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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A1_8C_c26_488812.htm 言 语 理 解 与 表 达 (共20题，

参考时限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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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能是选择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使表达最为

准确，也可能是考察对文字内容的理解。你的选择应与题目

要求最相符合。 1．在过去的20年中，电脑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电脑模型也成为大脑研究的有力工具。开始的时候，我们

建造了一个仿真电脑模型，随后我们便发现了电脑预测的存

在于大脑前扣带皮层中的预警系统。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结

果，但是我们还要通过人体实验证实它的准确 性。事实上，

电脑模型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关于前扣带皮层如何工作的预测

，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证实，我们期待着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 这里主要是想说明： A．电脑功能越来越强大 B．电脑模

型越来越有用 C．日益发展的电脑有助于推进研究 D．电脑

模型帮助大脑研究取得切实进展 2．家庭教育不如学校教育

那样正规和系统，但家庭教育是在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以

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家庭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影响有

时比学校教育更持久和深刻。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观

点，即家庭教育： A．不比学校教育重要 B．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教育 C．是不正规和不系统的教育 D．对儿童个性发展

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3．贸易总量持续扩大和外资不断进入的

背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开放的中国，正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日益构建起更具活力、更加



开放的经济体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由

衷地赞叹：“在新的世界版图上，中国正脱颖而出成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A．中

国的全球化程度得到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肯定 B．中国

正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的

必然结果 C．贸易总量持续扩大和外资不断进入有助于中国

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D．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在制定新的

世界版图 4．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制定法律不难，难的是

落实法律。徒法不足于自行。”引咎辞职”入法，只是引咎

辞职制度化的一步，还须有其它细化规则和措施的配套，否

则法律条款也只是纸上的权利。 对这段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A．这段话说明落实法律应优先于制定法律 B．这段话主要表

明法律条款只是纸上的权利 C．这段话主要讨论如何落实引

咎辞职制度 D．这段话主要分析了制定法律同落实法律之间

的关系 5．秦代军队分为中央常备军和地方武装两种

。______ ，或驻守京师，或戍守边关；地方军则由都尉掌管

。估计当时全国军队的数量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填入横线处

最恰当的是： A．皇帝委派的大将直接统帅中央常备军 B．

中央常备军由皇帝直接委派的大将统帅 C．中央常备军的统

帅是皇帝直接的大将 D．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帅中央常备

军 6．表面上看，科学精神难以像科学知识那样容易普及。

的确，能够把归纳出来的科学精神分成条目背下来，并不等

于已经具备了科学精神，而恰恰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精

神只能通过科学活动来体现。弘扬科学精神与全面促进公众

对科学的理解是统一的。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 A．弘扬科

学精神是科学家的事情 B．掌握了科学知识就具有了科学精



神 C．科学精神是与知识的学习相违背的 D．科学精神只有

参与科学活动才能得到体现 7．塑料袋消费者中的一些人不

是因为缺乏环保意识，而是贪图个人方便。在他们眼中，“

塑料袋”等同于“方便袋”现买东西即送袋子，省事省力又

免去了上班拎布兜、菜篮的尴尬。殊不知，环境保护是利人

利己、造福子孙的大事，每人每天使用一两个塑料袋，享受

一两次方便，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将产生多么庞大的白色垃圾

，给后人造成多大的麻烦。消费塑料袋看起来不过是芝麻大

点的小事，但却与祖国的环保事业息息相关。 这段话的标题

最恰当的是： A．不可一时贪图方便而酿成大祸 B．切莫贪

图方便贻害环境 C．环保事业人人有责 D．从身边小事做起

，保护环境是民族美德 8．要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关键要抓好落实，做到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政策到位、

资金到位。各级干部要到灾情严重的地方去，到贫困地区去

，到困难群众中去，积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要善于在维护

群众利益和服务群众过程中，做好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的

工作。 这句话的意思是： A．没有细致周到的政策安排，就

不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B．没有周到的政策安排

和负责行为，就不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C．没有

细致周到的安排和有效负责的行动，就不能解决困难群众的

生产生活问题 D．没有资金人力的到位和务实精神，就不能

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9.武汉曹祥泰(店名)生产的月

饼，一向以____________________而享誉全国。 填入横线处

最恰当的是： A．香甜可口，选料精细，工艺精湛，配方科

学 B．配方科学，选料精细，工艺精湛，香甜可口 C．工艺

精湛，配方科学，香甜可口，选料精细 D．选料精细，香甜



可口，配方科学，工艺精湛 10.人们需要坚决维护若无理由便

没有权力毁灭其他生命这样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否则，将有

可能打开滥捕和残害自然生命的大门。一个偷猎者丧命于野

生动物，人们为他叹息；但如果他声称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打

死了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人们仍然不能让他逃脱法律的惩罚

。 对上面的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A.人们不维护对待自然生

命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就会滥捕和残害自然生命 B．一个偷

猎者有武器而不用，丧命于野生动物是可惜的 C.作者认为野

生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偷猎者的丧命是咎由自取，不

值一提的 D.为了维护对待自然生命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惩罚

声称为维护自己而打死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偷猎者 11．"聪明

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

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四

个大字后加写的小字说明。 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A．郑

板桥认为糊涂比聪明更有价值 B．由聪明转入糊涂不符合逻

辑 C．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说明他没有进取心 D．郑板

桥书写“难得糊涂”是有反言的方式来讽刺社会的黑暗 12．

约书亚．布朗博士说：“人类大脑可以捕捉到很微妙的征兆

，它对危机预感的灵敏度远远超过我们先前的想象。”他认

为，在人们可能犯错的情况下，前扣带脑皮质就会“有所反

应”。 在这里，博士的意思是： A．大脑有一种捕捉微信息

的特异功能 B．大脑有一种捕捉微信息的常规功能 C．大脑

有一种捕捉微信号的特异功能 D．大脑有一种捕捉微信号的

常规功能 13．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

的。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

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



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

点。因此，我们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也是离不开材料

的。 对这段文字最准确的复述是： A．正确的观点是从实际

材料中出来的 B．正确的观点是经科学分析得出来的 C．有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才有了正确的观点 D．正确

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对实际材料进行科学分

析得到的 14．教育投资是高效益投资。日本、新加坡自然资

源都很缺乏，经济发展却很快，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住教育

不放。 最能准确地表达文意的是： A． 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

发展教育上 B．教育是一种投资 C．教育投资可促进经济快

速发展，效益很大 D．教育投资可弥补资源不足 15.在人体的

生长发育过程中，脉搏、血压和肺活量指标的机能状况具有

明显的年龄特点和性别差显。 能直接支持这句话观点的是：

A. 年龄和性别对脉搏血压和肺活量有影响 B．人体的生长发

育是不同的 C．男性脉搏比女性慢 D．血压和肺活量有关联

16.科学家要在地球上研究“反物质”，他们需要大型的粒子

加速器将普通物质(正物质)颗粒加速到足够高 的速度。高速

粒子在碰撞过程中能够产生微量的反物质。但科学家日前发

现，太阳耀斑在爆发过程中能够产生大量的反物质，并且这

些反物质的行为特征与此前科学家的预期有不同之处。 这段

文字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A.反物质的特征 B．太阳耀斑爆发

过程中会制造大量反物质 C．地球上的反物质和太阳耀斑产

生的反物质有区别 D．大型的粒子加速器可以产生反物质 17.

国务院早就要求沿淮企业必须限期停止向淮河排放污水，可

这个工厂的领导却一直置若罔闻、拖延推诿

，______________.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是： A.既不传达上级



指示，也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以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环保工作没人管 B.既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也不传达上级指

示，以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保工作没人管 C.既不传达

上级指示，也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以致环保工作没人管，

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D.既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也不传达上

级指示，以致环保工作没人管，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18.在城

市规划和建设中，一定要把环境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经

济效益。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坚决服从前者。因为城市建

设是百年大计，城市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甚至无

法恢复，而造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下列陈述，符合文意的

是： A.经济建设是先导，城市建设是辅助 B．经济建设会造

成对城市建设的破坏 C.在城市建设中，环境效益是第一位的

D．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同等重要 19.新经济主要是指以美国

经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为基础所产生的概念，即那种持

续高增长、低膨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

源的一种经济状态。 不符合上述观点的是： A．新经济以美

国经济为代表 B．新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状态 C．新经济只

存在于发达国家之中 D．从含义看，新经济是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优越的经济状态 20．中国的资源、地理环境、社会经济

等等特殊条件，都会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我与青年人接

触中，许多青年人热心于世界科技的发展，他们有志成为世

界学者、国际学者，对国际的重大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为

此①，我要求他们多研究中国的重大问题。如中国长江三峡

工程，这么大的水利资源要开发，在世界水利史上是少有的

。为此②，世界上好多水利学家都想插一手，以流芳百世。 

文中加点的两个“为此”各指的是什么? A．①指许多青年人



热心于世界科技的发展，关心国际的重大问题； ②指世界水

利史上少有的中国长江三峡工程 B．①指中国的资源、地理

环境、社会经济等等特殊条件，都会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

②指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想插一手，以流芳百世 C．①指许

多青年人热心于世界科技的发展，关心国际的重大问题； ②

指世界上许多水利科学家都想插一手，以流芳百世 D．①指

中国的资源、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等特殊条件，都会影响

中国的科技发展；②指世界水利史上少有的中国长江三峡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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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