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即使知识付费买到的是三流知识，也没什么可怕。如果有人能将这些知识真正掌握、

理解，由此三流知识开始，窥得门径、________，乃至可以听懂免费的一流知识，也是幸事。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融会贯通 

B. 升堂入室 

C. 登峰造极 

D. 逐级而上 

 

2.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________，一个没有思想共识的国家只会________。

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方可成就辉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接力奋斗的伟大事业。高举信仰的旗帜，高扬信念的风帆，寻求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形成最大凝聚力，共同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奋发图强  困顿茫然 

B. 睥睨天下  乌合之众 

C. 自立自强  一盘散沙 

D. 贻笑天下  人心涣散 

 

3. 打着走亲访友的幌子，变相行贿受贿；以联络感情的名义，行违纪违法之实……不

能明着来就暗着来，腐败行为变得________。这提醒我们，节日反腐的弦不能松，而且要加

大力度。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也提醒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

划清习俗与纪律、人情与法规的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低调  边界 

B. 任性  范围 

C. 隐晦  权利 

D. 隐秘  界线 

 

4. 在能源领域，核电产业一直备受关注。借助于核电专项的支持，压水堆重大专项示

范工程 CAP1400 实现了_________，其安全性和经济性均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



 

 

我国核电产业链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自主化 

B. 产业化 

C. 规范化 

D. 跨越化 

 

5.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二三十年，由于历史形成的差距，中国可以比较从容地从他人

走过的道路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那么到今天，随着中国实力和水平的________，我们逐

渐走进全球发展的第一阵营，“到北京汲取智慧”“在两会读懂中国”，很多时候已不是一句

客套话。环顾世界，西方国家陷入“新平庸时代”，经济复苏________，逆全球化思潮泛起，

治理挑战接踵而至，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今天，“我们怎么办”，全球都在探寻方向、寻找

答案。关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一种刚需。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与日俱增  步履维艰 

B. 无与伦比  步履蹒跚 

C. 突飞猛进  屈指可数 

D. 日甚一日  遥遥无期 

 

6. 司法公开、释法说理，是司法机关回应社会关注的正确方式。面对汹涌舆情，司法

机关既不能_________、漠不关心，也不能为其左右、_________。如何做到公开和公正？离

不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坚持实事求是，坚守法治定力，重视舆论而不为舆

论干扰，才能真正维护和提高司法公信力。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视而不见  众说纷纭 

B. 充耳不闻  人云亦云 

C. 熟视无睹  固步自封 

D. 心不在焉  拾人牙慧 

 

7. 成都是一座拥有 230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孕育积淀



 

 

出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特质。我们要传承历史文化，弘扬

现代文明，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精神，_________文化建设方向，让天府文化成为_________

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带领  展示 

B. 指导  展现 

C. 指引  体现 

D. 引领  彰显 

 

8. 在快递行业诸多弊病中，野蛮分拣无疑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2016年底，一央视记

者应聘位于深圳市的广东全峰物流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分拣员。工作期间他发现，不管物品

是否易碎，员工们都随意丢放，甚至比谁扔得远，破损的快递还会拆开来分吃里面的食品，

而需安检的快递竟然只是表面工作而非真正安检。把快递像垃圾一样扔来扔去，是快递行业

亟待整治的乱象。治理快递行业顽疾，破解野蛮分拣顽症，还得回归于法治的轨道上来。“今

年首张野蛮分拣罚单”意味着，对野蛮分拣行为的发现、查处，还没有实现常态化，还有待

于进一步强化。不过，“首张”也意味着开了一个好头，对个案的惩戒，也能达到惩一儆百

的效果，若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则行业的规范更加值得期待。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野蛮分拣是快递行业最突出的弊病 

B.快递行业乱象亟待法律来解决 

C.快递行业的规范需要法律的长久贯彻 

D.快递服务工作者亟待加强工作素养 

 

9. 我国提交的 TD—LTE—Advanced 被国际电联确定为两大主流 4G 国际标准之一，国

产申威中央处理器成功运用于“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

保持国际领先……作为迄今为止我国最重大的战略性科技任务，十年来重大专项坚持“自主

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凝聚科技界、

产业界的优势力量集中攻关，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充分彰

显了自主创新的中国力量。 

最适合作上述文字标题的一项是： 



 

 

A. 自主创新彰显中国力量 

B. 重大专项助力中国科技 

C. 中国科技取得瞩目成果 

D. 科学家们砥砺前行 

 

10. 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对房价过快上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等，都需要一定

的土地储备作保障。土地储备制度，有利于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15 年以前，地方土地储备资金的来源以银行

贷款为主。新预算法实施后，银行贷款这条路就行不通了。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借债

务只有一条路，就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除此以外，其他任何方式举债都不可以。这等于把

“旁门左道”都堵死了，只开了一扇正门。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融资需求，也应

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解决。 

这段文字作者主要想说明的是： 

A. 土地储备制度可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B. 我国土地储备资金的来源发生了转变 

C. 发行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途径 

D. 以往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方式出现了弊端 

 

11.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

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

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

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

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作者对保护文物的观点是： 

A. 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最重要的 

B. 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以保证文物安全 

C. 合理的利用可使文物更好地保存 

D. 避免接触以免问文物人为毁坏 

 

12. 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



 

 

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

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

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

展的必修课”。 

作者对于“现代化”的观点是： 

A. 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B. 人们自身素质的“现代化”必不可少 

C. 人们物质的追求日益精致和高雅 

D. 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的“现代化” 

 

13.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势头锐

不可当。以曼德拉先生当初的眼光看，当前的非洲“正站立在非洲世纪的破晓时分”。在此

背景下，各国发展对非关系，应更多思考如何让自身政策与非洲的切实需求相匹配，发自内

心地看好非洲发展前景，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中非关系实践的丰硕成果，恰恰印证了这个道

理。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了： 

A. 中非合作加速推进，吸引世界目光 

B. 在对非问题上，中非关系值得各国借鉴 

C. 非洲工业化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D. 合作共赢是中非关系取得成果的关键 

 

14. 今年 4 月以来，成都、重庆、昆明等地机场连续出现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影

响了民航客机正常起降，引发广泛关注。据统计，今年 4 月份全国航班正常率同比下降 3.13

个百分点，其中无人机干扰民航客机是重要原因之一。无人机消费市场的迅速发展，给传统

空域管理体系带来了极大挑战。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对“机场净空区”等航空法律规则意识淡

薄，导致了“黑飞”和“扰航”事件频频发生。同时，由于无人机通常由非金属材料制作，

目标小，低空、慢速飞行，导致传统雷达无法有效探测，且监管涉及多个环节与部门，存在

管控难、防范难、取证难、处置难等问题。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准确的一项是： 

A. 无人机使用者的航空规则意识亟待提升 



 

 

B. 无人机消费市场的发展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遏制 

C. 传统空域管理体系与无人机发展产生了矛盾 

D. 无人机的特性决定了目前航空监管的局限性 

 

15. 在科学界，“鬼稻”叫杂草稻，并被定性为田间的恶性杂草。在田间，杂草稻是一

枚可以“打满分”的“潜伏者”，它与正常的栽培水稻争阳光、争水、争养分，严重影响着

水稻产量与品质。而且，它们的米粒口感坚硬粗糙，如果收割时混入了这样的“假”米，农

民就卖不出好价钱。目前，杂草稻已成为全球稻田的疾患，在东南亚、南美洲等稻区大面积

分布，我国江苏、广东、辽宁和宁夏等地已经大面积发生“污染”，已成为我国稻田杂草中

除稗草外最严重的杂草之一。在江苏，它们的比例占到 10%—20%。灾害严重的稻田甚至大

面积绝收，这时候科学家必须得出手了。 

根据上述文字，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鬼稻”因其潜伏隐秘而得名 

B. “鬼稻”对水稻的产量和质量产生影响，导致农民收入降低 

C. “鬼稻”已成为世界公害，对我国影响尤为严重 

D. 科技将成为消灭“鬼稻”的最后杀手锏 

 

 

 

 

 

 

 

 

 

 

 

 

 

 



 

 

参考答案： 

1.【答案】D 

【解析】根据“窥得门径”“乃至听懂”可知，该空应填一个介于“入门”和“听懂”

之间的词。A 项“融会贯通”指把各方面的道理融汇，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B 项“升堂入

室”指人在学问或技能方面有高深的造诣，C 项“登峰造极”指登上顶峰，意指到达最高点，

这三个成语的意思都不是在“听懂”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符合文意。D 项“逐级而上”符

合文意。因此，选择 D 项。 

 

2.【答案】C 

【解析】第一空根据后文“凝心聚力方可成就辉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等可知，

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断向上、不断发展的。B 项“睥睨天下”形容轻视一切，D

项“贻笑天下”指让天下人笑话，两者均不符合语境，排除。第二空根据后文“统一思想才

能统一行动”可知，一个没有思想共识的国家就不会团结。“一盘散沙”符合文意。因此，

选择 C 项。 

 

3. 【答案】D 

【解析】根据“不能明着来”可知，腐败行为变得很隐藏。A 项“低调”指一种谦虚谨

慎的态度，不张扬；B 项“任性”指听凭秉性行事，放纵不约束自己；C 项“隐晦”指说的

话、写的文章所表示的意思曲折不明显，三者放在这里都不合文意，排除。第一空为“隐秘”，

符合文意。第二空，“划清”与“界线”搭配恰当。因此，选择 D 项。 

 

4. 【答案】A 

【解析】“该工程实现……化”的目的是“使我国核电产业链摆脱受制于人……”，因

此该空应体现“不再受制于人”的含义。A 项“自主”指自己做主，不再受人控制，符合文

意。因此，选择 A 项。 

本题干扰项为D项，考生会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一语境，从而误选“跨越化”。

“跨越”指越过地区或时期的界限，突破障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后人超过前人，

两者无法相对应。 

 

5. 【答案】A 



 

 

【解析】第一空需要填进的词语表示“实力和水平的上升”，B 项“无与伦比”指事物

非常完美，没有能跟它相比的同类的东西；D 项“日甚一日”指一天比一天厉害，形容事物

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或日渐严重，两者均不符合语境，排除。第二空需要填的词语应表示“经

济复苏困难重重”，A 项“屈指可数”形容数目很少，不符合语境，排除。因此，选择 A 项。 

 

6. 【答案】B 

【解析】根据第一空前的“、”可知，该空与“漠不关心”并列，因此该空应体现“不

关心、不在意”的含义，选项给出的四个词均具有此层含义，但 D 项“心不在焉”指（人）

心思心神不集中，常用主语是“人”，不能与“司法机关”搭配，排除 D 项。同样，第二

空与“为其左右”并列，因此该空应体现“被别人支配，跟着别人走”的含义，A 项“众说

纷纭”指说法不一，议论纷纷，排除；C 项“固步自封”指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均没有“被

别人的意见左右”之一，排除。B 项“人云亦云”指人家怎么说，自己也跟着怎么说，形容

没有主见，随声附和，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项。 

 

7. 【答案】D 

【解析】第一空与“方向”搭配，A 项“带领”和 B 项“指导”都不含有“方向”之

意，与“方向”搭配不当，排除。第二空修饰“魅力”，且应体现后文“旗帜”的含义，即

有代表性或号召力。C 项“体现”指表现，D 项“彰显”指鲜明地显示，虽然两者都可与“魅

力”搭配，但“彰显”更能体现“旗帜”的特点，因此“彰显”比“体现”更合适，排除 C

项。因此，选择 D 项。 

 

8. 【答案】C 

【解析】文段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总式结构，最后一句话为重点句，说明的

是快递行业的规范化是需要长久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故正确答案为 C。B 项为本题最大干

扰项，文段解决问题的对策部分不仅只说了需要法律，最后一句话还明确提到需持之以恒，

所以 B 项的说法不准确，排除。A 项为问题本身，D 项对策偏离“法律”这一主体。因此，

选择 C 选项。 

 

9. 【答案】A 

【解析】文中省略号“……”前的内容通过三个例子引出了我国一些技术取得了重大成



 

 

绩，接着介绍了“重大专项坚持‘自主创新’等方针，围绕目标，攻克难关，取得成果，彰

显了中国力量。”文段重点在“……”之后，精简压缩，主要讲的是“重大专项坚持‘自主

创新’等方针，彰显了自主创新的中国力量”这一信息，而“重大专项的内核即是创新”。

对比选项，A 项符合这一意思。本题 B 项干扰性较大，文段未体现“重大专项”与“中国

科技”之间的关系，因此“助力”无从得出。因此，选择 A 项。 

 

10. 【答案】C 

【解析】文段先介绍了土地储备的必要性和土地储备制度的作用。接下来通过“2015

年前”和“新预算法”的对比，引出目前政府举借债务的方式应是发行债券。最后一句话通

过“这意味着”引出重点，指出“土地储备融资也需要发行债券”。重点讲的是“发行土地

债券的重要性”。对比选项，C 项提及了“债券”这一话题。因此，选择 C 项。 

 

11. 【答案】C 

【解析】文段先阐述“有的博物馆”对保护文物的观点，然后“其实不然”转折之后作

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后面用浙江省博物馆古琴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

即有些文物应该保持合理持续的使用才能更好的保存和保护。对应选项，C 项符合文中作者

的观点。因此，选择 C 项。 

 

12. 【答案】B 

【解析】本题询问作者对于“现代化”的观点，文段先说现在物质生活已经较为丰富，

“然而”转折之后说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即内在和精神生活不足。

“的确”之后，用反问句亮明作者观点，现代化过程中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等综合素质必不

可少，后面用国务院的倡导进一步论证，人们综合素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作者

的观点是强调人们的综合素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对应 B 项。A 项和 C 项为现象本

身描述，D 项为文明建设的手段之一，并非作者观点。因此，选择 B 项。 

 

13. 【答案】D 

【解析】文段首先介绍了“非洲工业化快速发展”这一背景，并拿“曼德拉的话”进行

论证。接着通过“在此背景下”将语义后移，指出发展对非关系应该坚持的原则，即合作共

赢。最后拿中非实践来进行论证。文段重点是在对非关系上，应当坚持合作共赢。对比选项，



 

 

D 项符合这一含义，B 项“值得借鉴”文中未体现。因此，选择 D 项。 

 

14. 【答案】C 

【解析】文段先通过“成都等地”和“航班干扰率数据”介绍了“无人机飞行给民航客

机带来了不良影响”这一现象。然后进行总结，“无人机消费市场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空域

管理体系带来了极大挑战”。最后通过“无人机使用者的意识”和“无人机特点”两个方面

进行解释。文段重点是“无人机发展，给传统空域管理体系带来挑战”，对比选项，C 项体

现了这一含义。A 项和 D 项属于最后的解释内容，B 项“遏制无人机发展”文中未提及。

因此，选择 C 项。 

 

15. 【答案】B 

【解析】观察选项，对比文段。A 项“鬼稻”得名文中未提及，且与“潜伏隐秘”不存

在因果关系。C 项“对我国影响尤为严重”文中未提及，文中只讲了“我国出现了大面积污

染”。D 项“消灭”和“最后杀手锏”文中未提及。B 项根据文中“农民卖不出好价

钱”“大面积绝收”等信息可以推出，正确。因此，选择 B 项。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后台回复“我要 1000 题”可领取电子版《公考 1000 题》资料 

 

 

【教材&网课购买】 

含国考、市考、事业单位、教师招聘等 

专属复习教材，备考网课 

扫码进店查看（部分教材有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