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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 
 

1 、 林黛玉的破碎，在于她__________的爱情；三毛的破碎，源于她经历________后一刹那

的超脱和明彻；梵高的破碎，是太阳用黄金的刀子让他在光明中不断剧痛；贝多芬的破碎，

则是灵性至极的黑白撞击生命的_________乐章。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轰轰烈烈  痛苦  悲伤  

B.刻骨铭心  沧桑  悲壮 

C.平平常常  磨炼  凄美  

D.惊天动地  磨难  壮美 

答案：B 

解析：第一空根据“林黛玉的破碎”排除 A 项轰轰烈烈和 D 项惊天动地；第二空根据经历

沧桑，和第三空根据贝多芬撞击生命的悲壮，答案为 B 项。 

 

2 、 提起节日，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春节，贴窗花、写春联、吃饺子、放鞭炮等等，大多

数西方人可能首先想到圣诞节，唱圣诞歌、互送圣诞礼物等等。这告诉我们：①民族节日蕴

涵着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等文化因素。②民族节日展现出一个民族

文化生活的全部内涵。③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④透过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我们可以领略不同民族文化的韵味。（）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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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第一空根据“林黛玉的破碎”排除 A 项轰轰烈烈和 D 项惊天动地；第二空根据经历

沧桑，和第三空根据贝多芬撞击生命的悲壮，答案为 B 项。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用“中

国人的春节”“西方人的圣诞节”说明民族节日能体现民族风情、民族文化。通过中西方节

日表现不一致说明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民族文化。第二步，文段围绕民族节日及节日进行庆祝

的方式描述。重点是为了突出民族节日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风情。对比四句话，①③④

均能体现两者关系，但②句中“全部内涵”范围扩大，不符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3 、  至少在过去的 30 年里，人们一直认为饱和脂肪才是饮食中的头号反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尤德金开展关于糖对人体影响的研究时，在营养学领域中，一种新的理论正在

逐渐成型。___________。以尤德金为首的、数量不断减少的反对者认为，糖比脂肪更易引起

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疾病。但是在他著书时，“脂肪假说”的支持者已经控制了这一领

域的制高点。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这个理论认为糖是保证人体机能正常运作的必要营养成分 

B.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低脂饮食才是健康的饮食 

C.这个理论倾向于糖的摄入是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D.这个理论对当时盛行的低脂饮食观念提出了有力挑战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出现在中间，可知此空承上启下。第二步，

根据横线前“当尤德金开展关于糖对人体影响的研究时”可知，尤德金认为糖对自己的健康

有影响。横线后是“以尤德金为首的反对者认为糖比脂肪更易引起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

疾病。”可知，横线处的新理论应该跟尤德金的理论相反。即强调“脂肪才是影响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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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第三步，对比选项，B 项中“这个理论”对应横线前文“新的理论”，“低

脂饮食才是健康的饮食”对应横线后转折词“但”之后的内容。因此，选择 B 选项。 

 

4 、公共执法权是典型的公权力。公权力旨在规范或恢复社会秩序，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__________。当公权力需要介入私权利或者说私权利需要救济的时候，要么是基于当事人的

申请，要么是基于公共权益的考量。公权力机关必须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才可

对私权利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干预。否则，极易构成对私权利的侵害。填入划横线部分最

恰当的一句是：（） 

A.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B.有权必有责 

C.禁止干预私权利 

D.法无授权不可为 

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上文主要是引入“公权力”这一话题，下文主要

讲公权力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干预私权利，也就是公权力不能随意干预私权利，需要有一定的

条件。由此可知，后文是对横线处语句的进一步说明，横线处应体现“公权力得到允许才可

以介入私权利”。第二步，对比选项。D 项符合上述信息。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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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渔人在捕鱼，一只鸟飞来，叼走了一条鱼。有无数只乌鸦看见了，便去追逐这只叼着

鱼的鸟。这只鸟无论飞东飞西，满天的乌鸦都是紧追不舍，它无处可逃，只能疲惫地飞行，

心神涣散时鱼就从嘴里掉下来了。那群乌鸦就朝着鱼落下的方向继续追逐。这只鸟如释重负，

栖息在树枝上，内心反倒平静了下来，没有了恐惧的烦恼。最适合这段文字的标题是（） 

A. 徒劳无功 

B. 坚忍不拔 

C. 损人害己 

D. 以舍为得 

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了无数只乌鸦紧追一只叼着鱼的鸟。然后这只鸟在

心神涣散时鱼掉了，反而如释重负，没有了恐惧。第二步，文段重点围绕“舍”与“得”。

对比选项，D 项中涉及舍与得。因此，选择 D 选项。 

 

6 、 “唯意志论”者固然_______，只追求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

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_______理想的

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举步维艰  留存 

B.踌躇满志  保留 

C.进退维谷  铺陈 

D.瞻前顾后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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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文段后面提到“同样苍白无力”，“同样”这个词说明第一空也要

能够体现出苍白无力的意思，苍白无力形容贫弱无力、没有办法；B 中的“踌躇满志”形容

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非常得意，C 中的“进退维谷”比喻困境，形容进退两难，D 中的“瞻前

顾后形容顾虑太多、犹豫不决”，都不能体现出这层含义，因此排除 B、C 和 D，A 中的“举

步维艰”比喻办事情每向前一步都十分不容易，符合文意。第二步，把“留存”代入第二空，

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7 、 科普，也就是科学普及。既然是一种普及的工作，那么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在工作

方式和风格上，或者比如说，在科普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上，自然应具备某种流行的特色。如

果连流行都做不到，怎么能叫普及呢？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科普作品虽然挂着普及的招牌，

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实在难以称得上有流行特征。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 

A.科普按照一般观念，可以理解为科学技术的普及 

B.科普工作要求在工作方式和风格上应具有流行的特色 

C.我国的科普作品如果能真正具有流行特征，那么科学技术就能普及 

D.我国目前的科普作品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普及，原因是不够流行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引出“科普”这一话题，然后强调科普应具备流行的特色，

之后通过反问支持了前面的说法，最后介绍我国科普作品缺少流行特征的现状。第二步，文

段为“分-总-分”结构，重点为第二句，主要讲的是科普在工作方式和风格上应具备流行的

特色。第三步，对比选项。B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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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以下材料，回答 8-10 题 

各种美容上的保养，不论是请医生进行诊护，还是请美容师施以美容术，目的不外是为了减

少老化作用在脸上留下的痕迹。老化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呢？  

加速老化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些是与个人体质有关，有一些则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

所造成的。不均衡的饮食习惯会导致过度肥胖，或体重不足，而更可能造成以上两种情况交

替产生。此外，机体各组织合成的成分间分配不均衡，如碳水化合物、油脂、蛋白质、维生

素及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等，也会造成老化现象。外界环境对呼吸道器官的神经刺激，例如

香烟就是头号敌人，它能使弹性纤维断裂，尤其它会降低呼吸道器量，呼吸道间的氧气会因

此减少。大气污染也是呼吸道受到侵害的主要元凶，虽然生病要用药物治疗，但使用不当难

免造成副作用而加速老化。太阳光的辐射线，尤其是紫外线，会渗透深层皮肤造成破坏。 

上述因素都会协助体内各种毒素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基。所谓自由基就是机体内

循环流动的分子，或是分子的部分，经由本身能量的转化而成为有毒的分子。一个处于稳定

状态的分子在受到氧电子的作用后，会变成自由基，同时也会使其他分子变质成为自由基。 

自由基进行攻击的目标是细胞及其外围，细胞膜便是自由基的第一靶子，当细胞自行修补的

功能耗尽之后，就只能听任自由基进入细胞内部。自由基一进入细胞质就发生破坏细胞的元

素，渐渐地，不正常的细胞便形成了。最后连细胞核也成了受攻击的目标，由于能量规律受

到破坏，细胞核中传送出的讯息也有所更改。与此同时，它对细胞外部的破坏也正同时进行，

它会使支撑组织变质，特别是会破坏弹性纤维及胶原蛋白，因此便导致人体皮肤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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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自由基进行攻击的目标是细胞及其外围”一句中，“外围”是指：（） 

A.胶原蛋白 

B.弹性纤维 

C.支撑组织 

D.细胞膜 

答案：C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外围”出现在最后一段。第二步，分析“外围”的上下文语境。

“细胞膜便是自由基的第一靶子……也有所更改”是自由基对细胞进行攻击，“与此同时”

后是自由基对细胞“外围”的攻击。通过“它会使支撑组织变质”可知，“外围”指“支撑

组织”。第三步，对比选项。C 项符合上述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9 、  关于“自由基”，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一些外界因素会协助自由基的产生 

B.自由基攻击的目标是细胞和它的外围 

C.自由基可把有毒的分子化解为无毒 

D.自由基本身就是一种毒素 

答案：C 

解析：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第二步，A 项对应第三段首句“上述因素都会协助体

内各种毒素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基”，符合文意。B 项对应第四段“自由基进行

攻击的目标是细胞及其外围”，符合文意。C 项对应第三段“经由本身能量的转化而成为有

毒的分子”，可见自由基本身可以成为有毒的分子，而不是把有毒的分子化解为无毒，属于

曲解文意，不符合文意。D 项对应第三段“经由本身能量的转化而成为有毒的分子”，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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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10 、 准确反映吸烟对容颜老化的顺序是：①弹性纤维断裂②降低呼吸道器量③形成自由基

等毒素④促进体内氧电子⑤侵入细胞膜⑥支撑组织断裂（） 

A.①③⑤⑥ 

B.①②④⑤ 

C.②④③⑥ 

D.④③⑤① 

答案：D 

解析：解法一：第一步，观察这六句话。⑥句和文段说法不一致，文段说的是“支撑组织变

质”，而不是“支撑组织断裂”，排除 A 项和 C 项。第二步，根据题意，本题对应第三、

四段。自由基是在氧电子的作用下产生的，因此④句和③句要绑定在一起，排除 B 项。因

此，选择 D 选项。解法二：第一步，观察这六句话。②降低呼吸道器量出现在第二段，只

是讲述吸烟会带来此危害，但是并未涉及其在容颜老化中的具体顺序，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观察①和④的顺序。①为原文最后一句，当自由基攻击细胞外围时产生的结果，为

容颜老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放在最后。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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