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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真题+答案

详解 

（华章教育） 
 
一、问题求解：本大题共15 小题，每小题3 分，共45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五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1. 某车间计划 10 天完成一项任务，工作 3 天后因故停工 2 天。若要按原计划完成任务，则

需要工作效率提高（   ）。 

A.20%          B.30%         C.40%         D.50%         E.60% 

2. 设函数 )0(2)( 2 >+= a
x
axxf 在 ),0( +∞ 内的最小值为 12)( 0 =xf ，则 0x =（   ） 

A.5          B.4         C.3         D.2         E.1 

 

3. 某影城统计了一季度的观众人数，如图，则一季度男女观众人数之比为（    ） 

A.3:4         B.5:6       C.12:13        D.13:12         E.4:3 

 

 

4. 设实数 ba, 满足 ,6||||,6 =−++= babaab 则 =+ 22 ba (  ) 

A.10         B.11       C.12        D.13         E.14 

 

5.设圆 C 与圆 2)5( 22 =+− yx 关于 xy 2= 对称，则圆 C 的方程为（   ） 

A. 2)4()3( 22 =−+− yx         B. 2)3()4( 22 =−++ yx  

C. 2)4()3( 22 =++− yx         D. 2)4()3( 22 =+++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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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4()3( 22 =−++ yx  

6.将一批树苗种在一个正方形花园边上，四角都种，如果每隔 3 米种一棵，那么剩下 10 棵

树苗；如果每隔 2 米种一棵，那么恰好种满正方形的 3 条边，则这批树苗有（  ）棵 

 

A.54         B.60       C.70        D.82        E.94 

 

7. 有分别标记 1,2,3,4,5,6 的 6 张卡片，甲抽取 1 张，乙从余下的卡片中再抽取 2 张，乙

的卡片数字之和大于甲的卡片数字的概率为（    ） 

A.
60
11

        B.
60
13

       C.
60
43

        D.
60
47

       E.
60
49

 

 

8. 10 名同学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如表： 

语文成绩 90 92 94 88 86 95 87 89 91 93 

数学成绩 94 88 96 93 90 85 84 80 82 98 

 

语文和数学成绩的均值分别是 ，和，标准差分别为和 2121 σσEE ，则（    ） 

A. 2121 , σσ >> EE      B. 2121 , σσ <> EE     C. 2121 , σσ => EE  

D. 2121 , σσ >< EE       E. 2121 , σσ << EE  

9. 如图，正方体位于半径为 3 的球内，且一面位于球的大圆上，则正方体表面积最大为

（   ） 

A.12         B.18       C.24        D.30        E.36 

 
 

10. 在三角形 ABC 中，AB=4，AC=6，BC=8，D 为 BC 中点，则 AD=（   ） 

A. 11         B. 10        C.3        D. 22         E. 7  

11.某单位要铺设草坪，若甲乙两公司合作需 6 天完成，工时费共 2.4 万元。若甲公司单独

做 4 天后乙公司接着做 9 天完成，工时费攻击 2.35 万元。若由甲公司单独完成该项目，则

工时费共计（    ）万元 

A.2.25         B.2.35      C.2.4        D.2.45        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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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图，六边形 ABCDEF 是平面与棱长为 2 的正方体所截得到的，若 EDBA ,,, 分别为

相应棱的中点，则六边形 ABCDEF 的面积为（    ） 

A.
2
3
         B. 3       C. 32         D. 33         E. 34  

 

 

 

 

13. 货车行驶 72km 用时 1 小时，速度 V 与时间 t 的关系如图所示，则 =0V （   ） 

A.72     B.80     C.90       D.85        E.100 

 

 

 

14.某中学的 5 个学科各推荐 2 名教师作为支教候选人，若从中选出来自不同学科的 2 人参

加支教工作，则不同的选派方式有（    ）种 

A、 20       B、24        C、30       D、40         E、45 

15.设数列{ }na 满足 ==−= + 10011 ,12,0 aaaa nn 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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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99 −        B、
992        C、 

992 +1     D、 12100 −         E、 12100 +  

二、条件充分性判断：本大题共10 个小题，每小题3 分，共30 分 

解题说明：本大题要求判断所给出的条件能否支持题干中陈述的结论。阅读条件（1） 

和条件（2）后选择 

A.条件（1）充分，但条件（2）不充分 

B.条件（2）充分，但条件（1）不充分 

C.条件（1）和条件（2）单独都不充分，但条件（1）和条件（2）联合起来充分 

D.条件（1）充分，条件（2）也充分 

E.条件（1）和条件（2）单独都不充分，且条件（1）和条件（2）联合起来也不充分 

16.甲乙丙三人各自拥有不超过 10 本图书，甲丙购入 2 本图书后，他们拥有的图书数量构成

等比数列，则能确定甲拥有的图书数量 

（1）已知乙拥有的图书数量 

（2）已知丙拥有的图书数量 

17、有甲乙两袋奖券，获奖率分别为 p 和 q，某人从两袋中各随机抽取 1 张奖券，则此人获

奖的概率不小于 3/4 

（1）已知 p+q=1 

（2）已知 pq=1/4 

18、直线 kxy = 与圆 03422 =+−+ xyx 有两个交点 

（1） 0
3
3

<<− k          （2）
2
20 << k  

19、能确定小明年龄 

（1）小明年龄是完全平方数 

（2）20 年后小明年龄是完全平方数 

20.关于 x 的方程
2 0axx b+ + = 有实根。 

（1） 0a b+ =  

（2） 0a b− =  

 

21.如图.已知正方形 ABCD 面积，P 为 AO 的中点，Q 为 DO 上一点，则能确定三角形 POD 的面

积。 

（1）O为 BC的三等分点.    （2）Q为 DO 的三等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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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设 n 为正整数，则能确定 n 除以 5 的余数 

 

（1）已知 n除以 2 的余数. 

 

（2）已知 n 除以 3 的余数 

 

23．某校理学院五个系每年录取人数如下表： 

系列 数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生物系 地学系

录取人数 60 120 90 60 30  

今年与去年相比，物理系平均分没变，则理学院录取平均分升高了。 

（1）数学系录取平均分升高了 3 分，生物系录取平均分降低了 2 分 

（2）化学系录取平均分升高了 1 分，地学系录取平均分升高了 4 分 

 

24.设三角区域 D 由直线 0568 =−+ yx , 0426 =+− yx 与 )0(068 <=−+− kkykx 围

成，则对任意的 ),( yx ，有 2)lg( 22 ≤+ yx  

（1） ]1,( −−∞∈k  

（2） [ 

−−∈

8
1,1k  

25.设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为 nS ，则{ }na 等差。 

（1） 3,2,1,22 =+= nnnSn  

（2） 3,2,1,122 =++= nnnSn  

数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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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推理：第 26-5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 A、B、C、D、E 五

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 

注：标红色部分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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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常态下，消费需求发生深刻变化，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在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那里，对产品质量的追求压倒了对价格的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

到底是满足需求。低质量的产能必然会过剩，而顺应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换代的产能不会过剩。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一下哪项？ 

A. 只有质优价高的产品才能满足需求。 

B. 顺应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换代的产能不是低质量的产能。 

C. 低质量的产能不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D. 只有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才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需求。 

E. 新常态下，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7. 据碳 14 检测，卡皮瓦拉山岩画的创作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3 万年前。在文字尚未出

现的时代，岩画是人类沟通交流、传递信息、记录日常生活的方式。于是今天的我们可以在

这些岩画中看到：一位母亲将孩子举起嬉戏，一家人在仰望并试图碰触头上的星空……动物

是岩画的另一个主角，比如巨型犰狳、马鹿、螃蟹等。在许多画面中，人们手持长矛，追逐

着前方的猎物。由此可以推断，此时的人类已经居于食物链的顶端。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推断？ 

A.  岩画中出现的动物一般是当时人类捕猎的对象。 

B. 3 万年前，人类需要避免自己被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猎杀。 

C. 能够使用工具使得人类可以猎杀其他动物，而不是相反。 

D. 有了岩画，人类可以将生活经验保留下来供后代学习，这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 

E. 对星空的敬畏是人类脱离动物、产生宗教的动因之一。 

 

28. 李诗、王悦、杜舒、刘默是唐诗宋词的爱好者，在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刘

禹锡中 4 人各喜爱其中一位，且每人喜爱的唐诗作者不与自己同姓。关于他们 4 人，已知： 

（1）如果爱好王维的诗，那么也爱好辛弃疾的词； 

（2）如果爱好刘禹锡的诗，那么也爱好岳飞的词； 

（3）如果爱好杜甫的诗，那么也爱好苏轼的词。 

如果李诗不爱好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杜舒爱好辛弃疾的词 

B. 王悦爱好苏轼的词 

C. 刘默爱好苏轼的词 

D. 李诗爱好岳飞的词 

E. 杜舒爱好岳飞的词 

 

29. 人们一直在争论猫与狗谁更聪明。最近，有些科学家不仅研究了动物脑容量的大小，

还研究了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数量，发现猫平常似乎总摆出一副智力占优的神态，但猫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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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数量只有普通金毛犬的一半。由此，他们得出结论：狗比猫更聪明。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上述科学家得出结论的假设？ 

A. 狗善于与人类合作，可以充当导盲犬、陪护犬、搜救犬、警犬等，就对人类的贡献而言，

狗能做的似乎比猫多。 

B. 狗可能继承了狼结群捕猎的特点，为了互相配合，它们需要做出一些复杂行为。 

C. 动物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数量与动物的聪明程度呈正相关。 

D. 猫的神经细胞数量比狗少，是因为猫不想狗那样“爱交际”。 

E. 棕熊的脑容量是金毛犬的 3 倍，但其脑神经细胞的数量确少于金毛犬，与猫很接近，而

棕熊的脑容量确实猫的 10 倍。 

 

30—31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单位拟派遣 3 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到西部山区进行精准扶贫。报名者踊跃，经过考察，

最终确定了陈甲、博乙、赵丙、邓丁、刘戊、张己 6 名候选人。根据工作需要，派遣还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 

（1） 若派遣陈甲，则派遣邓丁但不派遣张己； 

（2） 若博乙、赵丙至少派遣 1 人，则不派遣刘戊。 

30. 以下哪项的派遣人选和上述条件不矛盾？ 

A. 赵丙、邓丁、刘戊 

B. 陈甲、博乙、赵丙 

C. 博乙、邓丁、刘戊 

D. 邓丁、刘戊、张己 

E. 陈甲、赵丙、刘戊 

 

 

31. 如果陈甲、刘戊至少派遣 1 人，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派遣刘戊 

B. 派遣赵丙 

C. 派遣陈甲 

D. 派遣博乙 

E. 派遣邓丁 

 

32. 近年来，手机、电脑的使用导致工作与生活界限日益模糊，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间一

直在减少，熬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常态。科学研究表明，熬夜有损身体健康，睡眠不足不

仅仅是多打几个哈欠那么简单。有科学家据此建议，人们应该遵守作息规律。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科学家所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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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等多种疾病，严重时还会造成意

外伤害或死亡。 

B. 缺乏睡眠会降低体内脂肪调解瘦素激素的水平，同时增加饥饿激素，容易导致暴饮暴食、

体重增加。 

C. 熬夜会让人的反应变慢、认知退步、思维能力下降，还会引发情绪失控，影响与他人的

交流。 

D. 所有的生命形式都需要休息与睡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睡眠这个让人短暂失去自我意

识、变得极其脆弱的过程并未被大自然淘汰。 

E. 睡眠是身体的自然美容师，与那些睡眠充足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看上去面容憔悴，

缺乏魅力。 

 

33. 有一论证（相关语句用序号表示）如下： 

① 今天，我们仍然要提倡勤俭节约。② 节约可以增加社会保障资源，③ 我国尚有不

少地区的人民生活贫困，亟需要更多社会保障资源，但也有一些人浪费严重；④ 节约可以

减少资源消耗，⑤ 因为被浪费的任何粮食或者物品都是消耗一定的资源得来的。 

如果用“甲→乙”表示甲支持（或证明）乙，则以下哪项对上述论证基本结构的表示最为

准确？ 

A. B. C.   

D.   E.  
 

34. 研究人员使用电脑图技术研究了母亲给婴儿唱童谣时两人的大脑活动，发现当母亲

与婴儿对视时，双方的脑电波趋于同步，此时婴儿也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尝试与母亲沟通。他

们据此以为，母亲与婴儿对视有助于婴儿的学习和交流。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研究人员的观点？ 

A. 在两个成年人交流时，如果他们的脑电波同步，交流就会更流畅。 

B. 当父母与孩子互动时，双方的情绪与心率可能也会同步。 

C. 当部分学生对某学科感兴趣时，他们的脑电波会渐趋同步，学习效果也随之提升。 

D. 当母亲和婴儿对视时，她们都在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可以且愿意与对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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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脑电波趋于同步可优化双方对话状态，使交流更加默契，增进彼此了解。 

 

35. 本保险柜所有密码都是 4 个阿拉伯数字和 4 个英文字母的组合。已知： 

（1）若 4 个英文字母不连续排列，则密码组合中的数字之和大于 15； 

（2）若 4 个英文字母连续排列，则密码组合中的数字之和等于 15； 

（3）密码组合中的数字之和或者等于 18，或者小于 15. 

根据上述信息，以下哪项是可能的密码组合？ 

A. 1adbe356 

B. 37ab26dc 

C. 2acgf716 

D. 58bcde32 

E. 18ac42de 

36. 有一 6x6 的方阵，它所含的每个小方格中可填入一个汉字，已有部分汉字填入，现

要求该方阵中的每行每列均含有礼、乐、射、御、书、数 6 个汉字，不能重复也不能遗漏。 

根据上述要求，以下哪项是方阵底行 5 个空格中从左至右依次应填入的汉字？ 

 乐  御 书  

   乐   

射 御 书  礼  

 射   数 礼 

御  数   射 

     书 

A. 数、礼、乐、射、御 

B. 乐、数、御、射、礼 

C. 数、礼、乐、御、射 

D. 乐、礼、射、数、御 

E. 数、御、乐、射、礼 

 

37. 某市音乐节设立了流行、民谣、摇滚、民族、电音、说唱、爵士这 7 大类的奖项评

选。在入围提名中，已知： 

（1）至少有 6 类入围； 

（2）流行、民谣、摇滚中至多有 2 类入围； 

（3）如果摇滚和民族类都入围，则电音和说唱中至少有一类没有入围。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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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流行类没有入围 

B. 民谣类没有入围 

C. 摇滚类没有入围 

D. 爵士类没有入围 

E. 电音类没有入围 

 

38. 某大学有位女教师默默资助一位偏远山区的贫困家庭长达 15 年。记者多方打听，

发现做好事者是该大学传媒学院甲、乙、丙、丁、戊 5 位教师中的一位。在接受采访时，5

位老师都很谦虚，他们是这么多记者说的： 

甲：这件事是乙做的。 

乙：我没有做，是丙做了这件事。 

丙：我并没有做这件事。 

丁：我也没有做这件事，是甲做的。 

戊：如果甲没有做，则丁也不会做。 

记者后来得知，上述 5 位老师中只有一人说的话符合真实情况。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做这件好事的人是?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E. 戊 

 

39. 作为一名环保爱好者，赵博士提倡低碳生活，积极宣传节能减排。但我不赞同她的

做法，因为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他这样做，占用了大量的科研时间，到现在连副教授都没评

上，他的观点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以下哪项论证中的错误和上述最为相似？ 

A. 张某提出要同工同酬，主张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分年龄，级别一律按件计酬。

她这样说不就是因为她年轻、级别低吗？其实她是在为自己谋利益。 

B. 公司的绩效奖励制度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它对所有员工都是公平的。

如果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则说明他反对公平。 

C. 最近听说你对单位的管理制度提了不少意见，这真令人那以置信！单位领导对你差

吗？你这样做，分明是和单位领导过不去。 

D.  单位任命李某担任信息科科长，听说你对此有意见。大家都没有提意见，只有你一

个人有意见，看来你的意见是有问题的。 

E.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直接看到的事物才能确信其存在。但是没有人可以看到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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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而这些都被科学证明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该观点是错误的。 

40. 下面 6 张卡片，一面印的是汉字（动物或者花卉），一面印的是数字（奇数或者偶数）。 

     

 

 

对于上述 6 张卡片，如果要验证“每张至少有一面印的是偶数或者花卉”。至少需要翻看

几张卡片？ 

A. 2 

B. 3 

C. 4 

D. 5 

E. 6 

 

41. 某地人才市场招聘保洁、物业、网管、销售等 4 种岗位的从业者，有甲、乙、丙、

丁 4 位年轻人前来应聘。事后得知，每人只能选择一种岗位应聘，且每种岗位都有其中一人

应聘。另外，还知道： 

（1）如果丁应聘网管，那么甲应聘物业； 

（2）如果乙不应聘保洁，那么甲应聘保洁且丙应聘销售； 

（3）如果乙应聘保洁，那么丙应聘销售，丁也应聘保洁。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甲应聘网管岗位 

B. 丙应聘保洁岗位 

C. 甲应聘物业岗位 

D. 乙应聘网管岗位 

E. 丁应聘销售岗位 

 

42. 旅游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游客可以跟团游，也可以自由行。自由行游客虽避免

了跟团游的集体束缚，但也放弃了人工导游的全程讲解，而近年来他们了解旅游景点的文化

需求却有增无减。为适应这一市场需求，机遇手机平台的多款智能导游 APP 被开发出来。

他们可定位用户位置，自动提供景点讲解、游览问答等功能。有专家就此指出，未来智能导

游必然会取代人工导游，传统的导游职业行将消亡。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专家的论断？ 

A. 至少有 95%的国外景点所配备的导游讲解器没有中文语音，中国出境游客因为语言

和文化上的差异，对智能导游 APP 的需求比较强烈。 

B. 旅行中才会使用的智能导游 APP，如何保持用户黏性、未来又如何取得商业价值等都

是待解问题。 

虎 6 菊 7 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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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好的人工导游可以根据游客需求进行不同类型的讲解，不仅关注景点，还可表达观

点，个性化很强，这是智能导游 APP 难以企及的。 

D. 目前发展较好的智能导游 APP 用户量在百万级左右，这与当前中国旅游人数总量相

比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市场还没有培养出用户的普遍消费习惯。 

E. 国内景区配备的人工导游需要收费，大部分导游讲解的内容都是事先背好的标准化内

容。但是，即便人工导游没有特色，其退出市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43.  甲：上周去医院，给我看病的医生竟然还在抽烟。 

乙：所有抽烟的医生都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不关心自己健康的人也不会关心他人的健

康。 

甲：是的，不关心他人健康的医生没有医德。我今后再也不会让没有医德的医生给我看

病了。 

根据上述信息，以下除了哪项，其余各项均可得出？ 

A. 甲认为他不会再找抽烟的医生看病。 

B. 乙认为上周给家看病的医生不会关心乙的健康。 

C. 甲认为上周给他看病的医生不会关心医生自己的健康。 

D. 甲认为上周给他看病的医生不关心甲的健康。 

E. 乙认为上周给甲看病的医生没有医德。 

 

44.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

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所不战，战必胜矣。 

以下哪项是上述论证所隐含的前提？ 

A. 得道者多，则天下太平。 

B. 君子是多道者。 

C. 得道者必胜失道者。 

D. 失道者必定得不到帮助。 

E. 失道者亲戚畔之。 

 

45. 如今，孩子写作业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家长都要面临陪孩子

写作业的任务，包括给孩子听写、检查作业、签字等。据一项针对 3000 余名家长进行的调

查显示，84%的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作业，而 67%的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而烦恼。

有专家对此指出，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相当于充当学校老师的助理，让家庭成为课堂的延伸，

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论断？ 

A.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家长辅导孩子获得各种知识本来就是家庭教育的应有之义，对

于中低年级的孩子，学习过程中的父母陪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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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长通常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有的晚上要加班，有的即使晚上回家也需要研究工作、

操持家务，一般难有精力认真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家长作业”。 

C. 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会使得孩子在学习中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整天处于老师和家

长的双重压力下，既难生法学习兴趣，更难养成独立人格。 

D. 大多数家长在孩子教育上并不是行家，他们或者早已遗忘了自己曾学习过的知识，

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传授给孩子。 

E. 家长辅导孩子，不应围绕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应着重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

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孩子在成长中感到新奇、快乐。 

 

46.我国天山是垂直地带性的典范。已知天山的植被形态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1）从低到高有荒漠、森林带、冰雪带等； 

（2）只有经过山地草原，荒漠才能演变成森林带； 

（3）如果不经过森林带，山地草原就不会过渡到山地草甸； 

（4）山地草甸的海拔不比山地草甸草原的低，也不比高寒草甸高。 

根据以上信息，关于天山植被形态，按照由低到高排列，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甸草原、森林带、山地草甸、高寒草甸、冰雪带 

B.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甸草原、高寒草甸、森林带、山地草甸、冰雪带 

C.荒漠、山地草甸草原、山地草原、森林带、山地草甸、高寒草甸、冰雪带 

D.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甸草原、森林带、山地草甸、冰雪带、高寒草甸 

E. 荒漠、山地草原、森林带、山地草甸草原、山地草甸、高寒草甸、冰雪带 

 

47. 某大学读书会开展“一月一带”活动。读书会成员甲乙丙丁戊 5 人在《论语》《史

记》《唐诗三百首》《奥德赛》《资本论》中各选一种阅读，互不重复。 

已知： 

1.       甲爱读历史，会在《史记》和《奥德赛》中选一本 

2.       乙和丁只爱中国古代经典，但现在都没有读诗的心情 

3.       如果乙选《论语》，则戊选《史记》。事实上，每个人读选了自己喜爱的书目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哪项？ 

A． 甲选《史记》 

B． 乙选《奥德赛》 

C． 丙选《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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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丁选《论语》 

E．  戊选《资本论》 

48.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

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位，那么，重担就

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

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不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重担就能将他压倒。 

B.如果我们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酒

下热泪。 

C.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所感到的就是可怜的、有限的、自

私的乐趣。 

D.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

人，而且还能多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 

E.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劳动，我们的事业就不会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49-50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食堂采购 4 类（各种蔬菜名称的后一个字相同，即为一类）共 12 种蔬菜：芹菜、菠菜、

韭菜、青椒、红椒、黄椒、黄瓜、冬瓜、丝瓜、扁豆、毛豆、豇豆，并根据若干条件将其有

分成 3 组，准备在早、中、晚三餐中分别使用。已知条件如下： 

（1）同一类别的蔬菜不在一组； 

（2）芹菜不能在黄椒哪一组，冬瓜不能在扁豆那一组 

（3）毛豆必须与红椒或韭菜同一组 

（4）黄椒必须与豇豆同一组 

49.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芹菜与豇豆不在同一组。 

B.  芹菜与毛豆不在同一组。  

C.  菠菜与扁豆不在同一组。 

D.  冬瓜与青椒不在同一组。 

E.  丝瓜与韭菜不在同一组。  

50.  如果韭菜、青椒与黄瓜在同一组，则可得出以下哪项? 

A.  芹菜、红椒与扁豆在同一组。 

B.  菠菜、黄椒与豇豆在同一组。 

C.  韭菜、黄瓜与毛豆在同一组。 

D.  菠菜、冬瓜与豇豆在同一组。 

E.  芹菜、冬瓜与豇豆在同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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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淮南子˙齐俗训》中有日:“今屠牛而京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

万方，其本一牛之体。”其中的‘熬”便是熬牛肉制汤的意思。这是考证牛肉汤做法的最早

文献资料  某民俗专家由此推测，牛肉汤的起源不会晚于春欢战国时期。以下哪项如果为真，

最能支持上述推测? 

A.《淮南子˙齐俗训》完成于西汉时期。 

B.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使用耕牛。 

C.《淮南子˙齐俗训》的作者中有来自齐国故地的人。 

D.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熬汤的鼎器。 

E.《淮南子˙齐俗训》，记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目的风俗习惯。 

 

52.某研究机构以约 2 万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为对象，调查了笑的频率与健康状态的关系，结

果显示，在不苟言笑的老人中，认为自身现在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和“不好”的比例分

别是几乎每天都笑的老人的 1.5 倍和 18 倍爱笑的老人对自我健康状态的评价往往较高。 

他们由此认为，爱笑的老人更健康。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调查者的观点? 

A.乐观的老年人比悲观的老年人更长寿。 

B.病痛的折磨使得部分老人对自我健康状态的评价不高。  

C.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中，女性爱笑的比例比男性高 10 个百分点。 

D.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得老年人生活更乐观，身体更健康 

E.老年人的自我健康评价往往和他们实际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53.阔叶树的降尘优势明显，吸附 PM2. 5 的效果最好，一棵阔叶树对一年的平均滞尘量达

3.16 公斤。针叶树叶面积小，吸附 PM2.5 的功效较弱。全年平均下来，阔叶林的吸尘效果

要比针叶林强不少。阔叶树也比灌木和草的吸尘效果好得多。以北京常见的阔叶树国槐为例，

成片的国槐林吸尘效只比同等面积的普通草地约高 30%。有些人据此认为，为了降尘北京应

大力推广阔叶树，并尽量减少针叶林面积。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有关人员的观点? 

A. 阔叶树与针叶树比例失调，不仅极易暴发病虫害、火灾等，还会影响林木的生长和健康 

B.针叶树冬天虽然不落叶，但基本处于“休眠”状态，生物活性差。 

C.植树造林既要治理 PM2.5,  也要治理其他污染物，需要合理布局。 

D.阔叶树冬天落叶，  在寒冷的冬季，其养护成本远高于针叶树。 

E.建造通风走廊，能把城市和交区的森林连接起来，让清新的空气吹入，降低城区的 PM2.5。 

 

54-55 题基于以下题干：某园艺公司打算在如下形状的花圃中栽种玫瑰，兰花，菊花三个品

种的花卉，该花圃的形状如下：......载种需满足如下要求：（1）每个...一个颜色的花；

（2）每个品种...；（3）相邻格子的花，..... 



华章教育—管理类联考（MBA/MPAcc/MPA/MEM）专业培训机构                    www.hzmba.com 
 

北京市海淀区北大资源宾馆                                            咨询电话：400-655-6122 

 

 

54. 若格子 5 中是红色的花，则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格子 1 中是白色的兰花 

B.格子 4 中是白色的兰花 

C.格子 6 中是蓝色的菊花 

D.格子 2 中是紫色的玖瑰 

E.格了 1 中是白色的菊花 

 

55.若格子 5中是红色的玫瑰，且格子 3 中是黄色的花，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格子 4 中是白色的菊花 

B.格子 2 中的白色的菊花 

C.格子 6 中是蓝色的菊花 

D.格子 4 中是白色的兰花 

E.格子 1 中是紫色的玫瑰 

 

四、写作：第56-57 题，共65 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30 分，论说文35 分。  

56．论证有效性分析：分析下面的论证在概念、论证方法、论据及结论等方面的有效性。

600 字左右。（30 分）  

有的人认为选择越多越快乐，其理由是：人的选择越多就越自由，其自主性就越高，就

越感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就越快乐。其实选择越多，可能会越痛苦。 

常言道：“知足常乐”，一个人知足了才会感到快乐，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的。所以选择

也是无穷的，所谓：“选择越多越快乐”，意味着只有无穷的选择，才能使人感到最快乐，而

追求无穷的选择就是不知足，不知足者就不会感到快乐，那就是只会感到痛苦。 

再说，在做出每一项选择时，首先需要我们对各个选项进行考察分析，然后再进行判断

决策。选择越多，我们在考察分析选项时势必付出更多的精力，也就势必带来更多的烦恼和

痛苦。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在做考卷中的选择题时，选项越多，选择起来就越麻烦，也就

越感到痛苦。 

还有选择越多，选择时产生失误的概率就越高，由于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后悔就越多，因

而产生的痛苦也就越多，有人认为飞机晚点而后悔没选择坐高铁，就是因为可选交通工具多

样造成的，如果没有高铁可选，就不会有这种后悔和痛苦。 

退一步说，即使其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也肯定有优劣之分，人们做出某些选择后

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并非最优而产生懊悔。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越多，后悔的概率就越

大，也就越痛苦，很多股民懊悔自己没有选择好股票。而未赚到更多的钱，从而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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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因为可选股票太多而造成的。 

 (提示：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般要点是：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是否准

确并前后一致，有无各种明显的逻辑错误，该论证的论据是否支持结论，论据成立的条件

是否充分等。要注意分析的内容深度、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  

 

一、难度系数分析 

今年的论证有效性分析整体难度不大。保持了最近几年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贯风格。 

在内容上，考察的是关于“选择”问题，专业性不是很强，考生只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就可以整体掌握论证的核心。 

在形式上，还是采取驳论式的命题方法。文章整体都在反驳“选择越多越快乐”这样的

观点。我们需要做到“否定之否定”。 

在考点设置上，基本延续历年的思路，40%的错误只要依靠日常思维就可以解决，另外

60%的错误需要结合逻辑推理。 

整体说来，考生只要根据认真思考，仔细分析，根据日常学习的知识，都能够获得比较

理想的分数。 

二、题干的论证思路 

本文所要论证的观点是：其实选择越多，可能会越痛苦。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本文从以

下四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题干的四个分论点是： 

1、只有无穷的选择，才能使人感到最快乐，而追求无穷的选择就是不知足，不知足者

就不会感到快乐，那就是只会感到痛苦。 

2、选择越多，我们在考查分析选项时势必付出更多的精力，也就势必带来更多的烦恼

和痛苦。并以考卷中的选择题为例进行证明 

3、选择越多，选择时产生失误的概率就越高，由于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后悔就越多，因

而产生的痛苦也就越多。并以出行方式作为证明。 

4、选择越多，后悔的概率就越大。并以股市为例作为证明。 

三、主要逻辑错误 

1、作者曲解了“知足常乐”的概念，知足常乐，出自老子《道德经》，含义是安于已经

得到的利益、地位，并非是文中认为“只有无穷的选择，才能使人感到最快乐”。 

2、 “追求无穷的选择”和“不知足”，是完全两码事，前者强调探索的勇气，后者强

调的是欲求不满，两者侧重角度不同，不能完全等同。在此基础上推出“不知足者就不会感

到快乐，那就是只会感到痛苦。”的推论也明显不能成立。 

3、材料中认为：选择越多，付出精力越多，势必带来更多的烦恼和痛苦。这一说法过

于绝对。虽然，面对更多的选择，我们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是，后果却不一定是烦恼和痛

苦，还有经验、成就、欢乐和满足感。 

4、为了证明 3 中的观点，作者以考卷中的选择题为例，这样的论证明显是以偏概全的，

事实上“选择题”是无法代表生活中的“选择”的。 

5、作者选择越多，选择时产生失误的概率就越高，由于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后悔就越多，

因而产生的痛苦也就越多。这种说法明显是片面的，作者为何不提选择越多，成功的概率也

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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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为了证明 5 中的观点，提出“有人认为飞机晚点而后悔没选择坐高铁，就是因

为可选交通工具多样造成的，如果没有高铁可选，就不会有这种后悔和痛苦。”这明显是不

准确的。 

7、作者认为：即使其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也肯定有优劣之分，人们做出某些选

择后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并非最优而产生懊悔。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越多，后悔的概率

就越大，也就越痛苦。这里明显有强加因果的嫌疑。 

8、作者为了证明 7，还提出：很多股民懊悔自己没有选择好股票。而未赚到更多的钱，

从而痛苦不已。无疑是因为可选股票太多而造成的。和上文所说一样，仍然是以偏概全的嫌

疑。 

9、作者全文都在讨论选择失败会怎么样，这明显属于片面看问题。为何不谈选择成功

所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感呢？ 

10、其他错误，言之成理，均可得分。 

参考范文（答案） 

选择越多，可能会越痛苦？ 

上述材料从四个角度对于“选择”这一话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选择越多，可能会越

痛苦”的结论。其论证看似有理，实则无据，现将其主要失误之处，分析如下： 

首先，作者偷换了“知足常乐”的真正含义，将其等同于“只有无穷的选择，才能使人

感到最快乐”，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追求无穷的选择就是不知足，不知足就会感到痛苦。

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难以必然成立，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知足常乐，是满足既得利益的意思，

而并非文中所说，欲求不满，得陇望蜀。 

其次，论述者认为：选择越多，付出的精力越多，带来的烦恼和痛苦越多，并以考卷中

的选择题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该推理过程明显与事实背道而驰，有片面看问题的嫌疑。

这里只强调了选择多带来的烦恼和痛苦，而忽视了我们应对选择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丰富

人生的诸多好处。 

再次，材料中还提出：选择越多，失误的概率越高，产生的后悔和痛苦也就越多，并以

飞机—高铁的替代效应为例说明这一点。其观点明显属于因噎废食的片面性结论。难道因为

会产生失误，我们就要原地踏步，静止不前了吗？难道错过飞机，如果没有高铁我们就不会

后悔、痛苦了吗？ 

最后，题干在最后之处，选择有优劣之分，而人们往往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选

择越多，后悔的概率就越大，也就越痛苦，并且以股民为例佐证自己的观点。此处的说法也

是匪夷所思的，看问题的角度极端片面化。只看到了选择失败的后悔，为何不提选择成功的

喜悦呢？而且，文章所举出的股市的例子，和上文选择题、高铁—飞机的例子一样，都是个

例，不能作为推断整体的论据。 

综上所述，这是一份不严密的论证，其得出的结论是不可信的。“选择越多，越痛苦”

这个观点，还应该进行更加理性、客观的分析。 

57．论说文：根据以下材料，自拟题目写一篇论说文，700 字左右。（35 分） 

知识的真理性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论辩是纠正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冲突的观

点可以暴露错误从而发现真理。 

一、难度系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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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论说文，题目比较抽象，这一点符合最近几年的命题趋势。整体来说难度中等偏

上，对于考生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论证能力的要求较高。 

二、命题来源分析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林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

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

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对于这些“禁区” ，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

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

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

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

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13 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

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

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今年的真题，基本的命题来源，就是这些。 

三、参考立意分析 

文章的逻辑如下：知识的真理性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证明，而论辩是实践的一种，在论辩

中，正反双方相互辩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暴露错误，发现真理。在这样的

逻辑范围内，可供参考的利益角度有： 

1、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追求真理的方式、方法； 

4、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5、论辩的意义、价值、作用； 

6、真理的意义、价值、作用； 

在此话题的逻辑范围内，其他立意，只要言之成理，均可以得分。另外，命题背景是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如果考生在写作过程中，能结合这一背景论述，会更加贴切。 

参考范文（答案）： 

真理愈辩愈明  道理越讲越清 

 1978年 5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暴露了我们在前进过程中的缺

点、不足、和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开启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由此可以看出：真理愈辩愈明，道理越讲越清，我们要在实践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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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真理，发展真理！ 

 首先，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知识的真理性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正所谓“真金

不怕火炼”，真正的真理必须要来源于实践，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老百姓有句俗话“是骡子

是马，拉出来溜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例。四十年斗转星移，

九万里风鹏正举，我们开创的“中国神话”和“东方奇迹”就是对这一政策的最好检验和证

明。 

 其次，要在实践中发展真理，要对真理进行不断的检验，正如题干所说：论辩是纠正错

误的重要途径之一，冲突的观点可以暴露错误从而发现真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有什么

不足，有什么缺陷？要不断吸收正反两个反面的经验，通过论辩加深我们对于未来的理解和

认识。试想，如果没有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如今

我们还停留在徘徊前进中，怎么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要不断促进实践与真理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

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就是我们通过“真理

标准问题”这场大论辩，检验了真理，发展了真理，并推动了二者的结合。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

的程度。”这就指出了实践对于真理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想取得更加长远的进步，必须要不

断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并且促进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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