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天津市公务员招录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参考解析 

第三部分  常识判断 

46.【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二步,“枫桥经验”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在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过程中总结生成的，内容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

人少，治安好”。与 A项表述一致。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枫桥经验”针对的是社会治安，与就业问题无关；C项，属于无关项。D项，属于

无关项。 

47.【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 2020年我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第二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20年 2月 10日在北京调

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再接再厉、英勇斗争，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该讲话以下简称《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20年 1月 27日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在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

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让党旗在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B项错误。 



 

 

C 项：2020 年 3月 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

出，当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

风险仍然存在。结合全球疫情大流行形势，要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故

C项错误。 

D 项：2020 年 1月 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

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推动各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来抓，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这是对

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不是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总要求，D项错误。 

48.【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时政知识。 

第二步，本题考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三大攻坚战，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三大攻

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 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成就。污染防治持续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生态环境总体改善。金融运行总

体平稳。因此，本题选择 D选项。 

【拓展】D项外贸外资保持稳定是“六稳”内容，不属于三大攻坚战。 

49.【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时政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2019年 12月 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

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二部分“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指

出，（五）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而不是软性约束，D项错误。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A项：《意见》指出，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A项正确。 

B项：《意见》第二部分“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指出，（三）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

市场准入；（四）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B项正确。 



 

 

C项：《意见》第三部分“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指出，（九）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

资支持制度......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降低可转债发行门槛。C项正确。 

50.【答案】D 

【解析】2020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

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960多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还同步搬迁 500万非贫困人口，相当

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现在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下一步的重点是稳得住、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A 项：2020 年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

政策落实。A项正确，排除。 

B 项：2020 年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B项正确，排除。 

C 项：2020 年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密切跟踪受疫情影响的贫困人口情况，及时落实好兜底

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C项正确，排除。 

51.【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科技成就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来自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消息称，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都

开始使用北斗系统。后续，中国北斗将持续参与国际卫星导航事务，推进多系统兼容共用，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根据世界民众需求推动北斗海外应用，共享北斗最新发展成果。D 项，

“三分之一”的说法错误。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A项：2020年 6月 23日 9时 43分，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A项正确。 

B项：1994年，我国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建设，标志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的



 

 

启动。B项正确。 

C项：中国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建设发展，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

航系统发展道路，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一步，是建设北斗一号系统。第二步，

建设北斗二号系统。第三步，建设北斗三号系统。C项正确。 

52.【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民法。 

第二步，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甲乙之间借款借据上没有约定存款利息，故乙

方无须向甲方支付借期内利息。A项正确，当选。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第二项，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

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

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甲提交证据证

明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乙方依然有权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A项错

误，排除。 

B 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

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甲提供的借据就是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不需要提

交向乙方实际付款的凭证。B项错误，排除。 

D项：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

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本案中借据中未约定利息，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借期内利息，但是应按照年利率 6%

的标准支付逾期后的资金占用利息。D项错误，排除。 

5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常识人文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二十八星宿是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



 

 

星区。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又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每宫七宿。诗句出自宋代词人姜夔的

代表作《扬州慢·淮左名都》，意思是二十四桥仍然还在，桥下水波荡漾，冷月凄凉，寂静

无声。与二十八星宿无关。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诗句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意思是人生动辄如参、商二星，此出彼

没，不得相见。参、商两个星宿都包含在二十八星宿内，与二十八星宿有关。 

C 项：诗句出自汉代文人五言诗《迢迢牵牛星》，诗句通过描写遥远的牵牛星和皎洁的

织女星来描述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抒发离别思念之情。牛郎星属于二十八星宿的牛宿，与

二十八星宿有关。 

D项：诗句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是指农历七月天气转凉，傍晚可以

看到大火星渐渐西落，大火星属属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心宿第二颗星，即“心

宿二”。 

54.【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物医学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基因突变不一定会引起性状改变。基因突变发生在内含子将不影响生物性状，

发生在其他区域则可能影响生物性状。与 B项描述不符。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项：最低等的动物是原生动物，最低等的植物是藻类，都是单细胞生物。选项 A描述

正确，不选。 

B项：生物进化的实质就是种群基因频率的变化。选项 B描述正确，不选。 

D项：同源器官指不同生物的某些器官在基本结构、与生物体的相互关系以及胚胎发育

的过程彼此相同，但在外形上有时并不相似，功能上也有差别。比如鸟的翅膀、蝙蝠的翼手、

鲸的胸鳍、狗的前肢以及人的上肢等。选项 D描述正确，不选。 

55.【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物理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激光产生有激光工作物质、激励能源、光学谐振腔三个必要条件。其中激光工

作物质是指用来实现受激释放并放大辐射的作用物质，该物质是激光产生的核心物质，该工

作物质的性质决定了所产生激光的波长。激励能源的作用是给激光工作物质能量，即将电子



 

 

由基态跃迁到激发态的外界能量。光学谐振腔的作用是将腔内的光子的频率、相位和运行方

向保持一致，从而使激光具有良好的方向性和相干性。有了上述 3 个激光产生的必要条件

后，就可以由光泵发射出光子，激发工作物质内部的电子自发释放，通过激励能源来实现受

激释放得到大量光子，再经过光学谐振腔的正反馈放大和一致化后，形成激光。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所谓激光,就是受激辐射光放大的简称。意思是“通过受激辐射光扩大”。被称为

“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故 A项说法正确。 

C项：激光是电磁波，以波长方式来区分,激光分为可见激光、红外激光、紫外激光等,

其中红外线波长从 10^-3 米到 7.8×10^-7 米；可见光波长从 780—380nm。紫外线波长从

3 ×10^-7米到 6×10^-10米。故 C项说法正确。 

D项：激光相比普通光源，单色性、方向性好，亮度更高。光应用很广泛，有激光打标、

激光焊接、激光切割、光纤通信、激光测距、激光雷达、激光武器、激光唱片、激光矫视、

激光美容、激光扫描、激光灭蚊器、LIF无损检测技术等等。激光测距属于测量领域，激光

武器属于军事领域，激光焊接属于加工领域。故 D项说法正确。 

56.【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哲学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题干中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听到不如听到，听到不如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

道不如实践好。其强调的是实践，反映了 A项、B项与 D项思想。而 C项人定胜天指的是通

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与题干反映思想不一致。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项：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指的是不仅要认识，还应当实践，只

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A项正确。 

B项：实践出真知指的是通过自己亲自实践，才能真正的认识、理解与掌握。B项正确。 

D项：实践决定认识，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

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D项正确。 

57.【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活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瓷砖铺地是同一顶点处的几个多边形的内角和应为 360°，正三角形内角 60°、



 

 

正方形内角 90°、正六边形内角 120°，只有这三种图形可以拼成 360°，正八角形不可以，

A项表述错误。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世界上共有 5种多面体，分别是：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

正二十面体。B项表述正确，不选。 

C项：圆形井盖受力均匀，不容易出现破碎以及塌陷现象，同时圆形没有方向感，无需

校队位置，不宜出现井盖掉落的现象。C项表述正确，不选。 

D项：四色猜想的内容是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

同的颜色。D项表述正确，不选。 

58.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物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巨魔芋的花朵非常艳丽，但却散发出与其他花朵完全不同的味道，有些气味具

有独特的尿骚味，有一些闻上去像腐肉的味道，还有一种散发着丁酸气味，因此常被称为“尸

臭花”。这些气味能够吸引腐尸甲虫和其他花粉传播者，是为了进行花粉传播而不是防御生

物胁迫。因此，B不属于植物防御生物胁迫。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植物防御生物胁迫的防御机制一般分为组成型防御机制和诱导型防御机制。组成型防御

机制是指植物中原本就存在的阻止昆虫取食或病原菌侵染的物理或化学因子。诱导型防御机

制是由昆虫或病原菌诱导产生的。组成型防御分为物理防御和化学防御。诱导性防御分为直

接防御和间接防御。 

物理防御包括叶面的蜡质状、种子或水果的壳、植物茎上的刺等，植物可以利用这些有

效防御植食性动物的侵害。 

化学防御是指植物体内本身存在着抗菌的物质可以杀伤微生物和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或

者本身含有有毒物质，受到攻击时释放。 

直接防御是指生物取食植物时会诱发植物直接产生有毒物质，伤害来侵害的生物。 

间接性防御是指生物取食植物时，植物释放特殊物质或气味吸引到生物的天敌来阻止侵

害。 

A项：玫瑰长刺属于植物防御生物胁迫中的物理防御。 



 

 

C项：伞形科植物释放特殊气味吸引胡蜂捕食其体上的毛毛虫属于间接性防御。 

D项：睡莲宽大的叶子具有蜡质层可以防御植食性动物的侵害，属于物理防御。 

59.【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物医学。 

第二步，根瘤菌主要是指与豆类作物根部共生形成根瘤并能固氮的细菌。根瘤菌侵入寄

主根内，刺激根部皮层和中柱鞘的某些细胞，引起这些细胞的强烈生长，使根的局部膨大形

成根瘤。根瘤菌在根内定居，植物供给根瘤菌以矿物养料和能源，根瘤菌固定大气中游离氮

气，为植物提供氮素养料，植物的根部与根瘤菌表现为一种共生现象。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根瘤菌细胞呈杆状，有鞭毛和荚膜。鞭毛为正常的活动器官，无芽孢，革兰氏染色阴性，

属需氧型。在根瘤中生活的菌体形式多种多样，有梨形、棍棒型或 T、X、Y等型，这种变形

的菌体成为类菌体。类菌体在豆科植物体内不生长繁殖，却能与豆科植物共同固氮，对豆科

植物有良好作用。 

虽然空气成分中约有 80%的氮，但一般植物无法直接利用，花生、大豆、苜蓿等豆科植

物，通过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才可以把空气中的分子态氮转变为植物可以利用的氨态

氮。在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根毛入侵根部，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

在固氮酶的作用下，根瘤中的类菌体将分子态氮转化为氨态氮，与此同时，每个根瘤就是一

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输送给植株利用。 

60.【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装置的物理学原理。 

第二步，“被中香炉”是中国古代盛香料熏被褥的球形小炉。《西京杂记》卷上记载：

“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共法后绝，至

缓始复为之。为机坏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它的球形外壳和位

于中心的半球形炉体之间有两层或三层同心圆环。炉体在径向两端各有短轴，支承在内环的

两个径向孔内，能自由转动。炉体由于重力作用，不论球如何滚转，炉口总是保持水平状态。

这种结构完全符合现代航空航海中使用的陀螺仪原理。陀螺仪就是悬挂在一种称为“万向支

架”的持平环装置上。这样，无论有多大风浪，船体怎样摆动，也无论在怎样复杂的气流中，

飞 机 如 何 颠 簸 ， 陀 螺 仪 可 以 始 终 保 持 水 平 状 态 ， 确 保 正 常 工 作 。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指南针，古代叫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

的作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南极指向地理南极（磁场北

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原理不匹配，A项错误。如图所示。  

C项：水平仪是一种测量小角度的常用量具。在机械行业和仪表制造中，用于测量相对

于水平位置的倾斜角、机床类设备导轨的平面度和直线度、设备安装的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

等。水平仪的水准管是由玻璃制成，水准管内壁是一个具有一定曲率半径的曲面，管内装有

液体，当水平仪发生倾斜时，水准管中气泡就向水平仪升高的一端移动，从而确定水平面的

位置。原理不匹配，C项错误。如图所示。  

D 项：高度计是针对众多工业应用领域及检测机构进行设计的各种量程的高精度仪器。

高度计采用高精度光栅作为测量基准，选用玻璃基体的增量式光栅尺，所以测量支持大测量

范围，对震动和冲击不敏感，并具有确定的温度特性。还有一种气压高度计，是在航空物探

测量时，安置在飞机中，利用气压与高度的关系，通过观测气压测量飞机飞行的海拔高度（又

称绝对高度）的仪器。与题干所述原理不匹配，D项错误。 

61.【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科技知识。 

第二步，遗传是指亲子间的相似性，变异是指亲子间和子代个体间的差异；遗传与变异



 

 

是遗传现象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遗传和变异是对立的统一体，遗传使物种得以延续，变

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原材料，使物种不断进化，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普遍发生的现象，也是

物种形成和生物进化的基础。C项表述正确。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 项：种群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的同种生物的全部个体。特点是个体间彼此可以交配,

实现基因交流。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A项表述错误，排除。 

B 项：隔离分为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一般先有地理隔离再有生殖隔离。产生生殖隔离

后就不是同一物种了。但经过地理隔离不一定会产生新物种,只有达到生殖隔离才会形成新

物种。所以说生殖隔离是新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B项表述错误，排除。 

D项：现代生物进化理论认为，变异是不定向的,而自然选择是定向的,决定着生物进化

的方向。变异是在多种不定条件下,基因在复制等过程中发生突变,是没有一定趋向的,而自

然选择是有大方向的,是选择具备更适应环境的特征的群体。D项表述错误，排除。 

62.【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科技知识。 

第二步，拍摄 3D电影至少需要两台设备，并且两台设备要实现同步录制、同步变焦、

聚焦，这样才能实现拍摄效果最佳。当前偏振片有上下垂直和左右平行两种，并没有正交偏

振片。A项表述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拍摄 3D电影需要两台摄影机即可。因此 B项错误。 

C项：拍摄 3D电影需要两个平行偏振片。因此 C项错误。 

D项：拍摄 3D电影需要两台摄像机即可。因此 D项错误。 

6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科技知识。 

第二步，闵恩泽，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

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200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感动中国 2007

年度人物之一，是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

化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李振声，遗传学家， 农业发展战略专家、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

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之称。 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技

奖。王小谟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A项错误。 

C项：侯云德是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

主要奠基人。他从事科研工作 60 余年间，曾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

干扰素α1b，应用于上千万名患者的临床治疗；他率领团队成功应对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

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包括 2009 年中国 H1N1 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应对和科技攻关。2017年

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侯云德是中国干扰素之父，不是中国传染病之父。C项错误。 

D 项：曾庆存院士是世界知名科学家，在大气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1935 年 5 月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国际著名大气科学家。2019 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D项

错误。 

64.【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科技知识。 

第二步，基因诊断，又称 DNA诊断或分子诊断，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互补的 DNA单链

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结合成双链，即能够进行 DNA分子杂交。 

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A项：基因诊断的方法选择：各种遗传病的基因异常是不同的，同一遗传病也可以有不

同的基因异常，但这些异常大体可分为基因缺失和突变两大类型。A项错误。 

B项：基因探针，即核酸探针，是一段带有检测标记，且顺序已知的，与目的基因互补

的核酸序列（DNA或 RNA）。基因探针通过分子杂交与目的基因结合，产生杂交信号，能从浩

瀚的基因组中把目的基因显示出来。一种基因探针只能检测水体中的一种病毒。B 项错误。 

C项：基因治疗是指将外源正常基因导入靶细胞，以纠正或补偿缺陷和异常基因引起的

疾病，以达到治疗目的，使外源基因制造的产物能治疗某种疾病。基因治疗是指将外源正常

基因导入靶细胞，而不是把缺陷基因诱变成正常基因。C项错误。 

65.【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物医学。 

第二步，定型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行为，也称为先天性行为或本能行为。定型行为包括趋

性、反射、本能、动机行为和节律行为。蜘蛛的织网行为是一种本能，是先天性行为，不需



 

 

要学习。蜜蜂筑巢是由动物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的一种本能行为。  

因此，选择 A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