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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难句（上）-基础入门（翻译） 

 

 

 

第一节 主语和谓语 

一．主语 

1. 名词及名词词组 

改革遭到强烈反对。 

台面上,银行家们将他们的麻烦归咎于己身。 

 

2. 代词或代词词组 

我们力求做到客观。 

它不能持久的发挥良好作用。 

 

3. 不定式及不定式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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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有助于表明你是在做轻松的评论。 

吸取过去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4. 动名词及名词词组 

失业令人伤心（痛苦）。 

找到办法来帮助日益增加的流浪者变得越来越艰巨。 

 

5. It 形式主语 

大幅涨价让人感到羞耻。 

人们（有人）建议改变这种体制。 

 

6. 主语从句 

在美国历史中,知识分子确实受到排挤。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技术行为。 

 

7. 定冠词+形容词 

失业者带着简历来到求职中心。 

前者被归因为社会效应。 

 

二．谓语 

这个想法似乎很有希望。 

报纸业的收益趋于平衡。（报纸业正成为收益平衡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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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谓前引导（第一类） 

一．第一类第 1 式 

（从句）+主语+谓语（+其他） 

当一只猴子用石块换了一颗葡萄，另外一只就不愿意用它的石块去换

一片黄瓜。（这里受语境影响，增加了石块等信息，如果不考虑语境，

就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翻译成：当给这只猴子一颗葡萄，另只猴子就不

愿意接受一片黄瓜。） 

 

因为我们的大脑常常被日常生活所充斥，而忽略了日常之事对我们的

情感意义。 

 

二．第一类第 2 式 

针对不同的听众，要谈的问题也会不同。 

 

麦荷特先生从上层和下层文化中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例子，从而说明

他记录的这种趋势是确凿无误的。 

 

三．第一类第 3 式 

（独立主格）+主语+谓语（+其他） 

随着经济进入衰退期，美国劳工被嘲笑为教育水平低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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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险日益明显，与时俱增，此时，一个敏感谨慎的民族应该采取

保险措施了。 

 

四．第一类第 4 式 

（副词）+主语+谓语（+其他） 

同样不必惊讶的是，只有一半的人获得了教授之职。 

 

日本传统的职业道德价值观日益滑坡。 

 

第三节 主谓间插入（第二类） 

一．第二类第 1 式 

主语+（从句）+谓语（+其他） 

西方大众耳闻目睹的信息并非来自宗教，而是来自永远都使人快乐的

商业广告。 

 

能充分体现目前这种危机的是一幅老套的卡通漫画：一位男士一边吃

早餐，一边埋头看报纸，而妻子生气地盯着他，欲言又止。 

 

二、第二类第 2 式 

主语＋（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不定式/形容词/介词）＋谓语（＋其他） 

一组共同在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报告寄给了一

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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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一方面为他们无法治疗疾病而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又担心病人

失去信息，因此，他们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 

 

三、第二类第 3 式 

主语＋（副词）＋谓语（＋其他） 

我们仍然有能力抵制诱惑并扭转这种高速的趋势。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把速度，缺乏耐心与快餐联系起来。 

 

四、第二类第 4 式 

主语＋（双逗号／双破折号）＋谓语（＋其他） 

结果表明，智力是代价高昂的选择。 

 

强调材料的一手性并结合跨文化视角研究古今文化，使得该研究成为

一门独特且异常重要的社会科学。 

 

第四节 主谓后补充（第三类） 

一、第三类第 1 式 

主语＋谓语（＋其他）＋（，从句）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机器取代人力以及国际人力互换的节

奏。 

http://www.huajie100.com/


华杰 MBA 《英语阶梯高分攻略.答案》   版权所有  抄袭必究 
 

6 
全国热线  400 8801 596       官网  www.huajie100.com      华杰—专注 MBA 类考辅 17 年！ 

 

2019 年 4 月底，该瘟疫引起了全球性关注，那时墨西哥当局发现健

康成人入院以及死亡率异常之高。 

 

二、第三类第 2 式 

主语＋谓语（＋其他）＋（，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不定式/形容词/介

词） 

日本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只有 24.5%，相比之下美国学生对学校

生活的满意度达到了 67.2%。 

 

科学技术治愈了人类所有的病痛，才成就了完满的人生和无限的机

遇。 

 

三、第三类第 3 式 

主语＋谓语（＋其他）＋（，独立主格） 

布什总统致力于将社会保险体制转变成储蓄账户的模式，让退休人员

将他们大多数或者所有保障金转换成根据投资效益来获取报酬。 

 

在华尔街的鼓励下，铁路公司继续贷款数十亿美元来进行相互兼并。 

 

四、第三类第 4 式 

主语＋谓语（＋其他）＋（，同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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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驱动力导致了机器人学的诞生，即赋予机器各种人的技能。 

 

秩序是一种必要的发展，一种进步，以促使达到希腊人所追求的精神

升华。 

 

五、第三类第 5 式 

主语＋谓语（＋其他）＋（从句） 

我们不能称那些死亡为谋杀，因为医生并没有想要杀死病人。 

 

老师需要关注青少年情感，智力和身体所经历的变化。 

 

六、第三类第 6 式 

主语＋谓语（＋其他）＋（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不定式/形容词/介词） 

润肤霜被宣传为早晨美容的必需品，成为梳头和化妆之间的必要步

骤。 

 

许多人认为毒品指的是某种药品或毒瘾者携带的非法化学用品。 

 

第五节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结合 

这类人看法极端，他们认为人与动物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对待动物

无需考虑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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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 年，在当选美国总统的 5 年前，52 岁的 George Washington 几乎

掉光了牙齿。 

第六节 第一类和第三类的结合 

1968 年，美国议会通过了“陪审团遴选与服务法案”，开创了陪审

团制度民主改革的新时代。 

 

在直接式民主制度中，公民轮流执政而非选举代表代其执政。 

 

第七节 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结合 

斯坦福大学的 Paul Ehrlich 认为，科学的真正敌人是那些对全球变暖

的支持性证据提出质疑的人。 

 

强调原因在社会的理论则认为，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他们无法提

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是反抗中产阶层价值观的表现。 

 

 

第八节 第一类和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结合 

尽管现在的人们比起 140 年前明显高出 2 英寸，但是他们——尤其是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数代之久的家庭中出生的那些人——显然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就达到了他们身高的极限。 

 

英国的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于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开创性的生

http://www.huajie100.com/


华杰 MBA 《英语阶梯高分攻略.答案》   版权所有  抄袭必究 
 

9 
全国热线  400 8801 596       官网  www.huajie100.com      华杰—专注 MBA 类考辅 17 年！ 

物进化理论。与之不谋而合的是，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也

提出了自己的生物文化进化论。 

 

第八节 特殊结构 

一、分裂结构 

网络上，一些赞助机构正在施压，他们质疑为什么商业出版社通过限

制人们使用科学成果，来从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中获利，这一网络施

压使大众获得了科研成果的使用权。 

 

可能正是因为人类长期遭受旱涝灾之灾才使得人们如此痴迷于治理

江河、使洪水听从人类摆布的理想。 

 

二、倒装结构 

如果 Entergy 遵守约定，这场争议便也就毫不相关了。 

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美国人都不再要求公众人物用技巧和天赋去掌

握英语语言。而公众人物自己也不渴求这样的掌握（的能力）。 

三、省略结构 

雷德曼虽然已愉快就职，但他与“职业建筑师”代理的联系依旧保持

着。 

有的人通过它们密切关注市场对自身行业的需求，或者搜集薪酬待遇

方面的信息，以便协商加薪时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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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结构 

他们说：科学进步与其说得益于科技天才们的真知灼见,不如说是技

术和工具等寻常事物不断改进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考虑支配自己行动的道德观，就如同不能

指望商人专注于探讨行业规范一样。 

 

随着互联网的日趋商业化，上网普及对商家是有利的——毕竟，上网

人数越多，潜在的客户就越多。 

 

在实践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做实验，但更依赖于实验的观察者（即

做实验的人）的心理是否有足够的准备。 

 

他们或许教得很好，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挣薪水，但他们大多数人却很

少或没有对涉及道德判断的人类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五、否定结构 

然而，网络公司并不是非得依靠推销策略才能挣钱。 

 

但并非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一样，脑边缘系统（“情绪大脑”）异常活

跃，而前额皮层（思维和推理的中心地带）则相对平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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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现在发现并不能证明个人幻觉的存在。 

 

如果科学家们还没有在机械上实现科幻小说的幻想，他们也已经很接

近这个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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