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岢岚事业单位公基真题解析

一、单选题

1.

【答案】B

【解析】11 月 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

2.

【答案】A

【解析】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与浙江嘉兴的南湖小船上第一次进行了会议，

史称中共一大。

3.

【答案】B

【解析】2017 年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4.

【答案】A

【解析】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

了新时代。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5.



【答案】A

【解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6.

【答案】D

【解析】习总书记在山西视察工作时明确要求:“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

7.

【答案】A

【解析】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嘴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

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工夫。

8.

【答案】D

【解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这是我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9.

【答案】B

【解析】本题不难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四个选项的时间：秋收起义，1927 年 9

月 9日；井冈山会师，1928 年 4 月 28 日；第五次反围剿，1933 年 9 月～1934



年 10月；长征，1934 年 10 月～1936 年 10 月。

10.

【答案】A

【解析】题干所指事件是 1924 年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以促成国共合作进行国民大革命。

11.

【答案】B

【解析】题干体现的是唯物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否定指的是事物的

自我否定，正是辩证的否定观的体现。

12.

【答案】A

【解析】题目体现的是唯物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

度的原则。

13.

【答案】B

【解析】题干体现的是便辩证唯物主义当中唯物论的内容，在做事情是要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14.

【答案】D

【解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

http://www.baidu.com/s?wd=%E3%80%8A%E5%88%91%E4%BA%8B%E8%AF%89%E8%AE%BC%E6%B3%95%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b4nym3njb4P161m1-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sPHnYnHbY
http://www.baidu.com/s?wd=%E6%92%A4%E9%94%80%E6%A1%88%E4%BB%B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b4nym3njb4P161m1-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sPHnYnHbY
http://www.baidu.com/s?wd=%E8%BF%BD%E8%AF%89%E6%97%B6%E6%95%8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b4nym3njb4P161m1-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sPHnYnHbY


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

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

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生老病死、自然界的花开花落都属于自然事件，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故本题选D。

15.

【答案】D

【解析】许某可以同时提出两项赔偿要求，即赔偿因人身自由受到侵犯所遭受的

损害以及赔偿被损录像机的价款。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17条：行使侦查、检

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鉴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

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对公民采取逮

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第

21 条第 3款：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

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故对于许某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机关

应为检察机关。

第 4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题中对于许某被损害的摄像机应由公安机关进行

赔偿。

16.

【答案】D

【解析】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犯罪

时不满 8周岁的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审判时已满 75周岁的人（除以特别残

http://www.baidu.com/s?wd=%E5%91%8A%E8%AF%89%E6%89%8D%E5%A4%84%E7%90%86%E7%9A%84%E7%8A%AF%E7%BD%A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b4nym3njb4P161m1-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sPHnYnHbY


忍手段致人死亡除外）不适用死刑，对于判处死刑缓期 2年执行的的犯罪份子，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故D

错，本题选D。

17.

【答案】D

【解析】丙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能力人，故其不可能与甲构成共同犯罪。甲为了

杀死乙而唆使丙投毒，在本案中丙投毒只是甲杀人的工具，丙不负刑事责任，由

甲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18.

【答案】A

【解析】《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19.

【答案】D

【解析】根据《合同法》：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而本题中，甲是格式条款的作出者，没有排除或

限制对方权利，有效；且假一罚十”是甲手机专卖店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属

于合同法中关于无效民事行为规定的情形。故本题选D。

20.

【答案】C



【解析】我国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调节经济运行，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由

于本身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点，会使社会出现不正当的经济行为。

21.

【答案】A

【解析】一、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

水平还很不平衡。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

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有利于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提高劳动者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22.

【答案】D

【解析】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计算机、智能手机等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出现和广

泛应用，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和娱乐的方式。A不

符题意，不选；生产决定消费。人们的消费，从根本上讲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

而是由客观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B不符题意，不选；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

没有汽车生产的大发展，就没有人们对家庭轿车的普遍要求。C不符题意，不选；

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D符合题意，应选，

故答案选D。

23.

【答案】D

【解析】公共政策诉求有很多种，但都是指某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公众和社会

团体的普遍关注，他们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诉求，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样一

种政策议程。从本质上讲，公众议程是一个众人参与的讨论过程，使一个问题从



某个群体扩展到社会普通公众。

24.

【答案】B

【解析】“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体现了扬长避短

的用人艺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每个单位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的课题。做到

以岗定人，让人在岗位上有施展空间，产生成就感，体现了适才适用的原则。本

题正确答案为 B。

25.

【答案】A

【解析】公共资源包括公共设施、产品、公共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公

共设施产品如能源、城市道路、路灯、桥梁、交通标志等。公共信息资源。公共

信息资源包括文化产品、科技成果、经济信息等等。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人才

等。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等。

26.

【答案】C

【解析】汉武帝是西汉时期汉景帝之后的第七任皇帝，纣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

唐太宗是继任唐高祖唐朝第二代皇帝。汤是商朝第一位开国国君。

27.

【答案】C

【解析】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剥夺了士族地主的垄断官职的政治特 权，故

1错误。科举制是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实施起来的，故 4错误。

28.



【答案】D

【解析】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技术的运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

山为领导的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运动，戊戌变法是中国的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

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的思想运动。义和团是是 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

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

29.

【答案】D

【解析】A项是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诗句；B项是清朝小说《红楼

梦》当中的诗句；C项是宋代词人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句子。

30.

【答案】D

【解析】“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主张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无知，这

和 1915 年陈独秀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有关，此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

独裁专制和迷信盲从等内容，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31.

【答案】D

【解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

首》当中的诗句；“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于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愚而多財，益增其过。”出自《徐家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

千仞，无欲则刚。”是林则徐查禁鸦片时期,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幅对联。

32.

【答案】C



【解析】A项出自文天祥的《过零丁洋》，B项出自李清照的《声声慢》，D项出

自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C项出自李白的《行路难》。

33.

【答案】A

【解析】A项足球最终要停下来，是因为受到了与摩擦力反方向的作用力。B项

人向前倾倒是因为人走路的时候已经有了向前的惯性。C项锤柄的一端在物体上

撞击时，锤头也跟着一起运动，当锤柄撞击停止运动时，向下的惯性会使锤头继

续向 F运动进而与锤柄套紧。D项子弹脱离子弹壳的瞬间，受到火药爆炸产生的

向前推力做加速运动，脱离枪膛后由于惯性做初速度不为零的减速运动。B、C、

D三项都是物体惯性的表现。因此正确答案选 A。

34.

【答案】C

【解析】地窖中一般都存有蔬菜和粮食，这些植物在有光照的情况下会发生光合

作用，消耗二氧化碳，产生氧气，但是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会发生呼吸作用，

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由于地窖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闭的环境，消耗的氧气无

法得到补充，所以二氧化碳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人若置身于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当

中，就会因缺氧而发生晕厥，甚至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地窖在下去前必须先通风

并进行灯火试验。

35.

【答案】D

【解析】黑色是一种具有多种不同文化意义的颜色。在西方文化中，黑色一般代

表贬义，表示凄惨和忧愁的日子，像“黑色的星期五”，在绘画、文学作品和电影



中常用来渲染死亡、恐怖的气氛；黑色是哀悼的颜色，人们常穿黑色衣服参加葬

礼。但有时黑色也代表褒义，如在时装界，黑色代表稳定、庄重的样式；口语中，

“新黑色”代表最新时尚潮流。

36.

【答案】C

【解析】由于光的折射作用会使岸上的人看水里的人的腿变短。

37.

【答案】A

【解析】B项一切物质都是化学物质，例如天然果汁中的水。C项的绿色食品是

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

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D项白色污染是对废塑料污

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称谓。

38.

【答案】B

【解析】浙江省简称为浙，省会为杭州；山西省简称为晋，省会为太原；四川省

简称川或蜀，省会成都；湖南省简称湘，省会为长沙。

39.
【答案】C

【解析】黄土高原位于中国中部偏北部，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是中华民族古代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和生态环境最脆弱

的地区之一。

40.
【答案】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A4%A7%E9%AB%98%E5%8E%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6%97%8F/11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9C%9F%E6%B5%81%E5%A4%B1


【解析】上联“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中的洞庭指的是洞庭湖，它是湖北省和湖

南省的分界线，岳阳指的是江南三大名楼中的岳阳楼，位于湖南省；下联“两千

年赤壁览黄鹤风流”中的赤壁位于湖北省。

41.

【答案】B

【解析】公民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材料中“为大家而献身”体现了奉献社会的要求。

42.
【答案】B

【解析】《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

境、遵纪守法”二十个字，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做了明确规范。本题中

所提到的内容，属于爱护公物，因此，属于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因此，正确选

项为 B。

43.
【答案】B
【解析】体育工作者职业道德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刻苦训练，提高竞技水平，不
怕吃苦，钻研技术，顽强拼搏，坚毅不屈，勇攀高峰，献身于体育事业等。故选
B。
44.

【答案】C

【解析】通知多用于下行文；通告，适用于公布社会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循或者周

知的事项的公文文体；意见的行文方式有上行，下行，平行文；报告是下级机关

向上级机关行文，是为上级机关进行宏观领导提供依据，一般不需要受文机关的

批复，属于单项行文。故选C。

45.

https://www.baidu.com/s?wd=%E7%88%B1%E5%B2%97%E6%95%AC%E4%B8%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WrynznW0LPAPbPj01mHK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4P16vnjRs


【答案】D

【解析】公文处理是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

有序的工作。公文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

安全。

46.

【答案】B

【解析】会议纪要是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时使用的一种法定公文。

二、多选题
47.

【答案】BCD

【解析】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

行为。机关盖办公楼而与建筑商发生的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行为，只是一方为政府

机关的民事行为。故选 BCD。

48.

【答案】ABCD

【解析】除了该商品的价格外，需求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如消费者的偏好、替

代品和互补品的数量和价格、消费者的收入状况、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广告宣

传、消费信贷等。

49.

【答案】ABD

【解析】“百日维新”即指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下诏变法，实行的新政；1898

年 9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并处决“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失败；“公

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政治运动的起点。



故 A、B、D项都应选。《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歼的著作，跟清末资

产阶级维新运动无关。故排除C。

50.

【答案】ABCD

【解析】题目考察的是电子垃圾的处理方法。常见的方法有：化学处理、火法处

理、微生物处理、机械处理，虽然前两种方法对环境有所污染，但包括我国在内

的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而机械处理有利于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故值得倡导推

广，因为废旧电器所用化学成分较多，填埋处理的确会影响环境。

51.

【答案】ABD

【解析】北极的因纽特人建圆形冰屋，因为可以就地取材，可以减少风的阻力和

积雪的压力，安全；黄土高原地区黄土深厚、直立，开挖出的窑洞冬暖夏凉利于

人居住；中国南方降水多，气候湿热，屋顶应坡度较大，以利于通风散热和排水；

东南亚气候炎热多雨，高架房利于通风散热和排水。

52.

【答案】AC

【解析】公文法定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制发机关地位的高低和职权范

围的大小,公文的权威性和行政约束力来自它的制发机关的权威和合法地位：二

是公文内容的重要程度。公文的法定效力具有一定的时间性,被称为公文的“时效”,

它与公文法定效力的大小无关。公文的体例格式指公文的种类、名称、格式以及

办理程序等,这些也与公文的法定效力无关。

三、判断题
53.



【答案】错误

【解析】事物运动的总体过程，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辩

证的进程。否定之否定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周期性发展过程。否定之否定的整个进

程，是一个无限前进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循环往复”、“原地踏步”的过程。

54.

【答案】正确

【解析】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本质是

一般等价物。金银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标志着货币的产生。

55.

【答案】正确

【解析】遵义会议是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

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

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56.

【答案】错误

【解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内容。在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57.

【答案】正确

【解析】《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著名小说家蒲

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58.

【答案】正确

【解析】《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撰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历

六年。

59.

【答案】错误

【解析】《宪法》第 111 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

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60.

【答案】正确

【解析】职业道德就是适应各种职业的要求而必然产生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在履

行本职工作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它包括职业观念、职业情

感、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良心、职业作风等多方面

的内容。每一个行业及从业人员都有自己的道德。职业道德具有广泛性、多样性

和具体性的特点。

61.

【答案】错误

【解析】雪花也称银粟，玉龙，玉尘，是一种晶体，是天空中的水汽经凝华而来

的固态降水，结构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多呈六角形，像花。

62.



【答案】正确

【解析】小肠位于腹中，上端接幽门与胃相通，下端通过阑门与大肠相连，是食

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

言语解析

63.【答案】C

【解析】第一空考查实词辨析中的感情色彩。文段前半部分是对争议背后社会道

德因素的叙述，作者只是想用较为中性的词语阐述“养老之痛”。揭露常与恶行相

对应，偏贬义，不符合文意，故排除 B选项。第二空考查词语搭配。此空就上

文所述的种种现状，导致结果的阐述，且与“加剧”搭配。文字所述 “扶不起”的无

责任人应该是受到社会大众谴责和唾弃，而陷入难堪的窘迫处境。此空应该是对

其处境的描述。若使用“窘迫”或“尴尬”，后面应接其他成分，如窘迫处境，尴尬

境地，故此空C项最为合适。

64.【答案】D

【解析】第一空是强调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过去，成为以前，对应成语 D选

项的“过眼云烟”，A选项的“烟消云散”和前面的“是”搭配不当；B选项的“风流云散”

指原来在一起的人四下离散，意思不符合。C选项的“昙花一现”指美好的事物很

短暂，意思不符合。所以答案为D。

65.【答案】C

【解析】根据第一空“中国仅用了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可知，“让

更多人开上汽车”是人们通过努力オ能达到的结果。A项“趋势”指事物发展的动



向;B 项＂必然指事理上确定不移，哲学上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

律。两者均无法体现“努力达到的结果”，排除 A项和 B项。分析第二空。根据“让

更多车主遵守规则”前的分号可知，“让更多人开上汽车”属于物质层面的，“让更多

车主遵守规则”则是与“物质”并行的精神层面的。C项“文明”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

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与规则”照应，

符合文意。

66.【答案】A

【解析】从第一个空来看形容酒肆很多，这四个成语都可以使用。看第二空，“呈

现一片繁荣”常用搭配“景象”，指状况，现象。B选项的“景况”是指“情况”；C选项

的“景观”大多指“自然景色，供观赏的景观”；D选项的“景致”指“风景、风光”。

67.【答案】B

【解析】“珠联璧合”即珍珠联成串，美玉合成双。比喻杰出的人才或美好的事物

结合在一起。“交相辉映”指各种光亮、色彩或美好的事物等互相映照。这里形容

两本书籍并没有联起手来结合在一起，故“珠联璧合”不合适，排除 A、D。“匪夷

所思”指言谈行动离奇古怪，不是一般人根据常情所能想象的。“不可思议”原有神

秘奥妙的意思。现多指无法想象，难以理解。此处形容老大爷晨练，并不是离奇

古怪的行为，故选择 B项。“津津乐道”指很有兴趣地说个不停。“口口相传”一般作

谓语，指口头传说或传授，故 B项正确。

68.【答案】C

【解析】“沉浸”指浸入水中，全神贯注于。“沉醉”表示深深地着迷于某种事物或某

种情况、情感之中。“沉醉”表达的语义过于强烈，因此“沉浸”更恰当。“戳穿”一般用

来搭配“谣言”“谎言”等。由“我们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大家共同编织的童话氛围中”



可知是不愿意打破童话，所以用“戳破”更恰当。故选C。

69.【答案】B

【解析】“纵观”指从古到今，按照时间顺序完整全面地查看，符合文中搭配“中外

政治发展”。第二空“平衡”代入验证，指创新和保守之间的一种平衡发展的关系。

所以答案为 B。

70.【答案】A

【解析】题干的重点在最后一句，“失望”和“教训”作者更倾向于后者，因此应该选

择带有选择关系的关联词，对应选项 A。B是递进关系，C是并列关系，D是表

时间顺序的词。

71.【答案】A

【解析】根据文中“经济全球化最鲜明的标志”、“碾碎了无数传统美食”可知美食变

得同质化，所以只能对应选项 A中的“千篇一律”，其他的选项中第一个词都表示

不同。

72.【答案】B

【解析】第一空可以很容易地排除“唾手可得”，“唾手可得”指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

不符合文意，排除D。“收集资料、写生采风”都属于作画前的准备，第二空，用“准

备”不符合递进关系，排除 A。“研讨”是研究讨论的意思，一般用于学术问题，不

符合文意，排除C。B项三个词均符合语境，故选 B。

73.【答案】A

【解析】从第一空的提示来看，高处的山具有的魅力不在“精妙”，排除D选项。

第二空的其他几个词：真谛指真实的意义或道理。奥妙指深奥的尚未被认识的秘

密。精华指最重要、最好的部分。对比选择后一空应填入“真谛”，故正确答案为



A。

74.【答案】D

【解析】根据文段“不要变得麻木，不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可知

空格处应该填一个与变得麻木、放弃学习并列的成分。A项“自以为是”指总以为

自己是对的，这与文段的语意明显偏离，排除；B项“自暴自弃”指自己瞧不起自

己，甘于落后或堕落，本身有放弃学习之意，对应的正是“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

排除。C项“茫然失措”指心中迷惑，不知怎么办才好，本身有麻木之意，对应的

正是“不要变得麻木”，排除；D项“随波逐流”比喻没有坚定的立场，缺乏判断是

非的能力，只能随着别人走。能够作为并列成分填入且符合题干语意。故正确答

案为D。

75.【答案】C

【解析】“一往无前”强调勇猛无畏地前进，并且一般不做状语，可以做定语，不

符合排除。B选项的“呕心沥血”指费尽心血做某事，不符合。C选项的“义无反顾”

指为了正义的事一往无前，绝不退缩，可以做状语来修饰文中的“选择”，并且也

能体现出面对前文中的“诱惑”时的不退缩。符合文意。D选项的“坚持不渝”强调

坚守自己的诺言不改变，不能很好地体现面对诱惑时的一往无前。所以对比之下

选C。

76.【答案】B

【解析】主旨性的意图判断题。根据文中重点句“总之，在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后，自然界的风蚀速度已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速度，一连串的灾害也就此产生。”

直接对应选项 B。

77.【答案】B



【解析】文章是并列的两方面的讨论，围绕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两方面来

讨论。所以对应选项为 B。

78.【答案】C

【解析】根据文中主旨句“重视加强领导干部的学习，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

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也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提高素质，不断进

步的重要途径。”得知答案为C。强调的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学习”。

79.【答案】C

【解析】根据文中主旨句“因此，不是先进的科技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是先进的

农业文明孕育出了辉煌的科技。”直接对应选项C。

80.【答案】C

【解析】根据转折词“其实”之后的观点以及最后提出的“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

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得出文章的重点是在

讲文化只有经过发展和传播，才能更好的发展和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对应答案

C。

81.【答案】D

【解析】通过文中转折之后的“但如果一味强调“好看”，而忽略了人品、学识、实

力等方面的积累，只有外在美，没有内在美，就可能适得其反……”可以得知文

章是在强调不要过度追求外在的美丽。所以答案为D。

82.【答案】A

【解析】下文推断题。根据尾句“抽丝剥茧之后，那些医疗技术、那些执业态度，

那些蛮不讲理、唯利是图等等，都只是冲突最后的引爆点，炸弹其实早已埋下，

只待引爆一刻。那是社会之病。”得知话题落脚点在“社会之病”，所以下文会去具



体解释导致医患矛盾的社会根源在哪里。对应答案为 A。

83.【答案】D

【解析】下文推断题。根据尾句“但是，当我们仔细回味中国音乐剧的现状后，

不难发现，本土音乐剧的各类问题依旧存在。”得知话题保持一致，下文要谈中

国音乐剧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对应选项D。

84.【答案】B

【解析】根据文中第一段中的“专家预言，10年到 20年内第四媒体的影响力将

可能超过传统媒体”可以得知是一种可能性，B选项中直接偷换语气成为了“‘我的

报纸’将成为主导媒体”，所以错误。

85.【答案】B

【解析】第一段“1993 年因特网开始向公众开放，1998 年 5 月联合国新闻委员

会正式提出‘第四媒体’的概念”说明“第四媒体”就是指“网络计算机”。故选 B项。

86.【答案】C

【解析】根据文中第三段“网络媒体现在所能做到的是为传统媒体争取远距离受

众，提供交互式服务，满足共性前提下的个性要求”对比可知选项C错误。

87.【答案】C

【解析】结合上下文，本题说明的是目前由于使用人数有限，传统的媒体仍然是

传播的主要途径，故选C项。

88.【答案】A

【解析】第二段开头主要说了因特网的诸多优势，后面通过援引专家观点来强调

了诸多优势中的突出一点：“这是一张个性化的电子报纸”，所以得知这段的重点是

强调因特网的“个性化”，所以对应选项 A。



89.【答案】C

【解析】A项歧义是送给“副市长的子女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是“副市长本

人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对象不明；B项“数十位死难者的亲属”可以理解为“死

难者有数十位”，或者“亲属有数十位”；D项的“一来到这儿就有说有笑”是指张爷

爷还是孩子们，指代不明，故均不选。C项无歧义。

90.【答案】A

【解析】B项哨卡[shào qiǎ]有误，C项面面相觑[miàn miàn xiāng qù]有误，D

项粗糙[cū cāo]有误。因此应该选 A。

91.【答案】A

【解析】B项搭配不当，“对于”是介词，后面应跟名词短语搭配，而不能和动词短

语搭配，应将“对于”改成“对”；C项句式杂糅，“平均”后面应是个具体值，应将“以

上”删去； D项语序不当，读书前应先写提纲和摘要，读完书后再做读书笔记，

所以应该改为“过去我看书时，既不写提纲和摘要，又不做读书笔记。故排除 B、

C、D。

92.【答案】A

【解析】从选项判断首句。①、②、③、④四句对比，①句的主体词是大自然，

并强调其为有机整体；②、③、④三句都是围绕着①句提出的观点展开论述的，

因此可以判断①为首句，且①、③两句关系密切，成为一个捆绑项。后续可以验

证答案为 A。



判断解析

93【答案】A

【解析】A选项 1号面的方向错误。

94【答案】C

【解析】三角形逆时针旋转，加点点的直线逆时针旋转。

95【答案】A

【解析】轴对称加中心对称

96【答案】C

【解析】竖着求异

97【答案】C

【解析】吵架属于头脑发热，冷静属于冷处理。

98【答案】B

【解析】B项：打扫家庭卫生未体现“价值增值”，且打扫家庭是保持家庭卫生的

表现，未体现“以某种形式的产出提供给社会”。

99【答案】A

【解析】A项：“触类旁通”是指掌握或懂得了某一事物的知识或规律，就可以由此

及彼，了解和掌握同类的其他事物，体现了“以已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经验为基

础，形成对当前信息的认识”，符合定义。

100【答案】C

【解析】C选项属于消除常规任务的束缚，用百分之 20 的时间激发潜能。



101【答案】C

【解析】节目属于媒体炒作，社会各界对玩家的歧视，属于大众运动的打压。

102【答案】A

【解析】A选项更换零件属于实物的形式满足特殊需要，不属于服务。

103【答案】D

【解析】D项：意外受伤后突然拥有的能力，没有体现“个体与社会互动”，也没

有对“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不符合定义。

104【答案】D

【解析】医生用手术刀做手术，裁缝用剪刀裁剪衣物。

105【答案】D

【解析】时间发展进程关系，先构思后写作最后发表，先设计后生产最后销售。

106【答案】A

【解析】蚊香和蚊帐功能相同，电热毯和热水袋都有保暖作用，功能相同。

107【答案】C

【解析】地球和火星都是行星，陈景润和华罗庚都是数学家。

108【答案】D

【解析】招聘会有招聘者和应聘者，签约仪式有甲方和乙方。

109【答案】A

【解析】棋子和棋盘组成围棋，琴弓和琴弦组成二胡。

110【答案】A

【解析】分析条件，进行推理。甲说：丁是最小的妹妹，可知丁是女孩且在女孩

中最小，表示为：丁（最小女）；丙说：我是甲的姐姐，可知丙是女孩且排在甲



的前面，表示为：丙（女）＞甲；乙说：兄弟姐妹中只有哥哥一个男孩，可知乙

是女孩，表示为：男（一个）＞乙（女）；综上所述，可知兄弟姐妹四人中，乙、

丁、丙都是女孩，所以甲是男孩。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丙（女）＞甲（男）＞

乙（女）＞丁（女）。

111【答案】B

【解析】论点是打太极不能强身健体，B中常年坚持能够舒筋活血，属于削弱。

112【答案】D

【解析】题干中的信息表明我们必须尊重生命，谴责罪恶。A选项情有可原不是

谴责。B选项，执行命令看出是原谅。C选项，太年轻不是谴责，是理由。D选

项没有生命可以受到伤害，体现了尊重生命和谴责。

数资解析

113.【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不定方程。设男生人数为 x，女生人数为 y，根据题意，男生

挖坑，女生种树，则有 3x=7y，代入排除，只有 B选项符合题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114.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不定方程组。设一、二、三等奖的获奖人数分别为 x、y、z，

则有 6x+3y+2z=22（1），9x+y+z=22(2)，（2）×2-（1），12x+5y=22，根据尾数特

性，5y 的尾数只能为 0，则 x=1，代入得 y=2，z=5,，x+y+z=8。因此，选择 D



选项。

11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方程。设四个人的年龄分别为 a、b、c、d，则 a+b+c=55（1），

a+b+d=58（2），a+c+d=62（3），b+c+d=65（4），（1）、（2）、（3）、（4）相加有 3

（a+b+c+d）=240，可得 a+b+c+d=80，年龄最小的=80-65=15。因此，选择 C选

项。

11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不定方程。设晴天 x，雨天 y，可得 21x+15y=234，代入验证

只有 B选项求出的 x=9、y=3均为正整数。因此，选择 B选项。

11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排列组合。从小到大排序，2 开头的数字相对最小，共有

61233
3 A 种，同理，4和 5开头的数字分别有 61233

3 A 种，共 18种，

7开头的从小到大有 7245、7254，则 7254排第 20。因此，选择 B选项。

118.【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行程问题。设两地之间距离为 s，相遇时间为 t，则 S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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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S ，两式联立解得 s=75千米。因此，选择 A选项。

119.【答案】C

【解析】简单读数。文段第四行韩国 2008年第三季度 GDP同比增长 3.9%。因此，

选择 C选项。

120.【答案】B

【解析】简单读数。文段第五行新加坡 2008年第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6.9%。因

此，选择 B选项。

121.【答案】C

【解析】简单读数计算。A美国 2008年第三季度环比下降 0.5%，A错误；B欧元

区两个季度均下降 0.2%，故降幅相同，错误；C泰国一、三季度增速分别为 6%

和 4%，差值为 2个百分点，正确；D中国台湾一季度同比增长 6.2%，错误。因

此，选择 C选项。

122.【答案】D



【解析】简单读数计算。A 欧元区 2008 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0.7%，A正确；B

日本 2008年第三季度环比下降 0.5%，正确；C俄罗斯 2008年第三季度同比增

长,6.4%，正确；D马来西亚三季度同比增长 3.9%，错误。因此，选择 D选项。

123.【答案】A

【解析】简单读数计算。A俄罗斯差值绝对值=6.4%-0.8%=5.6%；B韩国差值绝对

值=5.8%-3.9%=1.9%。C马来西亚差值绝对值=7.1%-5.8%=1.3%，D泰国差值绝对

值=6%-4%=2%因此，选择 A选项。

124.【答案】A

【解析】简单读数比较。 D 62.6+79.5+111.4， C 157.3+198.5+286.9， B

193.2+281.3+？，A 349+459+644，对比 A和 C、D，A大，B中管理学？处为总

数 1036减去其他学科，估算较小，则 A正确。因此，选择 A选项。

125.【答案】C

【解析】简单读数。累计毕业生=1036+1337+1878≈4260=426万。因此，选择 C

选项。

126.【答案】D



【解析】简单读数计算。A、B、C、D对比可知 A、C、D中均有工学，其中哲学

相比最小，则 D工学与哲学差值最大，D和 B相比，均与哲学做差，D工学较文

学大，总体差值 D最大。因此，选择 D选项。

127.【答案】B

【 解 析 】 简 单 读 数 计 算 。

1036-0.9-57.3-61.5-52.6-157.3-10.2-115.8-349.1-28.5-62.6≈ 140 千人=14

万。因此，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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