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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是深受广大英语爱好者喜欢的英语学习素材。VOA新闻内容包罗万

象、生动有趣,是学习英语的最佳渠道之一。
目前有很多未经加工过的VOA新闻素材,很多读者反映:虽然素材丰富,但

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方法,导致学习事倍功半,学习效果差强人意,大部分学习

者无法长期坚持学习,英语能力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这套图书就是帮助您快

速、高效、准确地听懂VOA而创作的。

VOA—VoiceofAmerica,即美国之音,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
美国之音以46种语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其内容包括新闻、专题特写、音乐文化、教育和评论,听众有一亿多人。多年来,
它的英语节目如“一部活的教科书”,帮助全球各地的英语学习者掌握现代英语

的发展动向,培养准确连贯的英语语感,学习地道的英语语言。

VOA的主要节目分为VOA慢速新闻英语和VOA标准英语两种。

VOA慢速英语是VOA电台专为全世界非英语国家的初学英语的听众安排

的一种简易、规范的英语广播节目。它的播音速度、内容及用词范围都有规定,
达到了既能为听众提供信息又不损害英语本身风格的目的,使之成为VOA独具

特色、拥有最大听众量的节目。概括起来,慢速英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词汇

量严格地限定在美国人最常用的1500个基本单词内;句式简单,清晰;语速约为

每分钟90个单词,是标准英语语速的三分之二。
标准英语是美国人日常使用的规范用语,其播音速度不低于每分钟140个

单词,词汇量在4000词以上,句子较长、结构复杂、内容翔实。因此,收听难度明

显高于慢速英语。
本套丛书分为《VOA慢速英语,拿起就会:每天5分钟,听力口语双突破(附

赠 MP3光盘)》与《VOA标准英语,拿起就会:每天5分钟,听力口语双突破(附赠

MP3光盘)》,是利用2012—2013年VOA新闻素材编写而成。两册之间既可以

独立学习,也可以将其中的《VOA慢速英语,拿起就会:每天5分钟,听力口语双

突破(附赠 MP3光盘)》作为《VOA标准英语,拿起就会:每天5分钟,听力口语双

突破(附赠 MP3光盘)》的学习基础来连贯学习,使用从入门阶段到中高级阶段各

个层次的学习者。
这套独一无二的新闻英语教程,具备以下特色。

1.新闻新,选材精

这套图书的英语新闻素材,都是从2012—2013年最新的新闻中节选,确保

学习内容贴近广大读者。在内容的编排上,我们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分门别



类,确保不会因阅读习惯问题影响读者的学习热情。

2.精心编辑,助学信息丰富,是您自学的好帮手

延续本系列图书的成功特色,每篇新闻只选择1—2分钟的精华内容,减轻

读者的学习压力,又不流失新闻的精华。每篇新闻还配有新闻背景,帮助您更好

的理解新闻的来龙去脉;生词列表,扫清您学习中的生词障碍;知识点睛,将难点

疑点一一解答;听力理解,模拟英语考试中的听力试题,以更中国化的高效应试

学习方式提升您的理解深度。有了这些内容,无需老师即可高效练习听力。

3.超值附赠全书所有新闻的官方原声 MP3光盘

怎样利用VOA练习听力这一点十分重要,首先要清楚自己是处于英语听力

的哪一阶段,只有选择听力难度适合的听力素材才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听力练习可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尝试:
(1)听写。将听力材料先听一遍或几遍,看看自己能听懂多少,然后再听写。

复读听写一般以5—8秒的短句为单位,5—8秒短句实际上是机械记忆音节,超
过10秒音节太多,只能理解记忆,不利于听写。遇到听不出来的单词,尽量查字

典,实在听不懂的时候,再对照参考译文。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增强辨音能力,同
时也是为了增加声音与大脑反应之间的刺激强度。

(2)对照。对照的前提是实在听不懂。通过对照参考译文可以从自己的错

误中学到很多知识。对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

节,其具体操作可参考下面的做法:

● 错误总结和分类,可以包括语音、语法、拼写、增漏。

● 整理生词。

● 统计错误率,例如语音5,语法1,拼写2,增漏1,生词2,共计11处,错误

率10%。
(3)译背。译背主要是为了锻炼口语和翻译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消化

听写内容,其具体操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将听写材料翻译成中文。

● 将译文翻译成英文。

● 对照(英文)无误后,一次一次翻译背诵(看着中文,背诵英文)。

● 朗读课文,追求流利。
最后,通过本书的精心编排加上您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听懂VOA会变得

非常轻松!

编 者

2013年8月 于北京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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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中东之行
绕不开叙利亚危机

虽然联合国指派的叙利亚危机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曾发声明表示“叙
利亚冲突能通过政治调解在2013年到来之时了结”,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却是

危机的继续。从最初的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叙
利亚之局愈发变幻莫测。表面上来看,最近地面武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
这场争斗似乎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首都大马士革的枪炮声也少了些许,政治解

决的前景似乎光明了许多。但是,这场谁也占不了上风的争斗最终会如何作个

了断,当然还是取决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①WithPresidentAssad’sforcesstill
controllingSyrianairspace,rebelswantthe
UnitedStatestogivethemthe weapons
theysaytheyneedtofinishthefight.

Israelisalsoconcernedaboutarming
Syrianrebels.

AlthoughSyria,underBasharal-Assad,

hasbeenanallyofIranandofHezbollahin
Lebanon,theIsraeli-Syrianborderhasbeencalmforyears.

“ThereisconcerninIsrael,forexample,thatsendingarmstotheSyrian
oppositionwillbeequippinggroupsthatcouldsomedayusethemagainstIsrael.②
ThereisconcernthatiftheIranian-Syrian-Hezbollahaxisisbroken,Iranwillfeel
moreendangered,morethreatened,andcould,infact,bemoreinclinedtopushits
nuclearprogrammorequicklytowardanuclear-weaponscapability.

Israeli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doesnotbelieveUS-led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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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ndIran’snuclearthreat.AndWashingtonappearstohavenoleverageover
PresidentMahmoudAhmadinejad,saysJohnsHopkinsUniversityprofessorRuth
Wedgwood.

“SomeofthismaybeAhmadinejadtryingtoenhancehisownnationalstature
becausehe’snotaswell-likedasbeforewithinIran.Butit’snotatimewhentheUS
appearstohaveanyinfluence.”

JoshEarnest,aWhiteHousespokesman,saysPresidentObamaunderstands
Israel’sconcerns.

“③Israel’sneighborhood,ifyouwill,isundergoingaprettyseveretransition,

andthere’scrisis,andit’simportantforthepeopleofIsraeltounderstandthatthe
Americanpeoplestandwiththeminthattimeofcrisisandthatwe’regoingtobe
theretoprotectthemandworkwiththemtoensuretheirsecurity.”

AsforarmingtheSyrianrebels,SecretaryofStateJohnKerryhassaidtheUS
willnowprovidedirectassistancetothefighters,butnoweapons.

1.Israeli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doesnotbelieve willend
Iran’snuclearthreat.And Washingtonappearsto over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say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ofessor Ruth
Wedgwood.

2.WhichChineseproverbbelowcomestoyourmindaboutpoliticsafterlistening?

A.BettertoreigninhellthanserveinHeaven.
B.Muchcryandlittlewool.
C.Afterthecunninghareiskilled,thehoundisboiled.
D.Giveadogabadnameandhanghim.

3.WhointhenewsisgenuinelyprayingforacleanendinSyria?

A.SecretaryofStateJohnKerry
B.PresidentMahmoudAhmadinejad
C.Israel’sneighbor
D.Noinformation

Answer:US-ledsanctions;havenoleverage;B;D

rebeln.叛徒 armv.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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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yn.盟友,盟国 axisn.轴,轴心国

inclinedadj.倾向于……的 capabilityn.才能

sanctionn.制裁 leveragen.影响力

staturen.声望 undergov.忍受

ensurev.保证 securityn.安全

assistancen.援助,帮助

①因为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仍旧控制着叙利亚空军基地,叛军要求美国援助

他们一些武器以完成这场战斗。
以色列也很为配给叙利亚叛军武器而担心。
尽管叙利亚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下一直扮演着伊朗和黎巴嫩真主

党盟友的角色,以色列与叙利亚边境仍然维持了数年的平静状态。
“以色列一直顾虑重重,比如,如果给叙利亚反对派武器装备,那么很可能有

一天叙利亚会用这些武器打击以色列。②还有一种担忧,如果伊朗、叙利亚与黎

巴嫩真主党三者之间的联盟被推翻,伊朗会觉得情况更危险、更有胁迫感,事实

上,伊朗就会更迫切地想要推进它的核项目,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核话语权的国

家。”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认为伊朗的核项目根本不会因为美国主导

的制裁措施而停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露丝·韦奇伍德认为,美国政

府似乎也对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束手无策。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这种态度可能部分是为了巩固他自己在国内的声望,因

为他在伊朗的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了。但美国如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对以色列所担忧的事项非常了

解。
“③以色列的邻居,如果你们愿意把它当作邻居的话,正经历一个相当艰难

的过渡期,危机四伏,以色列人民一定要明白美国人民在危难关头是与他们站在

一起的,我们准备保护他们,与他们一起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至于配给叙利亚叛军武器装备一事,国务卿约翰·克里已经表示,美国将为

战士们提供直接援助,但这种援助不包括提供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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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WithPresidentAssad’sforcesstillcontrollingSyrianairspace,rebels
wanttheUnitedStatestogivethemtheweaponstheysaytheyneedtofinishthe
fight.

　　播音员在说这句话时停顿较少,我们在听的过程中要抓关键词。通过

Syrianairspace,rebels,weapons,fight等词汇,便可得知这篇新闻提到的

内容与叙利亚军事战争有关,这对我们理解整则新闻有一定的帮助。句首

是介词 with引导的状语从句,这样的从句在新闻中经常会出现,我们听的

时候需注意,真正的主语是后面的rebels(叛军)。

2.0’28’’ThereisconcernthatiftheIranian-Syrian-Hezbollahaxisisbroken,Iran
willfeelmoreendangered,morethreatened,andcould,infact,be more
inclinedtopushitsnuclearprogram morequicklytowardanuclear-weapons
capability.

　　句首的therebe句型,表明存在这种顾虑,这样我们不难听出后面陈述

的即为担忧的内容。另外,我们在听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could,infact,be
moreinclinedto...,句中的infact是插入语,且播音员在该短语前适时地停

顿来进行提示。而couldbemoreinclinedto与前面的 willfeelmore...并
列,都用来修饰Iran,说明伊朗对此事的反应。

3.1’18’’Israel’sneighborhood,ifyouwill,isundergoingaprettyseveretransition,

andthere’scrisis,andit’simportantforthepeopleofIsraeltounderstandthat
theAmericanpeoplestandwiththeminthattimeofcrisisandthatwe’regoingto
betheretoprotectthemandworkwiththemtoensuretheirsecurity.

　　此句中,播音员在ifyouwill处有明显的停顿,能帮助听者更好地理解,
这里的ifyouwill是用来修饰前面的Israel’sneighborhood,指如果你愿意把

它当邻居的话,是对neighborhood的补充说明。此外,crisis一词被重读,强
调了这段时间存在的危机,与前面的severetransition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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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律师”关心肯尼亚
受审海盗的权利

在索马里海域被欧洲海军逮捕的索马里海盗嫌疑人被转移到了肯尼亚受

审,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律援助组织“世界律师”担心这些海盗被剥夺基本的人权

和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持续战乱,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猖獗。据国际海事局公布

的数字显示,2009年索马里附近海域发生海盗袭击事件214起,至少有47艘船只

被劫持,占全球海盗活动的一半以上。2008年10月以来,多个西方国家派出军舰

前往索马里附近的亚丁湾海域打击海盗。然而,索马里国内连年战乱使在索境内

审理海盗嫌疑人变得困难重重。为解决海盗嫌疑人的审判问题,欧盟和美国与肯

尼亚签署了向肯尼亚移交索马里海盗嫌疑人并在肯尼亚进行审判的协议。

(A Paris-basedlegalaidnetwork—

Lawyersofthe World—saysagreements
signedbytheUnitedStates,Britain,the
EuropeanUnion,andDenmarktotransfer
suspectedSomalipiratestoKenyafortrial
violatethehumanrightsofthesuspects.
Thelegalgroupisrepresentingmorethan
40detaineescapturedbyEuropeannavies
offthecoastofSomaliaandhandedovertoKenyaforprosecution.)

LawyersoftheWorldrepresentativeAviSinghtellsVOAhisorganizationhas
writtentotheUnitedNations,theEuropeanUnion,andtoKenya’sforeignministry,

expressingdeepconcernthatmorethan100suspectedpiratesawaitingtrialin
Kenyaarebeingdeniedbasichumanrightsandtherighttoafair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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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Kenyandomesticlaw,thereisnoentitlementtolegalaidforanybody
whoisnotaccusedofacapitaloffense.Sotheyhavenoopportunitytohavea
lawyer.Theyhavenoopportunitytoreviewtheevidenceagainstit.①Atnopointis
thereanyindependentadjudicationofwhetherthesepeopleareactuallypirates,

haveactuallycommittedacrimeornot.So,basically,youhaveship-catchingto
conviction.”

InKenya,convictedpiratescanfacelifeinprison.②TheeastAfricannation
becameavenueforpiracytrialsafterasurgeinshiphijackingsoffthecoastof
Somaliastiffenedinternationalresolvetoprosecutesuspectscaughtatsea.

③UnderagreementssignedinthepastyearwiththeUnitedStates,Britain,

the European Union,and mostrecently with Denmark,Kenyan courts are
responsiblefortryingsuspectedpiratesapprehendedanywhereintheregionby
foreignnavies.Inreturn,Kenyaissaidtobereceivingfundingandsupporttoreform
itsmuch-criticizedjudicialsystem.

1.AParis-basedlegalaidnetwork,　　　　,saysagreementssignedbythe
UnitedStates,Britain,theEuropeanUnion,andDenmarktotransfer　　　　
SomalipiratestoKenyafortrialviolatethehumanrightsofthesuspects.

2.WhatdidtheLawyersoftheWorldrepresentative,AviSinghsay?

A.HetoldtheVOAtowritetotheUnitedNations,andtheEuropeanUnion.
B.Heclaimedthatthesuspectedpiratesawaitingtrialwastreatedterribly.
C.Peoplewhowasaccusedofacapitaloffensewouldbekeepawayfromafair

trial.
D.Allmenarecreatedequalbutthepirates.

3.WhichcountrydidnotsignanagreementwithKenyan?

A.Canada
B.America
C.GreatBritain
D.Bolivia

Answer:LawyersoftheWorld;suspected;B;A

piraten.海盗,盗版 detaineen.未判决囚犯,被扣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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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ionn.起诉,检举 representativen.代表,众议员

entitlementn.权利 hijackingn.劫持,盗用

(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律援助组织“世界律师”称,美国、英国、欧盟和丹麦签署

的一项将索马里海盗嫌疑人转移到肯尼亚受审的协议违反了人权。这个法律组

织成为了四十多名在押嫌疑人的代理人,这些人在索马里海域被欧洲海军逮捕,
并被移交给肯尼亚接受审讯。)

“世界律师”组织的代表辛格对VOA记者说,他们已经致信联合国、欧盟以

及肯尼亚外交部,表达了他们对一百多名在肯尼亚等待受审的海盗的深切关注,
他们担心这些海盗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和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按照肯尼亚当地法律规定,没有被判死罪的人是没有权利获得法律援助

的,所以他们没有机会请到律师。他们没有机会审查那些起诉他们的证据。①
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是海盗、是否真的犯了罪,都无法得到独立判决。所以,基
本上,在船上抓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定罪了。”

在肯尼亚,被定罪的海盗可能面临终身监禁。②由于索马里海域劫持船只

的事件骤然上升,这使得国际社会加强了起诉这些在海上抓获的嫌疑人的决心,
肯尼亚这个东非国家也随即成为审判海盗的地方。

③按照去年美国、英国、欧盟以及最近加入的丹麦签署的协议,肯尼亚法院

负责审判在东非地区任何地方被外国海军抓获的海盗嫌疑人。作为回报,肯尼

亚将得到对该国备受批评的司法系统进行改革的资金和支持。

1.0’33’’Atnopointisthereanyindependentadjudicationofwhetherthesepeople
areactuallypirates,haveactuallycommittedacrimeornot.

　　本句话采用了倒装语序,这是因为表示否定意义的副词、连词放在句首

需倒装,而atnopoint表示否定含义,所以主句出现了倒装的情况。在听力

中要特别小心倒装句型,尽力避免语序对于理解的干扰。

2.0’50’’TheeastAfricannationbecameavenueforpiracytrialsafterasurgein
shiphijackings offthe coastofSomalia stiffenedinternationalresolveto
prosecutesuspectscaughtat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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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句话概括了国际社会对嫌疑人进行起诉的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源,但是由于句子较长且结构复杂从而影响了我们的理解。播音员在

stiffened前有明显停顿,实际上这个词是after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的谓语,

stiffen作动词使用时有“加强、强硬”的意思;不定式toprosecute...作目的

状语。听力中的长难句一直是理解的重点。

3.1’03’’UnderagreementssignedinthepastyearwiththeUnitedStates,Britain,

theEuropean Union,and mostrecently with Denmark,Kenyancourtsare
responsiblefortryingsuspectedpiratesapprehendedanywhereintheregionby
foreignnavies.

　　听力中经常会涉及国家名或者人名的专有名词,例如此句的状语中包

含了多个专有名词,但表达的意思仅仅是表示签订合约的国家,这并不是本

句话的中心,所以在听力中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把握句子主要内容的

前提下不予深究。signagreement是固定表达“签署协议”,经常出现在新闻

英语中,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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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即将处决2002年巴厘
岛爆炸案罪犯

一名巴厘岛爆炸案案犯声称,如果他被处死,“基地”组织将“非常可能”对印

度尼西亚实施报复行动。伊曼·萨穆德拉和其他两名印尼武装人员因参与2002
年巴厘岛爆炸案而面临死刑判决。三人已认罪,目前等待印尼最高法院就他们

的最后一次上诉作出裁决。萨穆德拉不久前在狱中接受了当地一家杂志采访。
当被问及如果他被处以死刑,“基地”组织是否会派人到印尼实施袭击时,萨穆德

拉说:“这非常有可能。”印尼官方尚未正式宣布对萨穆德拉等人的死刑判决。若

上诉失败,印尼准备对三人执行死刑。11年前的一个午夜,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

一家夜总会发生爆炸,共造成202人死亡,330多人受伤,其中多数为外国游客。

ASupremeCourtJudgesaidMonday
AmroziNurhasyim,AliGhufronandImam
Samudrahaveexhaustedalllegaloptionsto
preventtheirexecution.

①ThethreeIslamic militants — all
membersoftheregionalterrorist group
JemaahIslamiyah — wereconvictedfive
yearsagoforplanningandcarryingoutthe
2002Balibombingswhichclaimedthelivesof202people,themajorityofthemare
foreigntourists.

②Alawyerforthethree men,Adnan Wirawan,saysthefamiliesofthe
militantsmadetheappealinDenpasar,thecapitalofBali,asalastditchattemptto
delaytheexecutions.

Theattorneygeneral’sofficehasannouncedtheexecutionswilltakeplacedur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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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ofNovemberandspeculationishightheexecutionsareimminent.
Indonesiadoesnotannouncetheexactdatesofexecutions,whichareusually

carriedoutlateatnightinaremotespotbyfiringsquad.
Thethreemenhaveneverexpressedanyremorsefortheiractions,exceptthat

Muslimswerealsokilledintheattacks,andhaveoftensaidtheywelcomedyinga
“martyr’s”death.

Securityremainshigharoundoilfacilities,foreignembassies,mallsandtourist
destinations,amidconcernsofrevengeattacksbyJemaahIslamiyah.③However,

mostanalystsagreeitisunlikelyitwillbecapableofcarryingoutanymajor
attacks,becausethegrouphasbeenseverelyweakened.

Butterrorism expertand authoron JemaahIslamyah Ken Conboy says
announcingthattheexecutionswouldtakeplaceinearlyNovemberonlyincreases
thelikelihoodofreprisals.

1.AllmembersoftheregionalterroristgroupJemaahIslamiyahwereconvictedfive
yearsagofor　　　　the2002Balibombingswhich　　　　of202people,

themajorityofthemareforeigntourists.
2.Accordingtothepassage,whatdidtheattorneygeneral’sofficedo?

A.TheyconfirmedthattheexecutionwouldbeinthemiddleofNovember.
B.Theysaidthattheexecutionisurgent.
C.Theyannouncedtheexactdatesofexecution.
D.Whattheydidforthepeopleisfree.

3.Accordingtothepassage,whichplacedoesnotneedspecialsecurity?

A.Supermarketsandshoppingcenters
B.Touristdestinations
C.Volcanoes
D.Governmentconstructions

Answer:planningandcarryingout;claimedthelives;B;D

exhaustv.用尽 militantn.激进分子

attorneygeneral总检察长 firingsquad行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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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yrn.殉道士 amidprep.在其中

JemaahIslamyah伊斯兰教祈祷团 reprisaln.报复

最高法院法官周一发言说,阿木罗兹·勒哈斯耶母,阿里·戈乎弗龙和伊曼·
萨穆德拉已用尽了所有防止其被执行死刑的法律途径。

①这三个伊斯兰激进分子都是区域性恐怖组织伊斯兰教祈祷团成员,五年

前被判策划和实施了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爆炸夺去202人的生命,其中多数

是外国游客。

②三人的律师阿德南·维拉万说,三人的家属在巴厘岛首府登巴萨进行了

上诉,可视为对延缓执行死刑的最后一搏。
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宣布死刑在11月初执行,外界猜测执行迫在眉睫。
印尼没宣布确切的日期,但通常是在深夜,由行刑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执

行。
除了对在袭击中丧生的穆斯林之外,三名男子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任

何悔恨。他们经常表示欢迎殉道士的死法。
安全部门对石油设施、外国使馆、商场和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保持高度戒备,

担心伊斯兰教祈祷团的报复性袭击。③然而,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重大袭击不

太可能发生,因为该集团已受到重创。
但反恐专家、伊斯兰教祈祷团研究专家,肯·孔博伊说,宣布将在11月初执

行处决只会大大增加报复的可能性。

1.0’10’’ThethreeIslamicmilitants— allmembersoftheregionalterroristgroup
JemaahIslamiyah— wereconvictedfiveyearsagoforplanningandcarryingout
the2002Balibombingswhichclaimedthelivesof202people,themajorityof
themforeigntourists.

　　beconvictedfor意为“因……而判定有罪”,for后面接的是原因;carry
out意为“实行、执行”,在这里指“策划和实施了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

claim一词最常见的意思是“宣称”,在发表观点和陈述事实时使用,但这个

词还可以表示“夺去、夺走(尤指生命)”,本句中claimthelivesof202people
指“夺去了202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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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Alawyerforthethreemen,AdnanWirawan,saysthefamiliesofthe
militantsmadetheappealinDenpasar,thecapitalofBali,asalastditch
attempttodelaytheexecutions.

　　appeal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在这里appeal是名词,maketheappeal
表示“上诉”;thecapitalofBali是前面Denpasar的同位语,起解释说明作用,
播音员在此处进行了停顿,说明了这个作用;ditch一词原意为“沟渠、壕
沟”,但lastditch是固定说法,意为“最后的手段”。

3.1’15’’However,mostanalystsagreeitisunlikelyitwillbecapableofcarrying
outanymajorattacks,becausethegrouphasbeenseverelyweakened.

　　becapableof意为“能够做某事”,这个词组表达的是一种能力,即“有
没有做某事的能力”,而不是一种可能性,指“没有能力发动袭击”;major的

意思是“主要的”,而此处 majorattacks是“大规模的袭击”的意思;weaken
是由形容词 weak通过添加后缀-en构成的派生词,具有动词的性质,意为

“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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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举办樱花节
纪念美日友谊

-

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春天到来的时刻,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举办

著名的美国国家樱花节,届时全城都沐浴在樱花的秀美和芬芳之中。市中心的

潮汐湖边鲜花环绕,游人如织。湖上春意盎然,轻舟荡漾。

1912年东京市长向华盛顿特区赠送了3000棵樱花树。自那以后,华盛顿

特区就广种樱花。樱花节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友谊。时至今日,华盛顿的樱花节

已经发展成为日本之外最著名的赏樱盛事之一,每年吸引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现在的华盛顿特区市内至少有三万株樱花树。花开得最茂密的地方是

市中心的潮汐湖边和波托马克河畔。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文森特·格雷

说,樱花节“不仅是纪念日本赠送樱花树这一行为,其真正的意义在于缔结友

谊———这份友谊现在已持续百年了”。

① Washington,D.C.is always a
populartouristdestination,butit’seven
moreattractivethistimeofyear.Literally,

thespringCherry-BlossomFestivalisinfull
swing,and nature has cooperated. A
profusionofpretty,pinkblossomsringsthe
TidalBasinofthePotomacRiver.

②Asmanyofthevisitorswhocrowd
nearbypathwaystoseenature’sdramaticshowsoonlearn,about100ofthe3,700
orsocherrytreesareveryoldandveryhardy.Theyaresurvivorsfromamongthe
3,000treesgiventothenationbyJapanasagestureoffriendshipin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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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oreandmoreoftheagingoriginaltreesdiedoffinthemid-1960s,Japan
reneweditsgiftwith3,800newones.Restingamongallthetrees—oldandnew
—there’sanancientpagoda-shapedstonelanternsentfromJapanin1954;that’s
liteachyearthistime.

③Whatmanyoftheblossom-watchersdon’tknowisthatthere’salsoamore
recentJapaneseconnectioninthecity— erectedashortwalkawayin2000ina
littleparkacrossthestreetfromthegroundsoftheUSCapitol.Designedasaplace
formeditationandlearning,the privatelyfunded NationalJapanese-American
MemorialtoPatriotismtellstwostories.

1.LiterallythespringCherry-Blossom Festivalis 　 　 　 　,andnaturehas
cooperated.Aprofusionof　　　　theTidalBasinofthePotomacRiver.

2.Whichdescriptionofthecherrytreesistrue?

A.TheywereplantedaroundtheTidalBasinofthePotomacRiver.
B.TheywereplantedbyJapaneseimmigrantsasagestureoffriendship.
C.All3,000ofthemareveryoldandhardy.
D.Othercitiesaskforthesametreesalso.

3.Theblossom-watchersdon’tknow .
A.there’sbeenconnectionsbetweenJapaneseandAmericaninthiscityfor

centuries.
B.moreandmoreoftheagingoriginaltreesdiedoffinthemid-1960s.
C.there’sashortwalkawayin2000inalittleparkacrossthestreet.
D.theyhavetopayforthetreesinanearfuture.

Answer:infullswing;pretty,pinkblossomsrings;A;C

infullswing活跃,正在努力进行中 profusionn.大量

PotomacRiver波托马克河(美国河流) pagoda-shapedadj.宝塔形

erectv.建立 capitoln.国会大厦

mediationn.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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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盛顿特区一直是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更具吸引

力。春天的樱花节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大自然呈现一片融洽的景象。波托马克

河的潮汐盆地开满了大量漂亮的粉红色花朵。

②许多游客挤进附近的小路欣赏大自然的绚丽景色,他们很快发现约100
棵樱花树是有些年头的,但依然顽强。它们是3700棵中仅存的100棵,这些树

是1912年日本为表示友好赠送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原始老树相继死去,日本重新赠送了3800

棵新树。在新老树木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宝塔形石灯笼,这灯是1954年日本赠

送的,每年在这个时候被点燃。

③许多赏花者不知道的是,城里最近多了一件跟日本有关的东西。美国国

会大厦前街道的对面,有个小公园,在2000年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设计初衷

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冥想和学习的地方,由一个私人出资的国家日本-美国爱国主

义纪念会修建,它讲述着两国各自的历史。

1.0’00’’Washington,D.C.isalwaysapopulartouristdestination,butit’seven
moreattractivethistimeofyear.

　　句中的 Washington,D.C.指美国首都华盛顿,DC指theDistrictof
Columbia,即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C.和DC指同一个地方,均指位

于美国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另一个常见且经常混淆的词 Washington则指

位于美国西北地区的华盛顿州。

2.0’21’’Asmanyofthevisitorswhocrowdnearbypathwaystoseenature’s
dramaticshowsoonlearn,about100ofthe3,700cherrytreesareveryoldand
veryhardy.

　　本句是文章的关键信息句,但是句子较长且结构复杂,这就影响了对文

本的理解。句子主语是visitors,由于时间状语从句中的主语和主句主语重

复出现,所以省略了主语,who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主语 visitors。谓语是

learn,about后面的是宾语。句中的hardy一词,用在园艺的新闻中,表示

“耐寒的、有抵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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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Whatmanyoftheblossom-watchersdon’tknowisthatthere’salsoamore
recentJapaneseconnectioninthecity—erectedashortwalkawayin2000ina
littleparkacrossthestreetfromthegroundsoftheUSCapitol.

　　本句话运用了由 what引导的主从强调句,主从强调句在英语中出现的

频率不是很高,但也非常重要,它和that引导的强调句有区别,它的基本结

构是whatsb....is(was)...比如:WhatIwantedwas(to)rememberit.
(我想记住它),这里强调了许多观花者不知道的内容;另外,句中提到的the
USCapitol特指“美国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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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查韦斯时代的
美委关系不会改变

-

在拉美国家中,委内瑞拉以敢向美洲老大———美利坚合众国叫板闻名。尤

其是2013年3月因病去世的委内瑞拉第53任总统乌戈·查韦斯,更是经常以

反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见诸报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委内瑞拉十分鲜明地反

对美国,比如查韦斯曾于2011年公开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然而,
历史上委内瑞拉与美国并非一直是敌对关系,查韦斯是典型的拉丁美洲进步领

袖,因对美国长期视拉美国家为附庸极为反感,遂将反美定为其基本政策,故查

韦斯不仅在委内瑞拉国内,在其他拉美国家地位也极高。而查韦斯生前曾表示,
拉美国家高层领导人患癌几率极高,他认为是美国暗中在拉美政坛进行“科技攻

击”。而现在的委内瑞拉代总统马杜罗在查韦斯死亡当天召集的军队高层会议

上表示,委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科学委员会调查查韦斯的病因。

①ThedeathofPresidentChavezis
being mourned byhissupporters,while
manyinsideandoutsideVenezuelawonder
whatthefutureholds.

② A commanding and charismatic
figure in life, Mr. Chavez played an
outsizedroleontheworldstage—largely
bychallengingtheUnitedStatesandwhat
hesawasWashington’seconomicandpoliticaldominanceofLatinAmerica.

Afailedcoupattemptin2002tacitlysupportedbytheBushadministration
furtherantagonizedtheVenezuelanleaderandhissupporters.Thisantagonismis
unlikelytochangesoon.

AtameetingconvenedthedayMr.Chavezdied,VicePresidentNic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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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uroaccusedWashingtonofplottingtoundermineVenezuelaandannouncedthe
expulsionoftwoAmericandiplomats.

Thatdoesnotbodewellforfuturerelations,saysCarlMeachamoftheCenter
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

“ItissortofstickingtotheplaybookthatChavismohasusedinthepast:

alwaysblametheUnitedStatesorblamesomeforeignentitytodistractthemfrom
problemsthattheyhavegoingoninVenezuela.”

③Despitethis,VenezuelaisamajorsupplierofpetroleumtotheUnitedStates,and
evenprovidesfreeheatingoiltopoorAmericansthroughanon-profitgroup.

VicePresidentMaduro,aformerforeignministerandunionleader,isexpected
togovernVenezuelafornowandcouldbemorepragmaticinhisdealingswith
Washington,accordingtoMichaelShifter.

“IthinkwhatwecanexpectMaduroisaverytoughstand,ideologicalstand,

confrontationalstandpublicly;butbehindthescenes,Iwouldimaginethathewould
trytoworkthingsout,trytoatleastestablishchannelsofcommunication,including
withtheUnitedStates.”

Meanwhile,Maduro’saccusationshavebeenrejectedbyUSofficialswhohave
limitedtheircommentstopossibleareasofcooperationsuchascounter-narcotics
andenergyinthepost-Chavezera.

1.Atameetingconvened 　 　 　 　,VicePresidentNicolasMaduroaccused
Washingtonof　　　　 undermineVenezuelaandannouncedtheexpulsionof
twoAmericandiplomats.

2.WhatdidCarlMeachamof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say?

A.Washington’splottingtoundermineVenezuelaannouncedtheexpulsionoftwo
Americandiplomats.

B.ChavismoalwaysblametheUnitedStatestodistractthemfromproblems.
C.VenezuelaisamajorsupplierofpetroleumandmineraltotheUnitedStates.
D.FortheforeigncapitalitisawisechoicetoinvestinVenezuela.

3.WhichofthefollowingstatementistrueabouttheVicePresidentMaduro?

A.Hewasaformerforeignministerandunionleader.
B.Maduroseldomholdaverytoughstand,oranideologicalstand.
C.Maduro’saccusationshavebeenapprovedbyUSofficialsintheend.
D.HewassendingasecretmessagetoChavez’s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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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thedayChavezdied;plottingto;B;A

mournv.服丧,哀悼 wonderv.好奇

figuren.人物,画像 outsizedadj.特大号的

coupn.政变 antagonizev.引起敌意

convenev.召集 accusev.控告,谴责

expulsionn.驱逐 stickto坚持

petroleumn.石油 heatingoil民用油,供暖用油

governv.管治 standn.立场

confrontationaladj.对抗性的 counter-narcoticsn.禁毒

①查韦斯总统的支持者们还沉浸在对他的追思中,然而国内外的委内瑞拉

人却在忧心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②查韦斯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与个人魅力让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

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与美国抗衡的史话及他对美国

在政治经济方面主导拉美国家的看法。

2002年,布什政府试图在委内瑞拉制造政变,但以失败告终。这一举动进一

步加深了查韦斯总统及他的支持者们对美国的戒心。这种厌美情绪不可能很快

发生变化。
在查韦斯去世当天召集的会议上,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谴责了美国政

府试图搅乱委内瑞拉政局的野心,并宣布驱逐两名美国驻委外交人员。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卡尔·米查姆说,这对两国未来的关系来说意

味着交恶。
“这与查韦斯惯用的老套路相当贴合:总是指责美国或一些来自国外的大

佬,让这些人没法在委内瑞拉达成心愿。”

③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却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甚至通过一个非营利

组织向一些贫穷的美洲国家输送免费的暖气用油。
据迈克尔·希夫特(美洲对话机构副主席)的说法,作为委内瑞拉的前外交

部长及工会领袖,副总统马杜罗理所当然地暂时接管了查韦斯留下的产业,而且

在应对美国政府方面将发挥更为实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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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杜罗在台前将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角色,(拉美)理想派的角

色,抵抗主义的代言人;但是在幕后,他可能会至少尝试着在委内瑞拉与包括美

国在内的大佬们之间建立起一条交流的通道,解决问题。”
同时,针对马杜罗的控诉,美国政府官员已作出回应,表示否认。但美方的

回应仅限于可能合作的领域,比如后查韦斯时代的联手禁毒及能源(输送)。

1.0’01’’ThedeathofPresidentChavezisbeingmournedbyhissupporters,while
manyinsideandoutsideVenezuelawonderwhatthefutureholds.

　　我们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会注意到播音员说到while这个词时音调下降,
既符合句中的语境,又引起听者的注意。while一词有多种用法,但常见的

是作为连词使用的,表示“尽管,然而”;它也有“当……的时候”的含义,相当

于 when。这里的 while表示前后的对比。

2.0’09’’Acommandingandcharismaticfigureinlife,Mr.Chavezplayedan
outsizedroleontheworldstage,largelybychallengingtheUnitedStatesandwhat
hesawasWashington’seconomicandpoliticaldominanceofLatinAmerica.

　　这句话中有个易混淆词:charismatic,它是个形容词,意思为“有超凡魅

力的”,我们听到这个词时通常会想到characteristic,两者发音相近,因而听

的时候要仔细,characteristic指“特有的,独特的”。此外outsized原意为“特
大的,特大号的”,这里用来修饰role,则引申为“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在

理解的时候要注意结合语境来分析。

3.1’10’’Despitethis,VenezuelaisamajorsupplierofpetroleumtotheUnited
States,andevenprovidesfreeheatingoiltopoorAmericansthroughanon-profit
group.

　　我们在听新闻时要格外注意指示代词this,that,it等,尤其在播音员语

速较快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听,它对我们理解这句话有一定的帮助。这里

的this指代上句话中陈述的内容,即委内瑞拉政局指责美国的行为。而free
heatingoil被重读,强调了提供免费的暖气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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