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判断——解密逻辑奥秘，不再“毁三观”！（共 40 题）
【考点梳理模块：共 11 题】
一、论证推理型
（一）加强支持型
（2016 上·统考）近日，某市有网民反映一些中小学以早培班、超常儿童班招生名义组织考试，选
拔超常儿童进入这类班级。对此，该市教委表示已责令学校停止此类招生。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不能支持上述决定？（

）

A.各种早培班、超常儿童班成了家长变相择校的途径
B.早培班招生考试主要测查学生的知识面，题目并不难
C.如学生确有特长，学校和家长可通过跳级、个性化教学等方式满足其需求
D.义务教育阶段是以就近免试入学为原则，类似选拔已违反相关政策
【答案】B。解析：“上述决定”指“责令学校停止此类招生”。A 项指出各种早培班、超常儿童班
的弊端，能够支持题干决定；B 项属于无关项，不能支持；C 项指出还有其他方式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能够支持题干决定；D 项指出早培班、超常儿童班违反相关政策，能够支持题干决定。故本题选 B。
（二）削弱质疑型
（2016·温州）打乒乓球的人往往比不打乒乓球的人身体健康，因此，打乒乓球有助于增进健康。
下面哪一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

A.打乒乓球通常不会造成运动伤害

B.打乒乓球能增进人的反应能力

C.打乒乓球没有打篮球运动量大

D.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打乒乓球

【答案】D。解析：题干论点：打乒乓球有助于增进健康。论据：打乒乓球的人往往比不打乒乓球
的人身体健康。A、B 项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论点；C 项讲的是运动量问题，与是否增进健康无关；D 项
指出“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打乒乓球”，说明题干论证因果倒置，最能削弱论点。故本题选 D。
（三）前提假设型
（2015·福建）为了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需要参加社会活动。某高校某专业的
学生向甲公司投递实习申请的同时都向乙公司投递了实习申请，甲、乙公司都决定给予其中半数的申请
者每个人三个月的实习机会。因此，所有的学生都找到了实习工作。
上述论述依据的假设是（

）。

A.所有申请者既能胜任甲公司的工作，又能胜任乙公司的工作
B.不存在一个申请者能同时拿到两家公司发出的实习同意书
C.这些学生没有一个向第三家公司提出实习申请
D.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愿意到两家公司去实习
【答案】B。解析：题干论点：所有的学生都找到了实习工作。论据：某高校某专业的学生向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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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递实习申请的同时都向乙公司投递了实习申请，甲、乙公司都决定给予其中半数的申请者每个人三
个月的实习机会。要使论证成立，则要说明甲、乙公司各自给予实习机会的申请者之间没有交叉，即不
存在一个申请者能同时拿到两家公司发出的实习同意书，B 项是题干论述依据的假设。A、C、D 项均为
无关项。故本题选 B。
（四）解释说明型
（2016 上·统考）最新研究发现，源自亚洲和欧洲温带地区的入侵植物，要比源自地球上其他任何
地区的都要多；而且更多情况下，这些入侵物种是从北半球向南半球“迁徙”的，而非我们之前预想的
那样自南向北。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上述研究发现？（

）

A.南美洲和亚洲热带地区拥有地球上种类最丰富的植物
B.几个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的物流方向是以自北向南居多
C.随着旅游的普及，物种在各洲之间流动变得更加容易
D.外来物种更容易在本地物种相对较少的地区生长繁衍
【答案】B。解析：题干要求解释的研究发现是“更多情况下，这些入侵物种是从北半球向南半球‘迁
徙’的，而非我们之前预想的那样自南向北”，该研究发现涉及入侵物种的“迁徙”方向问题，则最好
的解释必然与之有关。B 项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的物流方向是以自北向南居多”，而国际贸易
物流很可能携带外来物种，因此入侵物种大多从北半球向南半球“迁徙”，最能解释题干的研究发现。A
项属于无关项；C、D 项缺乏针对性，没有指明物种具体的迁徙方向。故本题选 B。
二、智力推断型
（一）真假破案
（2015·温州）小张和小李今年都报考了公务员，关于他们的考试有如下信息：（1）2 人中至少有
一个人考上了；（2）小张一定不能考上；（3）小李考上了；（4）小张不一定没考上。成绩出来后，
表明上述四句话中有 2 个是真的，有 2 个是假的。
以下哪项为真？（

）

A.小张考上了，小李没考上

B.2 人都考上了

C.2 人都没考上

D.小李考上了，小张没考上

【答案】A。解析：（2）和（4）矛盾，必有一真一假，则（1）和（3）也是一真一假。假设（3）
为真，则（1）也为真，不符合要求，因此（3）为假，（1）为真，则小李没考上，小张考上了，由此
可知（2）为假，（4）为真，满足题干要求。故本题选 A。
（二）排列组合
（2015·浙江·政法干警）某校的男子乒乓球队有张、李、赵、孙四名队员，他们来自中文系、数
学系、体育系、计算机系。李比张高，赵最矮，中文系的队员比数学系的队员高，体育系的队员最高，
计算机系的队员比孙高。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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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张来自计算机系，李来自体育系，赵来自数学系，孙来自中文系
B.张来自计算机系，李来自体育系，赵来自中文系，孙来自数学系
C.张来自体育系，李来自数学系，赵来自计算机系，孙来自中文系
D.张来自中文系，李来自体育系，赵来自数学系，孙来自计算机系
【答案】A。解析：由“赵最矮”和“中文系的队员比数学系的队员高”“计算机系的队员比孙高”，
可知赵不是来自中文系和计算机系的，孙不是来自计算机系的，排除 B、C、D 项。故本题选 A。
三、演绎推理型
（一）直言命题
（2015·江苏）“有的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如果这句话是假的，那么下列哪句话是真的？（

）

A.小王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B.并非小王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C.有的人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D.所有人都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答案】C。解析：“有的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这句话是假的，表明所有人都没有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可推出“有的人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故本题选 C。
（二）三段论
（2015·湖北·选调生）有些大学毕业生是公务员，因此，有些公务员拥有本科学历。
要使上述论证成立，需要增加以下哪项作为前提？（

）

A.有些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公务员
B.有些大学毕业生拥有本科学历
C.所有公务员都拥有本科学历
D.所有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公务员
【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三段论的推理。根据两个特称命题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可知补充的
前提必然不是特称命题，排除 A、B 项。根据三段论有且仅有三个概念，且每个概念出现两次，可知补
充的前提中必然含有“大学毕业生”和“本科学历”，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D。
（三）复合命题
（2016 上·统考）如果脖子不舒服，那不是落枕就是受风，一定得去医院骨伤科看看。
由此可以推出（

）。

A.如果小张去医院骨伤科看病，那么他脖子一定不舒服
B.如果小张脖子没有不舒服，那么他不会去医院骨伤科
C.如果小张既没落枕也没受风，那么他不会去医院骨伤科
D.如果小张没去医院骨伤科看病，那么他既没落枕也没受风
【答案】D。解析：题干可翻译为：脖子不舒服→要么落枕要么受风→要去医院骨伤科。A 项肯定后
件，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排除；B、C 项否定前件，也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排除；D 项否定后件，可
推出否定前件，即并非“要么落枕要么受风”，也就是既没落枕也没受风，可以推出。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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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态命题
（2015·辽宁·选调生）某大学计划于 1 月底举行一次大型露天文艺汇演活动，学校相关负责人问
当地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很多人都说本月底要降雪，是真的吗？”气象部门负责人说：“根据我们的
观察，最近不必然降雪。”学校相关负责人说：“那是不是最近肯定不会降雪了？”气象部门负责人说
他说得不对。
以下哪句话与气象部门负责人的意思最为接近？（

）

A.最近必然不降雪

B.最近可能不降雪

C.最近可能降雪

D.最近不可能降雪

【答案】B。解析：“不必然”等价于“可能不”，则“最近不必然降雪”等价于“最近可能不降
雪”。故本题选 B。
四、推断结论型
（2016 上·统考）尽管传统的观念都认为中午小憩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科学家研究发现，经常睡
午觉超过 60 分钟会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82%，而死亡风险增加 27%。但是如果午睡时间短于 30 分钟，
这些疾病风险却会相应地降低。科学家又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只要午睡时间超过 40 分钟，得糖尿病、
肥胖等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就会陡然加大。而且午觉要是超过 90 分钟，你还容易疲劳一整天。
由此可以推出（

）。

A 午睡时间越短，越有利于健康
B.不睡午觉可以有效避免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C.如果你一天都觉得疲劳，那你午睡超过了 90 分钟
D.午睡时间过长，反而不利于健康
【答案】D。解析：A 项不能推出，题干仅提及“如果午睡时间短于 30 分钟，这些疾病风险却会相
应地降低”，并不等于午睡时间越短越有利于健康；B 项不能推出，题干仅提及“只要午睡时间超过 40
分钟，得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就会陡然加大”，并不等于不睡午觉就可以避免这些疾病；C
项不能推出，题干意思是“午觉超过 90 分钟→容易疲劳一整天”，C 项混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D 项
可由“经常睡午觉超过 60 分钟会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82%，而死亡风险增加 27%”推出。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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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夺分模块：共 29 题】
一、“搭桥”法（适用于加强支持型、前提假设型和解释说明型）
【例 1】近日，火星车在加勒陨坑拍摄的图像发现，火星陨坑内的远古土壤存在着类似地球土壤裂
纹剖面的土壤样本，通常这样的土壤存在于南极干燥谷和智利阿塔卡马沙漠，这暗示着远古时期火星可
能存在生命。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结论？（

）

A.地球沙漠土壤中存在土块，具有多孔中空结构，硫酸盐浓度较高，这一特征在火星土壤层并不明显
B.化学物质分析显示，陨坑内土壤的化学风化过程以及粘土沉积中橄榄石矿损耗情况与地球土壤的
状况较为接近
C.这些火星远古土壤样本仅表明火星早期可能曾是温暖潮湿的，那时的环境比现今更具宜居性
D.土壤裂纹剖面中的磷损耗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地球土壤也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微生物活跃性
所致
【答案】D。解析：题干论点：远古时期火星可能存在生命。论据：火星陨坑内的远古土壤存在着
类似地球土壤裂纹剖面的土壤样本，通常这样的土壤存在于南极干燥谷和智利阿塔卡马沙漠。论据未直
接体现任何有关“生命”的内容，即论点和论据间无直接关联，需要建立联系。D 项指出土壤裂纹剖面
中的磷损耗是由于微生物活跃性所致，微生物属于生命，则将“土壤裂纹剖面”和“生命”联系起来，
最能支持论点。A、B、C 三项均不涉及“生命”，不能支持。故本题选 D。

【例 2】今天的美国人比 1965 年美国人运动量减少了 32%，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 46%；在中国，与
1991 年相比，人们运动量减少 45%，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 51%。缺少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

）

A.其他国家人们的运动量情况和中国、美国大致相同
B.人们保持健康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已不仅局限于运动
C.中国和美国都是运动量缺乏这一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
D.在运动量方面，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亚洲和美洲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答案】A。解析：题干论点：缺少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论据：今天的美国人比 1965 年
美国人运动量减少了 32%，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 46%；在中国，与 1991 年相比，人们运动量减少 45%，
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 51%。论点涉及全球，而论据仅涉及中国、美国，因此需要补充其他国家的相关论
据，或者在“其他国家”和“中国、美国”之间建立联系。只有 A 项涉及“其他国家”，且“其他国家
人们的运动量情况和中国、美国大致相同”将“其他国家”和“中国、美国”联系起来，最能支持论点。
B、C、D 三项均不涉及“其他国家”，不能支持。故本题选 A。

【例 3】任何感觉酸味的水果都含有酸性物质，而任何含有酸性的物质都会腐蚀牙齿，因此，寒带
水果感觉起来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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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上述论证成立，必须补充以下哪项为前提？（

）

A.寒带水果不都含有酸性物质

B.寒带水果不会腐蚀牙齿

C.不含酸性物质的水果感觉起来都不酸

D.任何感觉酸味的水果都会腐蚀牙齿

【答案】B。解析：题干论点：寒带水果感觉起来不酸。论据：任何感觉酸味的水果都含有酸性物
质，而任何含有酸性的物质都会腐蚀牙齿，即任何感觉酸味的水果都会腐蚀牙齿。论点和论据间无直接
联系，需要在“寒带水果”和“腐蚀牙齿”之间“搭桥”，B 项符合要求。故本题选 B。

【例 4】酸雨通常是指酸碱度指数的 pH 值低于 5.6 的酸性降水。它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建筑设
施都有很大危害，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可以确认，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是
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它们在空气中氧化剂的作用下形成溶于水的种酸。科研人员研究指出，减少煤和
石油的使用是防治酸雨的治本之策。
上述科研人员的判断还需基于以下哪一前提？（

）

A.煤和石油的燃烧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
B.煤和石油燃烧后排放的气体结合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会形成种酸
C.酸雨面积的扩大将大量消耗煤和石油资源，导致能源危机的发生
D.煤和石油燃烧释放的氧化剂使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结合形成种酸
【答案】A。解析：题干论点：减少煤和石油的使用是防治酸雨的治本之策。论据：大气中的二氧
化硫和二氧化氮是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它们在空气中氧化剂的作用下形成溶于水的种酸。论点和论据
间无直接联系，需要在“煤和石油的使用”和“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之间“搭桥”。A 项“煤和石油
的燃烧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在论点和论据间建立联系，是论点成立的前提。
B、D 项均不能说明减少煤和石油的使用是“治本之策’；C 项属于无关项。故本题选 A。

【例 5】唐朝诗人王建曾经有诗描写新嫁娘。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
遣小姑尝。”在诗中，新嫁娘因事先不知道婆婆（“姑”）的饮食喜好，就先请小姑尝一尝自己亲手作
的羹汤。
以下各项如果为真，则哪项能够最合理地解释新嫁娘的这一行为？（

）

A.新嫁娘的饮食喜好与婆婆的饮食喜好是完全不同的
B.新嫁娘的饮食喜好与小姑的饮食喜好是比较相似的
C.小姑的饮食喜好与新嫁娘的饮食喜好是完全不同的
D.小姑的饮食喜好与婆婆的饮食喜好是比较相似的
【答案】D。解析：题干中新嫁娘的行为是基于通过请小姑品尝可以确定婆婆是否会喜欢自己做的
羹汤，这两者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需要进行“搭桥”。D 项“小姑的饮食喜好与婆婆的饮食喜好是比
较相似的”，在“小姑的饮食喜好”和“婆婆的饮食喜好”间建立联系，最能合理地解释新嫁娘的行为。
A、B、C 三项均属于无关项。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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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拆桥”法（适用于削弱质疑型，主要说明论据无法证明论点）
【例 1】随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入高楼大厦，人们接触日光的机会变少。研究发现，日光是
合成维生素 D 的必要条件，而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因素。因此有人得出结论：现代人更容易患
骨质疏松等因缺钙引起的疾病。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质疑上述结论？（

）

A.骨质疏松疾病患者多晒太阳就可以缓解或治愈
B.现代人饮食结构中的含钙食品比以前丰富很多
C.骨质疏松症患者接触日光的时长与其他人无异
D.口服维生素 D 片是添加了促吸收剂的合成配方
【答案】C。解析：题干论点：现代人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等因缺钙引起的疾病。论据：现代人接触
日光的机会变少，日光是合成维生素 D 的必要条件，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因素。题干由“现代
人接触日光变少”推出“现代人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等因缺钙引起的疾病”，要说明论据无法证明论点，
只需说明两者无关，即接触日光时长与患骨质疏松等因缺钙引起的疾病无关。A 项“多晒太阳就可以缓
解或治愈”加强了论证；B 项“现代人饮食结构中的含钙食品比以前丰富”并不能说明现代人不容易患
因缺钙引起的疾病，不能削弱论点；C 项“骨质疏松症患者接触日光的时长与其他人无异”说明接触日
光的时长与是否患骨质疏松无关，属于“拆桥”，最能质疑题干结论；D 项属于无关项。故本题选 C。

【例 2】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 MERS）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据统计，2015 年 1～6 月份，
因感染 MERS 而死亡的人数显著低于同期因患普通感冒而死亡的人数。因此，普通感冒比 MERS 更能威胁
人们的生命安全。
下列哪项最能反驳上述论证？（

）

A.2015 年 1～6 月份，普通感冒患者远远多于 MERS 患者
B.2015 年 1～6 月份，韩国爆发了 MERS 疫情，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安全
C.引起普通感冒的原因与引起 MERS 的原因不同
D.有人患有普通感冒，又感染了 MERS 病毒，最终死亡
【答案】A。解析：题干论点：普通感冒比 MERS 更能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论据：据统计，2015
年 1～6 月份，因感染 MERS 而死亡的人数显著低于同期因患普通感冒而死亡的人数。论证不存在明显因
果联系，因此要反驳论证，需要说明论据不能证明论点。A 项指出“2015 年 1～6 月份，普通感冒患者
远远多于 MERS 患者”，说明虽然患普通感冒的死亡人数多，但感冒患者更多，因此其死亡率不一定高，
即并不比 MERS 更能威胁生命安全，则死亡人数多不能说明更能威胁生命安全，属于“拆桥”，最能反
驳论证。B 项并未比较普通感冒和 MERS；C 项指出两者引发原因不同，不能说明哪个更能威胁生命安全；
D 项死因不明，均不能反驳论证。故本题选 A。

【例 3】目前科学家已成功将人类干细胞移植到基因改造过的特种猪的体内，没有出现排斥现象。
研究人员称由于这些细胞得以茁壮成长，人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移植干细胞来治疗某些疾病，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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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技术有助于免疫力严重不足的患者找到医疗方法。
下列最能对研究人员的预期提出质疑的是（

）。

A.这种特种猪拥有免疫系统，可以接受各种移植物而不会出现排斥反应
B.用猪做实验意义重大，因为相较于其他许多实验动物，猪更接近人类
C.受体对移植物的排斥是当前医学研究人员面临的巨大障碍
D.一般来说从动物实验成功到人类临床治疗往往需要很多时间
【答案】A。解析：题干论点：由于这些细胞得以茁壮成长，人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移植干细
胞来治疗某些疾病。论据：科学家已成功将人类干细胞移植到基因改造过的特种猪的体内，没有出现排
斥现象。A 项说明这种特种猪对各种移植物均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因此特种猪对人类干细胞没有出现排
斥反应不代表人体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削弱论点和论据间的联系，属于“拆桥”，最能对研究人员的预
期提出质疑；B 项“猪更接近人类”支持论证；C 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论点和论据间的联系，支持论证；
D 项削弱力度较弱，题干论证的重点是能否通过移植干细胞来治疗人体的某些疾病，而不是多久能实现。
故本题选 A。

【例 4】某大学学生普遍抱怨学校食堂伙食太差，但很少人抱怨一年前反映最差的第三食堂。学院
后勤部门号召其他食堂向第三食堂学习，改善伙食。
下面哪项表明后勤部门的决定是错误的？（

）

A.各个食堂问题不同，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
B.第三食堂的进步是与其他食堂的支持分不开的
C.食材价格上涨太快，食堂无法做到价廉物美
D.第三食堂就餐人数比其他食堂少很多
【答案】D。解析：题干论点：其他食堂应向第三食堂学习，改善伙食。论据：某大学学生普遍抱
怨学校食堂伙食太差，但很少人抱怨一年前反映最差的第三食堂。要说明后勤部门的决定是错误的，只
需说明抱怨第三食堂伙食差的人少不代表第三食堂伙食好。D 项指出第三食堂就餐人数少，则其抱怨人
数少不代表抱怨伙食差的学生比例小，因此不能说明其他食堂应向第三食堂学习，改善伙食。A 项削弱
力度较弱，B、C 项属于无关项。故本题选 D。
三、图表分析法（适用于排列组合）
【例 1】摄影家王先生拿着照相机准备为前方一排五栋精致的小楼拍照，每栋楼房之间隔着一条人
行道。红楼和紫楼之间隔着四条人行道，蓝楼跟红楼隔着两条人行道，并且蓝楼在红楼的右边，黄楼和
紫楼之间隔着三条人行道，并且黄楼在紫楼的左边。五栋楼中还有一栋是白楼。
据此，可以推出（

）。

A.黄楼在白楼和紫楼之间

B.黄楼在白楼和蓝楼之间

C.白楼在蓝楼和紫楼之间

D.白楼在黄楼和蓝楼之间

【答案】C。解析：根据“红楼和紫楼之间隔着四条人行道”可知，红楼和紫楼分别位于两端位置；
再根据“蓝楼在红楼的右边”可知红楼在最左端，紫楼在最右端，由此在图中标出红楼和紫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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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图中竖线均表示人行道。
红

紫

根据“蓝楼跟红楼隔着两条人行道”可知，蓝楼位于最中间位置，如下图所示。
红

蓝

紫

根据“黄楼和紫楼之间隔着三条人行道，并且黄楼在紫楼的左边”，可知黄楼位置如下图所示。根
据“五栋楼中还有一栋是白楼”可知剩余位置上的是白楼，如下图所示。
红

黄

蓝

白

紫

根据上图判断选项，可知 A、B、D 三项错误，C 项正确。故本题选 C。

【例 2】张、王、李、赵、钱、孙、陈七人每个星期都只有一个休息日，而且每天只能安排一人休
息，已知张的休息日比李的晚一天，赵的休息日比钱的晚两天，王的休息日比陈的早三天，孙的休息日
是星期四，而且恰好处于王和李休息日的中间。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

）。

A.钱的休息日是星期三

B.赵的休息日是星期五

C.王的休息日是星期三

D.李的休息日是星期六

【答案】D。解析：根据题干能直接确定的是“孙的休息日是星期四”，如下表所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孙

已知“王的休息日比陈的早三天”，结合上表可知王、陈的休息日只可能分别是星期二、星期五，
或者星期三、星期六。
①先假设王、陈的休息日分别在星期二、星期五，如下表所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王

星期四

星期五

孙

陈

星期六

星期日

已知孙的休息日“恰好处于王和李休息日的中间”，结合上表可知李的休息日是星期六；又已知“张
的休息日比李的晚一天”，则张的休息日是星期日，如下表所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王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孙

陈

李

张

已知“赵的休息日比钱的晚两天”，结合上表可知赵的休息日是星期三，钱的休息日是星期一。如
此，满足所有条件。
②假设王、陈的休息日分别在星期三、星期六，如下表所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王

孙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陈

已知孙的休息日“恰好处于王和李休息日的中间”，结合上表可知李的休息日是星期五；又已知“张
的休息日比李的晚一天”，结合上表可知李的休息日不可能是星期五，因此该假设错误。由此可确定七
人的休息日安排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钱

王

赵

孙

陈

李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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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A、B、C 三项错误，D 项正确。故本题选 D。

【例 3】在一次只有五座的圆桌会议上，已知出席会议的五人的座位情况是：（1）王局长与赵科长、
李秘书不相邻；（2）如果李秘书与张副局长相邻，则赵科长与郭书记不相邻。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

）。

A.郭书记与王局长、李秘书均相邻
B.张副局长与王局长相邻，与赵科长不相邻
C.郭书记与王局长相邻，与李秘书不相邻
D.张副局长与王局长不相邻，与赵科长相邻
【答案】A。解析：画图，王局长位置如图所示。

由（1）“王局长与赵科长、李秘书不相邻”，可知赵科长和李秘书坐在 3 或 4 处，则张副局长和
郭书记坐在 1 或 2 处，与王局长相邻。假设张副局长和李秘书相邻（分别坐在 1、3 处或 2、4 处），则
赵科长和郭书记必相邻，与（2）矛盾，因此张副局长与李秘书不相邻，则张副局长与赵科长相邻，郭
书记与李秘书相邻。综上，郭书记与王局长、李秘书均相邻。故本题选 A。
四、突破口解题法（适用于真假破案和排列组合）
真假破案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分析题干中命题之间的对当关系（主要是矛盾关系和下反对关系。排列
组合题的突破口往往在于题干中涉及信息量最多的某个人或物。
（1）矛盾关系：①“所有 S 都是 P”和“有的 S 不是 P”，“所有 S 都不是 P”和“有的 S 是 P”；
②“如果 p，那么 q”和“p，并且非 q”等。
（2）下反对关系：“有的 S 是 P”和“有的 S 不是 P”，二者可以同真，但不能同假。
【例1】教室中的花瓶被打破了，老师询问了小明、小桃、小军、小力四位学生，四人回答如下：
小明：“花瓶打破和小军有关系。”小桃：“花瓶打破和小力有关系。”小军：“如果花瓶打破和我有
关系，那么是因为小力推了我一下。”小力：“花瓶打破和我没关系。”
四人的回答中只有一个是假的，那么以下哪项是真的？（

）

A.说假话的是小桃，花瓶打破和小军有关
B.说假话的是小明，花瓶打破和小桃有关
C.说假话的是小军，花瓶打破和小军有关
D.说假话的是小力，花瓶打破和小军、小力有关
【答案】D。解析：小桃和小力的话矛盾，必有一真一假。由于只有一个人说假话，则小明和小军
的话均为真。由小明说真话可知花瓶打破和小军有关；再由小军说真话，可知花瓶打破和小力有关，则
小力说假话，小桃说真话。由此可知，D 项正确。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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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对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和巴西队谁能进入决赛，甲、乙、丙、丁四人做出了预测。
甲：“我认为巴西队不可能进入决赛。”乙：“或者是德国队，或者是巴西队。”丙：“如果德国队能
进决赛，那么巴西队一定进不了决赛。”丁：“德国队和巴西队都能进决赛。”
结果只有一人的预测是假的，由此可以推出（

）。

A.德国队和巴西队都能进入决赛

B.甲的话是假的

C.德国队能进入决赛，并且丙的话是真的

D.巴西队能进决赛，德国队进不了决赛

【答案】C。解析：丙的话可翻译为“德国队能进决赛→巴西队进不了决赛”，丁的话可翻译为“德
国队能进决赛∧﹁巴西队进不了决赛”，两人的话矛盾，必有一真一假。由“只有一人的预测是假的”
可知甲、乙的话均为真，则巴西队进不了决赛，德国队能进决赛，丙的话为真，丁的话为假。故本题选 C。

【例 3】期末考试后，有三位学生先后找到老师询问考试结果，老师尚未结束阅卷，因此每次都回
答得模棱两可。回答第一位学生时说“有人没过”，回答第二位学生时说“放心，总有人过的”，回答
第三位学生时直接吓唬：“你没过！”事后证明，老师的回答只有一次是正确的。
可以推断，此次考试的结果是（

）。

A.全部都过了

B.全部都没过

C.仅有第三位学生没过

D.过的人数不确定

【答案】A。解析：第一次回答与第二次回答构成下反对关系，可以同真，不能同假。由“老师的
回答只有一次是正确的”，可知前两次回答必有一真一假，则第三次回答为假。由“你没过”为假，可
知“你过了”，即有人过了，则第二次回答为真，第一次回答为假。由“有人没过”为假，可知所有人
都过了。故本题选 A。

【例4】有四个商业合作伙伴正在洽谈生意，他们分别是江苏人、浙江人、湖北人和山西人。他们
的生意分别是粮食加工、粮食批发和粮食零售。其中：①每个人只做一种生意；②湖北人不做粮食加工；
③山西人单独做粮食批发；④浙江人不和江苏人同做一种生意；⑤江苏人和另外某人同做一种生意。
从以上条件可以推出江苏人所做的生意是（

）。

A.粮食加工

B.粮食零售

C.粮食批发

D.和湖北人不做同一种生意

【答案】B。解析：本题突破口在于信息量最多的“江苏人”。③可理解为“江苏人不和山西人同
做一种生意”，则结合④⑤可知江苏人和湖北人同做一种生意，排除 C、D 项；又由②可知江苏人不做
粮食加工，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B。

【例 5】某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东湖、西岛、南山三个旅游景点，每处景点都有二
日游、三日游、四日游三种路线。李明、王刚、张波将赴上述三地进行 9 日游。每个人都设计了各自的
旅游计划。后来发现，每处景点他们三人都选择了不同的线路，李明赴东湖的计划天数与王刚赴西岛的
计划天数相同。李明赴南山的计划是三日游，王刚赴南山的计划是四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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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

）。

A.李明计划东湖二日游，王刚计划西岛二日游
B.王刚计划东湖三日游，张波计划西岛四日游
C.张波计划东湖四日游，王刚计划西岛三日游
D.张波计划东湖三日游，李明计划西岛四日游
【答案】A。解析：本题突破口在于信息量最多的“李明”和“王刚”。由“每处景点他们三人都
选择了不同的线路”和“李明赴南山的计划是三日游，王刚赴南山的计划是四日游”，可知李明赴东湖
的计划不可能是三日游，王刚赴西岛的计划不可能是四日游，则由“李明赴东湖的计划天数与王刚赴西
岛的计划天数相同”，可知李明赴东湖的计划与王刚赴西岛的计划均为二日游，A 项正确。故本题选 A。
五、列式分析法（适用于涉及排序或比较大小的排列组合）
【例 1】一个盒子里有红色和绿色的圆球两种，球又分成空心的和实心的。若空心的圆球比实心的
圆球多，红色的圆球比绿色的圆球多。
则以下哪项为真？（

）

A.红色空心的圆球比绿色实心的圆球多

B.红色空心的圆球比绿色空心的圆球多

C.绿色实心的圆球比红色实心的圆球多

D.绿色空心的圆球比红色实心的圆球多

【答案】A。解析：将题干信息用不等式表示：①红色空心球+绿色空心球＞红色实心球+绿色实心球；
②红色空心球+红色实心球＞绿色实心球+绿色空心球。将两个式子相加，可得 2×红色空心球+绿色空心
球+红色实心球＞红色实心球+2×绿色实心球+绿色空心球，即红色空心球＞绿色实心球。故本题选 A。

【例 2】甲、乙、丙、丁四个外表相同、重量不同的砝码，甲、乙的重量之和与丙、丁的重量之和
相等，甲、丁的重量之和大于乙、丙的重量之和，乙的重量大于甲、丙的重量之和。
根据上述信息，四个砝码由轻到重的顺序是（

）。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甲

C.丙、甲、乙、丁

D.丁、乙、丙、甲

【答案】C。解析：将题干信息用不等式表示：①甲+乙=丙+丁；②甲+丁＞乙+丙，③乙＞甲+丙。
①+②可得甲+乙+甲+丁＞丙+丁+乙+丙，则甲＞丙，排除 A 项；②-①，可得甲+丁-（甲+乙）＞乙+丙（丙+丁），即丁-乙＞乙-丁，则丁＞乙，排除 D 项；③-①，可得乙-（甲+乙）＞甲+丙-（丙+丁）， 即
-甲＞甲-丁，则丁＞2 甲，排除 B 项。故本题选 C。

【例 3】在某公司新招聘的 100 名应届毕业生（不含专科）中，男性 42 名，女性 58 名；研究生的
比例超过了本科生，计算机类毕业生人数多于文史类毕业生，除了计算机类和文史类专业外，还有其他
专业毕业的学生。
根据以上陈述，关于上述 100 名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计算机类研究生人数多于文史类本科生
B.女性计算机类毕业生人数多于男性文史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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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女性研究生人数多于男性本科生
D.计算机类研究生人数多于男性本科生
【答案】C。解析：将题干信息用不等式表示：①女性研究生+女性本科生＞男性研究生+男性本科
生；②男性研究生+女性研究生＞男性本科生+女性本科生；③男性计算机类毕业生+女性计算机毕业生
＞男性文史类毕业生+女性文史类毕业生。①+②可得，女性研究生+女性本科生+男性研究生+女性研究
生＞男性研究生+男性本科生+男性本科生+女性本科生，即 2×女性研究生＞2×男性本科生，因此女性
研究生人数多于男性本科生。故本题选 C。
六、翻译分析法（适用于演绎推理型）
翻译，即将题干的表述按命题的逻辑规则转化成逻辑形式，并用符号表示出来，主要适用于这样一
类题：要求从备选项中选出与题干推理结构或论证方式相同或相似的一项。
【例 1】只有英语和政治都合格，才能考上研究生。林晶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林晶的英语没有合
格，而且政治也没有合格。
以下哪项与题干的逻辑结构最为相似？（

）

A.只要努力勤奋，并且学习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刘震成绩不好，所以刘震要么不勤
奋，要么学习方法不当
B.只有学习好，并且和同学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够获得奖学金。钱丽没有获得奖学金，所以她肯定
学习不好且与同学关系紧张
C.只有通过某项考试，并有一年工作经验，才能够被某公司录用。王建通过了该项考试，并有一年
工作经验，所以王建能够被该公司录用
D.只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且不存在法律禁婚情况，两人才能结婚。李华和孙红没有达到法定结婚
年龄，所以他们不能结婚
【答案】B。解析：题干的逻辑结构：P∧Q←S，﹁S→﹁P∧﹁Q。A 项的逻辑结构：P∧Q→S，﹁S
→﹁P∀﹁Q，与题干不符，排除；B 项的逻辑结构：P∧Q←S，﹁S→﹁P∧﹁Q，与题干相符，当选；C
项的逻辑结构：P∧Q←S，P∧Q→S，与题干不符，排除；D 项的逻辑结构：P∧Q←S，﹁P→﹁S，与题
干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B。

【例 2】液体都能够流动，水能够流动，所以水是液体。
以下与上述推理在结构上最为相似的一项是（

）。

A.哲学家都爱思考，李教授是哲学家，所以他爱思考
B.哺乳类动物都是恒温动物，蛇不是哺乳类动物，所以蛇不是恒温动物
C.平板电脑都有触摸屏，手机有触摸屏，所以手机是平板电脑
D.工作态度端正就能取得好的业绩，小刘取得好业绩，所以他工作态度端正
【答案】C。解析：题干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是 P，所以 M 是 S。A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是 S，所以 M 是 P，与题干不符，排除。B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不是 S，所以 M 不
是 P，与题干不符，排除。C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是 P，所以 M 是 S，与题干相符，当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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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逻辑结构：S→P，M 是 P，所以 M 是 S，与题干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C。

【例 3】班干部都要参加义务献血，小蔡不是班干部，所以，小蔡不用参加义务献血。
以下哪项与上面的推理形式相同？（

）

A.党员必须具有保密意识，小孙具有保密意识，所以，小孙是党员
B.教师都通过了普通话考试，小宋不是教师，所以，小宋没有通过普通话考试
C.所有运动员都获奖了，小郑没有获奖，所以，小郑不是运动员
D.普通班的学生不会才艺表演，小张会才艺表演，所以，小张不是普通班的学生
【答案】B。解析：题干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不是 S，所以 M 不是 P。A 项的逻辑结构：所
有 S 都是 P，M 是 P，所以 M 是 S，与题干不符，排除。B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不是 S，所以
M 不是 P，与题干相符，当选。C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不是 P，所以 M 不是 S，与题干不符，
排除。D 项的逻辑结构：所有 S 都是 P，M 不是 P，所以 M 不是 S，与题干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B。

【例 4】如果你演讲时讲真话，那么富人会反对你。如果你演讲时讲假话，那么穷人会反对你。你
演讲时或者讲真话，或者讲假话。所以，或者富人会反对你，或者穷人会反对你。
以下哪项与上述推理的结构最为相似？（

）

A.如果月球上有生物，则一定有空气。如果月球上有生物，则一定有水分。月球上或者没有空气，
或者没有水分。所以，月球上没有生物
B.如果对物体加压，则它的体积会变小。如果对物体降温，则它的体积会变小。或者对物体加压，
或者对物体降温。所以，物体的体积会变小
C.如果天下雨，则地一定会湿。如果天不下雨，则地不一定会湿。或者天下雨或者天不下雨。所以，
或者地一定会湿，或者地不一定会湿
D.如果刺激老虎，则老虎要吃人。如果不刺激老虎，则老虎也要吃人。或者刺激老虎，或者不刺激
老虎。总之，老虎要吃人
【答案】C。解析：题干的逻辑结构：S→P，﹁S→M，S∨﹁S，所以 P∨M。A 项的逻辑结构：S→P，
S→M，﹁P∨﹁M，所以﹁S，与题干不符，排除。B 项的逻辑结构：S→P，M→P，S∨M，所以 P，与题干
不符，排除。C 项的逻辑结构：S→P，﹁S→M，S∨﹁S，所以 P∨M，与题干相符，当选。D 项的逻辑结
构：S→P，﹁S→P，S∨﹁S，所以 P，与题干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C。
注意：C 项中“地一定会湿”的否定是“地一定不会湿”，而不是“地不一定会湿”。若将“地一
定会湿”表示为 P，“地不一定会湿”不能表示为﹁P，而应用其他字母表示。
七、推理规则法（适用于演绎推理型）
（1）联言命题（p∧q）：当且仅当联言肢均为真时，联言命题为真；若有一联言肢为假，则联言
命题为假。
（2）相容选言命题（p∨q）：①否定一部分选言肢，就必须至少肯定另一部分中的一个选言肢；
②肯定一部分选言肢，既不能肯定其他选言肢，也不能否定其他选言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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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相容选言命题（p∀q）：①肯定一个选言肢，则必须否定其他选言肢；②否定一部分选言
肢，则必须肯定另一部分中的一个选言肢。
（4）充分条件假言命题（p→q）：①肯定前件，可以推出肯定后件；②否定前件，不能推出否定
后件和肯定后件；③否定后件，可以推出否定前件；④肯定后件，不能推出肯定前件和否定前件。
（5）必要条件假言命题（p←q）：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与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可以相互转化，即“如
果 p，那么 q”等价于“只有 q，才 p”。
（6）模态命题的同义转化规则：①“必然”与“可能”中的一个前面加上否定词后可相互替换；
②“所有”与“有些（有的）”直接相互替换；③肯定与否定直接相互替换；④“并且”与“或者”也
可以相互替换。
【例 1】只有在湿度高且光线昏暗的山林里才会有野生灵芝生长。紫金山林区没有野生灵芝生长。
若以上判断为真，可推出以下哪项结论？（

）

Ⅰ.紫金山林区湿度不高并且光线不昏暗。
Ⅱ.如果紫金山林区光线昏暗，则肯定湿度不高。
Ⅲ.如果紫金山林区湿度高，则肯定光线不昏暗。
A.仅Ⅰ

B.仅Ⅱ

C.仅Ⅱ和Ⅲ

D.Ⅰ、Ⅱ和Ⅲ都推不出

【答案】D。解析：题干信息可翻译为：有野生灵芝生长→湿度高∧光线昏暗的山林。已知紫金山
林区没有野生灵芝生长，否定前件，不能否定后件，Ⅰ不能推出；Ⅱ“光线昏暗”和Ⅲ“湿度高”均肯
定后件的一个联言肢，由此不能确定后件的真假，不能推出任何必然性结论。故本题选 D。

【例2】张某：除非所有的灾难都必然有明显的征兆，否则有些灾难可能难以避免。李某：我不同
意你的看法。
下列哪项看法确切地反映了李某的看法？（

）

A.尽管有些灾难可能没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所有的灾难都可以避免
B.尽管所有的灾难可能没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所有的灾难都可以避免
C.虽然有些灾难可能没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有些灾难可能难以避免
D.虽然有些灾难可能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有些灾难还是难以避免
【答案】A。解析：张某的看法可翻译为“﹁所有的灾难都必然有明显的征兆→有些灾难可能难以
避免”，李某不同意该看法，则李某的看法是张某的负命题，即“﹁（﹁所有的灾难都必然有明显的征
兆→有些灾难可能难以避免）”，等价于“﹁所有的灾难都必然有明显的征兆∧﹁有些灾难可能难以避
免”，又等价于“有些灾难可能没有明显的征兆∧所有灾难都可以避免”，A 项确切地反映了李某的看
法。故本题选 A。

【例 3】某校重新修订学生守则，调查得知，只要修订过程透明且充分征求学生意见，学生就支持
修订；如果学生支持修订，就不会引起学生抗议；只有修订人员不尊重学生隐私，才会引起学生抗议。
- 15 -

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一项结论不能得出？（

）

A.只要引起学生抗议，则修订人员不尊重学生隐私
B.如果引起学生抗议，就说明修订过程不透明
C.只要引起学生抗议，则学生不支持修订
D.如果修订过程透明且充分征求学生意见，就不会引起学生抗议
【答案】B。解析：题干信息可翻译为：①修订过程透明∧充分征求学生意见→学生支持修订；②
学生支持修订→﹁引起学生抗议；③引起学生抗议→﹁修订人员尊重学生隐私。A 项肯定③的前件，可
以推出肯定后件，正确。“引起学生抗议”否定②的后件，可推出否定前件，即“﹁学生支持修订”，
C 项正确；由 C 项顺推可知，“﹁学生支持修订”否定①的后件，可推出否定前件，即“﹁（修订过程
透明∧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等价于“﹁修订过程透明∨﹁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由此不能确定修订
过程是否透明，B 项不能推出。D 项可根据①和②的连锁推理推出。故本题选 B。

【例 4】如果以“如果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都没有提高，那么其销售量肯定加大了”为前提。
那么，追加以下哪项可以推出“产品的质量事实上提高了”之结论？（

）

A.产品的销量加大了

B.产品的销量没有加大

C.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

D.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并且其销量也没有加大

【答案】D。解析：题干可翻译为“产品的质量没有提高∧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产品的销售量加
大”，转化为“﹁产品的销售量加大→﹁（产品的质量没有提高∧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产
品的质量没有提高∧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等价于“﹁产品的质量没有提高∨﹁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
即“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价格提高了”。要推出“产品质量提高了”，就要否定“产品价格提高了”，
而进行这一步推导的前提是“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价格提高了”为真；要推出“产品质量提高了∨产
品价格提高了”，就要肯定“﹁产品的销售量加大”，即产品的销售量没有加大。故本题选 D。

【例 5】不可能王宁和李舒都没考上研究生。
下列哪项最为准确地表达了上述断定？（

）

A.王宁和李舒可能都考上了研究生
B.王宁和李舒至少有一个可能考上了研究生
C.王宁和李舒一定都考上了研究生
D.王宁和李舒至少有一个一定考上了研究生
【答案】D。解析：“不可能”替换成“必然”，“都”替换成“有的（有人）”，“没”替换成
“有”，则“不可能王宁和李舒都没考上研究生”同义转化为“必然王宁和李舒中有人有考上研究生”，
D 项正确。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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