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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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26、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

作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观照人民的生活、

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我们的作品才会在人民中传之久远。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只有不离开人民，文艺才不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B）历史的创造者都不是历史的“剧中人”。 

（C）历史的创造者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D）历史的“剧中人”都是历史的“剧作者”。 

（E）我们的作品只要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就会在人民中传之久远。 

 

27、盛夏时节的某一天，某市早报刊载了由该市专业气象台提供的全国部分城市当天天气预

报，泽其内容列表如下： 

天津 阴 上海 雷阵雨 昆明 小雨 

呼和浩特 阵雨 哈尔滨 少云 乌鲁木齐 晴 

西安 中雨 南昌 大雨 香港 多云 

南京 雷阵雨 拉萨 阵雨 福州 阴 

根据上述信息，以下哪项作出的论断最为准确？ 

（A）由于所列城市盛夏天气变化频繁，所以上面所列的 9 类天气一定就是所有的天气类型 

（B）由于所列城市并非我国的所有城市，所以上面所列的 9 类天气一定不是所有的天气类

型 

（C）由于所列城市在同一天不一定展示所有的天气类型，所以上面所列的 9 类天气可能不

是所有的天气类型 

（D）由于所列城市在同一天可能展示所有的天气类型，所以上面所列的 9 类天气一定是所

有的天气类型 

（E）由于所列城市分处我国的东南西北中，所以上面所列的 9 类天气一定就是所有的天气

类型 

 

28、现在许多人很少在深夜 11 点以前安然入睡，他们未必都在熬夜用功，大多是在玩手机

或看电视，其结果就是晚睡，第二天就会头晕脑涨、哈欠连天。不少人常常对此感到后悔，

但一到晚上他们多半还会这么做。有专家就此指出，人们似乎从晚睡中得到了快乐，但这种

快乐其实隐藏着某种烦恼。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结论？ 

（A）晨昏交替，生活周而复始，安然入睡是对当天生活的满足和对明天生活的期待。而晚

睡者只想活在当下，活出精彩。 

（B）晚睡者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认为，当天的事须当天完成，哪怕晚睡也在所不惜。 

（C）大多数习惯晚睡的人白天无精打采，但一到深夜就感觉自己精力充沛，不做点有意义

的事情就觉得十分可惜。 

（D）晚睡其实是一种表面难以察觉的、对“正常生活”的抵抗，它提醒人们现在的“正常

生活”存在着某种令人不满的问题。 

（E）晚睡者内心并不愿意睡得晚，也不觉得手机或电视有趣，甚至都不记得玩过或看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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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但他们总是要在睡觉前花较长时间磨蹭。 

 

29、分心驾驶是指驾驶人为满足自己的身体舒适、心情愉悦等需求而没有将注意力全部集中

于驾驶过程的驾驶行为，常见的分心行为有抽烟、饮水、进食、聊天、刮胡子、使用手机、

照顾小孩等。某专家指出，分心驾驶已成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一项统计研究表明，相对于酒驾、药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等情形，我国由分心驾

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占比最高。 

（B）驾驶人正常驾驶时反应时间为 0.3~1.0 秒，使用手机时反应时间则延迟 3 倍左右。 

（C）开车使用手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下降 20%: 如果驾驶人边开车边发短信，则发生车

祸的概率是其正常驾驶时的 23 倍。 

（D）近来使用手机已成为我国驾驶人分心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59%的人开车过程中看微

信，31%的人玩自拍，36%的人刷微博、微信朋友圈。 

（E）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超过 1/4 的车祸是由驾驶人使用手机引起的。 

 

30-31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工厂有一员工宿舍住了甲、乙、丙、丁、戊、己、庚 7 人，每人每周需轮流值日一天，   且

每天仅安排一人值日。他们值日的安排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乙周二或周六值日； 

（2）如果甲周一值日，那么丙周三值日且戊周五值日； 

（3）如果甲周一不值日，那么己周四值日且庚周五值日； 

（4）如果乙周二值日，那么己周六值日。 

30、根据以上条件，如果丙周日值班，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甲周日值班   （B）乙周六值班  （C）丁周二值班 

（D）戊周二值班   （E）已周五值班 

31、如果庚周四值日，那么以下哪项一定为假  

（A）甲周一值日.   （B）乙周六值日.    

（C）丙周三值日.   （D）戊周日值日. 

（E）己周二值日. 

 

32、唐代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根据上述韩愈的观点，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有的弟子必然不如师 。              （B）有的弟子可能不如师。 

（C）有的师不可能贤于弟子。             （D）有的弟子可能不贤于师。    

（E）有的师可能不贤于弟子。 

 

33、“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在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活动指南，反映了从春到冬一年四季

的气温、降水、物候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已知各节气的名称具有如下特点： 

（1）凡含“春”“夏”“秋”“冬”字的节气各属春、夏、秋、冬季； 

（2）凡含“雨”“露”“雪”字的节气各属春、秋、冬季； 

（3）如果“清明”不在春季，则“霜降”不在秋季； 

（4）如果“雨水”在春季，则“霜降”在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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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信息，如果从春至冬每季仅列两个节气，则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雨水、惊蛰、夏至、小暑、白露、霜降、大雪、冬至。 

（B）惊蛰、春分、立夏、小满、白露、寒露、立冬、小雪。 

（C）清明、谷雨、芒种、夏至、立秋、寒露、小雪、大寒。 

（D）立春、清明、立夏、夏至、立秋、寒露、小雪、大寒。 

（E）立春、谷雨、清明、夏至、处暑、白露、立冬、小雪。 

 

34、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所以，如果你不想落后，就应该多磨刀。 

以下哪项与上述论证方式最为相似？ 

（A）妆未梳成不见客，不到火候不揭锅。所以，如果揭了锅，就应该是到了火候。 

（B）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所以，如果想获胜，就应该兵精将勇。 

（C）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所以，如果你想富，就应该让马多吃夜草。 

（D）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如果你想做完人，就应该有真金。 

（E）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所以，如果你不想空活百岁，就应该立志。 

 

35、某市已开通运营一、二、三、四号地铁线路，各条地铁线每一站运行加停靠所需时间均

彼此相同。小张、小王、小李三人是同一单位的职工，单位附近有北口地铁站。某天早晨，

3 人同时都在常青站乘一号线上班，但 3 人关于乘车路线的想法不尽相同。已知： 

（1）如果一号线拥挤，小张就坐 2 站后转三号线，再坐 3 站到北口站；如果一号线不拥挤，

小张就坐 3 站后转二号线，再坐 4 站到北口站。 

（2）只有一号线拥挤，小王才坐 2 站后转三号线，再坐 3 站到北口站。 

（3）如果一号线不拥挤，小李就坐 4 站后转四号线，坐 3 站之后再转三号线，坐 1 站到达

北口站。 

（4）该天早晨地铁一号线不拥挤。 

假定三人换乘及步行总时间相同，则以下哪项最可能与上述信息不一致？（ ） 

（A）小王和小李同时到达单位。 

（B）小张和小王同时到达单位。 

（C）小王比小李先到达单位。 

（D）小李比小张先到达单位。 

（E）小张比小王先到达单位。 

 

36、最近一项调研发现，某国 30 岁至 45 岁人群中，去医院治疗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病症的

人越来越多，而原来患有这些病症的大多是老年人。调研者由此认为，该国年轻人中“老年

病”发病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调研结论？ 

（A）由于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相比以往，该国民众更有条件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B）“老年人”的最低年龄比以前提高了，“老年病”的患者范围也有所变化。 

（C）近年来，由于大量移民涌入，该国 45 岁以下年轻人的数量急剧增加。 

（D）尽管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病症是常见的“老年病”，老年人患的病未必都是“老年病”。 

（E）近几十年来，该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但健康老龄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大。 

 

37、张教授：利益并非只是物质利益，应该把信用、声誉、情感甚至某种喜好等都归入于利

益的范畴。根据这种“利益”的广义理解，如果每一个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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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那么由这些个体组成的社会就是一个良善的社会。 

根据张教授的观点，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如果一个社会不是良善的，那么其中肯定存在个体损害他人利益或自身利益？？求没

有尽可能得到满足的情况。 

（B）尽可能满足每一个体的利益需求，就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 

（C）只有尽可能满足每一个体的利益需求，社会才可能是良善的。 

（D）如果有些个体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那么社会就不是良善的。 

（E）如果某些个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尽可能得到满足，那么社会就不是良善的。 

 

38、某学期学校新开设 4 门课程：“《诗经》鉴赏”“老子研究”“唐诗鉴赏”“宋词选读”， 

李晓明、陈文静、赵珊珊和庄志达 4 人各选修了其中一门课程。已知： 

（1）他们 4 人选修的课程各不相同； 

（2）喜爱诗词的赵珊珊选修的是诗词类课程； 

（3）李晓明选修的不是“《诗经》鉴赏”就是“唐诗鉴赏”？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就能确定赵珊珊选修的是“宋词选读”？ 

（A）庄志达选修的不是“宋词选读”          （B）庄志达选修的是“老子研究” 

（C）庄志达选修的不是“老子研究”          （D）庄志达选修的是“《诗经》鉴赏”    

（E）庄志达选修的不是“《诗经》鉴赏” 

39、我国中原地区如果降水量比往年偏低，该地区河流水位会下降，流速会减缓。这有利于

河流中的水草生长，河流中的水草总量通常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去年该地区在经历了一次

极端干旱之后，尽管该地区某河流的流速十分缓慢，但其中的水草总量并未随之而增加，只

是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  

（A）经过极端干旱之后，该河流中以水草为食物的水生动物数量大量减少。 

（B）我国中原地区多平原，海拔差异小，其地表河水流速比较缓慢。 

（C）该河流在经历了去年极端干旱之后干涸了一段时间，导致大量水生物死亡。 

（D）河水流速越慢，其水温变化就越小，这有利于水草的生长和繁殖。   

（E）如果河中水草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周边其他物种的生存产生危害。 

 

40~41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海军部队有甲、乙、丙、丁、戊、己、庚 7 艘舰艇，拟组成两个编队出航，第一编队编列

3 艘舰艇，第二编队编列 4 艘舰艇，编列需满足以下条件： 

（1）航母已必须编列在第二编队： 

（2）戊和丙至多有一艘编列在第一编队： 

（3）甲和丙不在同一编队 

（4）如果乙编列在第一编队，则丁也必须编列在第一编队。 

40、如果甲在第二编队，则下列哪项中的舰艇一定也在第二编队？ 

（A）乙 

（B）丙 

（C）丁 

（D）戊 

（E）庚 

41、如果丁和庚在同一编队，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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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在第一编队 

（B）乙在第一编队 

（C）丙在第一编队 

（D）戊在第二编队 

（E）庚在第二编队 

 

42、甲：读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增长知识，开拓视野。 

乙：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读书最重要的是陶冶性情、提升境界。没有陶冶性情、提升境

界，就不能达到读书的真正目的。以下哪项与上述反驳方式最为相似。 

A． 甲：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阅读优秀文学作品。 

乙：你只见现象，不见本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任何优秀的文学

作品都来源于火热的社会生活。 

B． 甲:做人最重要的是要讲信用。 

乙：你说的不全面。做人最重要的是要遵纪守法，如果不遵纪守法，就没法讲信用。 

C． 甲：作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最重要的是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乙：你只见其表，不见其里。作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最重要的是具有深刻寓意与艺术魅力。

没有深刻寓意与艺术魅力，就不能成为优秀的电视剧。 

D． 甲：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内容的创新。 

乙：你只见内容不见方法。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实现研究方法的创

新才能真正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 

E．  甲：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是收获的秋天。 

乙：你只看结果不问原因。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是播种的春天，没有春天的播种，哪来秋天

的收获？ 

  

43、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闻除非己莫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

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 

A．若己不言，则人不闻。 

B．若己为，则人会知；若己言，则人会闻。 

C．若能做到盗钟而掩耳，则可言之而人不闻。 

D．若己不为，则人不知。 

E．若能做到捕雀而掩目，则可为之，而人不知。 

  

4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但近年来政府通过出台禁烟令，提高卷烟消费

税等一系列公共政策努力改变这一现象，一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在 2014 同比上升 2.4%，之

后中国卷烟消费量在 2015 同比下降 2.4%，这是 1995 年来首次下降，尽管如此，2015 年中

国卷烟消费量仍占全球的 45%，但这一下降对全球卷烟总消费量产生巨大影响。使其同比

下降 2.1%。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2015 年发达国家卷烟消费量同比下降比率高于发张中国家。 

B．2015 年世界其他国家卷烟消费量同比下降比率低于中国。 

C．2015 年世界其他国家卷烟消费量同比下降比率高于中国。 

D．2015 年中国卷烟消费量大于 2013 年。 

E．2015 年中国卷烟消费量恰好等于 2013 年。 

  



   

太奇MBA咨询热线：4000-888-686                太奇MPAcc咨询热线：400-098-0768 

 

45、某校图书馆新购一批文科图书，为方便读者查阅，管理人员对这批图书在文科新书阅览

室中的摆放位置做出如下提示： 

（1）、前三排书橱均放有哲学类新书； 

（2）、法学类新书都放在 5 排书橱，这排书橱的左侧也放有有经济类新书； 

（3）、管理类新书在最后一排书橱。 

事实上所有的图书都按照上述提示放置。根据显示，徐莉顺利找到了他想查阅的新书，根据

上述信息，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徐莉在第二排书橱中找到哲学类新书。 

B. 徐莉在第三排书橱中找到经济类新书。 

C. 徐莉在第四排书橱中找到哲学类新书。 

D. 徐莉在第六排书橱中找到法学类新书。 

E. 徐莉在第七排书橱中找到管理类新书。 

 

46、某次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发出会议通知：只有论文通过审核才能收到会议主办方发出的邀

请函，本次学术会议只欢迎持有主办方邀请函的科研院所的学者参加。 

根据以上通知，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本次学术会议不欢迎论文没有通过审核的学者参加。 

（B）论文通过审核的学者都可以参加本次学术会议。  

（C）论文通过审核并持有主办方邀请函的学者，本次学术会议都欢迎其参加。 

（D）有些论文通过审核但未持有主办方邀请函的学者，本次学术会议欢迎其参加。 

（E）论文通过审核的学者有些不能参加本次学术会议。 

 

47-48 题基于以下题干 

一江南园林拟建松、竹、梅、兰、菊 5 个园子。该园林拟设东、南、北 3 个门，分别位于其

中 3 个园子。这 5 个园子的布局满足如下条件： 

（1）如果东门位于松园或菊园，那么南门不位于竹园； 

（2）如果南门不位于竹园，那么北门不位于兰园； 

（3）如果菊园在园林的中心，那么它与兰园不相邻； 

（4）兰园与菊园相邻，中间连着一座美丽的廊桥。 

47、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兰园不在园林的中心。 

（B）菊园不在园林的中心。 

（C）兰园在园林的中心。 

（D）菊园在园林的中心。 

（E）梅园不在园林的中心。 

48、如果北门位于兰园，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南门位于菊园。   （B）东门位于竹园。 

（C）东门位于梅园。   （D）东门位于松园。 

（E）南门位于梅园。 

 

49、有研究发现，冬季在公路上撤盐除冰，会让本来要成为雌性的青蛙变成雄性，这是 

因为这些路盐中的钠元素会影响青蛙的受体细胞并改变原可能成为雄性青蛙的性 

别。有专家据此认为，这会导致相关区域青蛀数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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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大量的路盐流入池塘可能会给其他水生物造成危害，破环青蛙的食物链。 

（B）如果一个物种以雄性为主，该物种的个体数量就可能受到影响。 

（C）在多个盐含量不同的水池中饲养青蛙，随者水池中盐含量的增加，雕性青蛙的数量不

断减少。 

（D）如果每年冬季在公路上撒很多盐，盐水流入池塘，就会影响青蛙的生长发有过程。 

（E）雄雄比例会影响一个动物种群的规模，雌性数量的充足对物种的繁衍生息至关重要。 

 

50、最终审定的项目或者意义重大或者关注度高，凡意义重大的项目均涉及民生问题。但是

有些最终审定的项目并不涉及民生问题。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意义重大的项目可以引起关注。 

（B）有些项目意义重大但是关注度不高。 

（C）涉及民生问题的项目有些没有引起关注。 

（D）有些项目尽管关注度高但并非意义重大。 

（E）有些不涉及民生问题的项目意义也非常重大。 

51. 甲：知难行易，知然后行 

乙：不对，知易行难，行然后知 

以下哪项与上述对话方式最为相似？ 

A. 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乙：不对，知人不易，知己更难 

B. 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      乙：不对，不立不破，先立后破 

C. 甲：想想容易做起来难，做比想更重要 

    乙：不对，想到就能做到，想比做更容易 

D. 甲：批评他人易，批评自己难；先批评他人，后批评自己 

    乙：不对，批评自己易，批评他人难；先批评自己，后批评他人 

E. 甲：做人难做事易，先做人再做事 

52.所有值得拥有专利的产品或设计方案都是创新，但并不是每一项创新都值得专利；所有

的模仿都不是创新，但并非每一个模仿者都应该受到惩罚。根据以上陈述，以下哪项是不

可能的？ 

A 有些创新者可能受到惩罚 

B 有些值得拥有专利的创新产品并没有申请专利 

C 有些值得拥有专利的产品是模仿 

D 没有模仿值得拥有专利 

E 所有的模仿者都受到了惩罚 

53.某国拟在甲乙丙丁戊己 6 种农作物而进口几种，用于该国庞大的动物饲料产业，考虑到

一些农作物可能会有违禁成分，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互补或可 

替代因素，该国对进口这些农作物有如下要求： 

A 它们当中不含违禁的都进口 

B 如果甲或乙有违禁成分，就进口戊和己 

C 如果丙含有违禁成分，那么丁就不进口了；如果进口戊，就进口乙和丁 

D 如果不进口丁，就进口丙；如果进口丙，就不进口丁 

根据上述要求，以下哪项所列的农作物是该国可以进口的？ 

A.甲、乙、丙 

B.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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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甲、戊、己 

D.甲、丁、己 

E.丙、戊、己 

 

54-55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校四位女生施琳、张芳、王玉、杨虹与四位男生范勇、吕伟、赵虎、李龙进行中国象棋比

赛。他们被安排在四张桌上，每桌一男一女对弈，四张桌从左到右分别记为 1、2、3、4 号， 

 

每对选手需要进行四局比赛，比赛规定：选手每胜一局得 2 分，和一局得 1 分，负一局得 0

分。前三局结束时，按分差大小排列，四对选手的总积分分别是 6:0、5:1、4:2、3:3。已知： 

（1）张芳跟吕伟对弈，杨虹在 4 号桌比赛，王玉的比赛桌在李龙比赛桌的右边； 

（2）1 号桌的比赛至少有一局是和局，4 号桌双方的总积分不是 4:2； 

（3）赵虎前三局总积分并不领先他的对手，他们也没有下成过和局； 

（4）李龙已连输三局，范勇在前三局总积分上领先他的对手。 

54、根据上述信息，前三局比赛结束时谁的总积分最高？ 

（A）杨虹。 

（B）施琳。 

（C）范勇。 

（D）王玉。 

（E）张芳。 

55、如果下列有位选手前三局均与对手下成和局。那么他（她）是谁？ 

（A）施琳。 

（B）杨虹。 

（C）张芳。 

（D）范勇。 

（E）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