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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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三）详解 

1.【解析】答案：C. let alone 的意思是“更不用说，更别提”。例如： He has o chairs in his room, 

let alone a sofa.他房间里连椅子都没有，哪里谈得上沙发呢？由些可见，C 符合题意，为正

确答案。all else 的意思是“其他所有的”；much worse 的意思是“更糟糕的是”；less likely 的

意思是“更没可能的是”。Likely 在作“预期的，可能的”解时，只能用在 be likely to do sth.或

be likely that……结构中。例如：She’s very likely to ring me tonight.她今晚很可能给我打电话。

或 It’s very likely that she’ll right me tonight.很可能今晚她要给我打电话。 

句意：如今越来越少的工人期望在同一领域干一辈子，更别提同一家公司了。 

2.【解析】答案：D. relatively 的意思是“相对地”；actually“实际上”；comparatively 的意思是

“比较地”；annually 的意思是“每年” 

句意：每年的洪水造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3.【解析】答案：B. resource 的意思是“资源”，但表示这个意义时常用得数，例如：natural 

resources“自然资源”。Material 的意思是“资料，材料，物资” 

句意：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应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 

4.【解析】答案：D. ability, competence 和 capability 均可用“能力”解，其有法有细微的差别。 

Ability 指智力或体力上的能力，主要指人，说明他能否做一件事。其后接不定式或介词 in，

for。例如：To do the work well will require political zeal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grasp what is 

essential.要做好这里作不仅需要有抓住要点的能力，还需要有政治热情。 Capability 与 ability

互通，也指智力或体力上的“能力”。常指天生的或潜在的能力，在这意义上，它与 ability

不同，后者常可指学到的能力。Capability 后接介词 of 或 for，一般不接不定式。capability of

后接主动意义的动作；capability for 后接被动意义的动作。例如：The essay is a roof of the 

writer’s capability of using the right word in the right place. 这篇文章证明作者能在适当的地

方用适当的词。Apart from a small handful of die-hards, everybody has the capability for being 

remoulded. 除了少数死硬派之外，每个人都有改造好的可能。本题含有 Franklin 天生具备

的政治家的天赋能力，所以选 D 比较恰当。Capacity 主要指容纳或课收的能力，可用于人

也可用于物。 

句意：Franklin 作为发明家的天才可与他作为政治家的才能媲美。 

5.【解析】答案：C. continue 的意思是“（使）继续，（使）连续”；regret 的意思是“遗憾，

抱歉”；stop 的意思是“停止”；finish 的意思是“守成，结束”。 

句意：甚至老师已经进入了教室，她还在说话。 

6.【解析】答案：B. stand up to 的意思是“经受得住，勇敢地面对”。例如：Why don’t you sand 

up to your   boss when you know you’re right? 如你明知自己对，为什么你没同你的头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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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My wife’s health will not stand up to this cold, damp climate 我妻子的健康受不了这种寒

冷潮 湿的天气。look up to 的意思是“敬仰，尊敬”。例如：He is looked up to by everybody 

there. 他在那里受众人尊敬。没有 keep up to 和 hold up to 的搭配。 

句意：尽管这种可能性经不起斟酌，但是他的理论是对的。 

7.【解析】答案：A. merciful 的意思是“慈悲的”；impartial 的意思是“偏袒的，公正的”； 

conscientious 的意思是“责任心的，煞费苦心的”；conspicuous 的意思是“引人注目的” 

句意：尽管人犯了罪，可是这位仁慈的法官没有把他送到监狱。 

8.【解析】答案：D. recognize 的意思是“认出，识别”；remember 的意思是“记得，回乙起”；

reorganize 的意思是“重编，改组，改建”；recount 的意思是“重新点数，说细讲”。 

句意：尽管这个妇女好长时间没有看过他儿子的笔迹，但是她还是一下子认出来了。 

9.【解析】答案：D. regardless of 的意思是“不管，不顾”；with the exception of 的意思是“除……

之 外”；by virtue of 的意思是“由于，因为”；in the light of 的意思是“按照，根据”。 

句意：本国的每个人均有权居住在他愿意居住的地方，不管其肤色如何。 

10.【解析】答案：B. overdraw 的意思是“透支”；overextend 意思是“货款过多”；overvalue

的意思是“估价过高，对……定价过高”；overpay 的意思是“多付款”。 

句意：如果客户已知有一笔存款即理，则可短时期内透支其往来账户。 

 

 

（二）. 近义词辨析（选出划线单词的近义词） 

1. 【解析】答案 A 

In place 准备就绪，ready 准备就系，there 那里， in hand 在手中，likely 似乎；好像，所

以 A 选项正确。 

2. 【解析】答案 C  

Capable 在本题里根据句意判断是能力的意思 A.知识，B.技能 C.能力 D.声誉，所以 C 选项

正确。    

3. 【解析】答案 A  

on a budget 节省费用；精打细算，A.节省费用，B.债务 C.合理的 D.依赖的, 所以 A 选项正

确。 

4. 【解析】答案 A 

fancy 喜欢，喜爱 

A.喜欢；B.思考 C.形象 D.花哨的 所以 A 选项正确。 

5. 【解析】答案 A 

Surplus 在此句的意思为盈余的。A.额外的，多余的 B.附加的 C.分红 D. 加。所以 A 选项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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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析】答案 B 

Absorb 吸收，在此句的含义为大脑的记忆。所以 B 选项正确。A.存钱 B.记住 C.持续 D. 包

含 

7. 【解析】答案 A 

Preliminary 开始的，首先的 A.开始的 B. 灵长类动物 C.之前的 D.特权。所以 A 选项正确。 

8. 【解析】答案 B 

coach 在此句的含义为训练，A.劝说  B.训练；火车  C.呼吁 D. 训练。所以 B 选项正确。 

9. 【解析】答案 C 

recession 萧条  A.转变 B.逆转 C.萧条 D.恢复   所以 C 选项正确。 

10. 【解析】答案 D 

catch up 追赶上 A.修理 B.返回 C.起床 D.超过，追赶上。所以 D 选项正确。  

11. 【解析】答案 B 

resentment 愤恨，不满 A.不同意 B.激怒，愤怒 C.和谐 D.愉快。所以 B 选项正确。 

12. 【解析】答案 D  

reshape 重塑 A.改变 B.影响 C.组成，编造 D.更新；恢复。所以 D 选项正确。  

13. 【解析】答案 B 

under fire 遭受攻击；受到严重批评。此句说的是 Ms. Simmons 因为工作的失职受到批评。 

A.攻击 B.批评 C.烧伤 D. 破坏，毁灭。所以 B 选项正确。 

14. 【解析】答案 A 

fled to 逃到，此句里应译为转投到……，转向…… 经济萧条会威胁到还没有转向互联网的

广告和读者（萧条会使广告和读者从报纸转向互联网）。A.转向 B.飞向 C.申请 D 诉诸于，

采取. 所以 A 选项正确。 

15. 【解析】答案 A 

reliance  n.依靠，依赖。A.依靠 B.必然的事 C.信心 D. 装置。 A 选项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