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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 
 

1、真正的信息公开，当然要求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不能

________信息的发布渠道，而必须尊重媒体多渠道地报道、展现事实，在多元的信息

和声音的“竞争”中由公众判断事实在哪里。政府调查的能力有限，可能被假象所

________，所以需要媒体调查的跟进，这对政府的调查是一个有益的信息补充；更重

要的是，政府在利益的绑架下，可能会习惯性地瞒报虚报、掩盖事实，这就需要媒

体的报道与政府的调查相互________，从而在信息的竞争和交叉中逼出真相。填入划

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主导  迷糊  证明 

B. 垄断  蒙蔽  印证 

C. 操纵  瞒骗  检验 

D. 控制  遮掩  验证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而”“多渠道地报……在多元的信息和声音的‘竞争’……”

可知，该空应和“多渠道”构成反义关系，辨析选项，“主导”指决定并且引导事

物向某方面发展的；不能和“多渠道”构成反义关系，排除 A 项。“垄断”“操纵”

“控制”符合语境。第二步，第二空，根据“政府可能被假象所……”可知，该空

与“假象”搭配，“假象”指跟事物本质不符合的表面现象。辨析选项，“遮掩”

指遮蔽；遮盖，与“假象”搭配不当，排除 D 项。“瞒骗”隐瞒，欺蒙；“蒙蔽”

隐瞒真相，使人上当，二者均可与“假象”搭配。第三步，再看第三空，根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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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能瞒报虚报、掩盖事实，……从而在信息的竞争和交叉中逼出真相”可知，该

空搭配“事实”，辨析选项，“检验”指检查验证。常与“汽车机件”“真理”等

搭配，与“事实”搭配不当，排除 C 项。“印证”指证明与事实相符，与“事实”

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B 选项。 

 

2、建设现代农业，要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______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

_______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________新突破。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

项是：（） 

A. 发掘 开发 寻求 

B. 挖掘 开发 寻找 

C. 发掘 开辟 寻找 

D. 挖掘 开辟 寻求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所缺动词应与“新潜力”构成动宾搭配的短语，“挖掘”

与“发掘”都可与“潜力”搭配，无法排除。第二步，第二空，比较“开发”与“开

辟”，“开发”常与智力、能源或产品搭配使用，“开辟”常与航道、途径、领域

搭配，并且“开辟”与“新”字也吻合，可排除 A 项与 B 项。第三步，第三空，“寻

求”相比较“寻找”，有探求的意思，“寻找”常搭配具体的事物，“寻求”常搭

配抽象的事物，并且“寻求”与“突破”是固定搭配。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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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________、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________。依

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优柔寡断 半途而废 

B. 三心二意 功败垂成 

C. 迟疑不决 功亏一篑 

D. 瞻前顾后 前功尽弃 

答案：D 

解析：解法一：第一步，第一空根据空后“、”可知，该空与“畏葸不前”语义相

近，“畏葸不前”指畏惧退缩，不敢前进，且该空的主语是“中国改革”。A 项“优

柔寡断”指做事犹豫，缺乏决断，常搭配人，排除。B 项“三心二意”多指做事不

专心，不能体现“畏葸不前”的含义，排除。C 项“迟疑不决”形容拿不定主意；

D 项“瞻前顾后”形容顾虑太多。二者都有犹豫的意思，能与“畏葸不前”构成语

义上的并列。第二步，根据“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知，该空比“不前进”

语义要重，即体现“后退”之意，也就是过去取得的成就没有了。C 项“功亏一篑”

侧重快成功的时候却遭到了失败，文中并没有提及“中国改革要成功了”，排除。

D 项“前功尽弃”指以前的努力完全白费，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解法二：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知，该空比“不前

进”语义要重，即体现“后退”之意，也就是过去取得的成就没有了。A 项“半途

而废”比喻事情没做完就停止，不能善始善终，并没有体现“过去取得的成就没有

了”，排除。B 项“功亏一篑”和 C 项“功败垂成”均侧重快成功的时候却遭到了

失败，文中并没有提及“中国改革要成功了”，排除。“前功尽弃”指以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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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白费，符合语境。锁定 D 项。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根据空后“、”可知，该

空与“畏葸不前”语义相近，畏葸不前指畏惧退缩，不敢前进。“瞻前顾后”形容

顾虑过多，犹豫不决，可以与“畏葸不前”构成并列关系。因此，选择 D 选项。 

 

4、由于竞选活动需要雇用工作人员，制作竞选标语和招贴画，布置演讲场地，发布

广播和电视广告等，因此花费高昂，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现象。而在美国，总

统选举从党内初选到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再到最后投票历时至少一年，选举费用更是

________。（） 

A. 事随境迁 

B. 水涨船高 

C. 居高不下 

D. 居高临下 

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第一句介绍了“竞选活动花费高昂”，第二句通过竞选

“历时至少一年”和“更”，与前面“高昂”构成递进关系，所以该空应体现“花

费高”的含义。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事随境迁”指环境改变了，事物也随之

发生变化；D 项“居高临下”形容处于有利的地位或傲视他人；二者没有“高”的

含义，排除。辨析 B 项“水涨船高”和 C 项“居高不下”。“水涨船高”指因为水

涨了，所以船跟着高。而文段未体现“花费高”是因为“其他事物累积”的缘故，

排除 B 项。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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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革命无非是为了对______的权和利进行再分配，与劫富济贫或杀富济贫相比，

______税富济贫更符合现代文明，对整个社会及其各阶级来说，付出的成本都要小

得多。依次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A. 均衡 显然 

B. 均衡 自然 

C. 失衡 显然 

D. 失衡 自然 

答案：C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再分配”可知，该空应体现出“权和利目前分配不均”

这一含义。“均衡”指平衡，与“分配不均”语意相反，排除 A 项和 B 项；“失衡”

指失去平衡，符合语境。第二步，第二空根据“与……相比，……更符合现代文明”

可知，“税富济贫更符合现代文明”这一结论非常明显，该空应体现“结论明显”

这一含义。“自然”指理所当然，不符合语境，排除 D 项；“显然”指非常明显，

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6、 生命起源于海洋，因为海洋更适合于生命活动，生物要从水域移动到陆地是一

种十分危险和艰难的_____，而潮汐区则提供了一种 ____：一个作为水陆之间“桥梁”

的环境，许多人相信，一些生物就是利用这座“桥梁”完成登陆这个进化过程的。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巨变  方向   

B. 蜕变  可能   

C. 转变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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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激变  途径 

答案：B 

解析：第一空考查近义词辨析。 “巨变”指变化程度大， “剧变”多形容速度快，

势头猛， “蜕变”指人或事物发生质变， “转变”指从一种形式、状态或特点变

成另一种形式、状态或特点， 与后文“一些生物就是利用这座“桥梁”完成登陆这

个进化过程的”相联系可知第一空的词义应该是变化，排除 AD 两项；第二空因为

只有潮汐区，所以不需要用“选择”，排除之，故正确选项为 B。 

 

7、中央政令下达后，除了加大督查力度，更需要强化政策信息________，通过各种

渠道让政策为民众所熟知，利用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提高政策执行的________。依次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公布 水平 

B. 发布 速度 

C. 宣传 力度 

D. 公开 效率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通过各种渠道让政策为民众所熟知”可知，该空应与

“为民众所熟知”构成语义上的一致性。“公布”指公开发布，使大家知道，通常

用于法律、命令、文告、通知事项等方面，而文段强调的是“政策信息”，范围更

广，且“公布”与“强化”搭配不合适，排除 A 项。“发布”指宣布，通常针对命

令、指示、新闻等，与语境不符，同时“发布”一般也不与“强化”搭配，排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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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第二步，第二空与“提高”搭配。“力度”只有大小之别，无高低之说，与“提

高”搭配不当，排除 C 项。“提高效率”也是惯常搭配。因此，选择 D 选项。 

 

8、19 世纪的西方建筑师大多满足于把钢铁作为一种________手段应用于当时流行的

古典式或哥特式建筑。很久以后，建筑师才________了古典和哥特模式，充分发挥了

钢铁构架结构的各种潜能。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次要  放弃 

B. 补充  摆脱 

C. 主要  超越 

D. 典型  淘汰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很久以后……充分发挥了钢铁构架结构的各种潜能”

可知，在这之前钢铁构架的潜能并没有充分的发挥。辨析选项，A 项“次要”和 B

项“补充”能够体现其潜能没有充分发挥，符合语境。而 C 项“主要”和 D 项“典

型”意思不符合语境，故排除 C 项和 D 项。第二步，第二空根据“很久之后”，说

明要从这种模式中脱离出来比较困难。辨析选项，“摆脱”有冲破束缚之意，体现

了过程的艰辛,因此“摆脱”更为符合语境。而 A 项“放弃”侧重丢掉原有的意见或

主张等，不能与“很久之后”对应，故排除 A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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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主要________，全球化因此被深深地打上美国的烙印。

许多的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全球化除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方式推进

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式？在空格处选填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引领者 

B. 推动者 

C. 主导者 

D. 倡导者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根据“全球化除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方式推进以外”可知，

该空应体现“付出了较大的实际行动”这一含义。第二步，辨析选项。“引领者”

侧重于走在最前端，语境无此意，排除 A 项。“主导者”本身已有主要之意，与“主

要”语意重复，排除 C 项。“倡导者”不一定付出实际行动，排除 D 项。“推动者”

有“付出了较大的实际行动”之意。因此，选择 B 项。 

 

10、 虽然虚拟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博物馆管理人员依然相信这对实体博物

馆而言是机遇，而非冲击。“比如举世闻名的艺术作品《蒙娜丽莎》，一些 3D 复

制品可能将画作精细到连脸部细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大家还是________地涌入卢

浮宫。因为即使复制出一模一样的《蒙娜丽莎》，博物馆里那种神圣、庄严的感觉

还是无法复制。”管理人员如是说。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欣喜若狂 

B. 情有独钟 

C. 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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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痴如狂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根据“博物馆……的感觉还是无法复制”可知，因此该空应体现“人

们对于到博物馆中参观非常迷恋，坚持要去实体博物馆”这层含义。“欣喜若狂”

仅表达兴奋的程度，“欢呼雀跃”强调人们高兴的行为状态，均无法与“人们坚持

要去实体博物馆参观”的痴迷和狂热相配，排除 A 项和 C 项。第二步，原文有“虚

拟博物馆对实体博物馆而言是机遇，而非冲击”的论述，这意味着已经有人选择在

线欣赏虚拟博物馆了。“情有独钟”侧重点在只专情于一种事物，如果填入空线处

则会形成“人们只想进入实体博物馆参观，线上虚拟博物馆却无人问津”之意，这

与文中“虚拟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透露出的线上虚拟博物馆也很受人们欢迎

的深层次含义相悖，排除 B 项。“如痴如狂”意指为某物倾倒，刚好能够匹配原文

中人们“涌入”博物馆的热烈场景。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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