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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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三） 

倒装/强调/省略 

（一）倒装 

1.【答案】选 A。 

 【解析】not until 引导状语从句位于句首时，主句要倒装，答案为 A 。句意：直到河里

的鱼全死了，他们才意识到污染有多严重。 

2．【答案】选 B。 

【解析】副词 then 位于句首，句子应使用全部倒装语序，将动词直接移到主语前面。注

意：当句子的主语是人称代词时，尽管副词位于句首，主谓语序不倒装。 

句意：安静一会儿，突然一阵喧嚣。 

3．【答案】选 B。 

【解析】本题考查 neither 或 nor 连接句子时语序的倒装，答案为 B。句意：--你知道吉

姆和他兄弟吵架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 

4．【答案】选 B。 

【解析】hardly...when 和 no sooner ...than 是两个固定句型，前半部分置于句首，其后分句

要倒装，答案为 B 。句意：他一进到房间，电话铃就响了。 

5．【答案】选 C。 

【解析】only 引导的介词短语或从句位于句首修饰状语时，句子谓语要部分倒装，答案

为 C。句意：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它做好。 

6．【答案】选 C。 

【解析】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是表示方位意义的介词短语，位于句首时，句子要使

用全部倒装语序。 

句意：山脚下是一个村庄。 

7．【答案】选 C。 

【解析】only 修饰介词短语时，并位于句首时,句子要倒装，答案为 C。句意：仅仅一个

小时前，老师就知道他为什么缺席了。 

8．【答案】选 B。 

【解析】there 放于句首，主语是代词时，主语和谓语的位置不变，仍保留陈述句式，答

案为 B。句意：他们来了。 

9．【答案】选 A。 

【解析】only 修饰句子的状语，位于句首，要部分倒装。若 only 修饰的状语从句不倒装，

则主句要倒装，答案为 A。句意：只有当你完成你的家庭作业，你才能回家。 

10．【答案】选 B。 

【解析】由否定词 never, not, hardly, little, seldom, rarely, nowhere 和否定意义的短语 in no 

way, in no case, at no time, by no means 等引起的句子，常用倒装语序，答案为 B。

句意：我在这儿工作的这几年，我很少犯错。 

 



 

太奇 MBA网 www.tqmba.com            2 / 3          中国 MBA网 www.mba.org.cn 

（二）强调 

1.【答案】选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式。强调句式由“It is/was + 被强调成分+that/who…”构成。

由于句中的动作是发生在过去，故选 A。 句意：几年前帮助那位老人的是麦克

和玛丽。 

2.【答案】选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式。强调句式由“It is/was + 被强调成分+that/who…”构成。

当被强调部分指人时，用 who，当被强调部分指物时，用 that。 句意：知道 1920

年，常规的广播报道才开始。 

3.【答案】选 B。 

【解析】在谓语动词前加 do 表示对动作的强调。and 连接两个并列谓语，其形式应一致，

故用过去时态。 句意：他说他会去，结果他真的去了。 

4.【答案】选 C。 

【解析】此题考查的强调句型中包含一个定语从句。由于先行词是人 Bill，故选择 who

引导定语从句。虽然 that 也可以引导人，但是此处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句意：是那个篮球打的很好的比尔帮助那位盲人过马路。 

5.【答案】选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式。强调句式由“it is/was + 被强调成分+that/who…”构成。 

句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叔叔才搬出纽约到一个小村庄去定居。 

6.【答案】选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式。强调句式由“it is/was + 被强调成分+that/who…”构成。

本句强调的是时间。 句意：直到 1936 年，棒球运动才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

个项目。 

7. 【答案】选 C。 

 【解析】这道题为 He didn’t know the police were looking for him until he came back 的强调 

形式。注意，not … until …的强调句式通常为 It was not until …that …的形式。 

句意：直到他回家，他才发现警察正在找他。 

 8. 【答案】选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式。强调句式由“it is/was + 被强调成分+that/who…”构成。

句意：外交部长说道：“真是我们的希望才使得两边走向了和平。” 

 9. 【答案】选 A。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强调句的一般疑问句式。强调句的一般疑问句式是“Is/Was +被强

调部分+that…”。 句意：你是我昨天晚上在音乐会上看到的那位吗？ 

10. 【答案】选 A。 

 【解析】此题考查的强调句中包含一个主语从句。w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被强调部分，

that 引导的从句构成强调句中的真正主语。句意：正是他所说的话让我感到失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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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略 

1. 【答案】B 

【解析】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时，如果从句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相同，且从句谓

语中含有 be 时，可以省略从句的主语和 be。本句在 when 后面省略了 these 

products were.句意：市场刚引进这些产品时，就很成功。 

2. 【答案】C 

【解析】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时，如果从句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相同，且从句谓

语中含有 be 时，可以省略从句的主语和 be。本句在 when 后面省略了 I was.

句意：很羞愧，当老板质疑我的时候我撒谎了。 

3. 【答案】A 

【解析】Way 后面的定语从句用 that 或 in which 来引导，that 和 in which 均可以省略。

句意：让我吃惊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 

4. 【答案】A 

【解析】What for 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use the drawer for 的省略。句意：苏三你可

以把那个抽屉清空吗？为什么？ 

5. 【答案】B 

【解析】省略的部分是 as she herself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me. Look forward to 

doing 期待，期望。句意：我很期待她回来，正如她也期待看到我一样。 

6. 【答案】D 

【解析】If not us 省略的是 if you don’t turn to us. 句意：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不是向我

们求助，你还可以求助于谁呢 

7. 【答案】A 

【解析】本句是 We could have visited it 的省略。句意：上周你去参观博物馆了吗？我

们本应该去，但是我们逛街花的时间太多了。 

8. 【答案】D 

【解析】本句是 she is going to a tailor’s shop 的省略。句意：你妈妈要去超市吗？不，

她要去裁缝店。 

9. 【答案】B 

【解析】本句为 if she is not free 的省略。句意：她今天可能没空。---如果她没空的话，

我们可能得推迟会议了。 

10. 【答案】D 

【解析】当 if，unless，when，while，though/although，as if/though 等引导的状语从句

中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指同一人或物，从句谓语中含有 be 时，可在从句中省

略主语和 be。句意：她好像很生气地就离开了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