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语理解模拟冲刺训练及详细解答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8_A8_80_

E8_AF_AD_E7_90_86_E8_c26_645531.htm 1.黑夜，静寂得像死

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

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

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这段话表达了作者( )。 A．对黎明

的期待 B．对黑暗社会无比憎恨，又深刻地揭示黑暗终将过

去 C．对美国人的憎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D．对社会的反

思与认识 2.人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人类社会每一次

重大变革，都无不根植于人类思维范式的革命性突破。只有

在精神世界上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非凡的理解，才能造就在

物质世界 实践的巨人。 对这段话准确的复述是( )。 A．人创

造并掌握了人类世界 B．人的思维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决定了

人类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C．人类思维范式变化对于人创造并

主宰世界具有决定意义 D．人在物质世界的实践依赖于人在

精神世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 3. 原生生物属于微生物

的范畴，形状像水母的变形虫就属于原生生物，它靠不断地

改变身体形状来移动。当吃东西时，它把食物围在中间并吞

噬掉，吞进去的食物被储存在一个叫食物泡的地方，在那里

分解消化。 如果给上面一段话加个标题，以下最合适的一项

是( )。 A．原生生物简介 B．变形虫的进食 C．什么是变形虫

D．变形虫略讲 4. 二元经济理论看重“劳动力无限供给”，

然而，在有些国家并不是素质高、有效率、有能力的劳动力

的供给，比如，拉丁美洲的人由于受到天主教观念的影响，

厌恶劳动而喜欢玩乐，许多地方成了“懒汉”的无限供给；



还有一些国家是自杀爆炸者的无限供给。像经济学家所设想

的那种勤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

普遍的。并且，即使有无限供给，谁来吸收这些劳动力，也

是一个问题。 以下理解错误的是( )。 A．“劳动力无限供给

”要求素质高、有效率、有能力的劳动力 B．各地劳动力素

质、水平不同 C．勤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可能的 D．“劳

动力无限供给”理论不能成立 5. 无论如何，《现代儒学论》

能在中国内地引起欢呼，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至少说

明“关心形而下”的学术探究已不再是明清之际的地下舆论

，并且范围也绝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层面。从国家之间横向来

看，这的确是个迟到的文化现象，但从中国自身纵向来看，

它的到来又并不为晚。 最后一句中“它”指代的是( )。 A．

我们看到《现代儒学论》能在中国内地引起欢呼的现象 B．

“关心形而下”的学术探究突破时间、范围且获得发展 C．

明清之际的地下舆论 D．知识分子间的探究 6. 古往今来所有

的文化中，星星从来不被认为是物，它们或者是神，或者是

最高尚的象征，或者是别的什么符号。因此，把星星看做天

体是对人类思想体系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希腊已经有人

想到这样的观念，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星星看做物

质体，而仍然把它作为精神的存在物。一旦认识到星星是自

然天体后，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空间是均匀的，并没有

层次，在任何方向上均无差别。 依古往今来的文化，以下说

法错误的是( )。 A．在人类的思想体系空间是有层次的 B．星

星位于很高的空间层次 C．希腊人不希望自己的思想受到冲

击 D．星星是自然天体，是客观存在的 7. 要不相信流言，需

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判断能力。据一项调查，男性比女性更



易相信流言；文化素质低的比文化素质高的更易相信流言；

个人经历不顺的人也容易听信流言。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

而言，与上述情况相反的也不少见。每个人应从自身的实际

出发，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提高自己辨别

是非的能力，做一个不传播流言的人。 上述这段话主要分析

了流言( )。 A．包括哪类型 B．容易欺骗哪种人 C．是什么人

制造的 D．何时何地最易传播 8. 电子产品容易受到突然断电

的损害。断电可能是短暂的，才十分之一秒，但对于电子产

品却可能是破坏性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不间断电源

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系统以及其它电子设备。不

间断电源把交流电转变成直流电，再对蓄电池充电。这样，

在停电时，蓄电池即可以弥补断电的间歇。 这段文字主要谈

论的是（ ）。 A．断电对电子产品的损害 B．如何用蓄电池

防止断电损害 C．防止断电损害电子产品的办法 D．不间断

电源的工作原理及功能 9.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

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

、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

限很难确切划分。 下列陈述中，符合文意的是（ ）。 A．中

国和世界各国的小说，发展历程是一样的 B．神话传说是中

国小说的实源，寓言等不是实源 C．神话写神，小说写人，

所以二者是源流关系 D．神话和传说界限不分明，小说都从

这儿开始 10. 生长在水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遗体是最易被保存

下来的，因为保存动植物的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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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东西能够快速掩埋。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 A.动植物的遗体容易在淤泥不断流动的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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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血糖平衡的调节是生命活动调节的一部分，是保

持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条件。当人体的血糖失衡后，会引发多

种疾病，其中糖尿病在生活中发病率较高，对人体的危害比

较严重。 下列对血糖调节的叙述中，正确的一项是（ ）。 A

．血糖平衡主要依赖神经调节 B．血糖的降低依赖神经调节

，血糖的升高依赖体液调节 C．血糖的升高依赖神经调节，

血糖的降低依赖体液调节 D．血糖的升高和降低依赖神经体

液的共同调节 12．《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

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

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

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

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纂录；自出机

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

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

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

，是以述为作。 文中“整齐”的意思是（ ）。 A．剪裁文章

，使中心明确，重点突出、结构完整 B．“整”指内容的条

理性，“齐”指体例的一致性 C．对材料加以取舍和剪裁，

使结构完整、体例划一 D．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建

立自己的体系 13．在语言主体的研究中，汉语语法研究的论

文数量最多，包括中韩语法的对比分析，汉语句子成分的研

究等。语音语法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韩汉音



韵发展对比以及相互影响等。汉语词汇偏重于词汇系统研究

、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等。 下列选项最

接近上文叙述内容的是（ ）。 A．汉语研究的不同领域 B．

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 C．韩国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 D．韩国

汉语研究的主要方向 14．读书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是由

文化素养决定的。没有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对文化的爱好，

很难想能让人静下心来去读书，阅读的习惯，要从小抓起，

从小处做起，只有对文化知识的热爱和追求，才能让我们习

惯于阅读，而国人的读书习惯和爱好绝非一个国家阅读日就

能解决。所以，阅读，请尊重个人的选择，别以节日的名义

。 这段文字的中心议题是（ ）。 A．阅读 B．国家阅读日 C

．读书习惯 D．阅读要尊重个人的选择 15．列宁说：“语言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语

言的社会本质和重要作用。人们利用语言来进行交际，交流

思想，______。如果没有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

溃。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是（ ）。 A．以便协调共同的活动

，互相了解，组织社会的生产 B．以便协调共同的活动，组

织社会的生产，互相了解 C．以便互相了解，组织社会的生

产协调，共同的活动 D．以便互相了解，协调共同的活动，

组织社会的生产 16．诺贝尔发明烈性炸药的出发点是造福人

类，但在实际运用中，它也会成为杀人武器；电脑已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电脑病毒就如幽灵一般时刻困

扰着人类；医用克隆技术可以保障人的健康，但生殖克隆技

术却给人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 上述事实支持的要点是( )。

A．科技给人类什么取决于如何应用科技 B．必须规范技术开

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 C．科技进步同时带给人类威胁与困扰



D．科技进步带给人类全新的挑战与问题 17．在未来，虚拟

现实技术也许可以模拟人类的一切感知与情感，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一位新加坡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虚拟拥抱”的

技术，还有什么比在网上得到一个虚拟的拥抱更可悲的吗? 下

列说法与文意不符合的是( )。 A．作者不信任虚拟现实技术 B

．作者十分珍视人类真实情感 C．作者认为用技术虚拟人类

情感是可笑的 D．作者不希望有什么网上“虚拟拥抱”的技

术  18．湿地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

洪防旱、调节气候、促淤造陆、减少沙尘暴等巨大生态功能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它保护了许多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土生态安全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 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湿地是全球三大生态系

统之一 B．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 C．湿地生态系

统关系着国土生态安全 D．湿地具有多项重大的生态功能 19

．以植树造林为主，建设京津地区生态屏障；以退耕还林为

中心，在内蒙古中西部浑善达克建设生态恢复保护带，严禁

过度放牧，恢复和保护草地资源，适度建设防风林；建设以

黄河灌溉带和毛乌素沙地为中心的鄂尔多斯生态屏障，保护

水资源和天然绿洲，控制土地沙化，逐步扩大人工林。 上述

措施的共同目标是（ ）。 A．建设生态屏障 B．保护草地资

源 C．控制土地沙漠化 D．建设防风林带 20．目前，在我国

存在着这样的状况：在同等水平下，北京、上海等地城市的

学生比山东、河南等地的学生考上重点大学要容易得多；城

市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在入学率、升学率以及所在学校的硬



软件配备方面都要强许多。这是由于国家建设的重点高校在

省际间分配严重不均，由于教育资金在城市与农村分配严重

不均。这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差别”，教育资金分

配的“城乡差别”，已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 据此，我们可

以知道（ ）。 A．教育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B．教育资

源及经费不足，顾此失彼是正常的现象 C．教育资源及经费

紧张，但主要是由于分配不公平不合理造成了差别 D．中国

的教育太落后了 公务员网答案与解析： 阅读理解  11．D【解

析】一道典型的细节推断题，考查了考生对于语句表述细节

的掌握程度。血糖平衡的体液调节主要靠激素调节；神经调

节涉及神经中枢。考生要善于从题目的叙述中发现答案线索

。 12．D【解析】从“创作”的高度来理解“整齐”的意思

“建立自己的体系”这样表述是有深度的。同时，也是以原

文为依据的，原文中有“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而A、B、C项只是从“文章学”的角度理解“整齐”的意思

，不仅理解得肤浅，而且没有以原文为依据。 13．A【解析

】这段文字阐述了“语言主体研究”的几个方面，即“汉语

语法研究”、“语音语法研究”和“汉语词汇研究”，这三

项都是汉语研究的领域，因此A项正确。文中只有在“汉语

语法研究”这一领域中提到了论文，而别的领域没有提到，

所以不是“成果”，排除B。C、D在文中都不是主要内容，

而是附着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大背景之下的，所以可以排除。

14．B【解析】这段文字的结构是分总式的，先说了“读书”

和“阅读”的习惯，然后加以总结，一个“所以”表明了作

者的态度，即“别以节日的名义阅读”，因此，尽管材料中

没有出现“国家阅读日”，但作者表明了反对设立这一关于



读书的节日的。所以“国家阅读日”是材料的中心议题。A

选项太过于广泛；C选项只是文中的一个方面，是作为原因

来说明的，“原因”和“结果”相比，明显“结果”才是作

者的意思表达所在；D选项也是一个原因，而不是结果。 15

．D【解析】本题考查了语句衔接的能力，此类题目主要是

要求句子间的衔接要合乎逻辑，表达通顺、流畅、自然、紧

凑。本题的关键在于三个句子中的“了解”、“协调”、“

组织”三个动词是有逻辑顺序的，人们应该先互相“了解”

，再“协调”共同的活动，进而才能“组织”社会的生产。

16．A【解析】题干是对某一结论的分项说明阐释，而问题则

要求应试者自己作出结论。由题干中的“炸药”、“电脑”

、“克隆技术”的例子可知，科技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

在于如何应用科技。选项A为正确答案。题干中并未涉及“

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因此B为无关选项，可以排除

；C项含义错误，科技进步本身并不会带给人类困扰，排除C

；D项与C项问题相同。 17．C【解析】C项不符合作者意图

，无法从文中推出。首句说“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也许可

以模拟人类的一切感知与情感”，作者使用了“也许”表明

了作者对虚拟技术并不信任，排除A；由“还有什么比在网

上得到一个虚拟的拥抱更可悲的吗?”一句可知，作者珍视人

类的真实情感，并且不希望出现“虚拟拥抱”技术，排除B

、D。 18．B【解析】“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

态系统”也就是A的意思。“是国土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就是C的意思。“具有⋯⋯等巨大生态功能”也

就是D的意思。在判断B选项时要注意文中“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地区之一”，而B并没有说明是“之一”，因此所下的判



断过于绝对。在做这种细节推断题时，凡是表达意思过于绝

对的应该注意。 19．A【解析】文中多次提到了“生态屏障

”、“生态保护带”等词语，可见建设生态屏障才是共同的

目标，A选项是正确的。B项和C项都是建设生态屏障的目的

，而D项则是建设生态屏障的一项内容措施，因此只有A项概

括了题干主旨，为正确答案。 20．C【解析】A项中的效率在

原文中并没有提到，B项的观点与原文不符。C恰好谈的就是

教育资源经费的分配问题，与原文吻合。D庸俗选项，应排

除。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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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