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世间所有长久的关系都是________的，就像拉开木门，面对一碗拉面，对旁边的

人微笑着点一点头，说一句：“我开动了。”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凉薄 不过如此 

B. 冷漠 原来如此 

C. 寡淡 仅此而已 

D. 凄清 如是而已 

 

2. 雄企鹅这样煞费苦心地用石子来讨好雌企鹅绝非小题大做，而是由于筑巢的石子对

它们有________的魅力。有好巢才能吸引好配偶，筑巢最好的雄企鹅，引起异性注意的机

会最大。别致的巢能够________雄企鹅作为配偶的价值，确保配偶的珍贵投资——企鹅蛋

不被冰雪冻坏，所以雄企鹅要________地通过建造新居来打败竞争对手。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不可名状 体现 千方百计 

B. 不可抗拒 彰显 不遗余力 

C. 无与伦比 昭示 不惜血本 

D. 无以复加 代表 千难万险 

 

3. 大连人直面历史，表现出了应有的________，采取了极为________ 的做法，他们

没有“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完好地保留了那些欧式建筑、广场和绿

地。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气度 睿智 

B. 理智 开明 

 C. 魄力 大胆 



 

 

D. 胸襟 另类 

 

4.假若没有来自于碰撞的热储备，“地球发电机”就根本不会启动，地球也就不会拥

有一个保护着地球生命的磁场了。太阳辐射会毫不留情地剥离大气层并冲击地球表面，地

球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和现在火星相同的命运。由此看来，我们这个适于居住的世界就好像

是由一些互不相干的现象构建起来的，包括月亮的诞生、磁场的形成、板块构造和水的存

在等等。假若没有那次碰撞，地球就没有足够的热能在地核中启动热的对流运动，地球磁

场也不会形成；假若没有水，地壳就可能太浓稠从而不会分解成构造板块。看看金星吧！

它没有板块构造，没有水，没有磁场。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一项是： 

A. 地球，宇宙的孤例 

B. 地球，碰撞的奇迹 

C. 地球，必然的偶遇 

D. 地球，偶然的侥幸 

 

5. 我国农业面临的成本上涨、价格倒挂、增收趋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个根本制约

是________________。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多时，“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经营方

式，就能激发农村的活力，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

老龄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培育懂农村、有闯劲且留得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方式开始落后 

B.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农业合作化发展滞后 

C.农村适龄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 

D.农村大部分劳动力流向城市，农业增长方式依旧落后 



 

 

6. 精准科学选人用人，要以坚持考实评准为基本前提。知人不深、察人不准，对干部

的了解仅停留在感性上、印象上，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

千剑而后识器。精准科学识别一名干部的德才高低、能力强弱、作风好坏，必须经过长期

的观察与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仅通过定期有限的考察就想掌握班子，仅依靠数次

谈话就想吃透干部，这是不切实际的。要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建立经常性分析研判制

度，主动深入班子、走近干部，通过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实地调研等方式，全方位、

多角度、立体式考察干部。 

根据这段文字，下列对精准科学识别干部理解错误的是： 

A.是用好人的基本前提 

B.其关键是看干部的平时表现 

C.需要多维度、长时间的考察评价 

D.必须包括才德、作风等多方面内容 

 

7.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容易导致下肢血液回流不畅，形成血栓。静脉血栓是血栓

把血管堵塞，造成血液无法流通，从而引起肢体肿胀、疼痛，以及浅静脉扩张、曲张等临

床表现。静脉血回流到心脏后，会进入肺部来完成氧气的交换。深静脉血栓在血管的一端

与血管壁仅有轻度粘连，血栓另一端则自由地漂浮在血管壁内。热敷、按摩和挤压下肢，

容易使血栓脱落，随血流进心脏，最后“卡”在肺动脉里面，导致肺动脉血流受阻，进而

引发咳嗽、胸闷等症状，甚至导致窒息死亡，即肺栓塞。 

对这段文字理解错误的是： 

A.用热敷、按摩的方法来缓解静脉血栓是错误的 

B.深静脉血栓比浅静脉扩张更加危险 

C.预防静脉血栓，需要人们运动起来 

D.具有堵塞性是血栓的“原罪” 

 



 

 

8. 文字概率相对于数字概率具有模糊性、非概率运算性和语义特性等特征。数字

概率是一种更精确的风险表达方式，在风险沟通时人们对其能比较客观地传递、解释

和利用。文字概率和数字概率在进化历史上出现时间不同，隶属的发展领域（语言和

数学）也不同，所以其特征上的差异可能不止于以上所述。例如文字概率的非概率运

算性表明，人们传达或接受文字概率表征的信息时不会按照概率规则进行审慎地运

算，文字概率更多地引发直觉式思考，数字概率更多地引发分析式思考。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A.文字概率与数字概率不同 

B.数字概率其实优于文字概率 

C.文字概率与数字概率分属不同领域 

D.数字概率与文字概率的思考方式不同 

 

9. 维生素 C 又叫抗坏血酸，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溶液显酸性。医学研究表

明，人类在不良情绪下，会产生过多氧自由基，损伤细胞和组织，导致皮肤失去弹

性，出现皱纹。而维生素 C 与氧自由基发生反应，从而清除自由基，可有效避免肌肤

老化。那么，维生素 C 又是如何美白皮肤的呢？原来，皮肤的颜色主要取决于肌肤中

黑色素的含量。抑制酪氨酸酶的合成是美白的关键之一，而维生素 C 能抑制此酶的的

活性，阻断黑色素生成，且可将已形成的黑色素还原成无色的黑色素前质。 

下列说法与原文不符的是： 

A.维生素 C 能够避免肌肤老化 

B.酪氨酸酶合成可以美白肌肤 

C.维生素 C 能阻断黑色素生成 

D.不良情绪容易使人出现皱纹 

 

10. ①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土著们在语言和文化上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统一性 



 

 

②他们没有航海设备，只有原始的舟筏，却在占据了将近地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大洋

中，找到了一个个孤悬海上的小岛 

③他们有着相似的风俗习惯，在相隔极远、完全陌生的岛上，竟然可以用同一种语言

进行简单交流 

④原始的南岛语族，创造了航海奇迹 

⑤这使得许多世纪后，“地理大发现”浪潮中驶入太平洋的西方航海家们惊异地发

现，几乎他们每找到一处新的岛屿，都已有了土著们居住过的痕迹 

⑥然后定居其上，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将

上述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 ④⑤②①③⑥ 

B. ④②⑥⑤①③ 

 C. ②⑥⑤④③① 

D. ③①②⑥④⑤ 

 

11. 有“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之称的三坊七巷街区，有人将其比喻为鱼骨与鱼

刺，有人则形容为菩提树叶，或直呼为“非”字形。笔者觉得，它倒更像一片优美的

棕榈树枝叶，南后街似叶片的主脉，向西伸出的三条支脉为三坊，向东生出的七条细

脉是七巷。由北向南的三坊依次为衣锦坊、光禄坊、文儒坊，七巷的顺序依次为杨桥

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官巷和吉庇巷。 

对这段文字的内容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三坊七巷的历史 

B. 三坊七巷的走向 

C. 三坊七巷的建筑 

D. 三坊七巷的格局 

 



 

 

12.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自然卫星，也是人类目前唯一能够抵达的地外星球。在人

造卫星之外，利用这颗自然卫星开展对地球的遥感观测，有着诸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

性。月球表面积远远大于任何的人造卫星，因而在月球上布设遥感器，不用考虑载荷

多少、大小、重量等，可同时置放很多不同类型的遥感器，形成主被动、全波段同步

观测的能力，对于观测大尺度地球科学现象——全球环境变化、陆海气相互作用、板

块构造及固体潮、三极对比研究等会有深入的认识，并有可能观测到先前未知的科学

现象。 

对上述文字概括最准确的是： 

A.月球比人造卫星更加适合布设遥感器 

B.月球对地观测有着天然的综合性优势 

C.月球有望能给空间对地观测带来革命 

D.月球开辟对地观测科学与技术新方向 

 

13. “据理力争”不是最佳的表达方式，太用力、太急切地想说明道理，反而少了从

容淡定。它反映出“力争”者的不够自信，也表明他对听众辨别事理能力的低估。 

以下与作者表述的观点最接近的是： 

A. 有理不在声高 

B. 公道自在人心 

C. 此时无声胜有声 

D. 针尖不必对麦芒 

 

14. 我国古代对于公文的保密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

法”(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商朝时，设立了守藏史这一官职，专门负责保

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周朝继承了商朝的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我国历史上

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到了秦朝时，在文书上玺印封缄，在传递过程中使用“封泥”已是

一种普遍的做法。到了东汉时期，办公文件保密用的“封泥”竟然成为把守关隘的比喻



 

 

词。《后汉书·隗嚣传》记载：“(王)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说明守关如封泥，应小心翼翼，不得有一丝疏漏。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的是： 

A.历代公文的保密方法 

B.“封泥”一词的演变过程 

C.档案储存方法的演变 

D.史书对文书保存方法的记载 

 

15.人的自尊可以划分为有条件的自尊和无条件的自尊。前者是通过达到一些预设

的标准来获得的自尊，自我价值感有赖于这些标准的实现，而非自我的本真需要，比

如认为拥有美貌才有价值感。有条件自尊者往往并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其衡量自尊的

标准是内化得来的。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对自己欲求的行为进行奖励，对不欲

求的行为进行惩罚，这就把行为标准强加给了儿童。儿童会不自觉地把这种标准当作

自己的人生追求。有条件的自尊往往通过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总是通

过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与这段文字的意思相符的一项是： 

A.人的本真需求是有条件自尊的来源 

B.父母的过分溺爱会损害孩子的自尊 

C.有条件自尊者往往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 

D.父母给孩子制定行为标准对其成长不利 

 

 

 

 

 



 

 

参考答案： 

1.【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的主语是“关系”，“凉薄”指淡薄无情；“冷漠”

指（对人或事物）冷淡，毫不关心；二者修饰都是人，与“关系”搭配不当，排除 A 项

和 B 项。“凄清”指凄凉冷清的心境或氛围，也不能与“关系”搭配，排除 D 项。第

二步，验证第二空，“仅此而已”指只是这样罢了，表示一种内心的满足，符合前文“微

笑”的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三空，根据前文“引起异性注意的机会最大”等

可知，好的巢对雄企鹅非常重要，所以雄企鹅通过“建造新居”来达到“打败竞争对手”

的目的。“千方百计” 侧重多种方法，文中只有“建造新居”一种方法，排除 A 项。

“千难万险”侧重艰难和危险，文中无从体现“危险”和“艰难”，排除 D 项。第二

步，再看第一空。“无与伦比”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文段没有将雄企鹅的魅力和其他

的事物进行比较，排除 C 项。“不可抗拒”指无法阻挡，可以体现“筑巢的石子对雌

企鹅很强的吸引力”之意。锁定答案为 B 项。第三步，验证第二空。“彰显”与“价

值”搭配得当，能够体现别致的巢的重要性。因此，选择 B 选项。 

 

3.【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从第二空入手，根据“没有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保存了欧式建筑”可

知，该空应体现了大连人的“包容心态”和“创新性行为”，且感情色彩积极。第二步，“睿

智”指英明有远见；“大胆”强调有勇气；“另类”侧重与众不同，三者均体现不出“包容”

的意思，另外“大胆”和“另类”是中性词，感情色彩不符，排除 A 项、C 项和 D 项。 

第三步，验证第一空，“理性”指用知识去思考，不凭感情用事，可以体现后文大连人

的行为。因此，选择 B 选项。 

 



 

 

4.【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用反面论证提出碰撞对于地球的重要性，接着具体解释由碰

撞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如“月亮的诞生、磁场的形成等等”，最后又再次强调碰

撞对于地球的重要性，且与金星作对比。第二步，文段结构为“总-分”，主要强调“碰撞”

的重要性。对比选项，只有 B 项提到了“碰撞”这个话题。因此，选择 B 选项。 

 

5. 【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根据横线前“一个根本制约是”可知，横线处

应填入一个农业方面的问题。横线后出现一个转折词“但”，转折之前讲“原来经营方

式的好处”，转折之后是“现在的经营方式出现了问题”。所以横线处所填语句应该表

示“经营方式有问题”。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与后文话

题保持一致。因此，选择 C 选项。A项“农业生产方式”、B 项“农业合作化”和 D 

项“农业增长方式”与后文的“农业经营方式”话题不衔接。 

 

6. 【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知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往往”是不确定表述，“会出

现用人不当”在逻辑上是因果关系，A 项“是用好人的基本前提”中的“是”是肯定语气，

“基本前提”是必要条件关系，语气和逻辑关系都理解错误。 

B 项对应最后一句“要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强调“日常考察”的重要性，符合文

意。 

C 项对应第三句“经过长期”和最后一句话“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考察干部”，

符合文意。 



 

 

D 对应第三句“德才高低、能力强弱、作风好坏，必须经过长期的观察与了解”，其

讲的是从多个维度进行长期关注，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7. 【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第二步，A 项对应最后一句“热敷、按摩和挤压下

肢，容易使血栓脱落，随血流进心脏，最后‘卡’在肺动脉里面”，由“卡”可知，“这

种方法是错误的”，A 项符合文意。项“浅静脉扩张的危险”文段未提及，且“深静脉

血栓”与“浅静脉扩张”危险性的对比也没有提及，不符合文意。项对应第一句“长时

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容易导致下肢血液回流不畅，形成血栓”，也就是多运动对预防静

脉血栓有好处，C 项符合文意。项对应“静脉血栓是血栓把血管堵塞，造成血液无法流

通……”，可知血栓的“原罪” 在于堵塞，D 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8. 【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指出文字概率和数字概率的特点，第三句指出由于出

现的时间和发展的领域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止于此。最后一句通过例子点明二者之间

的差异还有哪些。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分”，重点在说明文字概率和数字概率之间的差异。因此，

选择 A 选项。 

 

9.【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维生素 C……可有效避免肌肤老化”，符合文意。 



 

 

B 项对应“抑制酪氨酸酶的合成是美白的关键之一”，文段中说的是“抑制酪氨酸

酶的合成”，而不是“酪氨酸酶的合成”，曲解文意。 

C 项对应“维生素 C 抑制此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生成”，符合文意。 

D 项对应“人类在不良情绪下，会产生过多氧自由基……出现皱纹”，符合文意。因

此，选择 B 选项。 

 

10. 【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②和③均出现指示代词“他们”，若②③作首句，

则其指代不明，故②③不适合做首句，排除 C 项和 D 项。第二步，比较④后接②还是⑤。

④的论述核心为“南岛语族的航海奇迹”，②的论述核心“没有设备，用原始竹筏就可以在

广阔的海洋中找到小岛”明显是对“航海奇迹”的解释。而⑤的论述核心“新的岛屿有土

著人的居住痕迹”与④论述核心关联性不强，排除 A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11. 【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谈到对于“三坊七巷街区”的形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

法。第二句通过“笔者觉得”给出作者的观点，即阐述“三坊七巷街区”的布局结构。第三

句话对作者观点做出解释说明，阐述“三坊”和“七巷”具体的名称。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分”。其中第二句话是重点句，论述“三坊七巷”的整

体形态及布局。对比选项，D 项中“格局”和作者的观点相符。因此，选择 D 选项。 

 

12. 【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引入话题——月球既是地球唯一的自然卫星，也是人类

目前唯一能够抵达的地外星球。第二句指出“利用月球开展对地球的遥感观测优势颇多并



 

 

不可替代”。第三句对第二句进行解释说明，说明利用月球开展对地球的遥感观测的优势和

不可替代性具体如何体现。 

第二步，文段属于“总—分”结构，重点句为“在人造卫星之外，利用这颗自然卫

星开展对地球的遥感观测，有着诸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对比选项，B 项是同义替

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A 项偏离文段重点，属于后文解释说明性内容。 

C项表述有误，文段并没有提及“月球有望能给空间对地观测带来革命”，只是论

述利用月球对地球进行遥感观测有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并非带来革命。 

D项表述有误，文段并没有论述“月球开辟对地观测科学与技术新方向”，只是论

述利用月球对地球进行遥感观测有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并非开辟新领域。 

 

13.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可以看出“据理力争”指的是用力、急切

地说明道理。第二句解释了这种表达方式不好，是因为它反映出“力争”者的不够自信

和对听众辨别能力的低估。 

第二步，可以判断本文是一个“提出观点—解释说明”的结构，观点重在强调不要“据

理力争”，不要太用力、太急切地说明道理，要保持从容淡定。 

第三步，对比选项。A 选项“有理不在声高”符合文段语义。因此，选择 A 选项。 

B 项的“公道自在人心”的主体是公道，也就是道理，但文段中主要强调的是表达

方式，B选项错误。 

C 项“此时无声胜有声”强调没有声音，但是文段强调的是不要太用力、太急切，

还是有声音的，C 选项错误。 

D项“针尖不必对麦芒”说的是实力相当的双方不必对立，而文段强调的是“可以

争执，但不必声高”，排除。 

 

14. 【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提出了“我国古代对于公文的保密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

后面叙述商、周、秦、东汉等朝代公文是如何保密的。 

第二步，文段是并列结构，进行全面概括，全文讲的都是公文的保密。 

第三步，对比选项，A 项符合。因此，选择 A 选项。 

B 项的“封泥”一词是从秦朝开始的，不能包括之前的夏、商、周，B 项错误。 

C项的“档案”与文段“公文”话题不一，错误。 

D项的“文书保存方法”与文段“公文的保密方法”话题不一，D 项错误。 

 

15.【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文段中第二句话“前者（有条件的自尊）是通过达到一些预设的

标准来获得的自尊……而非自我的本真需要”，可知人的本真需求并非是有条件自尊的

来源，A 项不符合文意。 

B 项文段并未提到“父母的过分溺爱”这一概念，属于无中生有，B 项不符合文意。 

C 项对应文段最后一句“有条件的自尊往往……，这样的人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来看待

自己”，可知有条件自尊者往往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C 项符合文意。 

D 项对应文段第四句“父母把行为标准强加给了儿童”，但“对其成长不利”文段没有

提及，D 项不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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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国考估分密卷】 

行测 4 套+申论 4 套（含解析） 

《高频考点速记》+《申论热点预测》 

2 套国考模拟卷（169 元可批改可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