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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A1_8C_c26_488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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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说得好：“你能看多远，你便能

走多远。”同样，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地规划设计，要注

重职业生涯规划，及早发现自己的职业锚，并尽可能匹配自

己的工作。 这段话主要说了： A．一个人应有尽可能匹配自

己的工作 B．一个人应及早重视职业生涯规划 C．一个人应

如何规划职业生涯 D．一个人应如何更好地成长 2．面子，可

以连接虚伪的外在的尊严，但同时更多地连接着草民人格的

尊严。“面子”同时意味着羞耻心，一个人如果起码的“面

子”也不要了，那么他同时也就失去了礼义廉耻，失去了羞

耻心，所以“夹里没有连面子也不要了”。 这段话表明了这

样一个观点： A．面子对人来说也有某些积极的作用 B．面

子就是礼义廉耻和羞耻心 C．面子都是虚伪的东西，没有正

面的作用 D．面子对一个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3．上个世纪初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弊病丛生，社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于

是社会主义学说更受广大人民的欢迎，社会主义思潮取代民

主主义思潮正澎湃全球。 这段话主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

： A．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初暴露了其固有矛盾的缺陷 B．

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 C．



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下坡路 D．社会主义学说在20世纪初并不

受到欢迎 4．用人单位对求职学生精神方面的重视程度，在

此次调查中表现得很突出。其中责任意识(77．8％)、敬业精

神(71．3％)和团队合作精神(69．4％)在用人单位非常重视的

各项指标中位居前三名。而调查中，没有一家单位表示对学

生的精神状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主观 能动性方面不重视或

不太重视。可见工作中的主观态度和合作精神等“软素质”

，正成为考 量一名毕业生的核心指标。 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

是： A． 用人单位对学生的精神状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重视

过头了 B． 毕业生应该加强对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团队合

作精神的培养 C.“软素质”正成为考量一名毕业生的最重要

的指标 D. 用人单位对求职学生的“软素质”超过了“硬素质

” 5.针对我国目前的人才配置现状，有些地方出现了人才“

缺乏”，而有些地方却出现了人才“积压”，人才竟然多余

了，过剩了。在沙漠里，竟有人溺水而死了。 对这段文字理

解不正确的是： A．我国的人才使用不合理 B. 我国的人才资

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差，没有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C． 

我国的人才分布地区差异比较大 D. 我国的人才素质提高了，

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6.本报讯：程某在一份

交通旅游图上发现某医院把自己治疗脸部斑痕的照片做成了

广告，她认为这是侵害了肖像权，于是把医院、出版社和广

告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认为

，_______________。故对原告请求不予支持。 填入横线上

最恰当的一项是： A.广告上只出现了有程某鼻子和嘴的半张

脸，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肖像，根本不能反映人的神情面貌

B.广告上出现的是只有程某鼻子和嘴的半张脸，哪能算是什



么肖像?要求赔钱不合理 C.广告上只出现了有程某鼻子和嘴的

半张脸，它不能算是肖像。驳回了程某的诉讼请求 D.广告上

出现的只是有程某鼻子和嘴的半张脸，它不能反映人的神情

面貌，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肖像 7.企业的钱从哪里来?从客

户那里来；客户为什么要给你钱，是因为企业有好的员工，

好的员工能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让员工充满热情地去服务好客户们，这就需要企业中的管

理者们能招进好的员工，把他们开发和激励好。但如果管理

者缺乏领导能力和艺术，就会影响到对员工的吸引、保留和

激励。由此可见： A.服务好客户对企业盈利是最关键的 B．

在企业的发展中，只有员工才是最重要的 C.管理者的领导艺

术是一切问题的根结所在 D．员工和管理者同等重要 8.信息

文化的直接后果是把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无论身

处何地，一旦被纳入由电脑、电视、卫星、电话、电传组成

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就可以与整个世界同时存在，同时知晓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 对这段话的复述最恰当的一

项是： A. 电脑、电视、卫星、电话、电传是信息文化的主要

载体 B．信息文化把全球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C. 有了信息

文化，我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了 D．信息文化是人

类文化的巅峰状态 9.信息一体化暴露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差距

，强化了不同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从而使人们很快意识 到

各自的处境和差距，有利于互相交流，协调发展，取长补短

，加速前进，追赶代表全球先进水平的发展浪潮。 这段话主

要是讲： A．信息一体化的影响 B．信息一体化时代的必然

趋势 C．信息一体化有其负面的影响 D．信息一体化概念的

诠释 10．心理学和接受美学都认为，阅读活动可看成是作者



与读者双向交流的心灵对话，是阅读主体为了寻找“自我’

’和发现“自我”的一次精神探险，因而当阅读主体面对一

个陌生的又是高于“自我”的“自我”，其潜在的精神气质

和智慧，就如“电击”一般被唤醒、被激活了。当然，一个

人面对一本书，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我”走来而产生灵魂

上全方位的震动和惊喜，或者说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

”的躯壳里诞生的情形，一生中难得一遇。 下列各句中加线

的“自我”的含义与其他三句不同的一句是： A．为了寻找

“自我”和发现“自我” B．一个陌生的又是高于“自我”

的“自我” C．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我”走来 D．一个新

的“自我”从“自我”的躯壳里诞生 11. 到2003年，中国已经

有近92％的人口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降低

到5％以下，中小学学生2.1亿多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里，

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居于领先地位。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同时，如今高等教育也摆脱了精英教育的模式，走向大众化

。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A．中国的义务教育

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B.中国的青壮年文盲率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最低的 C．中国的义务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D.中国的义务教

育和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12.难道是由于社会舆论导

向的倾斜使得人们的逐利性凸显而使基础科学难以吸引优秀

人才?抑或是由于研究生收费使得本来愿意坐冷板凳的优秀学

子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即使是在科技最

发达、经济总量最高的美国，也是只有相同的答案的。 这句

话中的“答案”是指： A.“研究生收费”不是扼杀“大师”

的凶手，基础教育领域出问题主要应是另有原因 B.全社会就

是永远在追逐利益，这导致逐利性凸显而影响了基础教育的



发展 C.追逐利益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性，或许是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但于基础教育不利 D.逐利性是客观存在的，也许

是绝对重要的，但在基础教育领域则也许是有害的 13.如是你

都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却要求被激励者完成任务，无异缘

木求鱼。如是你能精确交代指示，大多数被激励者将会感受

到你的真诚而全力以赴。 根据这段话，以下论点正确的是：

A.缘木求鱼是被激励者的主要表现 B．只要真诚，被激励者

将全力以赴 C.被激励者得不到激励必然不能完成任务 D．被

激励者需要精确交代指示才能完成任务 14.良好意志品质不是

先天就有的，而是经过后天的多次磨砺而习得。 这句话的主

要观点是： A.良好的意志品质与先天的因素无关 B．良好的

意志品质很难得 C．良好的意志品质决定人的前途 D．良好

的意志品质的形成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和锻炼 15．种种现象和

事例表明，有些同志嘴里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行动

上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一边要求政企分开，而一

边还在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一边讲要把国有企业推向

市场、自负盈亏，一边却仍是过去的老观念老办法，热衷于

向上面项目要资金，坐在那里等靠要；一边讲要按市场经济

一般规律办事，一边又在离开市场经济规则搞“无本生意”

；一边要讲平等竞争，一边又在要求减免税收或要求其他优

惠待遇。 这段文字的主要观点是： A．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设不能停留在观念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上 B．我国正处

在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有些

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C．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有健全法制

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D．有些同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6．一

个人最应该了解的应该是自己，但一个人最不了解的也往往



是自己。看到自己．优点多的，常常自傲；看到自己弱点多

的，常常自卑。自傲到了极点，就成了狂妄；自卑到了极点

，又不免变成软弱。总之，缺少自知之明所诱发的不是喜剧

就是悲剧，决不会是正剧。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A．人应该

正确地认识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 B．看到自己优点的人都

是自傲甚至狂妄的人 C．二个人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不需

要了解别人 D．电视剧中的喜剧和悲剧都是缺少自知之明造

成的 17．不知不觉，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就迎来了她新生后

的55岁华诞。在历经沧桑沉浮之后，一个有着巨大生机活力

的新国家形象，在21世纪初叶，正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

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往日意义上的那个中国。 这

段话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A．中国实际上已经不是中

国 B．中国经历了55年历史沧桑 C．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国

度 D．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8．程序性衰老是

指由遗传基因的原因导致的衰老。遗传基因作为生物信息的

源泉，它象程序一样控制着一个人的生长、发育、成熟，包

括衰老和死亡。非程序性衰老是指由于环境、营养和疾病等

原因，人体的老化速度加快，缩短了基因程序的进程而提前

进入衰老。 这里告诉人们，人类的衰老： A．其实有两种方

式和机理 B．其实有两种类型和根源 C．原来有两种类型 D．

原来有两种状态 19．在美国的一所学校，曾发生过一场关于

人道主义的争论，美国人因为误解，曾就北京打狗的问题说

中国不人道，一些美国学生就此向中国的学生提出了一些问

题。张有学回答说：“北京是打狗了，但打的是疯狗，打狗

的目的是保护人。如果你们说这不人道，我要问在农村，农

民的最爱是牛，牛是勤劳的，可你们每天都大量杀牛



，_________”对方哑然了。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这也是不人道吗? B．这难道就人道吗? C．你们就人道吗?

D．这也未必人道 20．有人以为所有的适应都是一种丑陋，

都是世故圆滑；有人却认为“适者生存”，执着的生存不是

苟且偷生，不是碌碌无为，不是闲抛岁月；也有人以为“适

者生存”，生存下来为的是向前，为的是进步。 这段文字主

要谈论的是： A．“适者生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B．人

们对“适者生存”的不同看法 C．“适者生存”的境界根本

不存在 D．“适者生存”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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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