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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C_97_c26_23922.htm 小提示：它的试题与2004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的试题是一样的。 ★第一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 （

共35题，参考时限35分钟）近两年考题汇编及答案详解2004

年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卷)一、听力理解(

共20题) 略。 二、阅读理解(共15题) 每道题包含一段文字(或

一个句子)，后面是一个不完整的陈述，要求你从四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来完成陈述。注意：答案可能是完成对所给文字主

要意思的提要，也可能是满足陈述中其他方面的要求，你的

选择应与所提要求最相符合。 【例题】 钢铁被用来建造桥梁

、摩天大楼、地铁、轮船、铁路和汽车等，被用来制造几乎

所有的机械，还被用来制造包括农民的长柄大镰刀和妇女的

缝衣针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小物品。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

种观点，即()。 A.钢铁是一种反映物质生活水平的金属 B．钢

铁具有许多不同的用途 C．钢铁是所有金属中最坚固的 D．

钢铁是惟一用于建造摩天大楼和桥梁的物质 【解答】B 请开

始答题： 21．科学家研究发现，惟有传统中药枸杞其“固本

、温平、无毒”的特性能担当“换一种方式补肾”的重任，

几千年来人们对枸杞情有独钟。 这段文字中应当删去的一个

词是： A.“科学家研究发现”的“发现” B.“惟有传统中药

枸杞”的“惟有” C.“惟有传统中药枸杞”的“传统” D.“

其‘固本、温平、无毒’的特性”的“其” 【答案】D 【解

析】题干中的“其”应该是代指“枸杞”，但两个词放在一

起，语义重复，所以应删去“其”。 22．放弃了宗教的人，



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

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

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

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是： A.便会很自然地去寻找哲学的帮助

B．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 C．也不会

感到生活有太大的变化 D.他们照样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怡和 

【答案】B 【解析】题干由两个句子构成，从“不过”一词

可知，两句话构成转折关系。第二句讲的是哲学可代替宗教

且能为人类提供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所以第一句的语义应

该是：“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将会出现某种消极的后

果。比较A、B、C、D四个选项，只有B项与此相符。 23．尽

管国际上对此存在很多争议，意大利文化部门还是决定用蒸

馏水清洗米开朗基罗的旷世杰作《大卫》雕像上的尘土和油

污。佛罗伦萨博物馆的负责人说：“这项工程并不是为了让

雕像变得好看。”意大利文化部长已经排除了干洗的可能性

。 “国际上对此存在很多争议”的“此”指的是： A.《大卫

》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旷世杰作 B．这项工程是为了让雕像

变得更好看 C．决定用蒸馏水清洗《大卫》雕像 D．要除去

这座高达4．5米的雕像上的尘土和油污 【答案】C 【解析】

“此”代指的是“用蒸馏水清洗米开朗基罗的旷世杰作《大

卫》雕像上的尘土和油污”这件事。D项表述不完整，应注

意排除。 24.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

种说法而已。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有什么事物第

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

是： A.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B．认为这个世界无须认识 C．政



治上权威主义的根据D．一种绝对化的主张 【答案】A 【解

析】本题运用排除法，应该很容易排除B、C、D三项。“否

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这句

话，是对“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这句话的进一步阐释，据

此也可确定本题应选A。 25．大袋鼠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它

们平时在原野、灌木丛和森林地带活动，靠吃草为生。它们

过群居生活，但没有固定的集群，常因寻找水源和食物而汇

集成一个较大的群体。老鹰、蟒蛇和人们都要捕捉袋鼠，然

而对袋鼠来说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干旱，幼小的袋鼠会死亡，

母大袋鼠会停止孕育。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A.有的大袋鼠单

独行动B．大袋鼠常聚集在一起寻找水和食物 C．威胁大袋鼠

最严重的是人们的捕捉D．遇到干旱，袋鼠都会死亡 【答案

】B 【解析】A项错误，题干中已明确指出大袋鼠“过群居生

活”，只是“没有固定的集群”。C项错误，题干中指出“

对袋鼠来说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干旱”，所以威胁大袋鼠最严

重的应是“干旱”，而不是人们的捕捉。D项错误，题干中

指出，遇到干旱，“幼小的袋鼠会死亡，母大袋鼠会停止孕

育”。排除A、C、D三项后，就能确定B项正确。题干中交

待，大袋鼠“常因寻找水源和食物而汇集成一个较大的群体

”，B项表述与此句语义相符。 26．电子游戏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新世界。人们在游戏里取得的成功是

可以清晰定义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控制整

个世界，从而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感，使自己的行为在虚

拟世界中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一名英雄，游戏结束，他并没

有真的输掉或赢得什么东西。 这段话直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 A.电子游戏完全是虚拟的东西，人们在其中不会真正



得到或失去什么 B．人们可通过电子游戏在真实世界和欲望

世界之间寻得一种折中 C．人们在游戏里的成功是清晰和可

实现的，因而不是虚拟的 D．游戏让人们不付出代价，轻松

地满足成就感 【答案】D 【解析】本题只有D项比较准确地

概括出了题干的语义。A项不正确，“并没有真的输掉或赢

得什么东西”，此处是指没有输掉或赢得在游戏中设为筹码

的具体事物，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在电子游戏中“不会真正

得到或失去什么”，其实，人们在电子游戏中肯定会得到和

失去一些东西，例如成就感、信心等等，否则不会有那么多

人沉迷于电子游戏。B项表述，在题干中找不到依据，即题干

中没有涉及到这样的观点。C项表述是错误的。仅就游戏本

身而言，输或赢的结果很明确，但游戏毕竟是游戏，是虚拟

的，游戏中的成功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27.科学研究

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其目的不在于做或好或坏的实验，而

在于解决问题，如果一个问题碰巧笨拙地解决了，那么优美

的方法就永远不会被找寻了。 不符合这段话意思的是： A.研

究不在乎方法的笨拙或优美，只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可

以了 B.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致使优美的方法永远不会被找寻

C．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D．优美的方法不是科学研究

追求的目标 【答案】B 【解析】根据题干，首先我们能够确

定A和C不应选。比较B与D，则会发现B的表述与题干有所不

符。在题干中，“优美的方法就永远不会被寻找了”是有条

件的，即“一个问题碰巧笨拙地解决了”，如果缺少这一前

提，则不能排除寻找优美的方法的可能。 28．少数孩子经历

了这样的应试教育，最后还能成长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成

长为虚怀若谷、知识渊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



符合这段话意思的是： A.应试教育使孩子丧失独立思考能

力B.应试教育使孩子知识面狭窄 C．应试教育使孩子性情狭

隘D．赞扬少数孩子的卓尔不群 【答案】D 【解析】在应试

教育下，少数孩子取得成就是一个“奇迹”，说明作者对应

试教育是持否定态度。题干这段话的落脚点在于否定应试教

育，而不在于赞扬少数孩子的卓尔不群，因此本题应该选D

。 29．生态环境保护与人们的现实经济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着

矛盾。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或措施从长

远来看是符合人类利益的，但常常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现实

利益，。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是： A.因此人们应当以生态

环境为重B．因此人们要有长远的眼光 C．因此矛盾不可避

免D．因此人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答案】B 【解析】题干

中有两句话，C项是对第一句话的概括，A项是对第二句前半

句的概括，D项是对第二句后半句的概括，因此，A、C、D

三项都不能作为题干中这段话推导出的结论。 30．“你工作

多久挣的钱，才够买一个麦当劳的‘巨无霸’?”要是猛然被

这样提问，多数人可能会愣一下，因为不少人通常更习惯另

一种说法，即一个月的工资够买几个“巨无霸”?这两个问题

看上去是一回事，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别。前

者是以商品来考查劳动力的价值，后者则是： A.用劳动力来

考查商品的价值B.用商品的价值来考查劳动力 C．用收入来

衡量购买力的水平D．用购买力衡量收入的水平 【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第一问可用等式表示为：工作时间=“巨

无霸”单价÷单位时间工资；此等式经转换即为：“巨无霸

”单价=单位时间工资×工作时间。此等式左边是商品价格，

右边是劳动力价值，因此是题中所表述的“以商品来考查劳



动力的价值。”我们再来看第二问，用等式直接表示，应该

为：个数=1个月工资÷“巨无霸”单价，经变换为：一个月

工资=“巨无霸”单价×个数。此等式左边是收入水平，右边

是购买力水平，所以是“用收入来衡量购买力的水平。” 31

．生长在水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遗体是最易被保存下来的，

因为保存动植物遗体的必要条件是快速掩埋，而在淤泥不断

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动植物的遗体以及其他东西

能够被快速掩埋。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A.

动植物的遗体容易在淤泥不断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

保存下来 B．只有生长在水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遗体才能被

保存下来 C．淤泥不断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是保存动

植物遗体的最佳环境 D．只要被快速掩埋，动植物遗体就能

被保存 【答案】A 【解析】题干的表述是“三段论”的前两

部分，即大前提为：生长在水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遗体因能

被快速掩埋而容易被保存下来；前提为：动植物的遗体及其

他东西在淤泥不断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能够被快速

掩埋。据此，结论应该为：动植物的遗体在淤泥不断淤积的

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容易被保存下来。本题答案是A，B

、D两项较易排除，C项干扰性较大。 32．我国是桂花的故乡

，西南、中南地区是它的原产地。现在各地都有种植。在中

国战国时代，屈原的《九歌》中就曾多次出现“桂舟”、“

桂酒”等词，这是最早以桂入诗的例子。陕西省勉县城南定

军山武侯墓前有两株桂花，相传栽种于汉代，已有1700多年

历史，人们称它们为“汉桂”。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

的是： A.我国栽种桂花已有1700多年历史B．桂花多在我国西

南、中南地区种植 C．“汉桂”是最早入诗的桂树D．《九歌



》是我国最早的诗词 【答案】B 【解析】本题B项不能从题干

中直接推导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排除A、C、D三项来确

认B是应选项。A项错误，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是“汉桂”

；C项错误，屈原的《九歌》早于“汉桂”；D项错误，从题

干中推断不出此结论，而依据常识则可容易地判定其是错误

的，如《诗经》等便早于《九歌》。 33.甲：各国的国情和传

统不同，但是对于谋杀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实施死刑，至少

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公开宣判和执行死刑可以有效地阻

止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它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比可能存在的

负面影响肯定大得多，这是社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必要机制。 

乙：我不能接受你的见解。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十恶不赦的

罪犯来说，终身监禁是比死刑更严厉的惩罚，而一般的民众

往往以为只有死刑才是严厉的。 对上述对话最恰当的评价是

： A.两人对什么是最严厉的刑事惩罚有不同的理解 B．两人

对执行死刑的目的有不同的理解 C．两人对产生恶性刑事案

件的原因有不同的理解 D.两人对是否大多数人都接受死刑有

不同的理解 【答案】A 【解析】乙认为“终身监禁是比死刑

更严厉的惩罚”，而依据甲所讲的，甲显然认为死刑是最严

厉的惩罚，所以本题应选A。B、C、D三项比较容易排除，

因为乙的讲话没有涉及这些内容。 34．叶圣陶、郑振铎等都

是江浙人，有着江浙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宽容。他们像朱

自清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热心鼓吹者，写得一手漂亮的白话

散文。他们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无论对中西之学，

都采取平和的一视同仁态度。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是： A.传

统文化的根基也很深B.大概都不曾出洋留学 C．都有一般自

由知识分子那种精英气D.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 【答案】A 



【解析】“接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是指“西学”的教育

；“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很深”，是指“中学”的教育。据此

，才能得出结论：“无论对中西文学，都采取平和的一视同

仁态度。” 35．严密的逻辑论证，历史上有一个确实的来历

：公开辩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辩，还有一套民主选举办

法，雄辩术风行，甚至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两个人争辩一

件事，可以有彩金，谁辩胜就得彩金。辩证法的原意本是辩

论，一方说话有漏洞，对方力图辩驳，怕输，就要严密，逻

辑学显然也是从这儿来的。 不符合这段话意思的是： A.雄辩

术曾经在古典时代的雅典风行 B．辩证法不仅仅是为了在和

别人的辩论中取得胜利 C.为一件事情争论不休在古典时代的

雅典可能是很奇怪的 D．逻辑学的产生可能和古典时代的雅

典人好辩有关 【答案】C 【解析】A、B、D三项都可从题干

中找到依据，C项不能。根据“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辩，还

有一套民主选举办法，雄辩术风行”这句话，可推断C项表

述不符合题干语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