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天津市公务员招录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参考解析 

第二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11．【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而”用在此处为转折关联词，前后语义相反。前文介绍

了“蜜蜂对柑橘和咖啡的花朵仿佛着了魔一般”，因此，填入词语应与“着了魔一般”语义

相反，“着了魔一般”指非常着迷、迷恋。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旁若无人”指好像没有人，形容态度傲慢，不把别人放在眼

里；B项“素不相识”指向来不认识。 A项和 B项均无法与“着了魔一般”构成反义关系，

排除。C项“熟视无睹”指看惯了却像没看见一样，形容对事物漫不经心或不重视，与“着

了魔一般”语义相反，符合文意。D项“置若罔闻“指放在一边，好像没有听到似的，指不

予过问或不予关心，“置若罔闻”侧重于听，常用于对别人的话不管不问，不符合文意，排

除。 

因此，选择 C项。 

12．【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主语是“国家”，且和“凝心聚力”构成并列，“奋发图

强”和“精神振奋”符合语境，而 C项和 D项的“聚精会神”和“精神抖擞”一般是形容人

的，修饰“国家”不合适，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国家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各项事业就会_______；国家

忽视民族精神的培养，各项事业都难以搞好”可知，前后反向并列，语义应相对，第二空填

的应是“各项事业就会发展很好”的意思，对应“兴旺发达”一词。A项“一日千里”比喻

进展极快，强调“快”，和文段强调“好”的语境不符，且语义程度偏重。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和“消极颓废”构成并列，B项“人心涣散”与之语义接近，符

合语境。 

因此，选择 B选项。 

13．【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要有‘小题大做’的________意识”可知，此空

填入的词应能体现“小题大做”之意，“小题大做”本意为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做，这里加引

号是贬义褒用，有“重视小事或潜在风险”之意。A项“警惕”指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或错误

保持敏锐的感觉，符合语境。B项“大局”指全局，文中并没有重视整体全局的意思，不符

合文意，排除 B项。C项“敏锐”形容脑子灵活，目光尖锐，语义不符，排除 C项。D项“谨

慎”是指对外界事物或自身言行密切注意，以免发生不幸的事情，也能体现重视小事之意，

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以及”表并列，前后含义相近，这一空应对应后文的“重视”，

A项“戒备”可以体现“重视”，D项“预判”指预先判定，是对即将到来的事进行判断，体

现不出“重视”，排除 D项。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防御：抗击敌人的进攻。监测：监视检测 

14．【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能够快速实现商品与用户________，自

然而然就被当作商品营销新渠道”可知，文段意思是利用社交网络可以让用户快速接触到商

品，从而达到销售的目的，这一空的词应能体现用户接触商品之意。A项“碰撞”指两者相

撞，商品与用户并不存在相互碰撞的关系，排除 A项。B项“融合”指融为一体，用户与商

品不可能融在一起，排除 B项。C项“适配”用在设施设备之间，不能用来形容人与物的关

系，排除 C项。D项“连接”指连在一起，这里指商品与用户连在一起，搭配合适也符合文

意。锁定答案为 D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D选项“抵达”填入后对应前文“传播”，指的是商品的传播到达

了用户身边，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成就：①取得的成绩、业绩；②完成；③成全；④努力的终结和厌倦的开始。

催生：催产。捕捉：抓住。 

15．【答案】C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填入词语应与后文“有的湮灭……”对应，与“湮

灭”语义相反，“湮灭”指东西完全消失不见。A项“连绵”指接连不断；B项“盘旋”指环

绕着飞或走；D 项“交错”指交叉，错杂。A 项、B 项和 D 项均无法与“湮灭”构成反义关

系，排除。C项“清晰”指清楚，与“湮灭”语义相反，符合文意。答案锁定 C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填入词语搭配“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指这个下降，那个上升，

可引申为两个事物之间的反相关关系，搭配恰当。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变幻莫测：变化多端，难以揣测。斗转星移：表示时序变迁，岁月流逝。日异

月殊：每天每月都有差异。形容变化大。 

16．【答案】C 

【解析】第一步，先看第二空。填入词语搭配“城市”，与后文“大自然的宁静”语义

相反。A项“喧闹“指声音大而热闹；C项“喧嚣”指声音大而嘈杂、吵闹。A项和 C项均可

与“城市”搭配，且与“宁静”语义相反，符合文意。B项“喧哗”指声音大而杂乱；D项

“喧哗”指大声地说或叫。B项和 D项常搭配人，与“城市”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步，再看第三空。填入词语与“诗人”搭配。A项“栖息”指歇息、暂住；C项“安

居”指安定地居住、生活。回归大自然只是让诗人暂时在大自然歇息，并无“让诗人在大自

然安定地居住、生活下来”的含义，因此，排除 A项。答案锁定 C项。 

第三步，验证第一空。填入词语搭配“花卉”，“绽放”指花朵开放，搭配恰当。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开放：（花）展开。盛放：盛情绽放。怒放：盛开。隐居：由于对统治者不满

或有出世思想而住在偏僻地方，不出来做官。歇息：休息。 

17．【答案】C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一空。第一空与前文“远古”形成前后照应的关系。观察

四个选项，A“病入膏肓”意思是病情特别严重，无法医治，也比喻事态严重到不可挽回的

地步。这里是地球远古时候，一切还未产生，不符合题意，因此排除 A。B“死气沉沉”意思

是形容气氛不活泼，也形容人精神消沉，不振作。也不符合远古时地球上一无所有的状态，

因此排除 B。D“奄奄一息”形容气息微弱临近死亡。也比喻事物即将消亡、湮没或毁灭。题

目是远古时地球，不符合，因此排除 D。C“了无生机”可以是即生之前也可以是即死之后，

符合题目中远古时病毒起源的语境。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连绵不断”“机缘巧合”都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动荡不安：意思是动荡摇摆，不安定；形容局势不稳定，不平静。经天纬地：

意思是形容有治理天下才能的经世之才。连绵不断：连续不断的样子。形容连续不止，一直

都不中断。接踵而至：意思是指人们前脚跟着后脚，接连不断地来，形容人接连而来或事情



 

 

持续发生。阴差阳错：意思是比喻由于偶然的因素而造成了差错。不期而遇：意思是没有约

定而遇见。指意外碰见。机缘巧合：特殊的缘分,巧妙的融合遇到，在一起。逢机遘会：意

思是遭逢机会。 

18．【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信念如磐、意志如铁、________”可知，此处为

正向并列，语义接近，同时对应前文“都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不能忘了肩负的使命任务”，

表达坚定目标之意。A 项“不忘初心”指不忘记最初的心愿；B 项“初心不改”指时光流失

殆尽，但是最初的心意、理想不会改变；C项“牢记使命”指牢牢记住自己的使命。A项、

B项和 C项均符合文意。D项“使命担当”指承担相应的使命，不符合文意，排除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填入词语和横线前面“前进受挫”进行对应。A 项“苦心孤诣”

指费尽心思钻研或经营，不符合文意，排除 A项。B项“沉重打击”和 C项“困难挫折”均

符合文意。 

第三步，分析第三空。填入词语和“淡定从容”“不言放弃”形成正向并列，语义接近，

同时对应后文“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表达面对困难时的从容乐观。B项“乐观向

上”指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应面对困难时的做法，符合文意。C项“开朗乐观”侧重指

性格，不符合文意，排除 C项。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力争上游：比喻努力争取有利形势。 

19．【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二空。“颠覆了……刻板印象”，是由前文“井盖涂鸦”颠覆的，

和井盖涂鸦形成反向对比的关系。我们再向前看，发现涂鸦介绍的科学内容是“物理公式和

黑洞”，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通常认为离我们较远的。比较四个选项，A“高雅”一般用来形容

艺术，不会用来形容科学；C“理性”属于科学的内在属性。如果被颠覆，那么就不成其为

科学。所以 AC 都不合适，排除。B“严谨”D“高冷”都可以和涂鸦形成反差对比，因此可

以暂时保留。 

第二步，分析第三空。结合前文“颠覆”，很明显“趣味性和人情味”是原来科学不具

备的属性。B“赋予”D“强化”，赋予是使之从无到有，强化是在原有属性上加强。因此排

除 D“强化”，选择 B“赋予”。 

第三步，验证第一空。把“穷经皓首”带回到原文。原文第一句话中，研究与传播形成

对比，而第二句中，物理公式和黑洞也与井盖涂鸦形成了对比。而“穷经皓首”和“放下架



 

 

子”也恰好能够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因此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专心致志，意思是把心思全放在上面。形容一心一意，聚精会神。穷经皓首，

意思是直到年老头白还在钻研经书和古籍，形容勤勉好学，至老不倦。学而不厌，意思是学

习没有满足的时候，比喻非常好学。锲而不舍，意思是不停地雕刻。比喻有恒心，有毅力。 

20．【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二空。填入的词语和“欺骗”并列，表示能骗过信息识别系统

的意思。A项“误判”指错误的判断；B项“遮蔽”指遮挡；D项“复制”指以一定方式将作

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A 项、B 项和 D 项均不符合文意，排除。C 项“伪装”指用以

欺骗别人产生假象的装扮，和“欺骗”构成并列关系，符合文意。答案锁定 C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获取”指取得、猎取，与“信息”搭配恰当。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收集：使聚集在一起。判断：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肯定或否定某种事物

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断定；判决（案件）。捕捉：捉；抓。 

21．【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该空和“荣辱与共”形成并列，文段意思是每个国家的利

益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风流云散”指像风和云那样流动散开，比喻在一起的人分散

到四面八方，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B 项“风雨同舟”比喻共同经历患难，符合文意。C

项“如影随形”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常在一起。无法体现“荣辱与共”的意思，只侧重关

系亲密，不符合文意，排除 C项。D项“通同一气”指串通在一起，表意偏消极，不符合文

意，排除 D项。 

因此，选择 B选项。 

22．【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文意，这种“恢弘的春天的仪式”包含着祖先们的

记忆、嘱托和想象，且填入的词语形容“记忆、嘱托和想象”等抽象的词语。A 项“承载”

指托着物体，承受它的重量；C项“浸透”把物体浸入液体中使湿透；比喻包含。二者均符

合文意，且能修饰“记忆、嘱托和想象”等抽象的词语。B项“记载”指把事情写下来，一

般搭配具体的事物，如“这本书记载了当年的战斗历程”，与“记忆、嘱托和想象”搭配不

当，排除 B项。D项“渗透”指液体从物体的细小空隙中透过；比喻一种事物或势力逐渐进



 

 

入到其他方面（多用于抽象事物），语义不符，排除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让春天变得如此华丽”“那么浓郁、雄健、炽热，洪波涌

起，渐至澎湃”可知，填入的词语要体现出“春天的仪式”具有积极的意义，且搭配“激情”。

A项“疏放”指放纵；（文章）不拘常格，与“激情”搭配不当，排除 A项。C项“吐放”指

放射，与“激情”搭配得当，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选项。 

23．【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文段论述“中国传统数学”和“古希腊数学”犹如两个

璀璨的明珠，由此可知二者都有各自的光芒。A项“各有千秋”指各有各的存在的价值，比

喻各人有各人的长处，各人有各人的特色，符合文意。B项“平分秋色”比喻双方各得一半，

不分上下；C 项“半斤八两”指彼此不相上下，实力相当；D项“势均力敌”指双方力量相

等，不分高低。三者均侧重比较，而文段并无将两者比较之意，不符合文意，排除 B项、C

项和 D项。答案锁定 A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照应语境“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指各种光亮、色彩等互相

映照，多用于形容美好的景象，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相映成趣：相互衬托着，显得很有趣味，很有意思。一唱一和：原形容两人感

情相通，现也比喻二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遥相呼应：远远地互相联系，互相配合。 

24．【答案】D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文意，每一次流行病流行后都会突然消失，但

发生的一切会留在我们的基因和记忆中。A“杳无音信”指没有一点音信，没有“消失”之

意，排除 A 项。B项“烟消云散”指像烟云消散一样，比喻事物消失得干干净净；C项“无

影无踪”形容完全消失，不知去向。B项和 C项语义程度过重，病毒虽然消失，但是会留在

我们的基因、记忆当中。D先“销声匿迹”形容隐藏起来或不公开出现，符合文意。答案锁

定 D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肆虐”指大肆侵扰或破坏，体现出天花、黑死病、流感等流行

病曾危害人类社会数千年，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荼毒：比喻毒害。摧残：使人或物受到严重的损害。蹂躏：践踏；摧残。 

25.【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其传播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出现在最后一句。分

析“其传播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上下文语境。 

第二步，对比选项。根据文意“地球的自转又使潮汐变为绕地球传播的潮汐波，其传播

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可知，“其”代指的应是“潮汐波”，C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C选项。 

26.【答案】 A 

【解析】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由横线处后面“例如”可知，后面为举例

子内容，论证前面的观点。根据话题一致原则，横线前面“而且能够在人口、空间、人工智

能等方面发挥组合效应，带动政府各部门、城市居民、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应和例子当中“又

通过互联网民意平台推动了交通治理的共享共治”形成对应，因此，横线处应体现“共享共

治”之意。 

第二步，对比选项。A选项出现了“共享共治共享”关键词，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项“撬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和法制化支点”，C项“形成信息早掌握、问题早解

决的良好局面”，D 项“有助于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防护”话题点在文段中均无从

体现，话题不一致。 

27.【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横线前文出现“蓟马”这一核心话题，保持上下文话题一

致，横线处应该介绍“蓟马”自身的特点，即“掌握蓟马”种群结构及区域分布情况。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符合上述语境。A、B两项均不包含核心话题“蓟马”，D项“厘

清蓟马作为传播中介的运作机制”强调“厘清”两者的关系，横线处重“蓟马”自身特点，

且“运行机制”与下文“流行传播及发生风险”表述重复，排除 D项。 

因此，选择 C选项。 

28.【答案】 C 

【解析】阅读文段，确定题型，此题为语句填空题。首看形式，兼顾内容。语句衔接题，

一般分为三类：空在段首，一般为总分的行文结构，第一句话起总领下文的作用；空在段中，

承上启下；空在段尾，总结前文。 

第二步，观察此题，为空在段首的题。第一句话为总句，总领下文。所以对下文归纳概

括的内容即为首句内容。首句后面有句话“一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另一方面

表现为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表明数字经济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即赋能传统产业和催生



 

 

新产业。后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大降低风险。”主要对赋能传统产业进行解释

说明，解释说明部分不重要。因此，对一方面....另一方面总结即为首句内容，观察选项，

C符合， 

因此，择 C选项。 

29.【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尾句讲保

持消防通道畅通、解决停车难题是对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和精准度的考验。接下来应围绕

“解决停车难题”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第二步，对比选项。B符合语境。A项未体现尾句核心的话题“解决停车难题”。C项和

D项均对应首句，属于已经论述的内容。 

因此，选择 B选项。 

 30.【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先描述了

“古厝间的相似性”后通过转折关系引出“现在开发和利用力度不够，有湮灭的危险”，在

最后尾句围绕“传统村镇和古厝必然会面临如何保护”这个话题讨论。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 C与此话题一致。 

因此，选择 C项。 

【拓展】A项“招商引资”与尾句话题不一致，排除；B项“文物保护”，文段尾句的话

题应该是“传统村镇和古厝的保护”，话题不一致，排除；D项“文化内涵”与尾句话题不一

致，排除。 

 31.【答案】 C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通过提问方式可知此题为细节判断题。分析文段，将选项

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不符合原文，文段中没有提及结构很复杂，无中生有。B项不

符合原文，文段中没有比较朊病毒和细菌的危害，无中生有。C项符合原文，对应“朊病毒

是结构异常的蛋白……人类又发现的另一种引发疾病的病原体”。D项不符合文意，对应“如

果想要成功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需要针对（靶向）有活性的朊病毒而不是已经死亡的斑

块和缠结物中的大量蛋白”治疗方法还没有开发出来，现在还不能有效治疗。 

因此，选择 C项。 

32.【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判断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首句就提出社会各界一直

在努力寻找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对策，紧接着分别介绍生化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研

究三个主体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所以下面文段很有可能还是接着社会各界一直在努力寻找对

策这个话题进行论述。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的主体是社会各界与题干文段的首句相符，同时该项也是围绕

着如何解决问题来说，与文段话题一致。A项一方面只提到了社会学家这一个主体，另一方

面围绕的是网瘾问题的成因，而不是对策，话题不一致，排除。C 项只提到了生化科学家，

D项只提到了心理学家，主体过于单一，均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33.【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先强调了

农民工面临因证据不足、难以取证的维权难问题，并通过北京昌平的例子论证观点，最后分

析具体原因。文段为“总—分”结构，强调农民工维权时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接下来应该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针对文段问题提出的合理对策。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 项：对文段的总结，而非下文要去论述内容。C 项：主体为强制用工单位，

文段主体强调农民工，主体错误，且没有提到“证据不足”。D项：培训的方式不能在根本上

解决农民工问题，且没有提到“证据不足”。 

34.【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为背景铺垫，第二句通过正反论证的方式说明在

现代信息社会中掌握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性，第三句为文段的主旨句，重点说明解决相对贫困

问题的对策。文段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对策是重点，强调需要多层次资源支

撑和保障。 

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作者意图。A项和 B项强调

相对贫困面临的问题，偏离重点。D项没有提到“资源支撑”。 

因此，选择 C选项。 

35.【答案】 B（本地教研）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和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和 D项中的对比文中未体现，属于无中生有。C项对应“从 2009



 

 

年到 2018 年，该视频平台公司的市值增长了约 60倍，目前高达 1293亿美元，在众多科技

股中表现抢眼”。文段只是客观描述事实就是市值增长，表现抢眼，并没有陈述增长的原因，

故属于无中生有，排除。B项对应“该视频平台公司的会员付费模式备受国内同行的青睐和

追捧”，可知会员付费模式优于国内视频网站，符合原文。 

因此，选择 B选项。 

 

【答案】 C（总部教研）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和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B 项和 D 项中的对比文中未体现，属于无中生有。C项对应

“该视频平台公司的会员付费模式备受国内同行的青睐和追捧……在众多科技股中表现抢

眼”，可知该视频平台公司的市值增长主要依靠会员付费收入，符合原文。 

因此，选择 C选项。 

36.【答案】 D 

【解析】第一步，文段首先提出了“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两大问题”，文段紧接着

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即“必须着眼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后“通过”对前文对策进行了概括，引出最终目的是“有效解决当前人力资源日益短

缺的问题”。 

第二步，文段重点是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对策句进行概括。 

因此，选择 D选项。 

37.【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指出在重大疫情面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

明回应群众关切的重要性，接着从有关部门和相关结构以及互联网企业的角度解释具体做

法。文段为“总—分”结构，首句是重点，强调重大疫情面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

回应群众关切的重要性。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 项和 C项：核心话题是“技术手段”与文段的话题不一致。D项：没有提到

“疫情”。 

38.【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符合原文，对应“产生这样的错觉：……，自己具备了‘心灵

能力’”。C项符合原文，对应“如果似曾相识的感觉是来自一段想不起来的记忆”。D项符合

原文，对应“记忆的作用不一定是为了记住过去，……。记忆有时会运用想象和创造的方

式，……”。B项与原文不符，B项说“似曾相识能够帮助我们预见未来”对应“有些人以为

自己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其实也许是过去的碎片化”，原文意思是不能预见未来。 

因此，选择 B选项。 

39.【答案】 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引出“糖皮质激素”这个话题并介绍了其具有调

节糖、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和代谢的作用。接着通过关联词“此外”引导并列关系，论述了

“糖皮质激素”对炎症起到调控的作用。最后文段讲述了“糖皮质激素”发挥功能的方式。

因此，文段属于并列结构，每个层次都谈到了“糖皮质激素”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糖皮质激素的功用”为对文段各并列成分的全面概括，符合

文段主旨。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 项：“定义”只能对应文段首句，概括不全面。C 项：“特征”指异于其他事

物的特点，文段并未与其他事物比较，且“特征”表述过于宽泛，不够具体。D项：“性质”

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性质”可以指很多方面，未必强调“功能”，

表述不准确。 

40.【答案】 D 

【解析】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根据句末的转

折词可知，文段话题落在尾句，指出距离的精确测量从来都是天文学家的最大难题。接下来

应围绕这一话题进行论述。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未提及“距离测量”，与尾句话题不一致，排除。因为尾句已经

明确说到“距离的精确测量从来都是天文学家的最大难题”，所以 A项“如何精确测量距离”

与尾句相悖，C 项“在距离测量方面遇到的困难”与“尾句重复”，排除 A 项和 C 项。D 项

“在距离测量方面获得的突破”体现出天文学家在这个方面正在做出努力，有了一定的进展

和成绩，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D选项。 

41.【答案】 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确定代词指代。定位好文段代词位置，根据就近原则向前



 

 

寻找，我们得知“这”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要素——主体、方式、对象、目的，在知识经济

形态下，才能构成一个有机价值整体。 

第二步，对比选项。代词指代的内容是“实践活动要素”以及“知识经济”。A项和 C项

涉及的内容在第一句话，话题跳脱，明显不是代词指代的内容，故排除。B项说“本身就是

一个价值整体”，原文是“只有……才能”，和原文不符，故排除。D 项符合代词指代内容。 

因此，选择 D选项。 

42.【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划横线的“这”出现在尾句。根据代词的就近指代原则，

“这”应该指的是“5G网络会大大提升虚拟现实体验的仿真度、沉浸感和交互性”这部分内

容。这部分的主体是 5G 网络，其中“仿真度、沉浸感和交互性”都是围绕人们的感受来谈

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5G网络所带来的更完美感受”符合要求。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项：“中国 VR技术”不是围绕 5G来谈，话题不一致。B项：“VR技术”话题

不一致，且“各行各业中的运用”对应文段第二句话，不是就近指代内容。D 项：“商用范

围”属于无中生有。 

43.【答案】 D 

【解析】第一步，阅读文段，确定题型，此题极为明显，乃排序题，所有的排序题均需

观察选项。确定首句，验证选项。通过观察选项，发现首句是②、③，因此只需确定②、③

哪句话更适合做首句即可。 

第二步，阅读②和③，发现③“理性对待粉丝热情、引导粉丝合理消费，同时将明星效

应转化为提升商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契机，才能更好体现“粉丝经济”背后的流量价值。”

是一句典型的对策句，对策不适合做首句，对策句一般放在问题后或者文段结尾处，因此首

句排除③，也就排除了 A 和 B两个选项。观察 C、D 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有共同特征，⑤

③绑定， ①④绑定，其中⑤是问题，③是对策，⑤应该在③前，排除 C。 

因此，选择 D选项。 

44.【答案】 C 

【解析】第一步，对比选项，确定首句。④句论述的是“中国的家庭结构经历着革命变

迁”交代一个背景，②句和⑥句都在论述变迁的具体表现，所以②句和⑥句不适合做首句，

排除 B项和 D项。 



 

 

第二步，对比 A项和 C项，⑥句论述的是“不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同一时空并存的

环境下”，而③句论述的是“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难以快速趋同时”，应该是先并存，然后

在并存的过程中发现难以趋同，所以⑥应该在③之前，排除 A项。 

因此，选择 C选项。 

45.【答案】 A 

【解析】第一步，对比选项，确定首句。①句论述的是“如何估算闪电粗细”，④论述

的是“闪电发生”的情况，⑤句论述的是“闪电的长度”。因此，从①④⑤这三句话的论述

内容来看，皆可做首句。②句中“甚至”属于递进关联词的后半段，不适合做首句，排除 D。 

第二步，对比 A 项、B 项和 C 项。②⑤均在论述“闪电的长度”，可做捆绑，而②句是

递进之后的内容，可确定⑤在②之前。排除 B项、C项。 

因此，选择 A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