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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常识判断篇

常识判断在联考中一般出现20道左右,每道题目在0.8分左右。相比其他的几类行测题

型,常识类题目往往让大多数考生纷纷表示“累觉不爱”。因为考生眼中的常识通常是这样的:

第一,时间很短暂,看常识也记不住,还不如不看。

第二,常识内容太多,不知道看什么,所以干脆不看。

第三,常识也就20道题,不重要,放弃。

事实上,常识真的不重要吗? 真的看了也白看吗? 真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方法吗? 事实并

非如此。

所谓的常识判断其实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是“常识”,可以理解为常常接触的、见到的知识;

第二个是“判断”,就是考生可以依据题干和选项信息进行分析、判断选出最适合的选

项,这其实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考生“不识常识真面目,只缘判断在题中”。也就是说,题干

和选项当中往往包含最为关键的信息,这需要考生重点关注。本部分材料也是通过将一些频

繁出现的常识考点进行罗列,辅助以一些方法,帮助考生在考试时能够多拿宝贵的1-3分。

在下面的资料中,我们将常识类题型的知识内容划分为两个部分:常识高频考点和常识押

题预测。

第一部分是常识高频考点,这部分内容归纳了有关政治、文化、法律、地理等在考试中经常

出现的考点。对这些繁多的考点进行分门别类,并制定成表格和图片,通过“八表一图”(八个

表格一张图)的方式,以清晰、简洁的思路,帮助考生在脑海中搭建“知识树”框架,短时间内理

清知识点,对高频考点能系统把握。这些考点有望在2017联考中出现在45%以上的题目

中。

第二部分常识押题预测,这部分主要是预测2017”联考”中常识模块可能会考的题目,并

以知识点的模式展现出来。押题内容主要从时政要点、历史文化常识、法律常识、地理及生活

常识五大方面进行预测。在2017联考中有望达到30%以上考点押题准确率,助力考生在短

时间内,切中命题要点,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快速得分,从常识“小白”逆袭为常识“大侠”!

一、常识高频考点

常识“虐”了我们这么久,但其究竟是个什么鬼? 很多人还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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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常识判断就如同一江春水,各个考点如同江中锦鲤,出题人出题就像撒网捕鱼,打到

的鲤鱼就是考题。很多人想鱼多水深,怎么才能抓到关键? 殊不知,鲤鱼有肥瘦大小之分,出

题人打到的往往都是大鱼。这就是常识高频考点。在考前,如果考生能将这些“大鱼”都一网

打尽,那考试得分,快速秒杀也就不成问题。

因此,我们给大家把那些必须掌握的“大鱼”即重要考点总结梳理出来,帮助大家考前快速

熟知,为准确答题打好基础。考场时间有限,如果高频考点不能烂熟于心,你觉得能你还有机

会答完所有题目吗? 来来来,乖乖记这些“大鱼”吧!

(一)必打“大鱼”设置说明:

1.政治中的“大鱼“主要指时事政治。

我们将近期党和国家的重要大事,进行梳理,总结出可能命题的时政关键词,让大家熟知

要点,轻松锁定正确答案。

2.文化中的“大鱼”主要包括节日、书法、建筑、宗教、思想等常见文化类型。

3.法律中的“大鱼”主要指宪法、刑法及2017年新法等相关内容。

4.地理中的“大鱼”主要指中国地形。

我们将这些高频考点归纳总结为“八表一图”,考生如果能够将这些高频考点熟练背诵、运

用自如,就一定能够精准锁定答案,避免可能的失分。

(二)“八表一图”任务说明

表1:政治关键词表

政治常识必知关键词总结如下,考生应当熟悉背诵。

必知关键词 记忆内容

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两个一百年

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

三严三实 严以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要实

两学一做 学党章党规,学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五位一体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你行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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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必知关键词 记忆内容

经济发展新常态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初心:永远保持建党时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文化自信 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后,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四次远征 长征是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四次伟大远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中央一号文件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开展今

年三农工作

  

文化常识

表2:节日考点表

我国重要节日的前后顺序需要记忆,并且可以通过关键词推定相关诗句所反映的节日。

必知节日 记忆考点 相关诗句

春节 古代又称元旦、岁首。国家法定节假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元宵

又称上元节

起源:汉文帝纪念平定“诸吕之乱”,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汉明帝时

挂灯礼佛。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清明
传说起源于纪念晋国大夫介子推。

二十四节气之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端午
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重午节等。

国家法定节假日。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2009年)

端午临中夏,

时清日复长。

七夕
又称乞巧节、少女节、女儿节。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会面日。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中元 又称亡人节、“盂兰盆会”、“鬼节”等
道场普渡妥幽魂,

原有盂兰古意存。

华图2017联考《考前送你30分》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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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必知节日 记忆考点 相关诗句

中秋
又称秋夕、八月节、团圆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传说:唐军祝

捷;朱元璋领导的反元起义军利用月饼藏纸条传送起义消息。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重阳
又称重九节。2012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规定重阳

节为“老年节”。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冬至
又称“冬节”。春秋时代,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二十四

节气之一,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

腊八 相传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
今朝佛粥交相馈,

更觉江村节物新。

除夕 先秦时期的“逐除”
万物迎春送残腊,

一年结局在今宵。

  表3:书法字体表

下表为我国书法字体的演变过程,考生要熟悉其出现的前后顺序及代表书法作品。

必知 记忆要点

甲骨文 殷商时代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

金文 商、周时期刻铸在钟、鼎及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

大篆 春秋战国到秦时通行的字体,包括“籀(zhòu)文”和“石鼓文”

小篆 秦朝统一文字为小篆。著名的秦代石刻有《泰山刻石》、《会稽刻石》

隶书
由小篆演变而来,产生于秦,通行于汉,为后世楷书、草书、行书的产生和演变奠定了基础。

讲究蚕头燕尾。故称为“汉隶”。

草书 直接从隶书演变而来,汉初始有草书。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

楷书
又称正书或真书,汉末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特点是横平竖直。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称为“欧体”

行书
形成于两晋,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集序》

你行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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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园林建筑表

记忆时要区分我国园林建筑分南北两大类型,并记忆知名景点。

必知 记忆考点 关联要点

北
方
皇
家
园
林

故宫

圆明园

承德避暑山庄

明成祖朱棣时期定都北京,建造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木结

构建筑群

由康熙皇帝命名被誉为“万园之园”

1860年被侵略中国的英法联军焚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

掳掠,遭到彻底毁灭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设完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

林,享有“中国地理形貌之缩影”和“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的

盛誉

江
南
私
家
园
林

苏州园林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

州园林甲江南

起始于春秋时期吴国建都姑苏,形成于五代,成熟于宋代,兴旺于明

代,鼎盛于清代

代表: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耦园、退思园

四大名园:

拙政园—四大名园之首(江苏省苏州市)、留园(江苏省苏州市)、

颐和园(北京市海淀区)、避暑山庄(河北省承德市)

  表5:古代重要思想

我国古代必知思想,阅读时要抓住思想家和思想关键词进行记忆。

必知思想 朝代 核心要点

董仲舒

儒学
西汉 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

王充 东汉 著《论衡》,反对天人感应,反对鬼论,人死不为鬼是伟大的唯物思想家

范缜 南朝
著《神灭论》,提出精神和形体的统一,“形存而神存,形谢而神灭”,反佛思想对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重大发展

玄学 魏晋 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等

程朱理学 宋
以儒为基础,吸收佛、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朱熹是集大成者,提出“存天理、灭人

欲”,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心学 明朝
王阳明创立,主张“内心反省”、“致良知”,为封建道德辩护,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提

倡“知行合一”

李贽 明末
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

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华图2017联考《考前送你30分》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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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我国主要宗教

必知宗教 关联要点

佛教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产生,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经典为《大藏经》

道教
《太平经》是其主要经典。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南朝梁朝陶弘景吸收

佛教和封建等级观等内容,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

四大佛教名山

山西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文殊菩萨

四川峨眉山(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普贤菩萨

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

五台山位于黄河流域,普陀山位于东海,其他位于长江流域。

四大道教 名山
湖北武当山(道教第一名山)、四川青城山、安徽齐云山、江西龙虎山。均位于长江

流域。

著名寺庙

洛阳白马寺(中国第一古刹)、嵩山少林寺(天下第一名刹)

杭州灵隐寺(云林寺)、苏州寒山寺(妙利普明塔院)

北京卧佛寺(十方普觉寺、铜铸卧佛像)

拉萨大昭寺(松赞干布建造,位于拉萨老城中心)

青海西宁塔尔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陕西宝鸡法门寺(安放释迦摩尼佛指骨舍利)

法律常识

表7:必知宪法知识

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

政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党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选举制度

(1)普遍性原则:中国公民、年满18周岁、未被剥夺政治权利

(2)平等原则:一人一票、同票同权、反对特权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

(2)自治机关:人大和政府

(3)自治事权:立法权(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自治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则予实行)

你行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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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

特别行政区制度

(1)高度自治权: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2)自治权的限制: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特别行政区的外交、防务由

国务院管理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1)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村委会

(2)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指导、支持、帮助居委会、村委会的工作,居委会、村委会协

助政府的工作

  表8:必知刑法知识

正
当
防
卫

构成要件:

(1)起因条件:现实的不法侵害

(2)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3)主观条件:具有防卫的意图。保护非法利益、防卫挑拨、相互斗殴等不具有防卫意识。

(4)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5)限度条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必须基本相适应。

刑法20条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

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地理常识

中国地形图为必会知识,通过三级阶梯方式,将主要山脉、四大高原、四大盆地、三大平原、

我国的海陆邻国等位置牢记于心。

华图2017联考《考前送你30分》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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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中国地形图

二、常识押题预测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常识判断的高频考点,涉及知识点多、范围广,但是历年常识判断的

命题规律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以时事政治为中心;

第二,文化常识为重点;

第三,政治和地理为基本点。

所以接下来押题预测的内容就是在遵循历年常识命题规律和考情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

政热点,直击考点进行押题,让考生快速把握知识点!

本部分押题预测涉及时政、历史文化常识、法律常识、地理及生活常识五大类别,总共近一

百个知识点,考生应该对这些预测的知识点熟记于心,因为考试至少会涉及到百分之三十的考

点。所以,考生们,快努力地记忆,迅速提高常识的分数!

你行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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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题考点一:时政要点

(一)十八届六中全会热点

预测考点 内容

全会主题 全面从严治党

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放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 党章

四个意识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 政治纪律

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 巡视

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谈心谈话

制度、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

  (二)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预测热词 理解要点 报告说明

蓝天保卫战 防治雾霾 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3%

居住属性 控制房价 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

数字家庭
家用电器

互联互通
扩大数字家庭、在线教育等信息消费

数字经济
数据、技 术、实 体 产

业结合

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

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

全域旅游 全方位系统旅游 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

河长制
分段 管 理 河 道 的 领

导制度
全面推行河长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海绵城市 地上地下建设 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三权分置 农村土地改革 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清单管理制度 约束权力 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

新兴产业 战略性
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

(5G)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三)聚焦最新时政,积累关键要点

2017年重大时事

1.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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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2.3月30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宣传发布“以国为重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的先进事

迹,授予徐立平“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3.3月30日,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4.林郑月娥3月2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获得777张有效选票,当

选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5.2017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8周年的纪念日。

6.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深海滑翔机,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了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并

安全回收,其最大下潜深度为6329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为我国深

渊科考提供了新的科考手段。

7.2017年金砖国家协调人第一次会议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会议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

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开展。中国将于今年9月3日至5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主办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8.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月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

9.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颁奖。

10.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演讲宣布,今年5月,中国将

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6年重大时事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11月30日通过审

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的日子。

3.12月11日零时1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风云

四号卫星。风云四号卫星是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从第一代(风云二号)向第二代跨越的首发

星,也是我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三轴稳定定量遥感卫星。

4.我国第一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接收站(简称“北极

站”),在瑞典基律纳通过现场验收并投入试运行。

5.12月22日,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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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月3日,我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进

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身体状态良好,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押题考点二:法律常识

2017年新法

必知新法 熟悉要点

互 联 网 直 播 服 务 管 理

规定

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互联网直播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

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

息,保存六十日

网络安全法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

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

同意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

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

  押题考点三:建筑常识

(一)四大名亭

醉翁亭 安徽滁州 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陶然亭 北京 唐代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

爱晚亭 湖南长沙 唐代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

湖心亭 杭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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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名塔

山西飞虹塔(琉璃塔的代表作) 登封嵩岳寺塔(现存最早的砖塔)

大理千寻塔(大理三塔中的大塔) 应县释迦塔(辽代高层木结构佛塔)

西安大雁塔 杭州雷峰塔(新塔是我国首座铜制彩色宝塔)

苏州虎丘塔

(中国比萨塔、“吴中第一名胜”)
杭州六和塔(原始目的是镇压钱塘江潮)

苏州报恩寺塔(“吴中第一古刹”) 开封铁塔(“天下第一塔”)

  押题考点四:历史文化常识

(一)“百家争鸣”

学派 人物 时代 著作 观点

儒家

孔子 春秋 编纂《春秋》,修订“五经”
有教无类。主张“德治”和“仁”。其弟子作《论语》,记叙

其言行

孟子 战国
《孟子》

(语录体散文集)

性善论,民贵君轻。主张“仁政”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

荀子 战国 《荀子》
性恶论。朴素唯物主义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道家

老子 春秋 《道德经》
“无为而治”、“上善若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庄子 战国 《庄子》,又称《南华经》
“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庖丁解牛”、“庄周梦蝶”、“鹏

程万里”、《齐物论》、《逍遥游》

法家
商鞅

韩非
战国

《商君书》、《韩非子》(讳

疾忌医)

以法治国。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

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实行君主专制。不法古、不

循今。

墨家 墨子 战国 《墨子》 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墨子号”

杂家 吕不韦 战国 《吕氏春秋》 “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

兵家
孙武

孙膑

春秋

战国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兵书

名家 邓析 战国 《公孙龙子》 论辩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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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古代史重要考点一览表

朝代 都城 今地 大事记

商 亳 商丘 迁都殷(河南安阳)甲骨文、青铜器

周
西周 镐京 西安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

东周 洛邑 洛阳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秦 咸阳 咸阳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六国。修长城,焚书坑儒

汉
西汉 长安 西安

高祖刘邦—文景之治—七国之乱—汉武盛世(董仲舒、司马迁、张

骞)—昭君出塞—王莽改制—绿林赤眉起义

东汉 洛阳 洛阳 赐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制作地动仪

三国

魏 洛阳 洛阳

蜀 成都 成都

吴 建业 南京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西晋 洛阳 洛阳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东晋 建康 南京
淝水之战(前秦VS东晋)

陶渊明《桃花源记》《归园田居》

南北朝 南朝都南京
北魏孝文帝改革、郦道元《水经注》

贾思勰《齐民要术》

隋 大兴 西安 开科举;京杭大运河;赵州桥

唐 长安 西安
李渊建唐—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玄奘取经、文成公主入藏)—开

元盛世—安史之乱—黄巢起义

宋
北宋 开封 开封

司马光《资治通鉴》,澶渊之盟(辽宋)

名相: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

南宋 临安 杭州 岳飞抗金、朱熹(注解四书)

元 大都 北京
宣政院:管理宗教和西藏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

明 北京 北京
洪武之治—靖难之役—永乐盛世—土木堡之变—戚继光抗倭—张居

正变法

清 北京 北京
曹雪芹:《红楼梦》

乾隆时期:四库全书

  押题考点五:地理及生活常识

1.二十四节气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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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内容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

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2.垃圾分类图片

3.雾霾预警等级

霾预警信号分为三级,以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具体图片见下图),分别对应预报等级用

语的中度霾、重度霾和严重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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