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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时间的脚步跨入 2014 年，又有

一届新的学员选择了继续深造，立志通过考取 MBA 成为一名商界精英，

为自己的人生里程写下华彩的一章。在通往名校商学院知识殿堂的道路

上，要克服重重困难，但正是这些困难，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了我

们阅历。当我们成功考取自己理想的院校，成为令人羡慕的名校 MBA 时，

回首往事，我们会对自己这段挥洒辛勤汗水的经历充满自豪。 

作为国内最优秀的 MBA 辅导机构，社科赛斯已成为广大立志报考

MBA 的各地考生的首选辅导机构。多年来，社科赛斯凭借优秀的师资阵

容和专业的考试培训服务，令一大批学员成功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商学院

并获得 MBA 学位，成为各个行业的核心管理人才。正是基于顶尖的师资

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社科赛斯 MBA 学员的入学考试成绩和录取

率在各家 MBA培训机构中遥遥领先。 

欣慰之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本着一丝不苟、为考生负责的精神，

以我们不断的努力帮助学员实现自己的名校之梦，成功考取 MBA。正是

基于这样的信念和目标，我们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这套 MBA 考前辅导材

料。全套辅导材料由《MBA 备考全攻略》、《MBA词汇掌中宝》、《MBA 数学

黄金手册》、《MBA语逻要点精编》、《MBA 英语翻译手册》、《MBA 英语写作

一本通》和《MBA 数学真题解析》组成。各部书均严格按照 MBA 考试的

最新要求编写，体现了 MBA 考试的命题趋势。全套辅导材料凝结了编写

组全体成员的辛勤汗水，也凝结了我们对广大 MBA学员的美好祝福。 

如果你想把握自己的人生，在蓬勃发展的商界有所作为，那么，就

从这里开始吧！ 

 

                            社科赛斯专硕考试研究中心 

                  201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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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 MBA 联考综合科目考试中，语文写作和逻辑一直是考试的一个

难点，考生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备考学习。如何使考生在最短的时

间里掌握这两部分考试内容的基本知识，为下一步的深入学习和强化训

练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所有 MBA 考生都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帮助社科赛斯 MBA 学员在复习中把握考试先机，成功备考，

我们特组织有关专家为学员编写了这本《MBA 语逻要点精编》。本书分

为两大部分，分别为学员系统讲解语文写作和逻辑部分的知识要点。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员可以迅速掌握 MBA 联考综合科目考试中语

文写作和逻辑部分的知识要点。相信本书的推出，可以使社科赛斯 MBA

学员可有效地进行备考学习，在联考中获得理想的成绩。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MBA 培训中心                      选择 SUCCESS，选择成功！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专业硕士培训学校 MBA 备考网：www.soumba.com 

咨询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联系地址：杭州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 

3 

 

 

 

目  录 
 

 第一部分  语文写作要点精编 ………………..……… 4 

第一章  论证有效性分析 ………..………………… 4 

第二章  论说文 ……………..…………………… 10 

 第二部分  逻辑要点精编 ………………..…………. 22 

第一章  逻辑基本知识 ……….………………… 22 

第二章  逻辑解题基本套路解析 ………………… 32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MBA 培训中心                      选择 SUCCESS，选择成功！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专业硕士培训学校 MBA 备考网：www.soumba.com 

咨询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联系地址：杭州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 

4 

 

 

第一部分  语文写作要点精编 

第一章  论证有效性分析 

一、什么是“论证有效性分析” 

论证有效性分析的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要求考生对此作出分析与

评论。分析与评论的内容有考生根据试题决定。 

论证有效性分析题就是要找出这段论证的缺陷，而论证就是用某些理由

去支持或反驳某个观点的过程或语言形式。既然要对这段论证做出分析和评

论，那么怎么分析和评论呢？一般来讲，我们应主要分析这段论证在概念、

论证方法、论证过程及结论等方面的有效性。论证有效性分析题要求我们写

评论型文章。但应注意，这和一般的评论型文章还是有区别的，其分析和评

论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制和规定，是有条件的。 

在进行论证有效性分析时，我们关键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找出题干论证中最重要的几个逻辑问题（一般逻辑问题可以出现

若干个）； 

（2） 中肯简要地阐述这些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切忌长篇大论）； 

（3） 只凭形式，不评内容，切忌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表明自己的态度； 

（4） 不同于读后感，也不同于驳论文章。 

 

二、论证有效性分析大纲解读 

1. 开篇我们就像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论证有效性分析，那么全面准确的

论证有效性分析就应该是：一手抓论据；一手抓题干结论，在尽量

接受题干原始论据和前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题干推理论证过程中

所存在的逻辑问题，最后指出题干的结论并不能通过上述论证必然

得出。 

2. “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要求寻找论证过程中的缺陷，也就是

论据推结论过程中的存在的缺陷。题干中的其他非逻辑的缺陷，比

如错别字、语法问题等都不是论证有效性分析需要关注的。 

3. “要求考生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的是对逻辑错误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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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类试题的分析要点是：论证中的概念是否明确，判断是否准确，

推理是否严密，论证是否充分。因此，考生应当从“概念”、“判断”、

“推理”和“论证”四个角度入手来进行分析。 

5. 文章要求分析得当，理由充分，结构严谨，语言得体。这就要求我

们在进行论证有效性分析时，要做到言之成理，论证结构合理，切

忌简单地指出题干中存在的缺陷，而应通过较为严谨的论证加以阐

述。 

 

三、论证有效性分析测试的能力 

论证有效性分析主要考察的是以下几种能力，在作文中体现出来的这几

种能力的高低也就直接影响了考生的分数： 

1. 能够准确地梳理出题干论证的推理的能力。 

2. 具有寻找和确认题干论证中的逻辑错误的能力。 

3. 简要分析出这些错误为什么是错误逻辑的能力。 

4. 条理清晰地写出一篇流畅优美文章的能力。 

 

四、论证有效性分析的评分标准 

论证有效性分析考核内容占 30 分，一方面是根据分析与评论的内容给

分；另一方面是按照文章结构与语言表达，分四类给分： 

一类卷： 12 ~ 15 分：论证或反驳有力，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精练

流畅。 

二类卷 ：8 ~ 11分：结构尚完整，条理较清晰，语句较通顺，少量语病。 

三类卷： 4 ~ 7 分：结构不完整，语言欠连贯，较多语病，分析评论缺乏

说服力。 

四类卷 ：0 ~ 3分：明显偏离题意，内容空洞，条理不清，语句严重不通。 

不符合字数要求，或出现错别字，斟情扣分，书写清楚整洁，斟情加 1 ~ 2

分，但总分不超过 30 分。 

 

五、论证有效性分析写作有哪些对策 

对材料的论证有效性进行分析时，考生应该用“批判性的问题”来审视

题干材料可能存在的逻辑缺陷或漏洞。只要能认真按照这些问题来审视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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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证，并且找出提干的论证错误（一般为 4~5个），运用规范文字，对论

证的有效性作出有说服力的评论，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这些漏

洞何以导致问题。 

以下要点可供参考： 

● 使用的论据是否是真实的？是否以偏概全？ 

例 1  三年前，涌泉中学开始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互动式电脑教学，退学

率马上就降了下来，而且上一届毕业生上大学后都取得了良好成绩。校董事

会应该在以后的预算中，划拨更多资金用于购买电脑，而且该地区的所有学

校都应该在全部课程中使用互动型地懊恼教学。 

解析  常识告诉我们，高中退学率下降和某一届毕业生在大学成绩好，

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使用互动式电脑教学”就能提高

学习成绩的。这就是由于论证成立的条件过于单薄，无法支持该论证的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逻辑错误中，往往是一个显著的结果只提到一个原因，

这就是很典型的以偏概全。 

 

● 这个推论在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是否清楚、正

确？ 

例 2  普林斯顿大学的布朗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外语教学法，即让学生

接受十周强化培训，然后送到国外，和外国家庭成员一起住十周时间。布朗

教授指出，该教学法的优越性已为最近一次研究结果所证实。该次研究分别

对另外 20 所大学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级学生

在参加该教学法 10 ~ 20周后，口语的流利程度超过了这些学校 90%的毕业

班学生。 

解析  这个论述把“口语的流利程度”作为新外语教学法的全部优越性

的例证，这是过于片面的论断。从概念上看，其错误在于对“优越性”的界

定和使用不够清楚、准确，如果只是“口语的流利程度”突出，就应在“优

越性”前加上限定词语“在口语方面”，使例证与结论一致起来。另一方面，

仅口语流利并不能代表该种教学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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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过程中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前后是否一致，从而造成了颠倒主

客的现象？ 

例 3  由于公众对吸毒问题越来越担忧，政府提高了警觉性，从而加强

了对毒品非法紧扣的打击力度。因此，毒品贩子从原来的大麻（体积太大）

和海洛因（市场太小）转到可卡因。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的打击

在无意中导致吸食可卡因的人数越来越多。 

解析  导致人吸食可卡因的罪魁祸首是毒贩，毒贩在这个问题中是主，

而打击贩毒的政府是客。论者将吸食可卡因的人数增多归咎于政府，是在论

证中颠倒了主客，因而得出了极为荒谬的结论。考生在观察这类逻辑错误的

时候要注意理清事实，不能顺着论者的思路走。 

 

● 理由不足的论据，主要是指论据有缺陷。还可提出质疑：是否有其

他因素？是否有当然的合理性？ 

例 4  要解决图门县现在面临的贸易赤字问题，最好是降低其主要出口

产品糖的价格。这样会使图门县在和其他糖出口县的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

图门县的糖在海外的销量就会因此而飙升，它的贸易赤字也会相应大幅下

降。 

解析  降低价格会使图门县的糖出口在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但销售量

是否就会因此而飙升需要更多条件的支持。 

 

● 论据使用是否得当，能不能支持论题？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例 5  用大型广告牌可以刺激产品的销售量，这从我们去年开展的一次

实验中可以得到验证。我们把现任女子马拉松冠军的照片和姓名制作成大招

牌，放在洛杉矶各地方达三个月时间，从而提高了公众对她的认知。此举之

前，虽然该女士刚获得冠军，受到全国广泛宣传，但我们从洛杉矶市随机抽

查的 15 000个居民中，只有 5%的人在看到她的照片后能够正确地说出名字。

经过三个月的广告实验，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有 35%的被调查者能

够说出该女士的名字。 

解析  陈述者的结论是“用大型广告牌可以刺激产品的销售量”，理由

是女子马拉松冠军的大招牌“提高了公众对她的认知”。大招牌提高了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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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认识度，但可否提高产品的认知度，仍是个未知数；即使可提高产品

的认知度，是否可刺激人们对它的购买力，也仍是个未知数。因此，陈述者

的理由无法充分地证明他的论点。 

 

● 在题干中的那些准备采取的做法是否过于偏颇、值得商榷，或者根

本不成立？ 

例 6  为了扭转邮政业务越来越不景气的局面，政府应该提高邮票价

格。提价会产生更多效益，减少邮件流量，因此能减少对现有邮政系统的压

力，并改善员工的工作面貌。所以，这一做法必定是有效的。 

解析  题干的目的是要“扭转邮政业务越来越不景气的局面”，为达到

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只是提价。提价后很多人会选择不寄邮件，从而会“减

少邮件流量”、“ 减少对现有邮政系统的压力”，但这未必“会产生更多收益”

和“改善员工的工作面貌”。因为，当今社会人们的沟通方式更多的是采取

电话和网络，如果邮件流量过少，可能会使提价后的收益低于提价前的收益，

这样不仅不能扭转不景气的局面，反而会雪上加霜，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不

景气自由不景气的原因，论者不是找原因想办法，而只是单纯提价，这种过

于偏颇的做法有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 

 

● 论证时用的推理和方法是否有逻辑漏洞？ 

例 7  要想实现经济效益上的成功，张凯必须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他

应该开展多元化商业运作。摇滚乐队王胜演奏的音乐盒张凯类似，但知名度

却更高，因为王胜除举办巡回演奏会、出了四张专辑外，还发布系列海报，

设计系列服侍，并和一家大广告公司签约，包装其他产品。 

解析  按照常理，艺人的知名度越高，才越可能开展更为多元化的商业

运作，也才可能实现经济效益上的成功，而这段论述颠倒因果，可见其推理

的谬误。 

 

● 论证对所证明的结论是否毫无因果关系，却被陈述者生拉硬拽在一

起？ 

例 8 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些太阳能发电设备，所以成本已经开始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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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人们正在研究、开发新的利用太阳能技术。我们因此可以预计，

用太阳能发电将要比用煤、石油更具有成本有效性和吸引力。所以，我们应

该鼓励对生产太阳能产品的索拉瑞奥公司进行投资。毕竟索拉瑞奥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曾经是雷瑞威软件公司财务规划组的成员，而该软件公司自不久前

成立以来一直在迅猛发展。 

解析  “我们”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备后成本开始下降、“人们正在正

在研究、开发新的利用太阳能技术”这两点都无法得出“用太阳能发电将要

比用煤、石油更具有成本有效性和吸引力”的结论。因为陈述者在前提中只

是孤立地谈太阳能，并没有把太阳能与煤、石油的成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分

析。而投资竟索拉瑞奥公司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是另一

发展迅猛的软件公司财务规划组的成员，并不能成为投资这家公司的理由。

这个因果关系非常牵强。 

 

● 调查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有数字陷阱？是否有悖常理？ 

例 9  去年冬天，新泽西州立大学有 200名学生前往州议会大楼，抗议

削减州立大学项目经费的提案。另外 12,000 名学生显然对自己的教育漠不

关心：他们要么待在校园里，要么出去度假了。由于未参加抗议的学生总数

远高于参加抗议的学生总数，前者更能代表该大学的学生，因而州立法会无

须理睬抗议学生的呼吁。 

解析  简单地以人数的多少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显然是不正确的，真

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况且未参加抗议者中也未必没有同意抗议要求的

人。他们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到场。 

 

● 两类事物是否有可比性，却被论述者简单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例 10  塞斯尔公司打算推出自己的咖啡品牌。由于咖啡是比较昂贵的

饮品，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好品牌，塞斯尔牌咖啡怎样才能赢得客户呢？

它可以借鉴业内领先的派格公司的做法，该公司在推出咖啡系列的新品种

时，都开展短期促销活动：提供新咖啡免费样品，价格优惠，或赠送折扣券。 

解析  一个是准备入行的公司要推出自己的品牌，一个是业内领先的公

司推出咖啡新品种的做法，二者性质不同，缺乏可比性，因而无法证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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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促销活动这种做法能为塞斯尔牌咖啡赢得客户。 

六、写作基本解题方法 

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般要求是：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否

准确并且前后一致，有无各种明显的逻辑错误，论据是否支持结论，论据的

成立条件是否充分；要注意分析的内容深度、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运用能力。 

1. 思路过程：先找出题干中的缺陷（一般题干中会存在 7 ~ 8处漏洞，

考生最好要找出 4 ~ 5个），再针对这 4 ~5个缺陷进行分析评述。 

2. 写作过程：可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标题很重要，要占 2分，所以一

定不能漏掉。 

开头段要点题，概括原文的论证过程和结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中间段对这 4 ~ 5 个缺陷进行评述，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序。

注意语言要简练、准确。 

结尾段扣题、总结。要有力度、能够和开头段进行首尾呼应。 

 

七、常用命题方法 

论证有效性分析按照现有的评分标准，必须要拟题目，否则就要扣 2

分。下面提供几种常见的命题方式： 

1. 万能型命题法，如《一份存在逻辑漏洞的论证》。 

2. 质疑型命题法，如《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真的不超过五个吗？》。 

3. 形式型命题法，如《对某某文章的论证有效性分析》。 

4. 普通型命题法，如《似是而非的论证》。 

 

八、常用写作词汇 

1. 引入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时多用这样的词汇：“可能”、“或许”、“大

概”、“也许”、“一般”、“大部分”、“通常”、“很可能”、“完全有可

能”…… 

2. 批驳原文的论证和观点时多用这样的词：“成问题”、“不严谨”、“不

确切”、“可能不成立”、“不一定”、“未必能推出”、“有些牵强”、“难

以必然成立”、“不敢苟同”、“值得商榷”、“缺乏说服力”、“令人费

解”、“尚需完善”、“难以令人信服”、“很难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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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说文 

一、论说文要求及评分标准 

论说文的试题以直接命题或提供文字材料的方式陈述一个观点或命题，

要求考生对这一观点或命题进行分析，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加以论证。考生可

以运用自己的经验、观察或阅读的实例以及理论作为论据。 

论说文与论证有效性分析的区别是：论证有效性分析的分析对象是试题

所陈述的论证，作者对该论证所陈述的观点或命题，作者必须表明自己的态

度观点，包括以下四类态度：（1）支持；（2）反对；（3）总体上支持，但也

有所保留；（4）总体上反对，但也有可取之处。作者所要论证的是自己的态

度或观点。 

写作考试中对论说文的要求如下： 

1. 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 

2. 思想健康，中心明确，材料充实； 

3. 语言规范、连贯、得体； 

4.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5. 字体端正，卷面整洁； 

6. 鼓励发挥创造性。 

论说文的评分按照内容、结构、语言三项综合评分，具体如下： 

一类卷：30 ~ 35分：立意深刻，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行文流畅。 

二类卷：24 ~ 29分：中心明确，结构较完整，条理较清楚，语句通顺。 

三类卷：18 ~ 23分：中心基本明确，结构尚完整，语句较通顺，有少量语

病。 

四类卷：11 ~ 17分：中心不够明确，结构不够完整，语句不通顺，有较多

语病。 

五类卷：10 分以下：明显偏离题意，结构残缺，内容空洞，条理不清，语

句严重不通。 

漏拟题目扣 2分。每三个错别字扣 1分，重复的不计，扣慢 2分为止。卷面

书写清楚整洁，标点正确，斟情加 1 ~ 2分，但总分不得超过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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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题与立意 

按照现行大纲有关论说文的评分标准，审题立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

的文章立意不准确，甚至根本就是跑题的，那么，文章本身即使写得再好，

也很难得到比较高的分数。所以，在下笔写作之前，必须要特别注意审题和

立意。 

什么是审题立意呢？审题就是力求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这是写好论说

文的第一步，必须集中精神审清题意，避免跑题。那么我们从第一眼看到题

目开始就要全面了解写作要求，如文体、范围、写作方式、字数及其他特定

要求，知道“怎么写”。第二眼就要准确了解命题意图，找准题目中的关键

性词语或深层含义，搞清“写什么”，这是审题的关键。立意就是在申请题

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要写的文章的中心论点。 

 

1. 第一眼审题 

第一眼审题主要是确认出题者的形式性的写作要求。根据我们的总结，

从写作要求上看主要是以“材料立意”、“命题作文”、 “话题作文”、“观点

分析”、“案例分析”等几种问题为主，再结合 MBA——工商管理这一特点。

所以我们在作文中要围绕企业管理展开论述。对于这样一个写作要求，很多

考生对容易产生畏惧心理，因为自己本来文章就写不好，现在又要自己的文

章结合企业管理来写，而且在企业管理方面，自己既没有做过企业领导人，

而且自己对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这些因素加在一

起，可谓是难上加难。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写作要求大可不必害怕恐惧，只

要你能够掌握下面的应对策略就可以了： 

（1） 树立一个信念：管理是无处不在的。 

（2） 多用比喻来进行论证。例如：企业就像一个缩小了的国家……；

企业就像是一支军队……；企业就像是一艘在经济浪潮中航行的

轮船…… 

（3） 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论据，你也照样可以使用，只要在前面加上

引导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家族企业——汉朝集团”、“在中国历

史长最负盛名的 CEO——诸葛亮”…… 

（4） 虚构的寓言故事也是可以用的，但前面最好用这种方式来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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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企业培训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5） 如果你在考场上头脑一片空白，实在想不起来如何将自己的文章

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或者在文章写完之后才猛然想起来你的文

章并没有和企业管理有任何关联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在最后不

妨补充上这样一句话：“这样的经验教训/道理，难道不同样可以

运用到企业管理上吗？” 

 

2. 第二眼审题 

当我们知道了出题者的出题意图之后我们下面应该考虑如何更进一步

的审题。前面提到了第二眼身体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给定文字材料的意图和重

点，以确定写作文章的论点。所以，在具体讲解如何进行审题立意之前，需

要简单了解一下论说文论点的一般要求。在稍后的内容中，我们会对论说文

的三要素进行详细的讲解。 

论说文是由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三要素构成的。其中，论点是整篇论

说文的核心和灵魂，其他两个要素是围绕论点展开的，并且是为论点的确定

和巩固而服务的。而论据则是论说文逻辑上的起点和基础，论证过程则是从

论据到论点的过渡。如果把论点比作是我们要到达的“彼岸”，那么，论据

就是立足的“此岸”，而论证的过程就是帮助我们从“此岸”到达“彼岸”

的桥梁。 

因为论点是整个论说文的核心和目的，并且给材料立意性论说文的论点

又不允许随便设立，只能是根据给定的材料来确定。所以，在确定材料立意

性论说文的论点（也就是立意）时，务必想办法力求达到一些标准，使自己

的立意成为“好立意”，自己的文章成为好文章。 

 

3.“好立意”的标准 

对于给材料性论说文来说，“好立意”要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逻辑性

标准，一个是修辞性标准。所谓逻辑性标准，就是必须要做到的标准，没有

达到这个标准，则是审题立意的巨大遗憾，从而导致严重失分；所谓修辞性

标准，就是最好要达到的标准，没有达到不算错，达到了最好。 

（1）逻辑性标准的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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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性。对于给材料作文的立意来说，立意的全面性是指立意最好

能把给定材料中的所有信息都涵盖进去。相反，如果在审题的过

程中忽略掉了某些重要的信息，那么立意就可能是片面的。 

2） 准确性。材料作文立意的准确性是指，在给定的材料表面上看很可

能有好几个重要信息，但是如果你通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

在这些信息当中或者在这些信息背后很可能还有一个最为关键、

核心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利益就必须立在这个关键信息上，不

可能随便立在某一个所谓的重要信息上，否则就会导致不同程度

的跑题。 

3） 正确性。写议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真理、明辨是非、分清正误，

所以，思想观点的正确性是首要的。这就要求我们文章的立意（也

就是文章的观点）必须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和当今

的社会公德相一致。另外，对于材料作文来说，立意的正确性还

特别指你的立意必须符合出题者通过给定材料而表现出来的价值

取向。如果出题者对它是褒，则你的文章就不能对材料加以贬低。

如果出题者对题目材料持贬低的态度，则你的文章就不要流露出

支持之意。否则，就会被判卷者判为观点错误。这是论说文的致

命伤。 

4） 现实性。论说文是要解决现实的思想问题。如果你的文章跟现实、

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样的论说文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的。另外，如果你的立意不能很好地跟现实联系起来，文章

也肯定没有什么话可写，更谈不上精彩了。 

5） 可写性。考场作文不仅是为了审题而审题，为了立意而立意，也不

是审题立意之后就万事大吉了，立意之后还要根据这个立意写成

一篇文章。很可能立意和给定的材料很切合，但是如果对这个立

意相关的主题很不熟悉，没什么地方可以下笔，则你的文章同样

很难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所以，在完成上述几个步骤之后，考

生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修改自己的立意，然自己的立意既

符合题目有具有可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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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辞性标准的具体阐释 

1） 鲜明性。文章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能够毫不含糊地

说出个人见解，使阅卷者一目了然，明确理解。 

2） 新颖性。阅卷老师一天要看很多作文，极容易出现阅卷疲劳。如果

立意没有新鲜感，不能在第一时间吸引住阅卷老师的话，就很难

再吸引他能够仔细地欣赏你的文章了，这样也就只能大体给你一

个中庸的分数了。不过要注意的是，选择立意的时候还是要特别

把握好“求异”与“准确定位”之间的关系。 

3） 深刻性。文章的立意，应该是你对给定材料的特殊、独到的见解，

能够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一般化的老生常谈，以便更

有力地说服读者，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4） 简洁性。最好是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或一句话来概括出自己的论点，

否则很可能你的立意就是不明确、不严密的，或者是分散而混乱

的。 

5） 严密性。论点的表达必须周密严谨，无懈可击，不给持有异议的人

以可乘之机。 

6） 集中性。在一篇论说文中，只能有一个立意，亦即只能提出一个中

心论点，全篇文章始终围绕这个立意和论点展开论述，把道理说

深说透，解决问题。 

 

三、论说文的三要素 

 

1. 论点 

论说文的要素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论点又称论断，他是作者对所

论述的问题提出的见解，主张和表现的态度。论点一般是由一个明确的判断

表示，即明确表示是什么活不是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 

通俗一点说，论点就是文章所要议论、阐述的观点，是作者要表达的看

法和主张。阅读论说文首先就是要寻找、提取和理解文章的论点。我们一般

可以在文章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或是在文章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找到文章

的论点，但较多的情况是在文章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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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的论点，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如果是多个论点，那就

需要明确中心论点。这几个论点可以使并列的也可以是递进的，但它们都应

该服从全文的中心论点。论点的呈现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论说文的论点

在文章中用明确的语句表达出来，我们只要把它们找出来即可；另一种则使

用明确的语句直接表述出来，需要读者自己去提取、概括。 

论点的提出和确立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 正确性。论点的说服力根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这又取

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是否正确，如果论点本身不

正确，甚至是荒谬的，再怎么论证也不能说服人。因此，论点正

确是论说文的最起码要求。 

（2） 鲜明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非常鲜明，不能模棱两可、含

糊不清。 

（3） 新颖性。论点应该尽可能新颖、深刻，能超出他人的见解，不是

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也不是无关痛痒、流于一般的泛泛之谈，

应该尽可能独到、新颖。 

2. 论据 

论据是用以证明论点的依据，是作者建立论点的理由和材料。根据其本

身的性质和特征，论据可分为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作为论据的事实材

料，可以使具体的事例、概括的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和感受等。作为

论据的理论材料，可以是前人的经典著作、至理名言，民间的谚语和俗语，

科学上的公理、规律等。 

使用论据的要求是： 

（1） 准确性。我们必须要求选择那些确凿的、典型的事实。引用经过

实践检验的理论材料作为论据时，必须注意所引理论本身的精确

含义。 

（2） 典型性。引用的事例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这一类事物的

普遍特点和一般性质。 

（3） 论据与论点的统一。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的，因此，两者应该联

系紧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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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证 

论证是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逻辑过程和方法，它担负着“如何证明”的

任务。论证体现着作者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进程对观点内在联系的认识和理

解。论说文的论点是要解决“要证明什么”，论据是要解决“用什么来证明”，

而论证是解决“如何进行论证”的问题。论证的目的在于揭示出论点和论据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说文的论证一般分为立论和驳论两大类型。立论是以充足的论据正面

证明作者自己论点正确的论证方式；驳论是以有力的论据反驳别人错误论点

的论证方式。立论和驳论都是一种证明，无非一个是从正面证明其正确，而

另一个是从反面证明其错误。它们可以使用基本相同的论证方法。 

四、论说文常用的论证方法 

论说文的论证方法是揭示论点与论据之间必然联系的推理手段，它同形

式逻辑的推理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又不尽相同。论证方法有很多种，

在写作中可根据论点与论据的不同特点，使用相应的方法。主要的论证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演绎法 

根据已知的一般性原理、原则，推断证明某个具体论点的方法叫演绎。

演绎法统归纳法正好相反，它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通到特殊的推理方法。 

2. 归纳法 

举出许多事实，经过归纳，证明一个一般性结论的方法叫归纳法。这是

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 

3. 比喻法 

运用比喻手法证明论点，一般是用人们容易理解的具体事物或道理来解

释较为深奥的事物或道理。用比喻法不能直接论证，但“喻巧而理至”，恰

到好处的比喻能把论点阐述得更为清楚透彻。 

4. 分析法 

对所论述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以揭示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内在联系。 

5. 反驳法 

揭露和批驳对方的谬误称为反驳，也称为驳论。反驳也是一种证明，就

是证明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正确观点。这种推理的方法，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MBA 培训中心                      选择 SUCCESS，选择成功！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专业硕士培训学校 MBA 备考网：www.soumba.com 

咨询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联系地址：杭州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 

18 

 

叫做反证法。 

6. 类比法 

就是同类事物进行比较，用同论点在本质属性上基本相同或相似而又知

道其结果的事物作论据，通过类比证明论点的方法。这是一种形象化的从个

别到个别的推理方法。 

7. 引证法 

引证法又称“事例论证”或“引证论证”。这是以理论性论据证明论点

的方法，从思维方式来看，是一种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 

8. 归谬法 

先假定对方的论点是正确的，然后再以之为前提，进行合乎情理的引申，

最后得出一个十分明显而荒谬的结论，从而驳倒对方的观点。运用归谬法推

理应当注意：不可偷换概念、引申必须合理，引申出的结论必须具有十分明

显的荒谬性。归谬法是将对方论点的错误合理地“放大”，并推向极端，使

之暴露全部的谬误、荒唐而不攻自破。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 

 

五、论说文的论证结构方式 

1. 总分式 

这类论说文一般开门见山地提出全文的主旨，即总论点，而后分几个小

论点去论证总论点。 

2. 递进式 

这类论说文在论述论点时，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层层推进、步步深入，

分析缜密，论证有逻辑性。 

3. 烘托式 

这种结构指的是在论证中，把两种事物（或道理）加以对比，或者是用

这种事物（或道理）来烘托另一种事物（或道理）。运用此类论证结构方式，

目的是通过两个方面的对照，突出说明其中一个方面的正确性，即对一个方

面作重点论述，而另一方面起烘托、陪衬作用。 

4. 并列式 

并列式结构指的是在论证中，文章的几个层次、段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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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攻克五关是写好论说文的必经训练 

1. 心态关 

作文是人诸多智能因素的综合表现。作文的好坏，除受生活的厚薄、认

识的高低、知识多寡、技巧优劣等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写作心态的影响。在

一篇文章的形成过程中，生活、知识、技巧等已是不变因素，惟一可变的是

情感，它随时受作者心态活动的影响。心态不良，受到压抑，情感便不能被

激发。 

文无情不立。可以这样说，文章是感情的产物，好文章无不跳动着作者

感情的色彩。不管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议论、说明性的文章，都包含

着作者这样那样的感情。没有感情的文章是不能打动人心的。需要注意的是，

不管哪种感情，都应当是真挚而客观、生动而具体的，应是建立在丰富的内

容、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道理基础之上，而不应是令人生厌的无病呻吟或虚

假造作，也不应是脱离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口号、浮泛的感受。这种感情还应

贯穿文章的始终，无论是对人的叙述、景物的描绘、事物的说明还是事理的

阐释，整个过程都应该伴随着感情的交织，而不应仅仅是导索。 

此外，写文章不仅需要真情实感的激发，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内容、形式

和写法，恰当地选用抒情的方式，多姿多彩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才能渲染文

章的气氛，增加文章的感情色彩，引起读者的共鸣，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

这既有助于对文章的理解和主题的突出，又能陶冶人的情操，收到良好的效

果。 

当然，心态的适度紧张与亢奋，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有利于激发潜能，

有利于形成写作冲动和充分发挥水平，但过分紧张则会导致焦虑、失常，不

能发挥水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平时做稳定情绪、坚强信心、广开思路、

随机应变及充分发挥潜能的训练，才能保证在应考时具有良好的心态。 

 

2. 审题关 

所谓审题，是指仔细分析研究题目的文字，正确领会题旨，掌握要求，

扣准重点，确定中心。这是写作的先决条件，是审题、立意、选材、谋篇及

表达的第一关，一关不过，则四关莫开，审题有误，全盘皆输。因此，即使

在考场上也要花相当的时间去审题，以使写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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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的关键是选好确立中心与用材的角度。好比照相，正面照不好看，

就侧面照；标准相不潇洒，就生活照。事物都具有多面性，即使同一个方面

也有所差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山尚有万千气象，何

况更复杂的写作活动。苏轼父子都写过《六国论》，一着意于论古，一着意

于讽今，都言之成理。不过在几个角度里总有好坏之分，应找到最好的角度。

所谓角度好，也包括独见之新在内。角度虽好，人已普遍使用，就是剩题了。 

选出好的角度也不容易，需要有较高的认识。认识一时高不上去，就要

下点笨功夫，对材料多琢磨多体会，选出较好较新的角度，结合写作目的及

题材要求，去立意、去使用、去安排。天下无难事，只要努力提高思想认识

水平，加强艺术修养，认真进行写作实践，自觉在角度上下功夫，训练自己

对同一材料从不同角度去驾驭和组织的能力，你是会找到立意的好角度的。 

 

3. 选材关 

写文章得有材料，它是文章的血肉，否则思想就无法体现，主题就没有

支柱。只有广泛地占有大量材料，才能提炼出深刻、独到的思想，鲜明有力

地表现主题，写出内容丰富的文章。 

材料需要鉴别，因为材料不同，性质、作用、价值也不一样，适合表达

什么主题也有差别。只有经过研究、分析、比较，认清其性质，估价其意义，

掂量其作用，才能使用正确。鉴别完，还要选择，即决定取舍，把表现主题

有用的留下，无关的舍弃。选择要精，选取要准，舍弃要肯割爱。契诃夫曾

对青年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

地方都剔除罢了。”取材不准不能表现主题，不肯割爱则会淹没主题。只有

选取精当、新颖、真实、有价值的材料，才能鲜明、集中、突出地体现主题。 

 

4. 结构关 

人贵直，文贵曲。做人越正直越好，作文则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方

能引人入胜；如果直来直去，一览无余，则会索然无味。怎样才能使文章曲

而不平？这就要求在构思布局文章时，做到驾驭结构的一般形式而能平中出

奇，精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能别出心裁，掌握结构的整体完美而能曲折跌宕。 

不同体裁的文章，安排层次段落的方法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议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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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段落是按论证过程来安排的。其中，立论性的文章按照两名观点、摆出

事实、分析说理、得出结论的顺序来安排；驳论性的文章按照举出谬论、据

理反驳、揭露实质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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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逻辑要点精编 

第一章  逻辑基本知识 

一、概念 

概念有两个基本的逻辑特征：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

的事物的特性或本质；概念的外延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一个个、一类类的事

物。 

任何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即一个概念所反映的

事物的特性越多），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越少（即这个概念所指的事物

的数量就越少）；反之，如果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

就越多。 

概念间的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两大类。 

概念间的相容关系有：（1）同一关系，是指外延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之

间的关系；（2）从属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

延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3）交叉关系，是指外延有且只有一部分重合

的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概念间的不相容关系有：（1）矛盾关系，是指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即两个概念的外延式互相排斥的，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之和穷尽了它们所

属概念的全部外延。（2）反对关系，是指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两个

概念的外延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之和没有穷尽它们所属概

念的全部外延。 

 

二、性质命题及其直接推理 

1. 性质命题的类型 

性质命题是断定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性质命题也叫

直言命题或直言判断，可分为六种基本类型： 

（1）全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所有 S都是 P”； 

（2）全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所有 S都不是 P”； 

（3）特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有 S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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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有 S不是 P”； 

（5）单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某个 S是 P”； 

（6）单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某个 S不是 P”； 

由于单称判断对反映某一单独对象的概念的全部外延作了断定，从逻辑

性质上说，单称判断也可以看做是全称判断。这样，性质命题就可以归结为

以下四种基本形式： 

（1）全称肯定判断，简称 A判断，可写为 SAP； 

（2）全称否定判断，简称 E判断，可写为 SEP； 

（3）特称肯定判断，简称 I判断，可写为 SIP； 

（4）特称否定判断，简称 O判断，可写为 SOP。 

2. 对当关系 

从概念的外延间的关系来看，判断主项 S的外延与谓项 P的外延之间的

关系，共存在五种：全同关系、被包含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

系。把各种性质判断的真假情况归纳起来，可列表如下： 

 

 
全同关

系 

被包含

关系 

包含关

系 

交叉关

系 

全异关

系 

SAP 真 真 假 假 假 

SEP 假 假 假 假 假 

SIP 真 真 真 真 假 

SOP 假 假 真 真 真 

 

对当关系就是指具有相同素材的性质命题间的真假关系。性质命题的对

当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矛盾关系。这是 A和 O、E和 I 之间存在的不能同真、不能同假的

关系。 

（2）差等关系。这是 A和 I、E和 O之间的关系。如果全称判断真，则

特称判断真；如果特称判断假，则全称判断假；如果全称判断假，则特称判

断真假不定；如果特称判断真，则全称判断真假不定。 

（3）反对关系。这是 A和 E之间不能同真，但可以同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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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反对关系。这是 I和 O之间可以同真但不能同假的关系。 

3. 关于周延性 

为了更好地把握性质命题（直言命题）的逻辑特点，有必要讲述一下周

延性问题。 

性质命题中的词项是指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在性质命题中，如果断

定了一个词项的全部外延，则称它是周延的，否则就是不周延的。因此，只

有在性质命题中出现的词项，才有周延与否的问题；并且，词项是否周延，

只取决于某个性质命题对其外延的断定，也就是取决于该命题本身的形式。

关于词项的周延性，有如下结论： 

（1）全称命题的主项都是周延的； 

（2）特称命题的主项都是不周延的； 

（3）肯定命题的谓项都是不周延的； 

（4）否定命题的谓项都是周延的。 

把这四条结论应用于 A、E、I、O四种命题之上，得到下表： 

 

命题类型 主项 谓项 

SAP 周延 不周延 

SEP 周延 周延 

SIP 不周延 不周延 

SOP 不周延 周延 

 

周延问题在处理整个性质命题推理时是非常重要的。演绎推理是一种必

然性的推理，它的结论是从前提中引申出来的，因而结论缩短定的不能超出

前提所断定的。这一点在性质命题推理中的表现，就是要求“在前提中不周

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否则推理的有效性就得不到保证，会犯各种逻

辑错误。 

 

三、三段论 

1. 三段论及其结论 

三段论是由两个含有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作前提得出一个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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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为结论的演绎推理。例如： 

知识分子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人民教师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人民教师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其中，结论中的主项叫做小项，用 S表示，如上例中的“人民教师”； 

结论中的谓项叫做大项，用 P表示，如上例中的“应该受到尊重”； 

两个前提中共有的项叫做中项，用 M表示，如上例中的“知识分子”。 

在三段论中，含有大项的前提叫大前提，如上例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应

该受到尊重的”；含有小项的前提叫小前提，如上例中的“人民教师是知识

分子”。 

三段论推理是根据两个前提所表明的中项 M与大项 P和小项 S之间的关

系，通过中间项 M的媒介作用，从而推导出确定小项 S与大项 P之间关系的

结论。 

 

2. 三段论的一般规则 

（1）在一个三段论中，必须有且只有三个不同的概念。 

为此，就必须使三段论中的三个概念，在其分别重复出现的两次中，所

指的是同一对象，具有同一的外延。违反这条规则就会犯四概念的错误。所

谓四概念的错误就是指在一个三段论中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概念。四概念的错

误又往往是由于作为中项的概念为保持同一而引起的。比如： 

我国的大学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清华大学是我国的大学             

所以，清华大学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这个三段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其两个前提都是真的。为什么会由

两个真的前提推出一个假的结论呢？原因就在于中项（“我国的大学“）未

保持同一，出现了四个概念的错误。即“我国的大学”这个词语在两个前提

中所表示的概念是不同的。在大前提中它是表示我国的大学总体，表示的是

一个集合概念。而在小前提中，它可以分别指我国大学中的某一所大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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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不是集合概念，而是一个一般的普遍概念。因此，它在两次重复出现时，

实际上表示着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以其作为中项，也就无法将大项和小

项必然地联系起来，从而推出正确的结论。 

 

（2）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必须周延一次 

如果中项在前提中一次也没有被断定过它的全部外延（即周延），那就

意味着在前提中大项与小项都分别只与中项的一部分外延发生联系，这样，

就不能通过中项的媒介作用，使大项与小项发生必然的确定的联系，因而也

就无法再推理时得出确定的结论。例如，有这样的一个三段论： 

一切金属都是可塑的 

塑料是可塑的             

所以，塑料是金属 

在这个三段论中，中项的“可塑性”在两个前提中一次也没有被周延，

因而“塑料”和“金属”究竟出于何种关系就无法确定，也就无法得出必然

的确定结论，所以这个推理是错误的。 

如果违反这条规律，就要犯“中项不周延”的错误，这样的推理就不合

逻辑了。 

 

（3）大项或小项如果在前提中不周延，那么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 

比如： 

运动员需要努力锻炼身体 

我不是运动员             

所以，我不需要锻炼身体 

这个推理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推理从逻辑上讲错在哪里呢？主要

错在“需要努力锻炼身体”这个大项在大前提中是不周延的，而在结论中却

周延了。这就是说，它的结论所断定的对象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对象范

围，因而在这一推理中，结论就不是由其前提所能推出的。其前提的真也就

不能保证结论的真。这种错误逻辑上称为“大项不当扩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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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个否定前提不能推出结论；前提之一是否定的，结论也应当是否定

的；结论是否定的，前提之一也必须是否定的。 

如果在前提中两个前提都是否定命题，那就表明，大、小项在前提中都

分别与中项互相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大项与小项通过中项就不能形成确定

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通过中项的媒介作用而确定地联系起来，当然也就无

法得出必然确定的结论，即不能推出结论了。 

那么，为什么前提之一是否定的，结论必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

前提中有一个是否定命题，另一个是肯定命题（否则，两个否定命题不能得

出必然结论），这样，中项在前提中就必然与一个项是否定关系，与另一个

项是肯定关系。这样，大项和小项通过中项联系起来的关系自然也就只能是

一种否定关系，因而结论必然是否定的了。 

例如： 

一切有神论者都不是唯物主义者 

某人是有神论者               

所以，某人不是唯物主义者 

为什么结论是否定的，前提之一必须是否定的呢？这是因为，如果结论

是否定的，那一定是由于前提中的大、小项有一个和中项结合，而另一个和

中项排斥。这样，大项或小项同中项相排斥的那个前提就是否定的，所以结

论是否定的则前提之一必定是否定的。 

 

（5）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出结论；前提之一是特称的，结论必然是特称的。 

例如： 

有的同学是运动员 

有的同学是演员               

所以？ 

基于这两个特称前提，我们无法推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在这个推理中

的中项（“运动员”）一次也未能周延。 

为什么前提之一是特称的，结论必然也是特称的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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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学生都是青年 

有的运动员是大学生         

所以，有的运动员是青年 

这个例子说明，当前提中有一个判断是特称命题时，其结论必然是特称

命题。否则，如果结论是全称命题就必然会违反三段论的另几条规律（如出

现大、小项不当扩大的错误等）。 

 

四、复合命题 

1. 联言命题 

联言命题是断定事物的若干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命题，逻辑上表示为 

p∩q。其真假关系如下：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2. 选言命题 

（1）相容的选言命题 

断定若干种可能情况中至少有一种情况存在的命题就是相容的宣言命

题，逻辑上表示为 p∪q。其真假关系如下：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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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相容的选言命题 

不相容的宣言命题是断定事物若干可能情况中有而且只有一种情况存

在的命题，其真假关系如下： 

 

p q 要么 p，要么 q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3. 假言命题 

假言命题是断定事物情况之间条件关系的命题。假言命题中，表示条件

的肢命题称为假言命题的前件，表示依赖该条件而成立的命题称为假言命题

的后件。假言命题因其所包含的联接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逻辑性质。 

（1）充分条件假言命题 

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是指前件是后件的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逻辑上表

示为 p→q。 

P是 q的充分条件是指：有 p必有 q，但无 p未必无 q。 

充分条件的真假关系如下：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2）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是指前件是后件的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所谓前件

是后件的必要条件是指：如果不存在前件所断定的情况，就不会有后件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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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即前件所断定的情况的存在，对于后件所断定的情况的存在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其真假关系如下： 

 

p q 只有 p才 q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3）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我们一般讲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表示为如下形式： 

当且仅当 p，则 q。 

逻辑上则表示为：p↔q 

p是 q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指：有 p必有 q，无 p必无 q；有 q必有 p，无

q 必无 p。其真假关系如下： 

p q 
当且仅当 p，才

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4）负命题及其推理 

通过对原命题断定情况的否定而作出的命题，就叫做负命题。 

负命题与性质命题的否定命题是不同的。性质命题的否定命题是否定事

物具有某种性质的命题，而负命题则是否定原命题所断定的情况，是对整个

原命题进行否定的命题。因此，性质命题的否定命题（即 SEP 或 SOP）是一

个简单命题，而性质命题的负命题是一个复合命题。 

负命题的逻辑公式是：如果用 p表示原命题，那么，负命题即为“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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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真假关系如下： 

 

p 非 p 

真 假 

假 真 

 

联言命题的负命题： 

¬（p∩q）=¬ p∪¬ q 

¬（p∪q）=¬ p∩¬ q 

假言命题的负命题： 

¬（p→q）= p∩¬ q 

¬（p←q）= ¬p∩q 

¬（p↔q）=（p∩¬ q）∪（¬p∩q） 

此外，还应掌握复合命题负命题的以下公式： 

“并非：要么 p，要么 q”=（p∩q）∪（¬p∩¬q） 

 

五、逻辑基本规律 

1. 同一律 

同一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的自身必须是同一

的。同一律在思维或论证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 

违反同一律要求常见的逻辑错误有： 

（1）在同一思维中必须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否则就会犯“混淆概念”

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2）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论题自身的同一，否则就会犯“转移

论题”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2. 矛盾律 

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或反对的思想

不能同时是真的。或者说，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 

矛盾律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无矛盾性即首尾一贯性，而保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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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一贯性，乃是正确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矛盾律要求对两个互相矛盾

的判断不能都肯定，必须否定其中一个。否则，会犯“自相矛盾”的错误。 

 

3. 排中律 

排中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

假，必有一真。排中律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明确性，而思维的明确性

也是正确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 

排中律的逻辑要求是：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必须明确地肯定其中

之一是真的，不能对两者同时加以否定。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如果有

人既不承认前者是真的，又不承认后者是真的，或者说，如果有人既认为前

者是假的，又认为后者是假的，那么此人的思维就陷入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模

棱两可”之中。模棱两可是一种常见的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所谓模

棱两可，就是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之间，回避做出明确的选择，亦即既不

肯定，也不否定。 

 

第二章  逻辑解题基本套路解析 

逻辑备考的原则是“化繁为简，思维之上，以不变应万变”。为此，本

章的套路精析概括了所有逻辑考题的解题思路。不管今后的考题怎么千变万

化，万变不离其宗，其题型特点和解题思路都逃不脱本章所归类剖析的内容。

我们确信，这些解题套路将使逻辑考试高分突破的真正秘诀，如果考生能熟

练掌握，在遇到同类问题时，一定有助于尽快理清思路，找到正确答案。 

一、假设 

假设、支持、反对、评价这四种题型在整个逻辑推理题中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而支持、反对与评价这 3种题型的答案方向多是针对段落推理的隐含

假设，再加上归纳题型的推理题有时就是隐含假设，所以假设在逻辑推理中

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假设题型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1） 加上一个条件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的三段论推理，比如题目中问到

“上面的逻辑前提是哪个、”“再加上什么条件能够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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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题干给出前提和结论，然后问你假设是什么？或者要你提出正面的

事实或有利于假设的说明，则加强论点，否则削弱论点。比如问

到“上文的说法基于以下哪个假设？”、“上述结论中隐含着下列

哪项假设？”“上述议论中假设了下列哪项前提？” 

3） 以题干为结论，要求在选项中确定能推出提干的前提，或者，需要

补充什么样的前提，才能使题干中的推理成为逻辑上有效的推

理？ 

由于这种题型是题干推理中的前提不足够充分以推出结论，要求在选项

中确定合适的前提去补充原前提或结论，从而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或有利

于提高推理的证据支持度和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做这类题的基本思路是紧

扣结论，简化推理过程，从因果关系上考虑，从前提到结论，中间一定有适

当的假设，寻找断路或是省略掉的论述，也就是要“搭桥”。实际上，很多

时候凭语感或常识就可以找到所要问的隐含的前提。 

 

（1）前提与结论之间有本质联系 

如果题干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有明显的跳跃，那么，这个段落推理成立所

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前提的讨论对象与结论的讨论对象是有本质联系的，这就

是所谓的“搭桥”。请体会以下推理： 

科学是真理，因此，科学是不怕批评的。 

我们发现前提的讨论对象是“真理”，而结论的讨论对象则是“不怕批

评的”，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这个推理要成立，必须要求前提与结

论之间有本质联系，即需要“真理是不怕批评的”这一假设。反之，若没有

这个假设，则段落推理必然不能成立。 

因此，当假设思路为“前提与结论之间有本质联系”时，主要是寻找段

落推理的核心关键词，且用核心关键词来定位选项。 

 

（2）推论可行或有意义 

若能使一个推论可行或有意义，那么这样的假定就是段落推理成立的必

要条件。这是因为，若推论根本不可行或没有实际意义，那么段落推理必然

不成立，所以这个假定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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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体会这个例子： 

某企业为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决定对部分技能相对较差的员工进行重

点培训。 

本题推理为“为达到一个目的而提出一个方法”，这个推理若想成立，

那么依赖的假设是“该企业能够辨别哪些员工的技能相对较差”，即“推论

可行”。若该企业不能辨别哪些员工的技能相对较差，那么就不可能达到“提

高员工技能水平”的目的。所以，“推论可行或有意义”是推理成立的一个

很好的假设。 

 

（3）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 

当段落推理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而提出一个方法或建议，或由一个调查、

数据、研究或实验而得出解释性结论时，推理成立所做的隐含假设多为“没

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请体会这个例子：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内科医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大致相等，但美国人均拥

有的外科医生比加拿大多 33%。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美国平均每人

做的手术比加拿大人多 40%。 

上面解释依据的假设是什么呢？由于题干的推理是“美国人均医生多，

因此，人均手术也多”，其假设是“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即“美国患者

对手术的需求不比加拿大的患者多”是必须假设的，否则，如果“美国患者

对手术的需求确实比加拿大的患者多”，那么，就不能说明“由于美国人均

医生多才造成人均手术多的”。 

可见，当假设思路为“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时，答案中大多有否定

概念的出现（相当于没有某物的变化因素）。 

 

（4）综合假设 

在解答假设题时，首先应能寻找出段落推理的论点与已存在的前提，并

利用段落中的核心关键词来定位选项；其次用上面的三种思维方向去判断该

选项是否为正确答案；最后，当只剩下两个选项而不知谁为假设时，则通过

对选项加入否定的方法来判断推理是否成立。若加入否定，段落推理必定不

能成立，则其必为假设；若加入否定，段落推理仍可成立，则绝对不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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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假设一定是支持，但支持不一定是假设。因此，命题者加大假设

题难度唯一例外地是在加大阅读的前提下设计出一个支持选项，而这时的宜

混支持选项必然不是段落推理成立的必要条件，所以可用加入否定的方法去

掉这个易误选的支持答案。 

由于在考试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迅速判断假设究竟属于哪一类，所以

在平时练习假设题型时，要训练迅速读出段落推理的论点和已存在前提的能

力，然后根据其关系作出判断。 

 

二、支持 

在 MBA逻辑考试中，围绕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支持或反驳关系，设计了多

种形式的考题，主要是加强前提型和削弱结论型。 

前提对结论的支持或反驳程度，有许多推理或论证尽管不满足保真性，

即前提的真不能确保结论的真，但前提却对结论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或者

前提对结论构成一定程度的反驳。一个推理的论证支持度越高，则在前提真

实的条件下，推出的结论可靠性越大。在批判性思维以及 MBA逻辑考试中，

重点考察的就是思维的论证性，即对各种已有的推理或论证做批判性评价：

对某个论点是否给出了理由？所给出的理由真实吗？与所要论证的论点相

关吗？如果相关，对论点的支持度有多高？是必然性支持还是或然性支持？

是强支持还是若支持？给出什么样的理由能够更好地支持该结论？给出什

么样的理由能够有力地驳倒该结论，或者至少是削弱它？ 

支持型考题的特点是在段落中给出一个推理或论证，但或由于前提的条

件不够充分，不足以推出其结论，或者由于论证的论据不够全面，不足以得

出其结论，因此需用某一选项去补充其前提或论据，使推理或论证成立的可

能性增大。但由于“答案不需要充分性”的原则，所以只要某一选项放在段

落推理的论据（前提）或结论之间，对段落推理成立或结论正确有支持作用，

使段落推理成立、结论正确的可能性增大，那么这个选项就是支持的正确答

案。所以，支持的答案既可以段落推理或结论正确的一个充分条件，也可以

是一个必要条件，可以使非充分条件，也可以是非必要条件。 

（1）前提与结论之间有联系 

如果支持型的逻辑主线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跳跃，要支持结论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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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就必须“搭桥”，即找一个选项把前提与结论联系起来。 

例 1  壳牌石油公司连续 3年在全球 500家最大公司净利润总额排名中

位列第一，其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比其他公司有更多的国际业务。 

下列哪项如果为真，则最能支持上述说法？ 

A. 与壳牌公司规模相当但国际业务较少的石油公司的净利润都比壳牌

石油低。 

B. 历史上全球 500家大公司的净利润冠军都是石油公司。 

C. 近 3年来全球最大的 500家公司都在努力走向国际化。 

D. 近 3年来石油或成品油的价格都很稳定。 

E. 壳牌石油公司是英国和荷兰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答案】A 

【解析】本题的逻辑主线是“国际业务多→利润高”，这两者之间存在

跳跃，必须“搭桥”，即找一个选项把“国际业务”与“利润”这两者联系

起来。 

与同类的（规模相当）的石油公司比较，壳牌石油公司位列第一，原因

可能有多种，但 A中举出它们的国际业务量不同，可以作为题干中说的“主

要原因是该公司比其他公司有更多的国际业务”的论据。 

选项 B、D与国际化无关；选项 C谈的是“500家公司都在国际化”，而

题干强调的是各公司的国际化程度的差异；选项 E好像与国际业务有一定的

关系，但国际业务的多少与公司是否由多国共管并无直接的关系。 

 

（2）推论可行或有意义 

如果支持题型的某个备选选项是题干推论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该

选项的存在使题干推论可行或有意义，那么该选项就是正确答案。 

由于假设是段落推理的必要条件，找到了段落推理的一个假设，那么其

推理成立的可能性就必然增大，这个假设对段落推理起到了支持的作用，所

以假设必然是支持，因而这类支持题型相当于寻找段落推理成立的一个假

设。 

例 2  在美国，近年来在电视卫星的发射和操作中事故不断，这使得不

少保险公司不得不面临巨额赔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电视卫星的保险金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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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使得发射和操作电视卫星的费用变得更为高昂。为了应付昂贵的成本，

必须进一步开发电视卫星更多的尖端功能来提高电视卫星的售价。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和题干的断定一起，最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电

视卫星的成本将继续上涨？ 

A. 承担电视卫星保险业务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这使得保险

金必定很高。 

B. 美国电视卫星面临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带有普遍性。 

C. 电视卫星目前具备的功能已经满足需要，用户并没有对此提出新的

要求。 

D. 卫星的故障大都发生在进入轨道以后，对这类故障的分析及排除变

得十分困难。 

E. 电视卫星具备的尖端功能越多，越容易出现故障。 

【答案】E 

【解析】由题干可知，进一步开发电视卫星更多的尖端功能的初衷是提

高电视卫星的售价，用以应付高昂的成本。如果选项 E为真，则电视卫星具

备的尖端功能越多，越容易出现问题，因而又将导致保险金的新一轮上涨，

使得电视卫星的成本继续上涨。本题其余各项均不足以说明电视卫星的成本

将继续上涨。 

 

（3）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 

如果支持题型的题干是由一个调查、研究、数据或实验等得出一个解释

性的结论时，那么“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论”就是支持其结论或论证的一种

有效方式。 

例 3  帕金森氏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大脑的疾病。那些在体内不能生产细

胞色素 P405的人，和那些体内能生成这种细胞色素的人相比，在他们进入

中老年后，患帕金森氏病的可能性要大 3被。因为细胞色素 P405具有使大

脑免受有毒化学物质侵害的功能，所以有害化学物质很可能是造成帕金森氏

病的重要原因。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论证？ 

A. 人类很快就能人工合成细胞色素 P405，并把它用于治疗因体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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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这种细胞色素而导致的疾病。 

B. 那些体内无法生成细胞色素 P405 的人，往往同时无法生成其他多种

人体有用物质。 

C. 细胞色素 P405除了能使大脑免受有毒化学物质侵害之外，对大脑没

有其他影响。 

D. 多巴胺是一种在大脑中自然生成的化学物质，当对帕金森氏病患者

使用多巴胺进行治疗时，他们的症状大都明显缓解。 

E. 许多帕金森氏病患者都具有在体内自然产生细胞色素 P405的能力。 

【答案】C 

【解析】题干的结论是：有害化学物质很可能是造成帕金森氏病的重要

原因。要使这个结论成立，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这就是细胞色素 P405除

了能使大脑免受有毒化学物质侵害之外，对大脑没有其他影响。否则，如果

细胞色素 P405除了能使大脑免受有毒化学物质损害之外，对大脑还有其他

影响，那么，很可能正是这种影响，而不是抗有毒化学物质损害的功能，与

有效抵制帕金森氏病有关。这样，就缺乏理由认为有害化学物质是造成帕金

森氏病的原因。选项 C断定的正是上述条件。因此，如果选项 C为真，最能

加强题干的论证。 

 

（4）直接支持推论 

由于支持答案最终要对段落推理尤其是结论起作用，因此找到推理结论

的核心关键词是最为重要的，特别是在问题目中已清晰地告诉我们所要支持

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要支持的内容的核心关键词去定位选项。也就是

说，解答支持题首先要抓住要支持的结论，然后用支持的内容的核心关键词

去定位选项，进而进行判断。一些支持题型的正确答案就是直接支持结论的

选项。 

例 4 某城市需要 100 万美元来修理所有的道路。在一年内完成这样的

修理之后，估计该城市每年将因此避免支付大约 3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笔

赔偿金历来作为因道路长年失修而损坏的汽车车主的赔偿金。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题干的估计？ 

A. 与该城相邻的其他城市，同样也要为它们年久失修的道路赔偿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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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费。 

B. 该城市的道路修理好之后，在近几年内不会因道路原因对行驶车辆

造成损坏。 

C. 为了道路修理，该城市要额外征税。 

D. 恶劣天气给道路造成的损害在不同年份之间差别很大。 

E. 道路的损坏主要是由卡车造成的，但是其车主同样为道路受损所造

成的车辆损坏进行索赔。 

【答案】B 

【解析】如果选项 B为真，显然能有力地支持题干的估计；完成道路修

理之后，该城市每年将因此避免赔付因道路失修损坏汽车的大笔赔偿金。 

 

三、削弱 

削弱题是 MBA逻辑考试的一个重点，归结为此类题型的考题是数量最大

的。考试难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削弱题型的增加。由于这类题型对考

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因而应引起考生足够的重视。 

削弱题型的解题思路与支持题型的解题思路大致相同，只不过是其答案

对段落推理的作用刚好相反。只要将某选项放入前提与结论之间，使段落推

理成立或结论正确的可能性降低，这个选项就是题目的正确答案。因此，削

弱答案既可以是段落推理不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可以是充分条件，还可以是

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削弱的主要方式有：前提与结论没有联系、推论不可行或没有意义、直

接削弱等。 

削弱题型的解题关键是首先应明确原文的推理关系，即什么是前提、什

么是结论。在此基础上，寻找削弱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前提、结论还是论证本

身。下面对任何削弱做一个详细分析。首先要明确，要使一个结论为真，必

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推理或论证形式有效。相应地，要反

驳或削弱某个结论，通常有这样几个途径：削弱论题（推理的结论）、削弱

论据（推理的前提）和削弱论证方式（推理形式）。 

（1）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联系或有差异 

如果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联系或由差异，那么，就从这个前提不能必然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MBA 培训中心                      选择 SUCCESS，选择成功！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专业硕士培训学校 MBA 备考网：www.soumba.com 

咨询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联系地址：杭州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 

40 

 

得出结论，也就很好地起到了削弱作用。 

例 5 过去，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尽量减轻飞机重量，从而达到节省燃料

的目的。那时最安全的飞机座椅是非常重的，因而很少安装这种左移。今年，

对安全的座椅卖得最好。这非常明显地证明，现在的航空公司在安全和省油

这两方面更倾向于重视安全了。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够最有力地削弱上述结论？ 

A. 去年销售量最大的飞机座椅并不是最安全的座椅。 

B. 所有航空公司总是宣称他们比其他公司更加重视安全。 

C. 与安全座椅销售不好的那些年份相比，今年的油价有所提高。 

D. 由于原材料成本提高，今年的座椅价格比以往都贵。 

E. 由于技术创新，今年最安全的座椅反而比一般的座椅重量轻。 

【答案】E 

【解析】题干的逻辑主线是“航空公司购买了更多安全座椅→航空公司

在安全和省油这两方面更倾向于重视安全。”要削弱这个推理，就是要说明

这两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在本题中，题干的论证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今年出售的最安全的

座椅，仍然通过去一样，由于比一般座椅重而导致较多的油耗。否则，就没

有理由因为进你那最安全的座椅卖得好，而得出结论，现在的航空公司在安

全和省油这两方面更倾向于重视安全。选项 E断定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

有力地削弱题干的结论。本题其余各项均没有削弱，并且事实上支持了题干

的论证。 

 

（2）推论不可行或没有意义 

削弱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指推论不可行或没有意义，或直接反对原因，

即直接说明原文推理的前提不正确，就达到推翻结论的目的。 

例 6 因偷盗、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要远

远高于因索贿、受贿等职务犯罪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这说明，在狱中对上

述前一类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远不如对后一类罪犯。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A. 与其他类型的罪犯相比，职务犯罪者往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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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贪污、受贿的刑事打击，并没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有些地方的腐

败反而愈演愈烈。 

C. 刑满释放人员很难再得到官职。 

D. 职务犯罪的罪犯在整个服刑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E. 统计显示，职务犯罪者很少有前科。 

【答案】C 

【解析】索贿、受贿等职务犯罪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职务和权力。选项

C 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满释放人员很难再得到官职，这说明职务犯罪

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因偷窃、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相比，较难

具备重新犯罪的条件，因此，不能根据偷窃、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刑满释放

人员的重新犯罪率高于职务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而得出结论，在狱中对上

述前一类罪犯教育改造的结果，远不如对后一类犯罪。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

干的论证。 

 

（3）存在别的因素影响推论 

如果题干是以一个事实、研究、发现或一系列数据为前提推出一个解释

上述事实或数据的结论，要削弱这个结论，就可以通过指出由其他可能来解

释原文事实，即存在别的因素影响推论。 

例 7 最近 10年，地震、火山爆发和异常天气对人类造成的灾害比数十

年前明显增多，这说明，地球正变得对人类越来越充满敌意和危险。这是人

类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中因破坏生态环境而付出的代价。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A. 经济发展使人类有可能运用高科技手段来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 

B.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C. W国和 H国是两个毗邻的小国，W 国经济发达，H国经济落后，地震、

火山爆发和异常天气所造成的危害，在 H国显然比 W国严重。 

D. 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远低于战争、恐怖主义等人为灾害。 

E. 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人口膨胀和相对贫困，使得越来越多

的人不得不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甚至危险的地区。 

【答案】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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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干的结论是：地球正变得对人类越来越充满敌意和危险，这

是人类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中因破坏生态环境而付出的代价；得出这一结论

的根据是：最近 10年，地震、火山爆发和异常天气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比数

十年前明显增多。 

如果选项 E为真，则有助于说明：最近 10年，地震、火山爆发和异常

天气对人类造成的灾害比数十年前明显增多的原因，不在于生态环境本身的

恶化，而在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甚至危险的地区。根

据选项 E 的断定，这自然也是人类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但却

不是题干所断定的因破坏生态环境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干的

论证。 

（4）直接削弱推论 

首先明确题干的结论或观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选项与其刚好相

违背即为正确答案，这种削弱方式就是“直接削弱推论”。 

例 8 美国的一个动物保护组织试图改变蝙蝠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存在的

恐怖形象。这个组织认为，蝙蝠之所以让人觉得可怕和遭到捕杀，仅仅是因

为这些羞怯的动物在夜间表现出特别的活跃。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将对上述动物保护组织的观点构成最严重的质疑？ 

A. 蝙蝠之所以能在夜间特别活跃，是由于它们具有在夜间感知各种射

线和声波的特殊能力。 

B. 蝙蝠是夜间飞行昆虫的主要捕食者。在这样的夜间飞行昆虫中，有

很多是危害人类健康的。 

C. 蝙蝠在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恐怖的飞禽。 

D. 美国人熟知的浣熊和中国人熟知的食蚁雀，都是些在夜间特别活跃

的羞怯动物，但在大众的印象中一般并没有恐怖的印象。 

E. 许多视觉艺术品，特别是动画片丑化了蝙蝠的形象。 

【答案】D 

【解析】题干中所陈述的动物保护组织的观点是：蝙蝠之所以让人觉得

可怕并遭到捕杀，仅仅是因为这些羞怯的动物在夜间表现出特别的活跃。 

选项 D如果为真，则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例：浣熊和食蚁雀

都是在夜间特别活跃的羞怯动物，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并没有恐怖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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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而是题干的观点的有力质疑。 

 

（5）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是不完全归纳推理时容易出现的逻辑错误，如果题干的推理出

现了这种逻辑错误，削弱的方式就是拿出理由，说明用这种不完全归纳所得

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其实这类题型的削弱方式是“前提与结论没有联系或有

差异”的一种特例。 

例 9 为了估计当前人们对管理基本知识的掌握水平，《管理者》杂志为

读者开展了一次管理知识有奖答卷活动。答案评分后发现，60%的参加者对

于管理基本知识的掌握水平很高，30%左右的参加者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平。

《管理者》杂志因此得出结论，目前社会群众对于管理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

还是不错的。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以上结论？ 

A. 管理基本知识的范围很广，仅凭一次答卷得出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B. 管理基本知识的掌握与管理水平的真正提高还有相当的差距。 

C. 并非所有的《管理者》的读者都参加了此次答卷活动。 

D. 从定价、发行渠道等方面看，《管理者》的读者主要集中在高学历知

识阶层。 

E. 可能有几位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的亲戚也参加了此次答卷，并获了奖。 

【答案】D 

【解析】题干的逻辑主线是“《管理者》杂志的读者管理知识水平高→

社会群众对于管理知识掌握得好。”要削弱这个推理，就是要说明这两者之

间是有差异的，即《管理者》杂志的读者不是社会群众的代表，题干推理犯

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如果选项 D为真，则由于事实上《管理者》的读者主要是高学历者和实

际的经营管理者，因此就不能因为他们在回答中表现出较高的管理知识水

平，就得出目前社会群众对于管理基本知识的掌握不错的结论。 

选项 B与题干结论无关，选项 A、C、E对题干结论构成轻度质疑，选项

C、E 质疑抽样数据的可靠性与可信性，但比较而言，选项 D 的质疑更具根

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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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果倒置 

如果某两类因素 A和 B紧密相关，题干就指出 A是造成 B的原因，那么

要削弱它，就可以说明 B才是造成 A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倒置”。 

例 10 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肥胖者参加体育锻炼的平均量，只占正常体

重者不到一半，而肥胖者的事物摄入的月平均量，基本和正常体重者持平。

专家由此得出结论，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锻炼，而不是摄入过弱的热

量。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以上述论证？ 

A. 肥胖者的食物摄入平均量总体上和正常体重者基本持平，但肥胖者

中有人是在节食。 

B. 肥胖者由于体重的负担，比正常体重者较为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 

C. 某些肥胖者体育锻炼的平均量要大于正常体重者。 

D. 体育锻炼通常会刺激食欲，从而增加食物摄入量。 

E. 通过节食减肥有损健康。 

【答案】B 

【解析】如果选项 B为真，则有助于说明，对于肥胖者来说，是体重的

负担导致较少锻炼，而不是相反，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干的论证。 

 

（7）综合支持与削弱 

支持和削弱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的解题思路基本一致，只不过是其答案

对段落推理的作用刚好相反。因此，加上提问方式的不同和解题时运用排除

法等，支持题型也可以转化为削弱题型来考虑，削弱题型也可以转化为支持

题型来考虑。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支持还是削弱，题干的选项都必须首先与

题干相关，紧扣题干。与题干不相干、不一致的选项都不能加强题干，也不

能削弱题干。因此，不管是哪一类的支持或削弱方式，支持或削弱都最终对

推理或结论起作用，所以找到结论非常重要，并且选项应与结论有关。 

支持题型的解题思路是，要注意寻找与题干一致的选项。如果是最不能

支持型，当然与题干相矛盾或不一致的选项就最不能支持了。同样，对于削

弱题型也要分清最能削弱还是最不能削弱型。如果是最不能削弱型，解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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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排除法，应先将能与题干唱反调的选项排除掉，最后剩下的选项不管

是与题干不相干还是支持题干的都是最不能削弱的。如果是最能削弱型，则

应首先将选项与题干一致的选项排除掉，同时寻找与题干相矛盾或不一致的

选项，从中进一步比较削弱的程度。 

例 11 有人对某位法官在性别歧视类案件审理中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

这一质疑不能成立，因为有记录表明，该法官审理的这类案件中 60%的获胜

方为女性，这说明该法官并未在性别歧视类案件的审理中有失公正。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对上述论述构成质疑？ 

I  在性别歧视案件中，女性原告如果没有确凿的理由和证据，一般不

会起诉。 

II  一个为人公正的法官在性别歧视案件的审理中保持公正也是件很

困难的事情。 

III 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性别歧视，女性应该在 60%以上

的此类案件中的诉讼中获胜。 

A. 只有 I  B. 只有 II C. 只有 III  D. 只有 I和 III E. I、II和 III 

【答案】D 

【解析】复选项 II不能对提干的论证构成质疑。这是因为：第一，它

不能对题干的论据构成质疑；第二，它不能对题干中从论据到结论的推理构

成质疑；第三，它同样不能对题干的结论构成质疑。复选项 I和 III显然能

构成质疑。 

例 12 据 S市的卫生检疫部门统计，和去年相比，今年该市肠炎患者的

数量有明显的下降。权威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该市的饮用水净化工程正式投

入了使用。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能削弱上述权威人士的结论？ 

A. 和天然饮用水相比，S 市经过净化的饮用水中缺少了几种重要的微

量元素。 

B. S市的饮用水净化工程在 5年前动工，于前年正式投入了使用。 

C. 去年 S 市对餐饮业特别是卫生条件较差的大排档进行了严格的卫生

检查和整顿。 

D. 由于引进了新的诊断技术，许多以前被诊断为肠炎的病案，今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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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肠溃疡。 

E. 全国范围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肠炎患者的数量呈逐年明显下降的

趋势。 

【答案】A 

【解析】题干中权威人士的结论是：S 市今年肠炎患者的数量比去年明

显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该市的饮用水净化工程正式投入了使用。 

如果选项 B的断定为真，则由于 S市的饮用水净化工程于前年就投入了

使用，因此，这一工程的投入使用显然不能成为 S市今年肠炎患者的数量比

去年明显下降的原因。这削弱了题干的结论。 

如果选项 C的断定为真，则存在这样的可能：S市对餐饮业严格的卫生

检查和整顿是在接近去年年底进行的。作为这种检查的结果，今年该市餐饮

业的卫生状况比去年有明显改善；这又可能是今年肠炎患者的数量比去年明

显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削弱了题干的结论。 

如果选项 D的断定为真，则今年肠炎患者的数量比去年明显下降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在去年会被诊断为肠炎的病例，今年被确诊为肠溃疡。这削弱

了题干的结论。 

如果选项 E的断定为真，则说明可能是某种在全国范围内一般性的原因

造成了 S 市肠炎患者的逐年减少。这削弱了题干的结论。 

如果选项 A为真，则只有满足下述条件，题干的结论才可能被削弱：缺

少所提及的微量元素会降低人对肠炎的抵抗力。没有根据认为此条件可以被

满足。因此，选项 A不能削弱题干的结论。 

 

四、评价 

评价考题主要考查我们评价论点的能力，由于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是针对

段落推理成立的隐含假设起作用，所以读题时要注意体会段落推理的隐含假

设，然后去寻找一个能对段落推理起到正反两方面作用的选项。 

当选项为一般疑问句时，对这个问句有两方面的回答——“是”和“否”。

若对这个问句回答“是”对段落推理起到了支持作用，同时对这个问句回答

“否”，就对段落推理起到了驳斥作用；若对这个问句回答“是”对段落推

理起到了驳斥作用，同时对这个问句回答“否”，就对段落推理起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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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要特别注意的是，正确的选项一定是对这个问句的“是”与“否”的

回答都起作用，如果仅仅对一方面回答起作用，则不是评价。 

例 13 哈丁争议说，人们使用共同拥有的（即对任何使用者开放的）牧

场比使用私人牧场更不注意。每个放牧者都有过度使用公地的冲动，因为从

中获得的利益将归于个人，而由于过度使用土地而引起的土地质量下降的成

本由所有使用者分摊。但这一研究比较了 2.17 亿英亩的公用牧场和 4.33

亿英亩的私人牧场，表明公用牧场的条件更好。 

与划定的宣称做比较，评价以上描述的这项研究的意义时，以下哪一个

问题的答案将最有用？ 

A. 有没有一些放牧者，他们的土地属于被研究之列，既使用公用土地

又使用私人土地？ 

B. 那些自己的土地属于被研究之列的放牧者是否倾向于更愿意使用公

用地而不使用私人土地来放牧？ 

C. 在用来放牧之前该研究中的私人土地是否与公地的质量相当？ 

D. 该研究中的公地使用者是否至少与私人土地的使用者一样有钱？ 

E. 是否有任何牧群的所有者只在公司不在私地上放牧？ 

【答案】C 

【解析】题哈丁的宣称是因为过度使用，公地比私人牧地条件恶化更快。

研究表明，公地现在的状况更好，但如果在放牧前，私人土地与公地的质量

不相当，公用牧地的条件就远远好于私人牧地，该研究中指出的现象就不会

削弱哈丁的宣称。反之，如果在放牧之前私人土地与公地的质量确实相当，

那么该研究中指出的现象就能削弱哈丁的宣称。因此，选项 C能起到评价作

用。 

五、归纳 

归纳题的解题思路是“自上而下”，即假定我们所面临的段落的推理成

立，让我们从段落推理中推出某些结果。具体来讲，归纳与假设、支持、反

对、评价题型的最大差异在于：归纳所面临的段落推理是肯定成立的推理，

因此归纳是从上面段落中必然能得到什么，我们不能怀疑段落推理的合理

性；而假设、支持、反对、评价考题所面临的段落是有待评价的推理，因此

这4类考题是让我们从5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放到段落中对段落推理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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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作用。 

如何理解归纳推理中的必要条件对正确理解归纳推理非常重要。在归纳

题中，我们所面临的段落推理是完全成立的推理，所以推理之中的隐含假设

必定成立。在归纳中，有时段落推理可能仅仅只列举了使推理成立的一些必

要条件，但段落推理的成立可能依赖于许多条件，只有所有的必要条件都找

到了，才可以构成充分条件推导出推理的结论。诚然，有原因才能有确定的

结果，但只有找到了所有影响某一确定结果的原因，我们才能得出这个确定

的结果。但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一确定的结论，但只有找到了所有影响某一确

定结论的条件，我们才能得出这个确定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一确

定的结论，必定可以推出它的必要条件存在，而只有一个或几个必要条件一

般不能推出它的结论必然成立。 

（1）直接推断 

这类题型的具体形式是：以题干为前提，要求在选项中确定合乎逻辑的

结论；或者，从题干出发，不可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解决直接诶推断型考

题，考生只需运用日常逻辑推理就可以找到答案，几乎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例 14 大多数工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都会逐渐过时，而从掌握到过时所

需的时间目前由于新的生产工艺（AMT）的出现而缩短。考虑到 AMT的更新

速度，一般的工人从技能的掌握到过时的时间逐渐缩短为 4 年。 

以下哪项如果可行，将使企业在上述技能的加速折旧中，能最充分地利

用工人的技能？ 

A. 公司把能力强的雇员在他们进入公司的 6年之后送去培训。 

B. 公司每年都对其为期 5年的 AMT计划追加投资。 

C. 公司定期走访雇员，来确定 AMT计划对他们的影响。 

D. 在 AMT 计划实行之前，公司将开设一个教育机构来向雇员说明 AMT

计划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E. 公司为其雇员定期开办培训，使他们不断适应工作的需要。 

【答案】E 

【解析】选项 A和选项 B的时间周期过长，跟不上 AMT 的更新速度。选

项 C和选项 D无法说明如何充分利用工人的技能。相比之下，选线 E如果可

行，将使企业在上述技能的加速折旧中，能充分地利用工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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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论点及继续推论 

确定论点及继续推论型题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给出一段文字或对话，要

求总结它们所表达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什么内容没在题干中表达或段落最强

调的是什么，或给出一段论述，要求推出结论或段落的主要观点。其解题基

本思路是对语言的理解，解此类题型主要是凭语感、常识和日常的逻辑推理

能力去寻找隐含的结论或内在的含义。 

例 15 有一种通过寄生方式来繁衍后代的黄蜂，它能够在适合自己后代

寄生的各种昆虫的大小不同的同卵中，注入恰好数量的自己的卵。如果它在

宿主的卵中注入的卵过多，它的幼虫就会在互相竞争中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空

间和营养而死亡；如果它在宿主的卵中注入的卵过少，宿主卵中的多余营养

部分就会腐败，这又会导致它的幼虫的死亡。 

如果上述断定是真的，则以下哪项有关断定也一定是真的？ 

I  上述黄蜂的寄生繁衍机制中，包括它准确区分宿主虫卵大小的能力。 

II  在虫卵较大的昆虫聚集区出现的上述黄蜂避灾虫卵较小的昆虫聚

集区多。 

III 黄蜂注入过多的虫卵比注入过少的虫卵更容易引起寄生幼虫的死

亡。 

A. 仅 I。 B.  仅 II。 C. 仅 III。 D. 仅 I和 II。 E. I 、II和 III。 

【答案】A 

【解析】复选项 I一定是真的。否则，如果上述黄蜂的寄生繁衍机制中，

不包括它准确区分宿主虫卵大小的能力，那么，它就不能在适合自己后代寄

生的各种昆虫的大小不同的虫卵中，注入恰好数量的自己的卵。 

复选项 II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完全可能虫卵较大的昆虫数量比虫卵较

小的昆虫少得多，这样，上述黄蜂就会相对集中在虫卵较小的昆虫聚集区。 

复选项 III显然不一定是真的。 

 

六、解释 

解释题型的特征是，给出一段关于某些事实或现象的客观描述，要求你

对这些事实、现象、结果或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在题

干中给出某种需要说明、解释的现象，再问什么样的理由、根据、愿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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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地解释该现象，或最不能解释该现象，即与该现象的发生不相干。我们

可以根据解释的侧重点把考题分为解释结论或现象、解释差异或缓解矛盾。

解这类题型有时需要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但这些知识都属于语言常识和一

般性常识，并且已经在题干或选项中给出，只是要求从中做一些选择和判断

而已。 

（1）解释结论或现象 

本类考题是指给出一段关于某些事实或现象的客观描述，让我们从 5

个选项中寻求一个选项来解释事实或现象发生的原因，找到一个能直接说明

结论能够成立或现象为什么发生的选项即可。因此，在解题时，应抓住要解

释的对象，一般首先要明确解释的关键概念，并用之来定位选项。 

例 16 第一个事实：电视广告的效果越来越差。一项跟踪调查显示，在

电视广告所推出的各种商品中，观众能够记住其品牌名称的商品的百分比逐

年降低。 

第二个事实：在一段连续插播的电视广告中，观众印象较深的是第一个

和最后一个，而中间播出的广告留给观众的印象，一般来说要浅得多。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使得第二个事实成为对第一个事实的一个合

理解释？ 

A. 在从电视广告里见过的商品中，一般电视观众能记住其品牌名称的

大约还不到一半。 

B. 近年来，被允许在电视节目中连续播广告的平均时间逐渐缩短。 

C. 近年来，人们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逐渐缩短。 

D. 近年来，一段连续播出的电视广告所占用的平均时间逐渐增加。 

E. 近年来，一段连续播出的电视广告中所出现的广告的平均数量逐年

增加。 

【答案】E 

【解析】题干的事实二断定，在一段连续插播的电视广告中，观众印象

较深的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其余的则印象较浅；而选项 E则断定，一个广

告段中所包含的电视广告的平均数目增加了。由这两个条件可推知，近年来，

在观众所看到的电视广告中，印象较深的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这就从一个

角度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电视广告所推出的各种商品中，观众能够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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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品牌名称的商品的比重在下降。 

其余各项都不能起到上述作用。其中，选项 B和选项 C 有利于说明，近

年来人们看到的电视广告的数量逐渐减少，但不能说明，在人们所看过的电

视广告中，为什么能记住的百分比逐年降低。选项 D断定，近年来，一段连

续播出的电视广告所占用的平均时间逐渐增加，由此不能推出，一段连续播

出的电视广告中所出现的广告的平均数量逐渐增加，因为完全可能少数几个

广告所占的时间增加了，而人们在所看过的广告中能记住的百分比并不会降

低。 

（2）解释差异或缓解矛盾 

对解释矛盾或差异型考题，解题思路的关键是抓住原文差异双方的差

别，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现象的矛盾。 

例 17 经济学家与考古学家就货币的问题展开了争论。 

经济学家：在所有使用货币的文明中，无论货币以何种形式存在，它都

是因为其稀缺性而产生其价值的。 

考古学家：在索罗斯岛上，人们用贝壳作货币，可是该岛上贝壳遍布海

滩，随手就能拾到。 

下面哪项能对两位专家论述之间的矛盾做出解释？ 

A. 索罗斯岛上的居民节日期间在亲密的朋友之间互换货币，以示庆祝。 

B. 索罗斯岛上的居民认为鲸牙很珍贵，他们把鲸牙串起来当做装饰。 

C. 索罗斯岛上的居民使用不同种类的贝壳作货币，交换各自喜爱的商

品。 

D. 索罗斯岛上的居民只使用由专门工匠加工的有美丽花纹的贝壳作货

币。 

E. 即使在西方人将贵金属货币带上索罗斯岛之后，贝壳仍然是商品交

换的媒介物。 

【答案】D 

【解析】选项 D断定，索罗斯岛上的居民只使用由专门工匠加工的有美

丽花纹的贝壳作货币，这说明，虽然作为货币原料的贝壳遍布海滩，但作为

货币本身的加工过的贝壳仍可能因其稀缺性而产生价值。这样，经济学家和

考古学家的观点并不存在矛盾。其余各项均不能对题干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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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逻辑相关 

MBA考试中的逻辑相关题包括三种：一是语义理解型，这种题型有点偏

向于语文中的阅读理解；二是数字陷阱与计算型，这种题型或偏向于算数中

的计算与数论知识，或考察对各种数字实质意义的理解；三是二人对话或辩

论型，这种题型给出的形式是两个人的对话，但可以各个角度发问，因此其

推理思路是对前面六大类逻辑推理题型的综合运用，很难把它具体归为哪一

类，这里也把其视为“逻辑相关”型的一种。 

（1）语义理解 

在我们平时的语言表达中往往也存在逻辑问题。对于日常语言由于所处

环境的不同以及受话人个体的差异，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特定的语境下，

一句话的含义应该是确定的。在需要确定一句话或一段话的真实含义时，有

必要进行一定的语义分析。具体来讲，我们通常进行推理时，前提和结论之

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语义内容，使得我们可以由前提推出结论。形式逻

辑通常不理会推理内容的相关性，但批判性思维和以它为基础的 MBA逻辑考

题却要顾及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这种内容相关性，并为此设计了许多要考虑题

干和备选答案之间的语义关联的考题。 

因此，解答这类题的基本思路：一是要阅读仔细，通过对选项和题干的

内容逐一对照，从中迅速发现找到答案的线索；二是充分运用自己平时积累

起来的语感，力求准确理解、分析和推断题干给出的日常语言表达的句子或

内容的复杂含义和深层含义。 

例 18 如果你的笔记本是 1999 年以后制造的，那么它就带有调制解调

器。 

上述断定可由以下哪个选项得出？ 

A. 只有 1999年以后制造的笔记本计算机才带有调制解调器。 

B.  所有 1999年以后制造的笔记本计算机都带有调制解调器。 

C. 有些 1999年以后制造的笔记本计算机也带有调制解调器。 

D. 所有 1999年以前制造的笔记本计算机都不带有调制解调器。 

E. 笔记本的调制解调器技术是在 1999 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答案】D 

【解析】选项 B 可以由题干的断定推出。这是因为，如果选项 B不成立，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MBA 培训中心                      选择 SUCCESS，选择成功！ 

社科赛斯教育集团  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专业硕士培训学校 MBA 备考网：www.soumba.com 

咨询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联系地址：杭州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 

53 

 

则题干的断定也不成立。假设选项 B不整理，则事实上有些 1999年以后制

造的笔记本计算机不带有调制解调器；因此不能由你的笔记本计算机是

1999年以后制造的，就断定它带有调制解调器。 

 

（2）数字陷阱与计算 

数字在逻辑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段落中出现的数字应引起我们

的高度警觉。命题人员一般不考绝对的数值，而喜欢在相对的数字上做文章。

一般来讲，数量与比例相结合才能说明问题，而仅仅有比例或数量大多不能

说明问题，尽管比例要比数字重要。对于这类题目，可以转化为数学去思维

（比例与数量作为“题眼”也在反对或支持题型中大量出现）。 

数字陷阱型考题经常也涉及统计问题，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有关的统

计常识。统计结论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只有从能够代表总体

的样本出发，才能得到关于总体的可靠结论。一般从抽样的规模、抽样的广

度和抽样的随机性三个方面去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对于任何一个抽样统计结

果，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质疑它的可靠性。同时，我们还应当懂一些计

量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不能只看到两组数据之间的正比或反比关系，关

键要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 

例 19 如果一个用电单位的日军耗电量超过所在地区 80%用电单位的水

平，则称其为该地区的用电超标单位。近 3年来，湖州地区的用电超标单位

的数量逐年明显增加。 

如果以上断定为真，并且湖州地区的非单位用电忽略不计，则以下哪项

断定也必定为真？ 

I  近 3年来，湖州地区不超标的用电单位的数量逐年明显增加。 

II  近 3年来，湖州地区日均耗电量逐年明显增加。 

III 今年湖州地区任一用电超标单位的日均耗电量都高于全地区的日

均耗电量。 

A. 只有 I。B.  只有 II。C. 只有 III。D. 只有 II和 III。E. I 、II

和 III。 

【答案】A 

【解析】由题干可知，湖州地区用电单位中，超标单位占 20%，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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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占 80%。又近 3年来，湖州地区的用电超标单位的数量逐年明显增加，

因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近 3年来，湖州地区不超标的用电单位的数量逐

年明显增加。否则，超标单位的比例就会超过 20%，有悖于题干中关于超标

单位的定义。所以，复选项 I一定为真。 

复选项 II不一定为真。这是因为，由题干可知，一个单位是否为用电

超标单位，不取决于自己的绝对用电量，而取决于和其他单位比较的相对用

电量。因此，用电超标单位的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实际用电量的增加。 

复选项 III也不一定为真。例如，假设该地区共有 10个用电单位，其

中 8个不超标单位分别日均耗电 1个单位，2个超标单位中，一个日均耗电

2 个单位，另一个日均耗电 30 个单位。这个假设完全符合题干的条件，但

日均耗电 2 个单位的超标单位，其日均耗电量并不高于全地区的日均耗电

量。 

（3）二人对话与辩论 

二人对话与辩论题型是对前面所述的假设、支持、削弱、归纳等逻辑推

理题型的综合运用，因而是相对较难的题型。解题的关键是：一要抓住对话

双方意思的差异，二要注意对话与辩论双方的语气，从而明确问题的方向。 

为有助于对两人对话或辩论类题型的理解，这里补充介绍一下对话中所

涉及的“预设”方面的知识。预设有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之分，予以预设是

一个命题及其否定都要假定的东西，是一个命题能够成为真或为假的前提条

件；语用预设则可以表述为，如果话语 A只能当命题 B为交谈双方所共知时

才是恰当的，则 A在语义上预设 B。由于日常交际中的推理都是具有某些共

同背景知识的人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不必列出所有必需的前提，但要注

意的是这种省略本身可能不是真的或这种省略推理种可能暗含着逻辑错误。

因此，在批判性思维中，常常需要把这些被省略的前提、假定、预设补充到

推理过程中来，以便考察被省略的前提是否真实，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即对

土里这的推理进行评价。同时，由于这种省略形式的前提对结论提供了不充

分的支持，有时候需要加强前提以便对结论提供更强的支持，或对该论证提

供更好的辩护。被补充到前提中去的，可以是某个一般原理如因果关系陈述，

也可以是某个假设、假定或事实性断言。对前提的加强可以使该推理成为行

使有效的推理的地步，但更多的时候只是提高了推理中前提对结论的支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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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例 20 史密斯：根据《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规定，杂交动物不属

于该条例的保护对象。《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包括赤狼。

而最新的基因研究技术发现，一直被认为是纯种物种的赤狼实际上是山狗与

灰狼的杂交来重新获得的。由于赤狼明显需要爆出，所以条例应当修改，使

其也保护杂交动物。 

张大中：你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如果赤狼确实是山狗与灰狼的杂交

种的话，那么，即使现有的灰狼灭绝了，仍然可以通过山狗与灰狼的杂交来

重新获得。 

以下哪项最为确切地概括了张大中与史密斯争论的焦点？ 

A. 赤狼是否为山狗与灰狼的杂交种。 

B.  《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是否应当包括赤狼。 

C. 《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是否应当包括杂交动物。 

D. 山狗与灰狼是否都是纯种物种。 

E. 目前赤狼是否有灭绝的危险。 

【答案】C 

【解析】史密斯的观点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

应当包括杂交动物。其根据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

包括赤狼。赤狼是杂交动物。既然赤狼明显需要保护，所以一般地，杂交动

物需要保护。 

张大中的观点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不应当包

括杂交动物。其根据是：如果某种杂交动物物种灭绝的话，可以通过动物的

杂交来重新获得它。 

因此，两人争论的焦点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中，

是否应当包括杂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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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科 赛 斯 集 团 

北京总校：办公室电话：82621297，82623253，82865312 

总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A1-1901 室 

兰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931-4810040 

分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黄楼 20 楼 2006 室（兰州大学正门对面） 

沈阳分校：办公室电话：024-62238985，22791955 

分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市府广场新华科技大厦（原火炬大厦）0207 室 

杭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571-22835010，22835030，22835036 

分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69 号省委党校社苑 407 室 

福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591-88813636 

分校地址：福建总工会干部学校 3 层原省职工大学（福州杨桥东路 183 号） 

西安分校：办公室电话：029- 85067585 , 88063619 

分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高培中心 710 室 

长春分校：办公室电话：0431-87759338，85095337 

分校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42 号（原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南岭校区管理学

院管理楼二楼 MBA 考务中心 

天津分校：办公室电话：022-23040033 

分校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 127 号财富大厦 B 座 2 楼 

大连分校：办公室电话：0411-39948306，39948307，86023848 

分校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街 394-2 501 室 

厦门分校：办公室电话：0592-2075095，2075099 

分校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2 号科技交流中心 5 楼 

太原分校：办公室电话：0351-8137222 

分校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街 135 号山西财经大学北校 MBA 教育学院 

成都分校：办公室电话：18828092001，028-61980377 

分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幢 11 楼 17、19 号 

武汉分校：办公室电话：027-87872386 

分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42 号中南国际城 A 座 21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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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516-83824928 

分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 78 号裕源大厦 502 室 

济南分校：办公室电话：0531-66860303，86940751，86940752 

邮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134 号翰林教育 416 室 

济宁分校：办公室电话：0537-2924707，2320771 

分校地址：济宁市洸河路 159 号绿地商务楼 5 楼翰林教育 

广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20-87306710，87306711 

分校地址：广东广州市东风东路 836 号东峻广场一座 3101 室 

东莞分校：办公室电话：0769-22501697，22504305 

分校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太大道与体育路交界处福民大厦 6 楼 

昆明分校：办公室电话：0871-5024326, 5176398 

分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云南财经大学商业步行街 214 室 

重庆分校：办公室电话：023-65126117，65126118 

分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 B 区大门右侧欧鹏大厦 1 楼 

青岛分校：办公室电话：0532-88663939，15192008801 

分校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南区高雄路 18 号海洋大厦 6 层 L 室（青岛大学西门对面） 

聊城分校：办公室电话：0635-8169828，15106359828   

分校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聊城大学西校 10 号楼 A329 室 

南京分校：办公室电话：400--690--1208，025-66661566，66661599 

分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 139 号五星年华大厦 1507 室 

苏州分校：办公室电话：0512-69330996, 18913531686 

分校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十全街吏舍巷 10 号苏州大学科技创业园 8 号楼 301 室 

淄博分校：办公室电话：15206678566，13589509997 

分校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万杰路 108 号博士楼 0602 室 

烟台分校：办公室电话：0535-6688756 

分校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56 号平安大厦 1218 室 

石家庄分校：办公室电话：0311-87884539，87883376 

分校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83 号东方大厦 1430 室 

哈尔滨分校：办公室电话：0451-55513737，55515656 

分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山路 172 号常青大厦 23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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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分校：办公室电话：0632-8888277，8888278，15106328056 

分校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中路少年街 15 号建设学校院内东二楼 

唐山分校：办公室电话：0315-2626336，13933465117   

分校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 92 号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 

 

 

 

★ 诚邀加盟 

北京社科赛斯教育集团自2002年以来，经过10年多的发展，已经拥有近50 家分校，培

训项目基本囊括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各大主要项目：MBA、SMBA、MPA、MPAcc、GCT、在职

博士等等。现为了发展的需要，特邀请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广大仁人志士加盟，社科

赛斯（SUCCESS）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盟方式：在全国县级以

上城市开设社科赛斯分支机构。在社科赛斯所到之处，对其它培训机构形成的影响是十

分明显的。社科赛斯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品牌，更重要的是它丰富的内涵，在MBA 考前

辅导领域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师资队伍，是“地方部队”和一些后起的培训机构难以相

比的，有社科赛斯的地方，地方部队和实力弱小的培训学校就难以为继。在天津、长春、

沈阳等城市，社科赛斯总部的优势加本地化的特色，已经开始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强大

的师资力量、图书出版力量、专业的知名网站、不断提高的管理水平，都将是社科赛斯

参与竞争的重要法宝。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或电话咨询010－82865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