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胡适和鲁迅都属于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坚定的西

化论者。“五四”之后，两人却_______，各自深深卷入现实政治革命。无论是思想还

是性格，他们都形成鲜明对照。在后人眼里，一个被视作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

被视作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分庭抗礼 

B. 各行其是 

C. 不欢而散 

D. 分道扬镳 

 

2. 唐前期的敦煌_____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系统的宗教、文

化、艺术。那时因为我们制度先进、文化发达，所以我们有_____的气度与胸襟。中古

时期的敦煌古代文化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充满活力的

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荟聚  宽广无限  风采 

B. 集聚  包罗万象  形象 

C. 汇聚  海纳百川  脉动 



D. 积聚  包容万物  具象 

 

3. 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与交流的密度前所未有。与

此同时，互联网及数字化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与信息进一步下移，覆盖到最广大的群

体，阅读的_______进一步降低。一块块移动电子屏，让书籍_______，极大地拓展了

阅读的时间与空间。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成本  改头换面 

B. 条件  一目了然 

C. 门槛  触手可及 

D. 标杆  俯拾皆是 

 

4. 声音由听觉接收，图像识别则由视觉分管，这两种属于不同感官的艺术形式应

该没有相互_______的可能。不过，有人却能“看到”身边的音乐，并且将旋律“凝固”到

画板上。许多研究机构也正在进行“声音视觉化”的尝试，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许就

能从真正意义上_______音乐的“色彩”。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转化  表达 



B. 代替  展现 

C. 替代  感受 

D. 转换  观赏 

 

5. 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艺术趋势，是作者的传达方式越来越追求复杂和多元，对

于诗歌的阅读与接受，也越来越多了一些_______和障碍。也就是说，就这一类表现方

法复杂的新诗而言，诗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理解上的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隔膜  鸿沟 

B. 阻力  分歧 

C. 迷惑  误会 

D. 干扰  偏见 

 

6.现代社会中，人们是在相对统一的时间里交往活动，这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提高

社会效率，推动社会发展。但全社会的“步调一致”容易导致交通的堵塞，由此引发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忽视。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求，又对作息时间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作息时间不统一，也会给人们的交往、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障碍。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作息时间应在统一与差异中寻找平衡 

B.小问题可能会引起社会发展中的大矛盾 

C.调整作息时间是解决交通堵塞的有效措施 

D.作息时间需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调整 

 

7.许多国家的首脑在就职前并不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做出成功

的外交决策。一个人，只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准确的信息分析能力和果断的勇气，就

能很快地学会如何做出成功的外交决策。对于一个缺少以上三种素养的外交决策者来说，

丰富的外交经验并没有什么价值。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外交经验无助于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B.外交经验来自于经年累月的外交实践 

C.成功的外交决策因人而效果有所不同 

D.外交决策者的素质比外交经验更重要 

 

8. 胞外超氧化歧化酶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抗氧化剂，该蛋白质据认为在治疗由于大

量含氧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上有潜在用途。另外，专家们认为，胞外超氧化歧化酶也可

用于心脏搭桥手术，并可用来在器官移植过程中保存待移植器官。新的转基因羊可以通过



奶水分泌而提供这一蛋白质。 

下列关于“胞外超氧化歧化酶”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它用在心脏搭桥手术中可起到保存心脏的作用 

B.它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有用的蛋白质 

C.现在它主要用在治疗由于大量含氧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上 

D.人们现在可以在克隆羊的奶水里大量提取它 

 

9.为什么有些领导者不愿意承担管理过程中的“教练”角色？为什么很多领导者不愿

意花时间去教别人？一方面是因为辅导员工要花去大量的时间，而领导者的时间本来就是

最宝贵。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对下属的辅导是否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是一件很难说清的事

情。因为有很多知识和方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教练”

角色要求领导者兼具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素质，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具备的。 

最适合做本段文字标题的是（    ）。 

A.效率低下，领导之过 

B.团队意识亟待增强 

C.员工培训，岂容忽视 

D.做领导易，做“教练”难 

 



10. 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储存起来。应

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要熟悉你的

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

际上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

能行的来代替吧。所谓要慎重，就是指这个。 

    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锤炼语言离不开写作实践 

    B.锤炼语言离不开积极思考 

    C.锤炼语言离不开写作实践中的积极思考 

    D.锤炼语言离不开写作实践和积极思考 

 

11.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新的传播媒介也应运而生，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

大，对传统媒体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手机媒体由于发展时间短、相关技术瓶颈尚需突

破，目前尚未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但是手机由于具有巨量的用户群，必将在不远的未来

迎来黄金发展期，进一步颠覆传媒业市场格局。 

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是： 

A. 网络媒体颠覆传媒业市场格局 

B. 手机媒体颠覆传媒业市场格局 

C. 手机媒体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 

D. 手机媒体的现状与未来 



 

12.社会冲突扮演了一个激发器的角色，它激发了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从而充

当了促使敌对双方社会化的代理人。此外，冲突重新肯定了潜伏着的规范，从而强化了对

社会生活的参与。作为规范改进和形成的激发器，冲突使得调整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关

系成为可能。但是，社会冲突是否有利于内部适应，取决于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发生冲

突，以及冲突发生的社会结构。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    ）。 

A. 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整合 

B. 社会冲突的整合功能是需要条件的 

C. 社会冲突是社会化不充分的表现 

D. 社会冲突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之一 

 

13.日前，乘坐飞机可购买“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航空意外险是针对乘坐客运航

班旅客的非强制险，是否购买完全由乘客自己决定。对于空难，保险公司一般都能迅速理

赔，对于未买乘机保险的遇难旅客，按照未投保不能保险的原则，不在保险理赔责任范围

之内。不愿购买航空意外险，经济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能买得起飞机票的乘客对于多支

付 20元的航空意外险并不会犹豫，但是由于保险意识淡薄的惯性作用和侥幸心理存在，甚

至一些传统思想认为买保险不吉利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很多乘客不主动购买航空意外

险。 



对这段文字的内容概括最恰当的是（   ） 

A.对于空难，保险公司一般都能理赔 

B.乘客的保险意识普遍都很淡薄 

C.乘客不买航空意外险，有经济原因，也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 

D.航空意外险是非强制险 

 

14.近日，有能源专家指出，目前全国不少城市搞“光彩工程”，在当前国内普遍缺电

的形势下这是不适宜的。按照上海电力部门的测算，上海的灯光工程全部开启后，耗电量

将达到 20万千瓦时，占整个城市总发电量的 2％，相当于三峡电厂目前对上海的供电容

量。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 

A. 搞“光彩工程”对国家和人民无益 

B. 现在不宜在各地推广“光彩工程” 

C. 上海整个城市的总发电量不高 

D. 上海的灯光工程耗电量惊人 

 

15.从哲学的角度看，不可否认原始儒家思想中存在很多人性的光辉 ，而从历史的角

度看，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建构的传统文化，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提供一种包含起码



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底线伦理。当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时候，应该在人道主

义的框架内建立一种起码的道德底线。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 

A.提倡建立底线文明 

B.批判儒家思想的缺陷 

C.批判地继承儒家思想 

D.应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化 

 

 

 

 

 

 

 

 

 

 

 

 



 

 

1.【答案】D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转折关系和解释关系，全文说的是两个人，“都”说明两个

人是一起行动，通过转折词“却”说明两个人不同了，不在一起了。并且后文中“各

自深深卷入现实政治革命”说明两个人出现了分歧。对比四个成语“分庭抗礼”指的

是古代宾主相见，分站在庭院的两边相对行礼，以示平等，比喻双方平起平坐，实力

相当，可以抗衡。“各行其是”按照各自认为对的去做，比喻各搞一套。“不欢而散”

指很不愉快地分手。这三个成语都不合语境。“分道扬镳”比喻人们分别发展和施展各

自的聪明才智，或者比喻因志趣、目标不同而各走各的路，和文段的含义相同，所以

正确答案为 D。 

 

2.【答案】C 

【解析】第一步，先从第二空入手,该空同时修饰“气度”和“胸襟”，也就是要

体现出“包容性”。A 项的“宽广无限”侧重（心胸）开阔，（见识）广博，可以和

“胸襟”搭配；但“气度”一般指“度量”，与“宽广无限”不搭配；B 项的“包罗万

象”形容内容丰富，应有尽有，不能和“气度与胸襟”搭配；且这两个选项都没有

“包容性”的含义，排除 A 和 B。第二步，第三空是被“充满活力”修饰的，“充满活

力”含有“动态”的意思，D 项的“具象”指具体的形象，无法体现“活力”的意

思，而“脉动”可以体现这种动态的活力。第三步，验证第一空。“汇聚了宗教、文

化、艺术”搭配得当。因此答案为 C。 



 

3.【答案】C 

【解析】第一空根据前文中“覆盖到最广大的群体”说明阅读的人变多了，“标杆”

是典型的例子，和文段不符。第二空前文中“一块块电子屏”说明电子屏很多，让人

们阅读方便了，“改头换面”比喻只改外表和形式，内容实质不变，不合语境。“一目

了然”是指一眼就看得很清楚，形容事物、事情原委很清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

事，不符合语境。所以正确答案为 C。 

 

4.【答案】D 

【解析】本题从第一空不好排除答案，文段的前部分的含义是视觉和听觉是不能

转换的，后文中出现了转折词“不过”，说明人们正在进行视觉和视觉的转换的常识，

最后一句话中音乐本来是听觉的问题，这里应该填入一个和视觉对应的词，所以只能

选择“观赏”，所以正确答案为 D。 

 

5.【答案】A 

【解析】第一个空考点是并列关系，所填入的词应该是“障碍”相对应，根据这

一点可以排除“阻力”“迷惑”，因为前文中对应的词是“诗歌的阅读和接受”，不能用

“阻力”和“迷惑”来形容阅读和接受。第二个空强调的是不同，排除“偏见”，所以

正确答案为 A。 



6. 【答案】A 

【解析】这是一道典型的意图推断题。题干从结构上看可分为并列的两层意思：第一

部分讲时间的统一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部分提到时间不统一“也会给人们的交

往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障碍”。综合分析，材料是强调在统一与协调中达到平衡，选项 A

为正确答案。 

 

7. 【答案】D 

【解析】材料中主要讨论的是“素质”与“外交经验”对外交工作的价值问题。由文

章最后一句话可知，文章的意图在于表明外交决策者的“素质”比“外交经验”更重要。

选项 A的说法过于绝对，材料中并没有下此论断；选项 B和选项 C没有提到与“素质”相

关的任何信息；D选项符合对材料意图的判断，因此本题选择 D选项。 

 

8. 【答案】B 

【解析】细节题。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第二步，A项对应“胞外超氧化歧

化酶也可用于心脏搭桥手术”，并没有提到保存心脏的作用，属于无中生有。B项对应“胞

外超氧化歧化酶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抗氧化剂，该蛋白质据认为在治疗由于大量含氧化

学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上有潜在用途”，说明“胞外超氧化歧化酶”是人体产生的一种有用蛋

白质，符合文意。C项对应“该蛋白质据认为在治疗由于大量含氧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疾病

上有潜在用途”，是“潜在用途”，而不是“主要用在……”,属于偷换时态。D项对应“新

的转基因羊可以通过奶水分泌而提供这一蛋白质”，并不能得出人们现在就可以在克隆羊的



奶水里大量提取这一蛋白质。因此，选择 B选项。 

 

9. 【答案】D 

【解析】标题填入题。对议论文加标题，要把握住文章论点，并对其进行同义替换。

文段前两句话是提出问题，问题涉及“领导者”与“教练角色”，后面四句话是从三个层面

对此进行的分析回答问题。所以这段话强调的重点应该是针对提出的问题做出的解答。而

在给出的三个原因中，很显然最后一个原因是重点答案应该对这两个原因进行概括。因

此，选择 D选项。A选项中的“效率”在原文段中并没有提及。B选项中的“团队意识”也

在原文段中没有体现。C选属于反问型语气，与原文段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不符合，因此也

予以排除。 

 

10.【答案】D 

【解析】文段在说从事写作的人要追求、熟悉语言。通过“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

在你的心里”可知这个过程需要写作和思考，二者是同一个目的的两个方面，因此 D选项

最符合题意。C选项是强干扰项，“锤炼语言离不开写作实践中的积极思考”，把二者放在

了同一个过程，且在强调思考，显然与原文不符。因此本题选 D。 

 

11. 【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随着……”进行背景陈述，引出“新的传



播媒介产生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接着通过转折关系“但是”引出手机媒体由于用户群

巨量，从而发展前景广阔。第二步，文段重点在转折之后。对比选项，D项“现状”对应

“用户群巨量”，“未来”对应“发展前景广阔”。因此，选择 D选项。选项 B，是转折之

后文段的其中一部分，不全面。 

 

12.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通过“社会冲突扮演了……此外，冲突重新肯

定了……”说明社会冲突使调整社会关系成为可能，然后通过“但是”强调社会冲突有利

于内部适应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第二步，文段重点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冲突有利于

内部适应。对比选项，B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选项。 

 

13. 【答案】C 

【解析】通过阅读文段，可以发现全文都在围绕航空意外险论述，前两句在说航空意

外险的含义和理赔范围，最后一句说明乘客不愿购买航空意外险的原因，“经济原因并不是

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转折引出思想意识的原因，只有 C选项全面地概括了这两方面的

原因。A、B选项均未提到航空意外险，D选项并不是文段重点，因此本题选 C。 

 

14.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头提出“目前在不少城市搞‘光彩工程’不适



宜”的观点，接着以上海搞光彩工程耗电量惊人的例子进一步论证。第二步，文段结构为

“总-分”，重点强调目前搞“光彩工程”不适宜。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为文段重点的

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选项。 

 

15. 【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儒家思想的人性光

辉，接着通过转折词“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了其缺乏人道主义底线伦理的问题，最

后通过“应该”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即“在人道主义的框架内建立一种起码的道德

底线”。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重点强调建立人道主义道德底线的重要性。第三

步，对比选项。A项是文段重点句的精简压缩。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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