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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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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最强高频考点：
1.理论论据强于事实论据，理论论据最强（理论论据特点：覆盖所有，解释内因）
2.结构缺失最强（搭桥，拆桥）
3.因果关系最强削弱因果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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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精本身没有明显的致癌能力。但是许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喝酒与

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正相关。也就是说，喝酒的人群中，多种癌症的发

病率升高了。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发现？

A.酒精在体内的代谢产物乙醛可以稳定地附着在DNA分子上，导致癌变或

者突变

B.东欧地区广泛食用甜烈性酒，该地区的食管癌发病率很高

C.烟草中含有多种致癌成分，其在人体内代谢物与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物

相似

D.有科学家估计，如果美国人都戒掉烟酒，那么80%的消化道癌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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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蚊子可传播多种疾病，如疟疾、丝虫病、乙型脑炎等。有人担心由于

蚊子叮咬了 HIV 感染的人而在叮咬下一位时会将存在蚊子体内的 HIV 在

人际间传播。但研究人员指出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如果以下各项为真，最能支持研究人员观点的是：

A.HIV 感染的人血流中并不总是拥有高水平的 HIV 病毒

B.蚊子叮咬 HIV 感染的人后不一定立即去叮咬下一个人

C.蚊子通过食管吸入血液，这种血液的吸入总是单向的

D.孩子容易被蚊子叮咬，但他们身上极少发生HI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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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家对发掘于埃塞俄比亚哈达尔遗址的南方古猿足骨的第 4 根跖骨化

石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非洲南方古猿具有定型的弓形足。他们据此认

为，人类的祖先早在 320 万年前就开始像现代人一样用双脚行走。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论证？

A.只有分析第 4 根跖骨化石，才能发现非洲南方古猿具有定型的弓形足

B.只有南方古猿才是人类的祖先

C.只有具有定型的弓形足，才能使用双脚行走

D.只有使用双脚行走，才具有定型的弓形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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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研究小组调查显示，在封闭环境中入睡的人更容易频繁醒来，而且

自我感觉睡眠质量不佳。因此，有人认为，就寝时关闭门窗将会降低睡

眠质量。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A.研究小组调查的对象大多是年轻人

B.睡眠质量差的人更喜欢关闭门窗睡觉

C.门窗紧闭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从而影响睡眠

D.由于安全、保暖等原因，夜间开窗并不适合所有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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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图形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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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图形的特殊考法：
1.黑白块主要考法：位置类，黑白运算，黑白块区域个数（之和之差），
对称（整体或者单独黑白块区域），一笔画，点线连接，相邻求同，数
量类（最多有几个黑块相连，移一笔）,叠加之后覆盖所有区域等。
2.挖孔图主要考法：角，端点，面。
3.简单图形，英文字母，大部分有直有曲的图形：素（部分） 面 对称 曲
直 开闭 笔画，直线条数与曲线条数（之和之差），交点（直与曲）。
4.大部分或者所有图形都有对称、共同的小元素、直角、相切、三角形、
平行线、相同面、相交、横线竖线。
5.汉字主要考法：素 面 对称 曲直 开闭 笔画，结构，横线竖线条数，求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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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

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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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
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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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

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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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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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

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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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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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仿宋∶ 字体                                       

A.球拍∶ 赛场 B.纸张∶ 打印

C.芒果∶ 水果 D.传真∶ 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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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形损耗∶ 无形损耗

A.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B.蒸馏酒∶ 葡萄酒

C.急性中毒∶ 慢性中毒 D.有色金属∶ 稀有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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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者∶ 农民

A.野兔∶ 草                                            B.动物∶ 脊椎动物

C.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                D.昆虫∶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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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贝尔奖得主∶ 数学家

A.中国人∶ 台湾人 B.哲学家∶ 科学家

C.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 D.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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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逻辑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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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主要内容

1.感情色彩

2.上下文呼应

3.标点符号之顿号与分号表示意思相近，冒号与破折号代表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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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前的涨价风潮中，有的商品确系成本增加而导致的终端消费价格

上涨，但是也有不少商品却属于无须涨价之列，只不过看到其他产品涨

价，便想搭上涨价的顺风车，为自己________私利。这种跟风涨价的势

头，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_______。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是（    ）

A.牟取   遏制   B.谋取   遏制 

C.牟取   遏止   D.谋取   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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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邹强虽然十分小心，但还是被狡猾的犯罪分子______了辛辛苦苦挣

来的血汗钱。

②现代化的北京城需要现代舞艺术，现代舞艺术更需要扎根于现代化的

北京城，这已是无可______的事实。

③本人昨天下午在操场遗失黑色书包一个，有拾到并归还者，本人定当

重谢，决不______。

A. 骗去  置疑  食言

B. 骗取  置疑  失言

C. 骗去  质疑  食言

D. 骗取  质疑  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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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菜籽油含有亚油

酸、亚麻酸、花生酸等三种人体________的脂肪酸，还有油酸。籽油能

______胆固醇在小肠的吸收，还能促进肝内胆固醇的降解和排出，因此，

对______心血管病的发生有一定作用。

A.必须     抑止    防治

B.必须     抑制    防止

C.必需     抑止    防治

D.必需     抑制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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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欲事立，须是心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________、英勇奋

斗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党初心不改、________，才能团结带领人

民攻坚克难，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业绩。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

项是（    ）。

A.锲而不舍 砥砺前行　　　　　B.前赴后继 矢志不渝

C.百折不挠 恪尽职守　　　　　D.齐头并进 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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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片段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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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概括题：

1.转折之后是重点：但是，却，然而，可是，不过等等

2.必要条件是重点：如果非A那么B，关键，需要，基础，必须，亟需等

等。

3.主旨句，关键词是重点。

4.递进之后是重点：更，进一步，不仅而且，甚至还等等。

5.并列前后都是重点：与此同时，一方面与另一方面等等。

意图判断题：

1.如果题干描述的为不好的事情，意图判断题答案优选对策，而主旨概

括题答案为不好事情的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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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变暖将会使中纬度地区因蒸发强烈而变得干旱，现在农业发达的

地区将退化成草原，高纬度地区则会增加降水，温带作物将可以在此安

家。但就全球来看，气候变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得到好

处的仅是局部地区。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气候变暖：

A.会使全球降水总量减少

B.对局部地区来说利大于弊

C.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D.将导致世界各国农业结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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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又是高产优质的饲料，现已成为饲料工业的主要原料。

目前，以玉米为原料制成的加工产品有500种以上。

玉米淀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深加工成糖类以及酒精、醋酸、丙酮、丁醇等多

种化工产品，还可以用于纺织、造纸、医药、酿酒等工业，胚部所含脂肪占籽粒

含油量的85%以上，从胚部提取的玉米油成为优质的食用油，并能制成人造黄油。

这段文字主要表明：

A. 如今农作物收货物的综合利用途径越来越广泛

B. 各种农产品的深加工，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

C. 农业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玉米等农产品的市场

D. 作为粮食作物的玉米，已逐渐被开发出多种经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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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年来，各种搞笑、轻浮的网络语言大规模地侵入了传统汉语的领地，影响大

有不断壮大之势。对待网络语言，虽然学界和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可

以肯定的是，如果缺乏及时合理的鉴别和引导，任其自流，无疑将会消解传统汉

语的诗意和韵味，割裂汉语的文化传承脉络，同时也将国家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

规范性受到挑战，将其陷入游戏和随意改写的危险中。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

A.应该对网络语言进行及时合理的鉴别和引导

B.传统汉语的地位岌岌可危

C.网路语言的诗意和韵味远不如传统汉语

D.网络语言对传统汉语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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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来，随着IT厂商数量的不断增加，IT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对于IT

产品，用户不但要选择产品本身，更要选择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对于

高科技产品如电脑等，用户愿意多花10%的价钱来购买服务好的同质产品。

这段话主要支持的观点是：

A.IT产品的售后服务很重要

B.IT产品的服务性很强

C.IT产品专用性强，技术要求高

D.用户愿意多花钱来购买I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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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术评价中，往往交织着主客观的各种复杂因素。由于学术评价常受

到评价主体学术观点、情感倾向、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们倾向

于依靠量化数据进行评价。事实上，这类数据所包含的评价意义是由点

击者、下载者、引用者体现出的，过度倚重这类数据就是把量化数据的

制作者当成了评价主体。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 以量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备受争议

 B. 在进行学术评价时不能过多依赖量化数据

 C. 正确的学术评价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

 D. 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学术评价才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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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对于政府公关，民间外交更具柔性，传播内容和载体更易于被接受，更能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当前，越来越多外国民众来华参观访问，中国越来越多

的公民走出国门，网络媒体的发展也使普通公众更易影响舆论。因此要因势利导，

通过新闻媒体、社区组织、民间社团等渠道，引导国内公众主动配合公共外交，

积极传播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维护国家形象。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

 A. 民间外交与政府公关的差别

 B. 民间外交在国际交往中的意义

 C. 应引导民间外交积极发挥作用

 D. 媒体应在国际交往中正确引导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