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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与表达 

1. 我们尊重个体差异，倡导个性化发展，但我们更希望孩子们能得到与自

身资质相_______的全面发展。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适应        B.匹配 

C.一致        D.符合 

 

1.【答案】 B 

【解析】 文段说我们应当尊重个体差异，倡导个性发展。根据文段的具体

语境，我们可以得出，转折后强调了这种个性发展应当与我们的自身状况相对应。

对应四个选项只有 B 选项的“匹配”符合文意。“适应”一般说我们人主观上

应该适应某种客观情况，“一致”重在强调两者之间相吻合，“符合”重在强调

两者相辅相成的意思。因此，排除 ACD 。 

 

 

2. 对诚实的否定固然令人遗憾，但人们尚可从精神上、道德上的肯定中得

到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偿还        B.回报 

C.弥补        D.欣慰 

 

2.【答案】 C 

【解析】由后句的“但”可以看出前后句是转折关系，前句说到“对诚实的

否定令人遗憾”，所以后句应当表达填补这种遗憾的意思。观察选项，“偿还”

指归还(所欠的债)。“回报”有三种解释: ① 指报告(任务、使命等执行的情况)；

② 指报答、酬报、一般针对付出而言；③ 指报复。“弥补”指把不够的部分填

足。“欣慰”指心里欢喜而感到安慰，一般针对个人的主观心理状况。因此，本

题答案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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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是对民族性的_______和挑战。它要求我们既要从

民族的角度进行思考，也要学会从全球的角度进行分析；既要进行纵向思维，在

发展中传承历史经验，也要注重横向思维，在_______中汲取他人之长。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同化  交流        B.排斥  沟通 

C.超越  比较        D.吸纳  协商 

 

3.【答案】 C 

【解析】第一空后面有表示并列的“和”字，谈的是全球化对民族性的影响。

因此第一空要与积极倾向的“挑战”词性相同，意思相近，四个选项中 A 项同

化指的是融合成为同质，也就是抹杀了民族性存在，不符题意，排除；B 项排斥,

即不承认民族性，消极倾向，排除；C 项超越倾向积极，意思与挑战相近，符合

题意，D 项吸纳，使之成为己的一部分，也是抹杀了民族性的存在，排除。再

来看第二空，“既要……也要”表示并列，所填词语应与“纵向传承”相对应，

那么对应“横向比较”，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4. 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有的以文明_______地分类或判定，称世界上最先

进入文明社会的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等四大文明古国。有的以文明

_______时间分类或判定，有文明传承存续说，称有的文明得以传承存续，而有

的文明古国消亡，有的古国文明失落等。 

依次填入横线处最为恰当的一项是（  ）。 

A.策源  起讫        B.策源  起始 

C.发源  起讫        D.发源  起始 

4.【答案】 C 

【解析】“策源地”一般指战争、社会运动等策动、起源的地方，“发源地”

指事物发端、起源的所在。第一个划线处“发源”更为合适，排除 A 、 B 。

根据文意可知，关于文明的起源有的是以文明的开始、结束时间来分类文明，第

二个划线处应为“起讫”，“起讫”指开始和终结，“起始”指某件事或某种行

为的开始、起头，与文意不符。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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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法官的精英化到法官的专业化，无不________着人们对法官资格和法

官职位的憧憬和理想，当前，应当建立以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三位一

体的法官培养________标准。 

依次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承载  遴选        B.寄托  挑选 

C.肩负  选取        D.承担  入选 

 

5.【答案】 A 

【解析】第一空：承载指承受装载，可搭配抽象概念，符合语境。寄托指把

理想、希望、感情等放在(某人身上或某种事物上)，符合语境。肩负、承担都有

担负的意思，指承担责任、工作、费用，主语多为实际的人或集体，用在此处不

合语境，排除 C 、 D 。第二空：遴选多指选拔人才，符合语境。挑选指从若

干人或事物中找出适合要求的，与“标准”搭配不妥，排除 B 项。故正确答案

为 A 项。 

 

 

6. 强硬的紧缩政策和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意大利社会不满情绪日益

________。就在莱塔内阁在总统府宣誓就职时，总理府外上演了一起因对政府不

满而引发的枪击案。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若因政治局势不稳而

________债务危机再度恶化，将给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带来沉重打击。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累积  导致        B. 增加  造成 

C. 集聚  致使        D. 高涨  促进 

 

6.【答案】 A 

【解析】可先从第一空着手，集聚指会合、聚会或者安定聚居，一般不与情

绪搭配，同样不与情绪搭配的还有增加，故排除 B、C 。第二个空，意大利使债

务危机恶化，带来不好的结果，因此不能是促进，故排除 D 。本题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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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高校每年有数万项科研成果通过验收，其中有 30% 以上的成果被鉴

定为“国际首创”、“国际领先”或者“填补了国内空白”。________的是，这

些成果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大部分成果只能“沉睡”在实验室

和书斋中，高校科技研究成果推广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可悲    难以为继        B.遗憾    步履维艰 

C.可惜    寸步难行        D.无奈    一筹莫展 

 

7.【答案】 B 

【解析】从第一空后面提到“这些成果中极少一部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可知文段想表达科研成果的好处却无法应用于实践，因此“遗憾”、“可惜”、

“无奈”符合文意，排除 A “可悲”，语义过重；第二空要和“推广”一词搭

配，形容科研成果的推广非常有难度，步履维艰符合文意，表示走的每一步都很

艰辛，答案选 B 。 C “寸步难行”语义过重，表示一步都走不了，而原文意思

是要推广的，所以不可能一点都不能发展； D “一筹莫展”的搭配主体不能是

“推广”，排除。本题选  B 。 

 

 

8. 如今的辽河老街，新老建筑________，自然环境舒适宜人，戏院、茶馆、

客栈、咖啡馆、古玩店应有尽有，成了营口对外展示形象的最亮丽的名片。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相得益彰        B.相辅相成 

C.相伴而生        D.相差无几 

 

8.【答案】 A 

【解析】相得益彰：两个人或两件事物互相配合，双方的能力和作用更能显

示出来；相辅相成:指两件事物互相配合，互相辅助，缺一不可；C 、 D 均为干

扰选项，原文提到“成了营口对外形象最美丽的名片”，所以强调的是表现的更

好，故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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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同警察破案，必须掌握足够的

证据，使各种证据之间形成________的逻辑关系。因为是凭证据说话，因此，研

究历史依靠的是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和论证证据关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

怎样________的观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真实  尖锐        B.合理  新鲜 

C.准确  独特        D.严密  超前 

 

9.【答案】 B 

【解析】第一空和逻辑搭配，排除 AC 两个选项，第二空比较新鲜和超前，

新鲜更符合原文含义。所以正确选项应为 B 选项。 

 

 

10. 随着全社会对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深入________，“幸福感”、“幸福

指数”________地成为民生改善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话题，受到公众的普遍

关注。而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

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认识  一马当先        B.了解  首当其冲 

C.解读  毋庸置疑        D.解释  顺理成章 

 

10.【答案】 C 

【解析】根据第一空，可排除 D 项，“解释”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搭

配不当。第二空首先可排除 B 项。“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到灾难，

不符合文段语境，排除 B 项。 A 项和 C 项中，“一马当先”置于此处不符合

语境要，排除 A 项。“毋庸置疑”可以表示随着事情的发展必然会形成的结果，

符合语境要求。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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