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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共30题，参考时限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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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桂花的故乡，西南

、中南地区是它的原产地。早在战国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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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桂花早在1700多年

前就被引入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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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正确答案为B。 请开始答题： 1.我们见到的农村妇女主任

，就是电影中女主角的（ ）。 A. 原形 B. 原型 C. 来源 D. 模型

2.由于环境污染，著名的阿尔卑斯山羊绒的品质正在（ ）。

A. 蜕化 B. 消退 C. 退化 D. 变化 3.磁针罗盘的使用，为远洋航

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15、16世纪时，葡萄牙人达伽马环绕非

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

的环行全球，若是没有磁针罗盘，都是不可思议的。新航线

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刺激了欧

洲的工业发展。这一切又都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和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



即（ ）。 A. 指南针的发明是远洋航行得以进行的一个必备条

件 B. 如果没有罗盘针的发明，三大远航就不可能实现 C. 磁针

罗盘的发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D. 

磁针罗盘的发明，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工业发展

，为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 4.扫描电子显微镜在物证检验

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它对工具痕迹、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

验非常有用，对毛发、射击残留物和其他细微物证也极为有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不仅能以极高的倍数提供物证的形态和

表面结构特点的放大图像，而且由于有很好的景深，还能提

供清晰的三维图像。这些优点都是一般光学显微镜所不及的

。此外，扫描电子显微镜与X射线分析仪联网还能对验材进

行定性分析。 这段话中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 ）。

A. 扫描电子显微镜在物证检验中有广泛的用途 B. 扫描电子显

微镜的优点其他光学显微镜不具备 C. 扫描电子显微镜有适于

物证检验的优点 D. 扫描电子显微镜是物证检验中运用最广泛

的一种仪器 5.竹盐的长处，首先在于能使现代人严重不足的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得以大量补充，重新达到人体内化学离子

的平衡。这里，我们不能把竹盐中的矿物质和多品种食盐中

的矿物质混同起来。前者是自然矿物质的合成，而后者是，

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 此处应填入的是（ ）。 A. 自

然矿物质的添加 B. 人工矿物质的添加 C. 人工矿物质的合成

D. 自然矿物质的合成 6.宣德青花造型多种多样，富于变化。

常见的有盘、碗、瓶、罐、壶、冼、钵、盒、花盆、三足炉

、八方烛台等。受当时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许多造型摹仿

西亚地区的金银器和陶器，如花浇、鱼篓樽、盘座、折沿盆

等。整体风格是雄伟深厚，庄重古朴。大件器皿增多，均分



段粘接而成，胎体厚，制作非常规整，比例协调，没有变形

形象。小件器物精致细巧，厚薄适度，具有典雅秀美的艺术

风采。 本文的主旨是（ ）。 A.宣德青花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 B.宣德青花造型多种多样，富

于变化 C.宣德青花具有雄伟深厚、庄重古朴、典雅秀美的艺

术风采 D.宣德青花造型多种多样，富于变化，具有雄伟深厚

、庄重古朴、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采 7.人类走向航天空间30多

年了，3600多颗人造星体为太空添丁，这是人类的骄傲，但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至今外层空间的残骸，失效的整

体装置、飞行物碎片、宇航员丢弃的工具等，已多达10亿余

个，这无异于开辟了太空垃圾场。 本文采用“太空垃圾场”

的比喻，旨在说明（ ）。 A.航天技术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B.

高新技术的负效应造成了环境污染 C.航天技术必须尽快克服

负效应 D.高新技术负效应在航天领域的表现 8.细胞外壁缺损

在医学上称为缺壁型或L型菌。以青霉素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

为例，在剂量充足，作用时间充分时，葡萄球菌因其细胞壁

合成严重受阻，终致不能繁殖而死亡；若抗生素剂量不足或

疗程太短，葡萄球菌中可有部分耐力强者，以胞壁缺损形式

保存下来，这种细胞称为金黄色葡萄球菌L型。这些“体无完

肤”的病菌依然可以繁衍后代，而且迟早还会修复成原先的

病菌。 对文中“体无完肤”的含义，理解正确的一组是（ ）

。 A．病菌表皮受损 B．病菌胞壁受损 C．病菌失去表皮 D．

病菌失去胞壁 9.磁共振现象为成像技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

路：将人体置于特殊磁场中，用无线电射频脉冲激发人体内

氢原子核，引起氢原子核共振，并吸收能量；在停止射频脉

冲后，氢原子核按特定频率发出射电信号，并将吸收的能量



释放出来，被人体外的接受器收录，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获得

图像。 最适合做本文标题的是（ ）。 A．磁共振成像 B．磁

共振成像的原理 C．成像技术的新思路 D．磁共振现象 10. 经

济学应具有伦理的方法，伦理学也可引进经济学的方法。伦

理学与经济学之所以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引进

，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相互关联决定的。例

如在工业生产中，人们的创造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术水

平，也取决于是否肯于奉献的道德水平。 这段文字旨在告诉

我们（ ）。 A．经济学为何与伦理学有相通之处 B．经济学

与伦理学是相互联系，相互引进的 C．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

系 D．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方法是相通的 11. 现代西方美学，一

反过去传统的哲学方法，而走向心理学美学与科学美学。心

理学美学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审美心理，偏重于主体，科学

美学则用科学方法分析审美对象的结构与功能，便重于客体

。 这段文字是在谈论心理美学和（ ）。 A．西方美学 B．科

学美学 C．传统美学 D．哲学美学 12. 2003年底，共青团广东

省委在广东省73所高校的50万大学生中启动了“健心工程”

，通过网络咨询、电话咨询、信函咨询、面谈咨询、专家讲

座、心理素质训练等形式为大学生扫除心理障碍。“健心工

程”取得了初步成效，广东高校也初步探索出一套大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机制。然而，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是

一件短期内能完成的事情，是广东高校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

。 这段话的意思是（ ）。 A．广东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较差

B．广东高校的“健心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C．提高广东高

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尚需时日 D．广东省委、高校应尽

快提高本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13. 美国NBC奥运会的转播



受到一堆批评，他们酷爱沙滩排球，阳光、沙滩、海浪、大

美人，还有什么项目能展现如此的运动之美？可一个美国专

栏作家说了，奥运会又不是沙滩排球比赛。NBC的转播太关

注皮肤，肉色天香，除了美国人参加的比赛，就剩沙滩排球

了。《悉尼先驱晨报》说得好，女运动员不再仅仅展现其体

育技能，还要显示好身材，就如一位模特儿所言，这是一种

上瘾的事，因为你通过别人的眼睛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 本

文中“通过别人的眼睛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一种上瘾

的事”，这件事指的是（ ）。 A．美国人酷爱沙滩排球，以

展示运动之美 B．女运动员在展现自己的运动技能的同时，

还能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形体美 C．观众观看精彩的体育节目

，大饱眼神 D．模特儿在运动会上的表演，将一副好身材展

露无遗 14. 盛世爱马，末世爱驴。“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是

初唐诗人王翰的句子；“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是南宋诗人

陆游的句子。诗人的话当不了真，何况还是酒话。因为这两

个句子前，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和“衣上征尘杂酒痕”，

都喝过酒了。把这两个句子一比，骑驴的陆游即使豪放，也

显出几分落拓。马也好，驴也好，只是到了诗人那里，他更

爱的是酒。所以有了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了。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 ）。 A．盛世爱马，末世爱

驴 B．诗人的话不可当真，何况是酒话 C．马也好，驴也好

，诗人更爱的却是酒 D．南宋陆游虽然落拓，但他却正是末

世爱驴的典型实例 15. 随着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出现，人

们广泛探求天性，以此来解释行为、思想和情感。和亚当斯

密的假设相类似，佛洛伊德认为：人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

本能支配的，因此，通过理解人的种种本性，就可以揭开人



的心灵和秘密。 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 A. 佛洛伊德的

观点不同于亚当斯密 B. 佛洛伊德希望通过理解人的本性来揭

开人性的秘密 C. 佛洛伊德的愿望是好的，但他无法解开人性

的秘密 D.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用来解释感性与理性的关

系的 16. 科普，也就是科学普及；或者按照有中国特色的理解

，系对科学技术的普及。既然是一种普及的工作，而且为了

达到普及的目的，那么，在工作方式和风格上，或者比如说

，在科普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上，自然应具备某种流行的特色

。如果连流行都做不到，怎么能叫普及呢？但在现实中，我

国的科普作品虽然挂着普及的招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实

在难以称得上有流行特征。 以下符合本段话意思的是（ ）。

A. 科普按照一般观念，可以理解为科学技术的普及，是一种

符合中国特色的工作 B. 科普工作要求在工作方式和风格上必

须具有流行的特色 C. 我国的科普作品如果不仅仅是挂着普及

的招牌，而是真正能达到流行特征，那么科学技术就能普及

D. 我国目前的科普作品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普及，原因是不够

流行 17. 在所有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智能区别中，最主要的不同

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人脑是“活”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能对瞬息万变的环境作出反应。例如，人脑可以记住相当

于500本百科全书的知识并能立刻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回忆起

来。 这段文字主要谈的是（ ）。 A.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

区别 B. 人脑对外界环境的反应 C. 人脑是“活”的 D. 人脑的

“容纳量”大 18.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

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

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

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



。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和一个庞大民族

的异质聚汇。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

，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

剧性体验。 文中的“悲剧性体验”是指（ ） A. 经过冲撞与

聚汇两种文化都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动

态 B.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强力冲撞 C. 南京文化受到楚风夷

习的侵染 D. 南京是中华民族的主干 19. 学习记忆是脑的高级

机能，其神经基础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包括神经网络

、神经环路和突触连接等不同的层次水平，其中突触是最易

变的环节，也是神经可塑造性的关键部位。突触可塑造性的

表现形式有两个方面：一是突触传递效能的改变；二是突触

结构参数的变化。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 ）

。 A. 突触具有可塑造性 B. 突触可塑性的表现形式 C. 突触是

神经可塑性的表现形式 D. 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是什么 20. 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是近年来在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公务员中出

现的新现象。据了解，今年这种趋向在往年已较热的基础上

，又出现了明显升温的势头。 对这段话最准确的复述是（ ）

。 A. 国家机关青年公务员“攻博热”已有许多年的历史 B. 国

家机关青年公务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是工作的需要 C. 国家机

关青年公务员“攻博热”继续升温 D.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成

为国家机关青年公务员追求的新时尚 21. 程序设计语言的理论

，包括对其语法和语义的研究，只有清楚地了解程序设计的

语法和语义，才能正确实施和使用语言，也才能正确评价语

言的优劣。因此，程序设计语言理论是设计、实施和使用程

序设计语言的理论基础。 “包括对其语法和语义的研究”的

“其”指代的是（ ）。 A.程序设计语言 B.程序设计语言理论



C.程序正确性理论 D.研究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和语义 22. 唐

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体现了封建伦理的基本精神，

即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

论依据。纲常礼教与封建法律的结合，自汉代开始以来，历

经数百年的演化渗透和融合过程，至唐代臻于完善，使唐律

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

”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唐律的“一准乎礼

”，是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区别的主要特点。 最能准确概

括这段话意思的是（ ）。 A．唐律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

本精神 B．唐律的儒家礼教纲常作为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 C

．礼与法的结合，在唐代臻于完善 D．“一准乎礼”，是中

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区别的主要特点 23. 这种优先效力，是以

物权成立时间的先后确定物权效力的差异。一般说来，两个

在性质上不能共存的物权，不能同时存在于一个物上，故而

，例如在某人享有所有权的物上，他人不得再同时设立所有

权。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是（ ）。 A．后发生的物权当然

不能成立 B．后发生的物权效力劣于前发生的物权 C．后发

生的物权与前发生的物权有同一效力 D．后发生的物权不得

妨碍先发生的物权效力的行使 24. 核扩散的直接后果是产生新

的核国家和核地区。据估计，到本世纪末，在不稳定地区将

有15～20个国家拥有核能力，其中有的还会掌握可用于实战

的核武器。在今后不太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世界地域政治的

激荡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世界范围的核冲

突、核内战可能会成为寻常词汇。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开始把防止核扩散作为首要战略任务，认为此种扩散是

冷战后对西方安全的最大威胁。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



论点，即（ ）。 A．核扩散将产生威胁世界的后果 B．目前

已有众多的国家拥有核能力，甚至核武器，新的世界大战将

是毁灭性的 C．由于核扩散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使得西方国家

着眼于防止核扩散 D．核扩散将成为美国安全的威胁 25. 《纽

约时报》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该报的版面在传统上比较

严肃，新闻照片不多，并且尺寸也小。近年来，由于电视的

影响和报业的竞争，《纽约时报》上新闻照片的尺寸也扩大

了，从《纽约时报》看来，报纸运用照片，不只是作为活跃

版面的手段，而且已成为报纸报道工作的重要环节。 这段话

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 ）。 A．《纽约时报》是美

国最有影响的报纸 B．就连美国最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也

不得不迫于竞争的压力对自己一贯的风格作出调整 C．《纽

约时报》上新闻照片的尺寸扩大了 D．通过《纽约时报》改

变版面传统的事例说明报纸运用照片已成为报纸报道工作的

重要环节 26. 人们的书写活动是在大脑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

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所组成。它们交叉指挥肢体活动，即左

半球指挥右手的活动，右半球指挥左手的活动。在正常情况

下，人们是在用右手书写，受大脑左半球指挥，并且经过长

期练习已在大脑皮层中建立了稳固的神经联系系统。同时，

左右手、手臂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也是对称的，书写规则

是根据右手活动制定的。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

。 A．人的书写活动是在大脑指挥下的 B．书写习惯的形成

是大脑长期作用的结果 C．由于书写活动的长期习惯及书写

规则的制定特点决定正常情况下用右手进行书写 D．大脑左

右半球是交叉指挥肢体活动的一个联系系统 27. 关于世界的本

质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凭直接观察



，提出金、木、水、火、土是世界的本原；有的力求用当时

的科学成就去解释世界。前者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后者是

（ ）。 A．机械唯物主义 B．唯心主义 C．马克思主义 D．

彻底的唯物主义 28. 汽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与其他膛线的枪支

击碎玻璃的痕迹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汽枪虽然有膛线，但

它是用弹簧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来发射弹头，速度低、能量小

、重量轻（每个汽枪弹重0.5克），所以汽枪弹撞击玻璃时，

对玻璃的作用时间长，作用力小，穿透能力小,对玻璃击碎痕

迹也不同于石击玻璃的痕迹。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

的是（ ）。 A．汽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不同于其他枪支子弹

击碎玻璃痕迹 B．汽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之所以不同于其他

枪支造成的痕迹是由于它是用弹簧压缩空气作为动力的 C．

汽枪弹撞击玻璃时，对玻璃的作用时间长 D．其他有膛线的

枪支的弹痕也不同于石击玻璃的痕迹 29. 诚实作为一种优良品

质，在道德上历来是备受推崇的。但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常

常相互背离的：当道德对诚实给予高度肯定的时候，它从政

治或经济方面得到的回应有时恰好是否定性的。伽利略捍卫

、宣传“日心说”，塞尔维特提出“血液循环说”，都是诚

实的表现，他们也因这种深刻的诚实而为当代和后世所景仰

，但他们的诚实却动摇了上帝的地位从而得罪了教会，因此

在受人尊崇的同时，不是被烧死就是禁闭。对诚实的否定固

然令人遗憾，但尚可从精神上、道德上的肯定中得到弥补：

诚实的人面对诚实给他带来的困境时，他可以从中引发出种

做人的高贵感、豪迈感、庄严感，也可以自足、自愿、自我

平衡。 这段文字阐述的中心论点是（ ）。 A．诚实作为一种

优良品格，在道德上历来备受推崇 B．诚实的道德评价与历



史评价相互背离 C．当道德对诚实给予肯定时，从政治或经

济得到的回应有时恰好是否定的 D．对诚实的否定可以从精

神上、道德上的肯定中得到弥补 30. 民事主体的人格生而平等

，每个人都可依自己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需要自由支配

自己的人格，他人不得支配，否则将是对他人独立人格的否

定。当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法

定代理人代其进行民事活动，甚至支配其人格利益。从形式

上讲，这种情况似乎是对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否定，但从实

质上讲，。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是（ ）。 A.这种情况是为了

实现民事主体的人格 B.这种情况是对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肯

定 C.这种情况是对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冲击 D.这种情况是对

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侵犯 第一部分结束，请继续做第二部分

！答案: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预测试卷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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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