基础设施的意义讨论上。因此 B 选项是最佳答案。干扰项 D 意思是跳跃式技术

不如基础设施重要，文章并未将两者重要性进行比较，只是说前者发展对于或者的依赖

关系，两者在发展优先权上是有先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