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由想象力崇拜”的背后，是“顿悟崇拜”。这种思想认为一般人终日被自己的知识

所________，而一旦跳出就能取得重大突破。费曼说，相对论流行以后，很多哲学家跳出来说：

“坐标是相对的，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哲学要求吗？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可是如果你告诉他

们光速在所有坐标系下不变，他们就会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束缚  目瞪口呆 

B. 羁绊  怅然若失 

C. 钳制  呆若木鸡 

D. 禁锢  追悔莫及 

 

2.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占世界的 1/3，人口有 40多亿，劳动力供给

充足，后发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远未________。同时，亚洲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不高，

地区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还有 7亿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依

然________。 

依次填入空格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开发  艰难 

B. 解放  艰险 

C. 释放  艰巨 

D. 发挥  困难 

 

3.社会保障研究可能________，各国的制度特征可能________，各个学科对社会保障的解

读可能________，但是社会保障力量的永恒话题说到底是要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水平、不同

文化传统背景下的平衡点位置作出解释。 

依次填入空格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千变万化  千差万别  千头万绪 

B. 千差万别  千头万绪  千变万化 

C. 千变万化  千头万绪  千差万别 



 

 

D. 千头万绪  千差万别  千变万化 

 

4.在人类的脑海中，“科学”除了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外，往往扮演了“真实”与“客观”

的化身。如果这一切被________，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我们需要________的是，在刚刚过去

的那个世纪里，是谁扣动了科学危机的扳机？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颠覆  厘清 

B. 推倒  分清 

C. 颠仆  辨清 

D. 推翻  厘正 

 

5.中国传统菜肴对于烹调方法极为讲究，而且长期以来，由于物产和风俗的差异，各地的

饮食习惯和品味爱好________，________的烹调技术经过历代人民的创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地方菜系。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迥然不同  源远流长 

B. 天差地别  积厚流光 

C. 殊途同归  连绵不断 

D. 如出一辙  博大精深 

 

6.泥石流的________依赖于三个危险因素：沉积物中的粘土、大量的水快速涌入以及山区

的地势差异。发生泥石流时，地上的各种大小石头和泥，小到直径只有零点几微米的粘土，大

到数十厘米乃至更大的巨型漂砾，都有可能________在泥石流中“泥沙俱下”。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诱发  裹挟 

B. 成因  汇集 

C. 出现  夹杂 



 

 

D. 引发  聚集 

 

7.现代社会不少人喜欢名牌，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追逐名牌这个事情上，而不是把精力放

在________自己上面。你被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所奴役，就要不停地去满足这个外在的东西。节

俭的品德不是让你过苦日子，而是要把自己的心________，不被外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 

A. 提高  关上 

B. 打扮  拴住 

C. 武装  拢住 

D. 提升  守住 

 

8.近年来，“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以开阔的视野、________人心的作品和________

人心的力量，传播社会正能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观众的热烈反响。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凝聚  汇聚 

B. 深入  撼动 

C. 温暖  感化 

D. 鼓舞  激励 

 

9.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第 34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

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

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A.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已成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B.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C.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 

D.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粮食权”决议 

 



 

 

10. 棉花花俗称草花，是棉花形成棉桃前所开的花朵，一直作为棉花产业的副产物被废弃。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对棉花花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时发现，

棉花花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治疗老年痴呆的功效。他们采用现代工艺技术，将

棉花花中的黄酮类物质提取出来，制成剂量小、药效明显、服用方便的“棉花花总黄酮片”，用

于治疗轻中度老年痴呆症。2014年 6月获批新疆首个中国中药 5类新药临床试验。 

这段文字概括最准确的是： 

A. 黄酮类物质有助于治疗轻中度老年痴呆症 

B. 中国科学家变废为宝，发现棉花花新的价值 

C. “棉花花总黄酮片”获批新疆首个中国中药 5类新药临床试验 

D. 中国科学家从棉花花中提取治疗轻中度老年痴呆药并成功转让药企 

 

11. 环保数据造假已成利益链条化，尽管企业是造假的第一责任主体，但板子显然不该只

打在涉事企业身上，企业环保数据造假的“锅”，不应仅由涉事企业直接操作人员来背，潜居幕

后的指挥者也应纳入执法视野。此外，地方环保部门是否出于数据“漂白”的考量而“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设备生产商以及运行维护单位在多大程度上“配合”了企业的“造假定制”，这

也都应予以关注。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环保数据造假已经体系化 

B. 打击环保数据造假，不应该只惩罚涉事企业 

C. 杜绝环保数据造假须全链条打击 

D. 地方环保部门为了政绩，从而“漂白”环保数据 

 

12.没有声音，再好的画面也会“无感”。说话是一门艺术，折射着历史和传统的痕迹。以

前，沿街售货的商贩往往选择放声吆喝。“叫卖声”不仅关乎生意和生计，“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自然之声与市井之声的交织，也成就了生活的诗意。同样，人与人之间交往，

既然见了面，互相之间何妨说句话。寒暄能打破沉寂，笑声能冲刷尴尬，有话好好说也能化解

矛盾。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A.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B. 三寸不烂之舌，胜于百万之师 

C. 多说一句，驱散“无言的冷漠” 

D. 无声不一定胜有声 

 

13.相较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度，灵长类动物的饮食或能更好地预测其脑容量。这项发表于《自

然—生态与演化》的研究是同类分析中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并对目前有关人类和一些灵长类

动物为什么演化出了比大多数动物更大的脑部的假说提出了质疑。在考虑到每个物种的演化亲

缘关系及体型后，作者发现，吃水果的灵长类动物的脑组织比吃植物叶子的灵长类动物多 25%

左右。虽然作者的分析未能说明为什么吃水果会带来更大的大脑，但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认知

需求（与记忆水果位置、手工提取果肉有关）和热量奖励（摄入热量丰富的水果，而非热量贫

乏的植物叶子）联合驱动的。 

与这段文字意思相符的是： 

A. 饮食或许与灵长类动物脑容量有必然的联系 

B. 很多灵长类动物为什么演化出了比大多数动物更大的脑部的假说没有价值 

C. 吃水果的灵长类动物的脑组织比吃植物叶子的灵长类动物多的原因已明了 

D. 社会生活的复杂度不能预测灵长类动物脑容量 

 

14.福格尔斯坦等人 2015年 1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人体组织的癌症风险差异

可以用干细胞分裂时出现的错误，即所谓“坏运气”来进行解释，三分之二的癌症基因突变是

“坏运气”的结果，另三分之一归因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科学》杂志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预计有关癌症“坏运气”理论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还有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否认

通过改善环境和生活方式预防癌症的重要性，英国癌症研究会就认为，42%的癌症病例可以预防。 

这段文字意思不相符的是： 

A. “坏运气”这种解释并非哗众取宠，也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B. 癌症患者放弃治疗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C. 有关癌症“坏运气”理论学界褒贬不一，尚未有定论 

D. 癌症病例并非都不可以预防 

 

15.网络时代，几乎人人都能够给电影下评语，权威的声音逐渐淹没在喧嚣中。随着电影评

论生态的变化，电影行业内也日益意识到了客观公正“电影批评”的力量，________________，

调整自己浮躁的心态。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要放慢自己匆匆的脚步 

B. 要多听听来自权威的声音 

C. 提升自身审美的渴望与需求 

D. 做专业态度与民间立场的摆渡人 

 

 

 

 

 

 

 

 

 

 

 

 

 

 

 

 



 

 

参考答案： 

1.【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第二空为突破口，由最后一句“可是如果……”中的转折关联词“可是”可知，

转折之前强调哲学家对自己所持的观点非常自信，转折之后则应凸显出很多哲学家得知真相后

的“震惊、吃惊”。“呆若木鸡”泛指人因惊惧而发愣发呆的样子，文段没有惊惧的意思，排除

C项。“追悔莫及”强调后悔，无法体现“震惊、吃惊”之意，排除 D项。 

第二步，再看第一空，其与“知识”搭配。“羁绊”意为缠住而走不开，有束缚的含义，但

是“羁绊”常用于搭配感情或人际关系，不与“知识”搭配，排除 B项。“束缚”指使受到约束

限制，可以和“知识”搭配。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目瞪口呆：形容受惊而愣住的样子。 

怅然若失：心情不如意，好像失去了什么。 

呆若木鸡：泛指人因惊惧而发愣发呆的样子。 

束缚：使受到约束限制；使停留在狭窄的范围内。 

禁锢：束缚，强力限制。 

 

2.【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第一空搭配对象为“潜力”，“潜力”指一种潜在的能力，其特点是隐藏的、还未

被开发的。B项“解放”侧重被束缚，不自由的，比如，解放思想，与“潜力”搭配不当，排

除 B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还有 7亿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可知，我国目前任务繁重，

辨析选项，“艰巨”指困难而繁重，比“艰难”“困难”多了一层任务重之意，更符合语境，且

“任务艰巨”是常用搭配。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发挥：把内在的性质或能力表现出来。比如，发挥优势（能力、才能、长处等）。 



 

 

解放：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比如，解放思想。 

开发：发现或发掘人才、技术等供利用。比如，开发技术、开发潜力等。 

释放：①恢复人身自由。②把所含的物质或能量放出来。比如，释放能量等。 

艰难：艰辛困难，常用搭配为“生活艰难，创业艰难”等，不能与“任务”搭配 

本题也可从第二空直接选出答案，“任务”通常与“艰巨”搭配。 

 

3.【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先从第二空入手，该空修饰“特征”，B项和 C项“千头万绪”侧重复杂，“特征

复杂”搭配不当，排除 B项和 C项。A项和 D项“千差万别”侧重差别大，可用来搭配“特征”，

而且对应前面的“各国”，即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 

第二步，再看第一空，该空搭配“研究”，“研究”指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应

该侧重于“有难度”“较复杂”。A项“千变万化”侧重不确定，不能体现此意，排除 A项。D项

“千头万绪”指思想、问题等头绪多，符合“研究”的特征。锁定 D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各个学科的解读是不确定的”，体现了“对社会保障的理解不能形

成统一意见”，和后文转折“但是”之后的“永恒话题”语义相对。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千差万别：形容差别很大，各不相同。 

千头万绪：①事情很多而烦杂。②（思想、问题等）头绪很多而混乱的。 

千变万化：形容变化无穷。 

 

4.【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语境。由“如果这一切被”中“这一切”指前文的“在人类的脑海中，

‘科学’除了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外，往往扮演了‘真实’与‘客观’的化身。”这一种观念，

“颠覆”、“推倒”、“推翻”和“颠仆”都是摧毁的意思，可以与观念搭配，与文意相符。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语境。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里，是谁扣动了科学危机的扳机？”



 

 

可知第二空词语应表示弄清楚的意思，“厘清”，指整理清楚的意思，与文意相符。而“分清”、

“辨清”指区别清楚，与文意不符，另“厘正”指订正、改正的意思，与文意也不相符。因此

排除 B、C和 D选项。因此，选择 A选项。 

 

5.【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语境。根据“由于物产和风俗的差异”可知，第一个空的词语形容“各

地的饮食习惯和品味爱好”是有所不同的。“殊途同归”，比喻采取不同的方法而得到相同的结

果；“如出一辙”，比喻两件事情非常相似，与文意不符，因此排除 C和 D选项。“迥然不同”，

形容差别很大，一点儿也不相同；“天差地别”，形容两种或多种事物之间的差距很大，就像天

和地之间的距离一样，与文意相符。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语境。根据“传统”和“长期以来”可知，“烹调技术”，时间很长。

而“源远流长”，常比喻历史悠久，根底深厚；“积厚流光”，意为积累的功业越深厚，则流传给

后人的恩德越广，因此“源远流长”更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选项。 

 

6.【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寻找突破口。本题从第二空突破，由语境可知，小到直径只有零点几

微米的粘土，大到数十厘米乃至更大的巨型漂砾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泥石流中，所填的词语含有

“卷入”的意思，“汇集”“夹杂”“聚集”都没有卷入的意思，排除 B、C、D项。“裹挟”指风、

流水等把别的东西卷入，使随着移动，符合语境。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诱发”有致使发生的意思，填入横线处说明泥石流发生的因素，语

义明确。因此，选择 A 选项。 

 

7.【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语境。根据“把自己精力消耗在追逐名牌这个事情上，而不是把精力



 

 

放在……自己上面”可知，第一空应填入一个词语形容“把自己变优秀”，A项“提高”指使位

置、程度、水平、数量、质量等方面比原来高，一般不和“人”直接搭配，排除 A项。B项“打

扮”，没有体现“把自己变优秀”的含义，不符合语境，排除 B项。C项“武装”，武装自己指

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符合文意。D项“提升”，提升自己，搭配恰当。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语境。要填入一个词语表示“不被外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含义，

并且和“自己的心”搭配，守住自己的心，是常用搭配，排除 C项。因此，选择 D选项。 

 

8.【答案】B 

【解析】 

第一步，阅读文段，分析语境。根据文段“开阔的视野、……人心的作品和……人心的力

量”可知，顿号跟“和”表并列，此处填入的两个词应与前边分句中“开阔”形成并列关系。 

第二步，分析第一空。第一个空搭配对象是“人心的作品”，不能用“鼓舞”，因此排除 D

项。 

第三步，分析第二空。第二个空搭配的是“人心的力量”，而且填入词要与“开阔”形成并

列关系，根据搭配对象和语义轻重，B项的“撼动”意为打动人心，最为贴切。A项“汇聚”，

多指的是河流、空间上的汇聚，搭配不当，排除 A项。C项“感化”，侧重用言语和行动去感动

和改变一个人，强调对心里扫除影响、安抚创伤，不能与“开阔”形成并列关系，所以排除 C

项。因此，选择 B选项。 

 

9.【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引出话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通过指示代词“这”

引出观点，即“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最后一个分句补充论证。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适合做本段文字的标题。因此，

选择 B选项。 

【拓展】 

A 项是文中最后一句解释说明的部分，不是文段重点内容。 



 

 

C 项“势在必行”强调“从发展趋势看必须采取行动”，并不是文段重点。 

D 项未提及文段的主体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10.【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论述棉花花一直被废弃，第二句论述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被

废弃的棉花花中的黄酮类物质可以治疗老年痴呆，最后两句具体对棉花花可以治疗老年痴呆进

行阐述。 

第二步，文段属于“分-总-分”结构，重点在强调科研人员从被废弃的棉花花中提取黄酮

类物质来治疗老年痴呆，即废弃品有了新价值。 

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变废为宝”正是文段中“被废弃的棉花花可治疗老年痴呆”之

意。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 项不包含文段围绕论述的主体词“棉花花”，且“黄酮类物质”是棉花花内包含的物质，

不是文段论述的重点。 

C 项“获批新疆首个中国中药 5类新药临床试验”是文段最后一句解释说明的内容，非文

段重点。 

D 项中的“并成功转让药企”在文段中并没有提及。 

 

11.【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指出环保数据造假问题的责任主体是涉事企业和潜居幕后

的指挥者，“此外”表示并列关系，指出责任主体还包括“地方环保部门”“设备生产商”“运行

维护单位”。 

第二步，文段用“分-分”结构来阐述问题：环保数据造假已成利益链条化，作者的意图是

呼吁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对比选项，C项的“全链条打击”对应问题中的“利益链条化”，是文

中问题的合理对策。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 项“环保数据造假已经体系化”是文段问题部分的论述，非作者意图。 

B 项“不应该只惩罚涉事企业”表述不够具体，文段已经明确表明除了涉事企业，还有环

保数据中涉及的其他部门如“幕后的指挥者”“地方环保部门”等等。 

D 项“地方环保部门为了政绩”只是环保数据造假的一个原因，表述片面。 

 

12.【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提出声音能让画面更生动，接着通过商贩的“叫卖声”和

一句诗词指出声音成就了生活的诗意。“同样”表示类比关系，重心在后，指出声音在人与人交

往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打破沉寂”“冲刷尴尬”“化解矛盾”。 

第二步，文段为“分-总”结构。对比选项，C 项“多说一句”可以体现出“声音”，而“驱

散‘无言的冷漠’”对应文段类比后的“声音在人与人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即“打破沉寂”“冲

刷尴尬”“化解矛盾”。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A 项“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意思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要说不同的话，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文段并没有“情况不同”的语境。 

B 项“三寸不烂之舌”形容能说会道，强调口才好，与文段“声音的重要性”无关。 

D 项“无声不一定胜有声”仅谈到“有声很重要”，没有涉及“声音具体的作用”，如“驱

散冷漠”。 

 

13.【答案】A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项对应“灵长类动物的饮食或能更好地预测其脑容量”，“饮食”和“脑容量”

之间“可能”存在联系，A项中“或许……有联系”与原文意思相符，符合文意。 

B 项对应“对目前有关人类和一些灵长类动物为什么演化出了比大多数动物更大的脑部的



 

 

假说提出质疑”，文段只说了“提出质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属于曲解文意。 

C 项对应“虽然作者的分析未能说明为什么吃水果会带来更大的大脑”，可知原因并未明了，

C项中的“原因已明了”与原文意思相反，属于曲解文意。 

D 项对应“相较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度，灵长类动物的饮食或能更好地预测其脑容量”，可知

“有可能更好地预测脑容量”，D项中的“不能”过于绝对，属于偷换语气。因此，选择 A选项。 

 

14.【答案】B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项对应“人体组织的癌症风险差异可以用干细胞分裂时出现的错误，即所谓‘坏

运气’来进行解释”，可知“坏运气”这种解释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符合文意。 

B 项，通篇文章作者并没有呼吁让癌症患者放弃治疗，故“放弃治疗”属于无中生有。 

C 项对应“预计有关癌症‘坏运气’理论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可知关于“坏运气”理论

是存在争议的，符合文意。 

D 项对应“英国癌症研究会就认为，42%的癌症病例可以预防”，可知有些癌症是可以预防

的，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选项。 

 

15.【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之前提到现在缺少客观公正的电影评价，横线之

后提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根据话题一致的原则，横线处应呼应后文中的“浮躁心态”，

对电影提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的“放慢脚步”可以和文中的“调整浮躁心态”相呼应，即我们

不应该一味的追求电影发展的速度，适时的放慢脚步可以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更沉着，电影评论

才会更加客观公正。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 项“多听权威声音”表述有误，因为“权威的声音”并不一定就是“客观公正的”，我们



 

 

应该以沉着冷静的心态发表评论，并且多听来自各方的声音，才能保证评论的客观公正。而且

“权威的声音”只出现在了文段第一句，不能呼应横线后面的“浮躁心态”。 

C 项中的“审美的渴望与需求”在整个文段中都没有提及。 

D 项“做专业态度与民间立场的摆渡人”不能够和后文中“浮躁”的心态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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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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