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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1.事业的成败往往不只取决于人才的____，还在于人才的有效使用。世上只

有____的人，而没有无用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人才。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多寡  失意           B.得失  错位 

C.优劣  失败          D.高低  误用 

 

1.【答案】B 

【解析】根据“还在于人才的有效使用”一句可知，前一句应为“有效使用”

的前提，即拥有人才，故填入“得失”一词符合语境。再看第二空，与“无用”

相对应的应该是“错位”，而非“失意”。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人才”

不能和“优劣”、“高低”搭配，排除 C、D 项；本题并非强调人才的数量，所

以第一空填入“多寡”也不恰当，故排除 A 。 

 

 

2.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进行文艺创作时，为了使人物表现得更为      ，

可以对人物进行符合本身和时代背景的“适当”创作，但是大的历史事实、人物

命运、主要矛盾、重要事件都必须符合历史，不能对历史人物的“人生层面”进

行     和歪曲。 

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完整  杜撰          B.真实  虚构 

C.形象  改编          D.丰满  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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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D 

【解析】第一空，语境信息强调“对人物进行符合本身和时代背景的‘适当’

创作”，且是用来修饰“人物”，“丰满”多用来修饰人物形象，置于此处符合

语境且搭配恰当。第二空，语境信息强调对人物的创作必须符合历史，不能歪曲，

此处填入的词应与“歪曲”表意一致。“臆造”指凭主观的想法编造，是不符合

历史的人物创作，符合语境要求。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A项中“杜撰”

的对象多为一件事，在此处搭配不当。 B 项，“真人真事”即为“真实”，适

当的创作并不能使人物表现得更为真实，故 B 项错误。C 项中“改编”不能用

来修饰人物塑造，通常为改编剧本等，故 C 项错误。 

 

 

3．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影

响。灾难的突发性决定了报道的_____是第一位的。最快的时间、最新的报道，

才能满足人们在灾难发生后对_____的迫切需求和思想混乱时的心理需求。能否

快速地投入新闻报道成为决定此类新闻报道能否成功的关键。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内容    真相         B.方式    沟通 

C.实效    事实         D.速度    信息 

 

3.【答案】D 

【解析】第一空根据语境中的“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灾难的突发性”、

“最快的时间、最新的报道”以及“能否快速地”等提示信息可知，文段强调的

是应快速、及时对灾难性事件做出报道，即报道的“速度”；第二个空，人们在

灾难发生后需要掌握有关灾难事件的信息，“信息”符合题意。因此，本题答案

为 D 项。语境强调的是“最快、最新的报道”即“报道的速度”而非报道的内

容、方式、实效(实际的效果)，故排除 A、B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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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鼓励原创”的版权意识与互联网的免费共享

精神，一直在_____中牵绊着发展。当众多网友对网络“免费午餐”津津乐道时，

损害的却是创造者的创作热情以及出版业的长远发展。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逆境                 B.竞争 

C.矛盾              D.挑战 

 

4.【答案】C 

【解析】横线处所填词语用以形容“版权意识”与“免费共享精神”的关系，

很明显，“版权意识”具有专属性，而“免费共享精神”重在分享，二者相悖，

对应选项，即可选到 C 项“矛盾”。其余三项均无法体现此种“相悖”关系，

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 

 

 

5. 今年“五一”黄金周第二天，北京故宫的接待量达到 11.48 万人次，是

最大容量的 2.3倍。_____的人海中，游人根本无法感受紫禁城的庄严氛围。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摩肩接踵              B.人满为患 

C.游人如织              D.铺天盖地 

 

5.【答案】A 

【解析】文段应该填入一个形容“人海”并且表示拥挤之意的成语。“摩肩

接踵”指肩碰着肩，脚碰着脚，形容人多拥挤，置于此处与“人海”搭配得当，

且符合语境。因此，本题答案为 A项。B 项“人满为患”指因人多造成了困难；

C 项“游人如织”形容游人多得像织布的线一样，密密麻麻。二者已经含有“人

多”之意，若填入文段会与“人海”造成语义重复，故 B 项、C 项错误；D 项

“铺天盖地”形容充满了整个天地，常形容来势很凶。文段中由旅游者汇集而成

“人海”强调的是数量多和拥挤，并非气势汹涌，故 D 项错误。因此，本题答

案为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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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对方建构这个导弹系统的的专业技术，

建立跟他们一样的导弹系统是____的事情。 

填入文段划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望尘莫及            B.望其项背 

C.不足为训            D.无可厚非 

 

6.【答案】B 

【解析】“望尘莫及”只望见走在前面的人带起的尘土而追赶不上，比喻远

远落后。从文义来看，这里表示我们是可以赶上的，因此排除 A 。“不足为训”

指不值得作为准则，与文意不符，排除 C 。“无可厚非”不必作过于严厉的批

评，不符合文义，排除 D 。“望其项背”表示距离近、赶得上，符合文意。因

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7. 莫里哀曾说：“喜剧的责任，就是通过娱乐来纠正人的缺点。”近年来

的法国轻喜剧，尤其擅长_____，用淡淡的笑声拆解社会难题的九连环，具有较

高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举重若轻            B.借古讽今 

C.微言大义            D.振聋发聩 

 

7.【答案】A 

【解析】“举重若轻”比喻能力强，能够轻松地胜任繁重的工作或处理困难

的问题。文中语境信息强调“用淡淡的笑声拆解社会难题的九连环”，与填空处

形成解释关系，“举重若轻”符合文段语境。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B 项

“借古讽今”指借评论古代的人和事来影射讽刺(评论)现实；与文意不符。C 项

“微言大义”指包含在精微语言里的深刻的道理；置于此处无法体现出后文“淡

淡的笑声”之意。D 项“振聋发聩”指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使他们清

醒过来；“语言文字”与文中“淡淡的笑声”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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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少作家把人生比作登山，  就是登上山顶略事休息徘徊的那一刹那。

此前是“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此后则“别有一般滋味”的“想回家”；此前

是“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此后则“前面是下坡路，

好走得多”。“下坡路”也罢，“想回家”也罢，都是一种  的心态。一切都

不过如此，没什么稀奇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值得苦苦追求。 

依次填入划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中年 过来人          B.老年 过来人  

C.中年 成功者           D.老年 成功者  

 

8.【答案】A 

【解析】文段将人生比作登山，“此前是‘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指的是

青年时代，“此后则‘别有一般滋味’的‘想回家’”指的是老年时代，而“登

上山顶略事休息徘徊的那一刹那”指的则是中年时期；故第一空将 B、D 项排除。

第二空，由后文“没什么稀奇”、“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看出淡然从容的心态，

用“过来人”最合适。因此本题答案为 A 。“老年”接近人生终点，和语境“略

事休息”“此后”不相符；“成功”在整个文段中都没有体现。 

 

 

9. 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关联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一个人_____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_____

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么，_____他有善良的动机，_____

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 

A.因为  所以  虽然  但 

B.由于  因此  即使  也 

C.不但  而且  虽然  但 

D.如果  而    即使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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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D 

【解析】阅读原文发现文中“那么”一词，与之进行搭配的应该是“如果”

一词，表达一种假设关系，而非转折，故排除 A、B、C，再看“那么”前面的句

子，“对客观事物全面的反映”与“按自己的主观片面想法办事”应为转折关系，

故用“而”比较合适，把“如果”代入，句意明确无误，所以正确答案应为 D 。 

 

 

10. 人就是一棵树。当我们有所失的时候，必须去_____，你会发现生命中

那些曾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树的须根，一旦_____，同样也能顽强地活下

去，这就是生命力。当人被迫面临一个新的环境，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

时，曾经的成就与辉煌，就像那华丽的树冠，只会成为生命的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适应 失去 负担   

B.争取 干枯 象征 

C.承受 萎缩 点缀   

D.挽救 暴露 印记 

 

10.【答案】A 

【解析】本题突破点在第二空。根据上文语境中的“有所失”，可推知第二

空应填“失去”与之相对应。第一空，“适应”与“有所失”搭配得当。第三空，

语境强调曾经的成就与辉煌在当人被迫面临一个新的环境时没有意义，此处填入

“负担”符合语境。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第二空，B 项的“干枯”、C 项

的“萎缩”、D 项的“暴露”均不能与上文语境中的“有所失”相呼应。另外，

根据语境，第三空填入的词表意应偏消极，B 项的“象征”及 D 项的“印记”

均无消极倾向。故 B、C、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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