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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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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再现1

1.期末考试过后，四位老师对六年级（1）班的英语课成绩有如下结论：

甲：所有学生没有及格的。

乙：英语课代表王萌萌没有及格。

丙：学生并不是都没有及格。

丁：有的学生没有及格。

如果四位老师中只有一人断定属实，那么判断属实的是：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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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矛盾关系
 同一素材的两个命题，在所有情况下，都满足一真一假的情况，则这两个命题为矛盾关系。

例：黑——白 生——死

基础理论

2.矛盾关系的特性
当矛盾命题一个为真时，另一个必定为假；其中一个为假时，则另一个必定为真。

（必有一真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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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找矛盾命题
方法一：在原命题前面加“并非”。

例:  我们是非常团结的<——>并非我们是非常团结的

            她很漂亮<——>并非她很漂亮

方法二：矛盾关键词转换：（即，所有<—>有些 、是<—>非）

              所有人是善良的 <—> 有些人是不善良的

        有些人不是长头发 <—> 所有人都是长头发

              我是老师 <—> 我不是老师

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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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的矛盾关系

（1）在直言命题中存在哪些矛盾关系？
所有是 <—> 有些非

基础理论

所有非 <—> 有些是 某个是 <—> 某个非

A且B <—>非A或非B

（2）在联言命题中存在哪些矛盾关系？

（3）在选言命题中存在哪些矛盾关系？

A或B <—> 非A且非B

（4）在假言命题中存在哪些矛盾关系？

A⇒B <—> A且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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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题型：
（1）知真求假/知假求真      （2）真假话问题

基础理论

1.期末考试过后，四位老师对六年级（1）班的英语课成绩有如下结论

：

甲：所有学生没有及格的。

乙：英语课代表王萌萌没有及格。

丙：学生并不是都没有及格。

丁：有的学生没有及格。

如果四位老师中只有一人断定属实，那么判断属实的是：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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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题型：
（1）知真求假/知假求真      （2）真假话问题

基础理论

1.期末考试过后，四位老师对六年级（1）班的英语课成绩有如下结论

：

甲：所有学生没有及格的。

乙：英语课代表王萌萌没有及格。

丙：学生并不是都没有及格。

丁：有的学生没有及格。

如果四位老师中只有一人断定属实，那么判断属实的是：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所有非

某个非

有些是

有些非

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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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矛盾法”解决真假题型：

一找二绕三返回：

第一步：先找出题干多个条件中存在矛盾关系的那组条件。

第二步：二绕即绕开那组矛盾条件，去判断题干中除那组矛盾条件以外的条件的真假情况。

第三步：返回矛盾，就是将我们在第二步中判定出的剩余条件的真假情况，再返回代入到最初找到

的矛盾关系中，最终判定那组矛盾条件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利用“一找二绕三返回”，总体上可以给我们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

在解答题目时不至于没有突破的地方。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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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次的期末考试成出来后。甲、乙、丙、丁分别得到了

前四名，但其他同学均不知道谁是第一名，甲说:“是丙。”乙

说:“不是我。”丙说:“不是我。”丁说:“是甲。”

已知他们四人中只有一个人对了，那么，第一名是哪位同学? 

A.丁同学 B.丙同学 C.乙同学 D.甲同学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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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亮参加了某竞赛班的面试，很快他得到消息：

（1）他和黄山至少录取一人；

（2）可能不录取他；

（3）一定录取他；

（4）黄山已被录取。

已知，其中两条是真的，两条是假的。

那么，据此可知，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A.既录取李亮，也录取黄山                        B.既未录取李亮，也未录取黄山

C.李亮未被录取，黄山已被录取                 D.李亮被录取，黄山未被录取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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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亮参加了某竞赛班的面试，很快他得到消息：

（1）他和黄山至少录取一人；

（2）可能不录取他；

（3）一定录取他；

（4）黄山已被录取。

已知，其中两条是真的，两条是假的。

那么，据此可知，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A.既录取李亮，也录取黄山                        B.既未录取李亮，也未录取黄山

C.李亮未被录取，黄山已被录取                 D.李亮被录取，黄山未被录取

真题演练

矛盾关系
非李亮

李亮

黄山

李亮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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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大学学生小段突患重病，有一同学暗中捐款相助。小段转危为安后，想知道捐款

的人是谁。他询问了五位同学，分别得到以下回答：

（1）或者甲捐了，或者乙捐了；

（2）如果甲捐了，那么丙也捐了；

（3）如果乙没捐，那么丁捐了；

（4）甲和乙都没有捐；

（5）丙和丁都没有捐。

实际上，这五位同学的回答中只有一句是假的。据此，可以推出：

A.丙捐了 B.丁捐了 C.甲捐了 D.乙捐了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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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大学学生小段突患重病，有一同学暗中捐款相助。小段转危为安后，想

知道捐款的人是谁。他询问了五位同学，分别得到以下回答：

（1）或者甲捐了，或者乙捐了；

（2）如果甲捐了，那么丙也捐了；

（3）如果乙没捐，那么丁捐了；

（4）甲和乙都没有捐；

（5）丙和丁都没有捐。

实际上，这五位同学的回答中只有一句是假的。据此，可以推出：

A.丙捐了 B.丁捐了 C.甲捐了 D.乙捐了

真题演练

甲或乙

甲⇒乙

非乙⇒丁

非甲且非乙

非丙且非丁

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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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再现2

1.甜品店有四种甜点：双皮奶、布丁、蛋糕和冰淇淋。B比A贵，C最便宜，

双皮奶比布丁贵，蛋糕最贵，冰淇淋比D贵。

关于这四种甜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A是双皮奶，B是蛋糕，C是冰淇淋，D是布丁

B.A是布丁，B是冰淇淋，C是蛋糕，D是双皮奶

C.A是冰淇淋，B是蛋糕，C是布丁，D是双皮奶

D.A是冰淇淋，B是蛋糕，C是双皮奶，D是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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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

整体思维：寻找突破口

（1）肯定性信息

例：丙在第三个位置，甲最高，小张是老师

（2）关联性信息

当一个概念在多句话中反复出现，把这几句话关联起来进行推理

（3）数量性信息

题干给出一定的数量限制。例，艺术课共有5门，……，周三和
周五上午必须上艺术课，同一天不能连上两节艺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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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

方法透析：

（1）代入排除法

从题干着手很难解题或选项出现所有对应情况的时候，将选项代入题干
条件进行验证，若有冲突，则一定错误。若没有冲突，则可能正确。

（2）假设排除法

1.当题干条件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假设题干某个条件成立，如果该假设和题
干没有发生冲突，则假设可能成立，若假设和题干发生冲突，则假设不成立
。

（3）列表法

两元素对应问题用列表法，三元素对应问题用连线法

2.针对半真半假型题目，如果所描述的语言没有重复，也没有出现否定式语
言，那么概念只出现一次的那句话一定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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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再现2

1.甜品店有四种甜点：双皮奶、布丁、蛋糕和冰淇淋

。B比A贵，C最便宜，双皮奶比布丁贵，蛋糕最贵，冰

淇淋比D贵。

关于这四种甜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A是双皮奶，B是蛋糕，C是冰淇淋，D是布丁

B.A是布丁，B是冰淇淋，C是蛋糕，D是双皮奶

C.A是冰淇淋，B是蛋糕，C是布丁，D是双皮奶

D.A是冰淇淋，B是蛋糕，C是双皮奶，D是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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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演练

2.小王、小李、小陈是某银行的三名员工，年龄各不相同，

体育爱好也不相同：一位喜欢足球，一位喜欢篮球，一位喜

欢乒乓球。对于三个人的年龄，小王说：“我比喜欢足球的

人年龄大”；小李说：“喜欢乒乓球的比喜欢篮球的年龄小

”；小陈说：“我年龄最大”。三人说的都是真话。

根据上文，以下推断正确的是：

A.小李喜欢篮球               B.小王喜欢乒乓球

C.小陈喜欢足球               D.小李的年龄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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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演练
3.甲、乙、丙、丁是四位天资极高的艺术家，他们分别是舞蹈家、画家、

歌唱家和作家。尚不能确定其中每个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已知：

（1）有一天晚上，甲和丙出席了歌唱家的首次演出。

（2）画家曾为乙和作家两个人画过肖像。

（3）作家正准备写一本甲的传记，他所写的丁传记是畅销书。

（4）甲从来没有见过丙。

下面哪一选项正确地描述了每个人的身份？

A.甲是歌唱家，乙是作家，丙是画家，丁舞蹈家

B.甲是舞蹈家，乙是歌唱家，丙是作家，丁是画家

C.甲是画家，乙是作家，丙是歌唱家，丁是作家

D.甲是作家，乙是画家，丙是舞蹈家，丁是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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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演练
3.甲、乙、丙、丁是四位天资极高的艺术家，他们分别是舞蹈家、画家

、歌唱家和作家。尚不能确定其中每个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已知：

（1）有一天晚上，甲和丙出席了歌唱家的首次演出。

（2）画家曾为乙和作家两个人画过肖像。

（3）作家正准备写一本甲的传记，他所写的丁传记是畅销书。

（4）甲从来没有见过丙。

下面哪一选项正确地描述了每个人的身份？

A.甲是歌唱家，乙是作家，丙是画家，丁舞蹈家

B.甲是舞蹈家，乙是歌唱家，丙是作家，丁是画家

C.甲是画家，乙是作家，丙是歌唱家，丁是作家

D.甲是作家，乙是画家，丙是舞蹈家，丁是歌唱家

舞蹈家 画家 歌唱家 作家

甲

乙

丙

丁



言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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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

最重要、最严肃的阶段。不形成文章，根本就没有完成研究工作，学问也没有成熟。

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学识丰

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文，他的学问就只停留在简单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

思考与整理，就不可能真正是系统的、成熟的。

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

A. 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B. 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

C. 研究工作的评价标准

D. 知识与实践的内在联系

真题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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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题一致
1.话题：文段重点论述的对象。

2.得出方式

◎通过文段中的高频词确定主题词

◎通过文段关键句中的主要论述对象确定主题词

主旨观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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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文脉络分析
1.含义：分析作者布局谋篇的思路

2.原则：宏观到微观

3.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句义和句间关系对文段语句进行归类，分析每

类语句在文段中所起的作用或语句间的关系。

4.倾向一致：感情倾向与表达倾向

主旨观点题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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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

是最重要、最严肃的阶段。不形成文章，根本就没有完成研究工作，学问也没有成熟。

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学识丰

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文，他的学问就只停留在简单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

思考与整理，就不可能真正是系统的、成熟的。

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

A. 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B. 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

C. 研究工作的评价标准

D. 知识与实践的内在联系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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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研究人员尚不能确定，是先有抑郁症，还是先有沉溺网络，但有一点是

肯定的，即两者之间是一种恶性循环。抑郁症可以使青少年更加沉溺于网络，

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基本没有生活目标，网络游戏中获得的虚拟奖励对他们来

讲很有吸引力，虽然网络世界热闹非凡，但沉溺其中的青少年内心却异常孤独。

这段文字表达的中心意思是：

A.研究人员对抑郁症和沉溺网络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

B.沉溺网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

C.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奖励对青少年吸引力很大

D.抑郁症和沉溺网络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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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贫困有时不仅是收入低下，还是能力匮乏。能力的根本是素质。文明也是一种

素质，而且是更重要的素质。“贫困文化”的研究者早就提出，不但要关注穷

人的生活状态，而且要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亚

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他们改变贫困的状况，而且会代代相传使贫困维持

下去。当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先生，就认定乡村建设的根本之策

在于治理“愚、贫、弱、私”，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建力和团结

力。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国民素质的提高根本在于文明的发展

B. 要大力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

C. 个人能力发展的根本是文明素质

D. 提升贫困群众的文明素质意义重大

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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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名学者齐美尔认为，由于允许冲突的存在，结构松散群体和开放社会会对那

种危及基本意见一致的冲突形成保护层，从而把产生有损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歧

的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

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缝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

裂线的崩溃。这段文字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

A. 某些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稳定

B. 社会冲突可能会导致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歧

C. 开放社会的特征是允许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存在

D. 社会的和谐与冲突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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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所有形式的广告中，83%都只专注于吸引我们的视觉。实际上，听觉的效果

也同样强大，不过现今广告商利用的听觉优势只是九牛一毛。回顾以往，广告

只借助其歌曲和口号来吸引我们的耳朵，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声

音——像煎牛排的嗞嗞声、婴儿的笑声和那些我们不由自主就会被吸引的响声。

把这类东西融入到一个广告中，或许我们会无法抗拒广告的魅力。这段文字要

传递的主要意思是：

A. 广告中融入日常生活声音可能会更有吸引力

B. 目前广告商只是利用视觉上的优势来做广告

C. 增加广告的魅力需要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声音

D. 广告应该充分考虑人们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

真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