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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5488.htm 请开始答题： 1.阮籍

是怯懦的，阮籍是自欺欺人的。阮籍喝酒佯醉，与其说骗了

别人，不如说骗了自己。葡萄在阮籍那里始终没有变成酒。

阮籍只是喝酒，但他自己却变不了酒。阮籍的生命没有像嵇

康那样转由一种辉煌而宁静的极致境界而进入永恒。我为阮

籍扼腕，一如我为嵇康庆幸。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能推出( )

。 A．葡萄在嵇康那里变成了酒 B．阮籍的生命没有进入永

恒 C．阮籍和嵇康的生命都得到肯定 D．嵇康达到一种极致

境界 2.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之间交互关系的科

学，似与文学无关。但文学是生命活动的投影，又具有与生

命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因此，它在与周围环境的联

系中，在自身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上与生物运动一样，同样

有一个“生态学”的问题。 这段文字谈论的是( )。 A．生态

学的定义 B．文学与周围环境的联系 C．文学中的“生态学

” D．生态学属于文学 3.天上的月亮每月也不过有几日之圆

，天空和大地也不是总充满白昼而没有黑夜，一年四季除了

春夏也还有严寒的冬天⋯⋯自然天地尚且如此，那么，作为

它的派生物人生，也是一样。 这段文字强调的是( )。 A．自

然界的规律 B．任何事物都有缺憾 C．人生也是有缺憾的 D．

需要正确对待自然的缺憾 4.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

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

；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

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人傍



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赴后继，于是有了

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 A．没有悲剧

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B．有的事物都是残缺不

全的 C．雪峰、登月、人生都是伟大的  D．悲剧是由悲壮所

组成 5.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

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

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

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 A．在

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B．一个人可以缺乏智

慧，但绝不可以缺乏道德 C．智慧的缺陷可以填补，而道德

的缺陷不可填补 D．道德的缺陷，常可带来智慧上无可弥补

的缺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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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

他们多研究中国的重大问题。 文中加点的“为此”的“此”

所指的内容是( )。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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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许多青年人热心

于世界科技的发展 C．许多青年人对国际的重大问题给予极

大的关注 D．许多青年人热心于世界科技的发展，对国际的

重大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 7.“黑洞”其实不是洞，是光出不

来的星。这种星密度更高，引力场特别强，强到光线被吸住

射不出来，只有当其他物质被吸引掉进去时才发光，发射

出X线。 对这段话理解不准确的是( )。 A．“黑洞”实际上

是一种星 B．当“黑洞”发射出X线，必然有物质被吸引进去

了 C．光线被吸入“黑洞”后射不出来 D．“黑洞”是黑色



的，任何光都进不去 8.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形容我们工

作中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决不等于只谈九个指头，不必谈一个指头，更不等

于那一个指头已经不存在。 这段文字主要是在强调( )。 A．

必须要谈一个指头 B．一个指头容易被我们忽视 C．工作中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D．十个指头缺一不可

9.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始终在接近或超过潜在增长率

的水平上，致使局部性通货膨胀时有发生。我们希望强调的

是，正是由于这种增长得到了国内高储蓄的支撑，当前的物

价上涨可能只是局部的短期冲击，不太可能形成全面、持续

、不可容忍的通货膨胀。 最适合做本段文字标题的是( )。 A

．我国经济局部性通货膨胀 B．我国经济增长再创新高 C．

物价上涨不真实 D．当前物价上涨可能只是短期冲击 10.商务

部监控分析认为，前期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养殖户对市场预

期较为盲目，观望心理浓厚。8月初，毛猪收购价格持续回落

，养殖户恐慌心理严重，大量抛售生猪，加剧了价格下滑趋

势。后期，由于天气转凉及猪肉价格回落，居民消费数量较

前期将有所提高，而供给则短期内无法快速增长。 这段文字

主要意在表明( )。 A．猪肉价格将回落 B．猪肉价格有望回到

几年前的价格 C．预计猪肉价格继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D．天

气转凉决定猪肉价格 11.我们在应对长江洪水挑战、向现代化

努力的过程中，过度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那些历史

上并不完全属于人类的自然之所，被反复地印刻上人类的足

迹，其结果是上世纪50年代，湖北各种湖泊水面总面积

为8528平方公里，现仅剩2727平方公里，不足曾经的1/3。 下

列说法中准确归纳了文意的是( )。 A.过度挑战自然并不可取



B．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 C.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收敛 D.

挑战自然将自食其果 12.“重现野生物种”这一计划认为：重

现灭绝动物，以及拯救濒危物种是拯救我们这个不平衡的自

然环境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防止更多物种消失的好办法。

这项计划的支持者希望基因工程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包括克

隆、混血繁殖，最终使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 与文中“重现

野生物种”计划不符的说法是( )。 A．借此来恢复自然物种

的平衡 B．尚有赖于基因工程的进步 C．为了防止更多物种

消失 D．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 13．在英国，视网膜母细胞瘤

的病例占婴儿出生第一年所患癌症病例的11%，患这种疾病

的儿童中，差不多有半数患者通过父母体内的基因遗传。专

家表示虽然95%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发现后可通过治疗消

除，但包括化疗和手术在内的治疗手段经常会导致患者失明

。 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 A．视网膜的母细胞瘤早期发现的

治疗效果也不理想 B．患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人约一半源于基

因遗传 C．化疗和手术等治疗手段令绝大多患者失明 D．在

英国约10%的婴儿在出生第一年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 14．近

期，随着中国电力、煤炭等传统能源短缺问题的缓解，石油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趋于减弱。据国际能源署今年5月份的

估计，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需求增长预期由原来的15．4%下

降到7．1%。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必定在任何时期都导

致油价上涨。但从长期看，中国石油的进口需求将振荡上升

，而国内的供给能力将缓慢下滑，203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需

求可能高达75%以上。 从这段文字中不能得到的结论是( )。

A．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B．石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压力趋于减弱 C．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必定在任何时期都导致



油价上涨 D．从长期看，中国石油的进口需求将振荡上升 15

．在下面文字横线处，填入与上文衔接最恰当的一句话。 不

过仍旧回到“风景”罢：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

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______。 A．不

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是不值得怀念的啊!

B．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难道是不值得怀念

吗? C．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

有什么值得怀念? D．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

的主宰，根本就不值得怀念? 16．有人说，周庄的崛起是以苏

州的毁灭为代价的，眼前即刻闪现出古苏州的模样。是的，

苏州脱掉了罗衫长褂，苏州现代得多了。尽管手里还拿着丝

绣的团扇，已远不是躲在深闺的旧模样。这样，周庄这位江

南的古典秀女便名播四海了。然而，霓虹闪烁的舞厅和酒楼

正在周庄四周崛起，周庄的操守能持久吗? 对文中画线句子理

解正确的是( )。 A．“苏州的毁灭”指原是江南古建筑的典

范的苏州，由于自然、人文景观遭受破坏，使其失去了原味

B．周庄的崛起，是与苏州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正是因为

苏州为周庄付出很多，所以可以认为是付出了毁灭性的“代

价”的 C．霓红闪烁的舞厅酒楼毁灭了苏州 D．苏州将自己

的“罗衫长褂”和“丝绣的团扇”传给了周庄，因而毁灭了

自己 17．有民俗学专家说，传统节日对于社会安定、人民和

睦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很重要。一方面，过节期间家庭和睦

，甚至平时不相往来的楼上楼下、街坊邻居见了面也会很礼

貌地问好祝福，整个社会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气氛；另一方面

，这时候犯罪率恐怕也是最低的。再有，中国人无论走到哪

里，春节是一定要过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上文对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的论证( )。 A．很充分 B.不充

分 C.很到位 D.很有力 18.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

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

不同于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大范围的旅行通

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

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盛行。但是这并不是说，

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

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

》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

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与自己根本不同的民族。这样

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

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

兴趣日渐浓厚。 下面对“人类多样性”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其在年龄、性别、性格等方面的

不同 B.人类的不同起源和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独特

看法 C.民风习俗的差异和对“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民族

的认同 D.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及其独特的行

为方式 19.磁共振现象为成像技术提供一种全新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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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氧原子核共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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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体外的接收器收录，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获得图像。许多

原子核的运动类似“自旋体”，不停地以一定的频率自旋；

如果把物体放置磁场，原子核可以在磁场中旋转。磁场的强

度和方向，决定原子核旋转的频率和方向。在磁场旋转的原

子核有一个特点，即可以吸收频率与旋转频率相同的电磁波



，使原子核的能量增加；当原子核恢复原状时，就会把多余

的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释放出来；用适当的电磁波照射它，

然后分析它释放的电磁波，就可以得知构成这一物体的原子

核的位置和种类，据此绘制物体内部精确的立体图像。 对“

无线电射频脉冲”在磁共振成像技术中的作用，理解最恰当

的一项是( )。 A.它在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时，能引起氢原子

核在磁场中旋转，导致原子核旋转频率的改变和共振的产生

，同时吸收能量 B.它在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时，能引起氢原

子核在磁场中旋转，导致原子核旋转频率的改变和射电信号

的发出，同时释放能量 C.它能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引起氢

原子核共振并吸收能量，停止后，氧原子核会按特定频率发

出射电信号并释放能量 D.它能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引起氢

原子核共振和能量变化，停止后，射频脉冲会按特定频率把

射电信号和能量释放出来 20.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先

进国家的文化成果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______。 句

末补充的最恰当的句子是( )。 A.这些翻译作品促进了中国学

术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书面语言 B.翻译作品日

见其多，一方面这些作品提高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素养，另一

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书面语言的发展 C.翻译作品日见其多，这

些作品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书

面语言 D.这些翻译作品提高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素养，同时也

促进了中国书面语言的发展 答案与解析； 阅读理解 1.C【解

析】由原文段“我为阮籍扼腕，一如我为嵇康庆幸”可知，

作者是赞同嵇康，而不赞同阮籍，故C项错误。 2.C【解析】

该段文字主要说明了文学中的“生态学”问题，即“它在与

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在自身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上与生物运



动一样”。 3.C【解析】该段文字前面是对自然万物都有缺憾

的描述，由“那么”一词可知，该段文字的强调重点是“人

生也是一样”。故该段强调的是人生也是有缺憾的。 4.A【解

析】从该段文字可看出，每一个事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悲

剧的发生，由此判断，只有A项符合。 5.A【解析】该段文字

主要是说，在智慧和道德都很重要的前提下，道德比智慧更

重要，B、C、D三项都是对此意的曲解，只有A项符合。 6.D

【解析】“此”是指示代词，一般承前句指代，由此判断

，A项错误，B、C两项都不全面，只有D项符合。 7.D【解析

】A、B、C三项在文中可以找到相应表述，D项错误，“黑

洞”是什么颜色还在 探索中，任何光都出不来，光线也可以

被“黑洞”吸收。 8.B【解析】文段中两个关键词“但是”、

“更”，显然强调的是后者，让我们不能忽视一个 指头。

9.D【解析】把握整个文段的谈论内容，首句说局部通货膨胀

的原因，接着对其分析并 科学的预测。文段强调的是逐个预

测结果，D选项正确。 10.C【解析】由于天气转凉及猪肉价

格回落，居民消费数量较前期将有所提高，而供给则短期内

无法快速增长，猪肉供给又将紧张，价格继续下降可能性较

小，选C。 11.A【解析】文段阐述了人类在向现代化努力的

过程中造成的某种恶果，要求应试 者归纳文意，也即归纳作

者的观点。由首句“我们在应对长江洪水挑战、向现代化努

力的过程中，过度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可知作者认

为过度挑战自然不可取。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破坏

了自然环境，B不符合文意；C项意思不明确，过于笼统，可

以排除；挑战自然并不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只有过度

挑战才可能造成对自然不利的后果，D表述有误，排除。



12.D【解析】“拯救我们这个不平衡的自然环境”也就是A选

项的意思。“希望基因工程能取得更大的进步”的原因也就

是B项的“尚有赖于基因工程的进步”。而C选项更是文段中

直接说明的句子“同时也是防止更多物种消失的好办法”。

只有D选项文中没有提到。 13.A【解析】“虽然⋯⋯但是⋯

⋯”这一转折复句所表达的重心在后一分句上,因此作者的意

思是即使早期发现，也常常会导致失明”，因此A句正确。

选项B偷换概念，题干说“患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儿童”，而不

是B中的“患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人”，排除B；C项过度推断

，“经常会导致患者失明”不能等同于“令绝大多数患者失

明”，因此偷换了范围，排除C；D项亦偷换了概念，约10%

是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病例占婴儿出生第一年所患癌症病例的

比例，而不是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婴儿在全部婴儿中所占

的比例。 14.A【解析】A中的“宏观调控”在文中并没有涉

及。 15.C【解析】前一句“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

？”先假设否定，再用反问句式，强调肯定。那么后一句也

应该和此相照应。选项中只有C项与其形式相同，而且能与

之构成更明显的递进关系。 16. A【解析】A项“苏州的毁灭

”的解析是准确的，消失的是一种文化，一种韵味。B项意思

跟原文的意思相反。C项主体表述错误，不是“霓虹闪烁的

舞厅酒楼”，而是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发展“毁

灭了苏州”，是周庄的崛起毁灭了苏州，并无苏州自己毁灭

自己一说，D项错误。 17.B【解析】先不论这位民俗学专家

所论述的内容对错，仅仅从形式上看，其用了两个方面5个分

句来论述传统节日对“社会安定”的作用，而论述对民族凝

聚力的作用时只用了一个分句，这就足以证明其论述不够充



分。此外一般来说，在这类科技文章中，如果说“有位××

”则一般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而用“一位××”时，则作

者的态度倾向于同意或大部分同意。 18.D【解析】文段中“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

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可以推断出“人类的多样

性”是体现在“看法”即“文化价值理念”；“行为”即“

行为方式”上。所以D项最为准确。选项A，文段中没有提到

“年龄、性别、性格”等问题。选项B，没有提到“行为方式

”，不全面。选项C，只提到了“民风的差异”和“民族的

认同”，没有涉及“行为方式”。因此答案为D。 19.C【解

析】通过第一句话，可以明确无线电射频脉冲的作用有：(1)

激发人体内氢 原子核，引起氢原子核共振，并吸收能量，(2)

停止射频脉冲，氢原子核按特定频率发出射电信号，并释放

所吸收的能量。A、B两个选项中“能引起氢原子核在磁场中

旋转”的说法是错误的，“原子核的运动类似‘自旋体’，

不停地以一定的频率自旋⋯⋯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决定原子

核旋转的频率和方向”的叙述，可知引起“氢原子核在磁场

中旋转”及“原子核旋转频率的改变”等与无线电射频脉冲

无关。D选项“引起氢原子核共振和能量变化”这样表述也

不正确，根据文段的第一句话，能量的变化与“无线电射频

脉冲”的运行与停止有关。发出射电信号和释放能量的是“

氢原子核”，因此该选项中的“射频脉冲会按特定频率把射

电信号和能量释放出来”的说法张冠李戴，所以答案为C。

20.C【解析】A、D两项“这些翻译作品”指代不明，且与前

文语意不连贯；D项的“素养”一词使用不当。B项的“一方

面”语序不当，应在“这些作品”之后。因此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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