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经济增长下滑源于人口的老龄化，果真如此吗？有结论指出：人口结构越年轻，国

家越穷，而反之则越富。那么为什么要恐惧老 s龄化呢？人们认为衰老会让人变得脆弱，

65 岁以上的人是社会的负担。不过，一些人的生产力要远远高于其他人，而这并不关乎年

龄。事实证明，人口老龄化需要结合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和健康状况来综合考虑。全球

大多数国家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于年长者，他们通过提高教育程度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办

法，或许可以弥补年轻人口少的缺陷。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 

A. 人们完全有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B. 要多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C.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 

D.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2. 学术没有钱就像艺术没有钱一样，大概是很难发展的。马克思没有恩格斯的资助，

怕是写不完《资本论》的——尽管他是天才。杜甫如果不是有当着刺史、节度使，可以给

他资助或支一份饷银的高适、严武辈可以投靠，他在成都那些年的生活、创作，都得是另

外一副模样——哪怕他是诗圣。但是，单靠钱也堆不出学术，堆不出艺术。 

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 

A. 没有钱，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寸步难行 

B. 马克思和杜甫的成就离不开朋友的资助 

C. 钱是学术和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D. 只有钱和没有钱一样，学术和艺术都不能得到很多好的发展 

 

3.  在全球“智慧风潮”和相关政策的激促下，我国很多地方纷纷提出创建“智慧城

市”的口号，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培育竞争力、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市民就业、抢占

未来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但是，应当看到，目前的“智慧城市”实践多处于概念构建

期，人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智能城市或数字

城市层面，各大媒体出现的“智慧城市”也让人难以区别哪些是城市营销的手段，哪些是

城市建设的实况。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建设“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B. 建设“智慧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 目前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尚不明确 

D. 媒体中的“智慧城市”很可能只是一种城市营销手段 

 

4. 虽然人们总是这样假定：只要不断提升人类的理性，并使信息透明化，就能消灭谣

言产生的土壤。但迄今为止这一直只是个理想，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没有哪个社

会的人所传播的信息都完全正确，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为了尽快获知自己所关心的“真

相”，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传播那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谣言折射的正是

群体心理：他们的希望、恐惧、焦虑。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没有谣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B. 人们往往无意识地传播着谣言 

C. 谣言折射出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 

D. 人们往往为了获取真相而轻信谣言 

 

5. 对于消费者来讲，传统零售业最大的弊端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而互联网可以将一件

商品的真正定价变得透明，让每个人都知道商品的真正价格区间。传统制造业属于封闭式

生产，由生产商决定商品品种、型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割裂的。而互联网会让消费

者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由用户决定他们想要的商品。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 

A. 互联网将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 

B. 个性化定制是传统零售业的发展方向 

C. 互联网会对传统行业进行渗透与改造 

D. 互联网会对传统零售业和制造业产生影响 

 

6.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句口号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现在提倡“少说空话，多

干实事”。具体在解决交通堵塞这个问题上，如果大家都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少发一点牢骚，在行车时多观察一下周围再采取适当的行动，交通堵塞的现象肯定

会大大缓和，也就是驾驶员如果能自觉一点，不需要现在那么多的交警也能够有很好的交

通秩序。 



 

 

这段文字的主要观点是： 

A. 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需要大家的自觉性 

B. “只说空话，不干实事”会加剧交通堵塞 

C. 解决交通堵塞的根本在于提高人们的素质 

D. 增加交警的数量无助于缓解交通堵塞 

 

7.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赞美的可信度要靠批评的自由度

来检验。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批评意见的环境中，那么无论赞美的声音表达得

多么充分，也不能让公众信以为真，因为最真实的评价总是在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言论环

境中产生的。一旦缺失了这一保障赞美言论公信力的制度土壤，哪怕赞美真的是出自当事

人的真情实感，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对这段文字的主旨概括最准确的是： 

A. 赞美与批评是矛盾的统一体 

B. 真实的赞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C. 批评和赞美都需要自由的言论环境 

D. 能够自由表达批评才能有真实的赞美 

 

8.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网络语言低俗化都对网络文明建设造成了危害，甚至会从网上

转到网下，降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路径已经很清晰：从虚拟空

间进入口语表达，再进入书面语，最终有可能沉淀到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如果任由网络

低俗语言发展，久而久之它们就会成为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网络语言低俗化的负面效应已开始凸显 

B. 网络语言低俗化将会影响社会文明程度 

C. 应该警惕网络语言向习惯语转化的可能 

D. 急需采取措施治理网络语言低俗化趋势 

 

9. 不可否认，________的阻隔，是阻碍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是语音聊

天，还是视频通讯，其________便是不断缩短空间的距离。我们或许无法做到“父母在，

不远游”，但至少可以多跟家人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怒哀乐，让父母在亲情的喃语中得到心灵



 

 

的慰藉。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时空  意义 

B. 地域  初衷 

C. 环境  作用 

D. 信息  目的 

 

10.微博实时、便捷，与旅游“在路上”的状态________。微博提供“社交+媒体”平

台，用户乐于在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受，也容易接受他人的推荐。旅游属于体验型服务，

即时消费型产品，人们在消费前往往会________别人的评价，两者再次找到契合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一拍即合  搜索 

B. 殊途同归  借鉴 

C. 不谋而合  参考 

D. 相辅相成  听取 

 

11. 说话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说话的人，纵然________，滔滔不绝，

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________，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成功人士大多是成功的说话者，

毫不夸张地说，其成功至少有一半是用舌头________的。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能言善辩  讷口少言  实现 

B. 绘声绘色  不露声色  完成 

C. 口若悬河  片言只语  创造 

D. 侃侃而谈  缄口不言  获取 

 

12. 借助于影视改编的力量，谍战小说近几年在市场上________，屡屡成为人们茶余饭

后的谈资，也渐次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而谍战小说家屡获文学大奖，更________着“谍战

小说热”所传递的某种文化诉求已经参与了当下文化空间的书写。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风生水起  象征 



 

 

B. 方兴未艾  预示 

C. 炙手可热  说明 

D. 声名鹊起  透露 

 

1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功能受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后果。规模庞大的

留守儿童，是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解决这一问题________，且无法毕其功于一

役。多项改革不可能________，但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多层次的行动、全方位的改革必须

启动或加速。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千难万险  齐头并进 

B. 错综复杂  避重就轻 

C. 迫在眉睫  万无一失 

D. 千头万绪  立竿见影 

 

14. 尽管人工培育和种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市场需求的缺口，起到保护野生中草

药的效果，但这种做法并非________，因为有的品种可以实现人工种值，但仍有很多草药品

种无法实现这一突破。面对越来越多野生中草药濒危的现状，启动对野生中草药资源的大规

模普查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无可厚非  为期不远 

B. 一劳永逸  势在必行 

C. 事半功倍  任重道远 

D. 万无一失  恰中要害 

 

15. 文物是历史留下的印记，是过去写给今天和未来的“书信”，也是人类存在于历史

中的________。历史文化古迹损毁的后果是任何人都担不起的，每一次随意破坏文物的行

为，都应被视作对文明传承的挑衅。因为，那些留在历史中的足迹都是________的，没有

备份，也没有重来的可能。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见证  唯一 B. 记录  珍贵 



 

 

C. 痕迹  脆弱 D. 标志  模糊 

 

参考答案： 

1.【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头通过两个设问句抛出问题：讨论人口老龄化是

否对经济有负面影响。接着通过“不过”说明“一些人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关乎年龄”，也就

是并非所有的人口老龄化都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后通过“事实证明”得出作者的结论

“人口老龄化需要综合考虑”。并通过举例“全国大多数国家年轻人”对该结论进行解释。 

第二步，文段属于“分-总-分”结构，总论是重点。对比选项，B 项是对文段重点句

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2.【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讲了学术跟艺术一样，离开钱很难发展。然后通

过“马克思”和“杜甫”两个具体事例论证这一观点，最后通过转折词“但是”强调“单

靠钱也堆不成学术，堆不出艺术”。 

第二步，文段重点句在“但是”之后，强调“只有钱，学术和艺术也发展不好”。 

第三步，对比选项，只有 D 项包含重点内容。因此，选择 D 选项。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讲了我国很多地方提出“智慧城市”口号，将

“智慧城市”的建设作为重要战略。然后通过转折关联词“但是”引出我们应当看到当前

的“智慧城市”实践多处于概念构建期。 

第二步，文段重点在转折之后，主要讲的是目前的“智慧城市”实践多处于概念构建

期，人们的理解和媒体的宣传都还有局限性。 

第三步，对比选项。B 项“建设‘智慧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文段重点句的同

义替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4.【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给出一个假设“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谣言是

可以被消除的”。接着通过一个转折关联词“但”字话锋一转，给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



 

 

假设只是一个理想，很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即“谣言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最后，作

者进一步解释谣言不可能消除的原因“很多情况下，人们有着群体心理，常在不知不觉之

中传播着谣言”。 

第二步，文段属于“分-总-分”结构，重点句在“但”字之后，即“迄今为止这一直

只是个理想，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对比选项，A 项是其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A

选项。 

 

5.【答案】 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讲述“传统零售业”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互

联网”得到解决，接着阐述“传统制造业”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解决。 

第二步，文段属于“分-分”结构，概括这两点，可知文段主要讲的是互联网能够解决

传统零售业和传统制造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比选项，D 项是对整个文段的概括。因此，

选择 D 选项。 

 

6.【答案】 A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援引了上世纪的一句口号，引出“多干实事”。然

后将话题落在解决交通问题上，提出作者的观点，即如果大家能从自身做起，就能够创造

良好的交通秩序。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结构。文段重点句为第二句。主要讲自觉性对于交通秩

序的重要作用。 

第三步，对比选项。A 项“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需要大家的自觉性”是重点句的同义

替换。因此，选择 A 选项。 

 

7.【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提出观点“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接着从正面解释了观点的意思，即“赞美的可信度要靠批评的自由度来检验”，最后两句从

反面论证了“批评要自由，赞美才有意义”。 

第二步，文段为“总-分”结构，主要讲的是“批评的自由度对赞美的必要性”。对比

选项，D 项是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D 选项。 

 



 

 

8.【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甚至”介绍了网络语言低俗化会造成很多

危害，影响面很广。然后通过“网络语言具有沉淀到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这一特点”进行

解释“为什么影响面很广”。最后一句话用反面论证“如果任由……它们就会……”进一步

阐述了网络低俗语言发展的危害。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总-分”，主要阐述网络低俗语言发展的危害。对比选项，D 项

“急需采取措施治理网络语言低俗化趋势”是“网络低俗语言”的合理对策。因此，选择

D 选项。 

 

9.【答案】B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后文“语音聊天等”是解决前文“情感阻隔”的对策，

因此该空与“缩短空间距离”对应，也就是阻碍情感交流的一个原因是空间的阻隔。A 项

“时空”指时间和空间，而文段没有提到“时间”，排除。B 项“地域”指地方，属于空间

的范畴，符合文意。C 项“环境”侧重于周围的情况和条件，与文段强调的“缩短空间的

距离”不符，排除；D 项“信息”与“空间”没有联系，不符合文意，排除。锁定 B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根据“无论是语音聊天，还是视频通讯，……是不断缩短空间

的距离”可知，设置语音聊天和视频通讯的作用就是缩短空间距离。B 项“初衷”指最初

的心愿，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10.【答案】C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后面的两句话“微博……旅游……”是来解释第一句话的，

根据“两者再次找到契合点”可知，该空应体现“微博”和“旅游”有“契合点”这一含

义。“一拍即合”“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均能体现两者契合，符合文意。而“相辅相成”

强调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微博”和“旅游”并不存在相互补充关系，排除 D 项。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根据“交流信息”“分享感受”可知，人们在消费之前会通过别

人的评价来了解情况。A 项“搜索”仅指寻找，无法体现“了解”之意，排除。B 项“借

鉴”比喻把别人的经验或教训借来对照学习或吸取，一般不与“评价”相搭配，排除。C

项“参考”表示查阅、利用有关资料帮助学习、研究或了解情况，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11.【答案】C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填入词语与“滔滔不绝”语义相近，“滔滔不绝”形容话很多，

说起来没个完。“绘声绘色”强调描绘生动，“侃侃而谈”强调善于交谈、有风度，两者均未

体现“话多”之意，排除 B 项和 D 项。“口若悬河”侧重说话像瀑布流泻一样滔滔不绝，“能

言善辩”强调能说会说，A 项和 C 项符合文意。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绕梁三日”“成功人士大多是成功的说话者”可知，填入词语不

能带有消极的感情色彩。A 项“讷口少言”不善言谈，说话不多，不符语境要求。C 项“片

言只语”形容语言文字数量极少，能够与“一字千金”相呼应。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创造”指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用于表示用舌头取得成功十分

恰当。因此，选择 C 选项。 

 

12.【答案】A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屡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渐次进入文学研究的

视野”可知，该空应体现“谍战小说”发展态势很好。A 项“风生水起”形容蓬勃兴旺；B

项“方兴未艾”强调事物正在兴起、发展，一时不会终止，均能体现发展好之意，符合文意。

C 项“炙手可热”形容气焰盛、权势大，使人不敢接近，多用于贬义，感情色彩与文段不符，

排除。D 项“声名鹊起”形容知名度迅速提高，“谍战小说”为文学体裁，与知名度无关，

排除。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预示”用于表示将来，与文中表示“已经”过去时不符，排除

B 项。“象征”表示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13.【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并列关联词“且”可知，所填词语要与后文“无法毕其

功于一役”构成并列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无法一次完成，应该分成几步做，突出“事

情完成很困难”。“千难万险”指有困难和危险，此处无“危险”之意，排除 A 项；“迫在眉

睫”强调紧迫性，不符合语意，排除 C 项。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多项改革不可能……”对应前文的“解决这一问题无法毕其功

于一役”，因此该空应体现“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就完成”的含义。“避重就轻”指回

避要点，不符文意，排除 B 项。“立竿见影”指立即见到成效，体现了这一意思。因此，选

择 D 选项。 



 

 

 

14.【答案】B 

【解析】第一步，从第一空前面的“并非”和后面表转折的“但”可知，文段对“人工

培育和种植”的评价是“基本有效，但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无可厚非”意味着虽有小缺

点，但不必大加批评，可以原谅，若填入第一空就否定了“人工培育和种植”的合理方面，

故排除 A 项。“事半功倍”意味着用较少的工作达到成倍的高效率，但文中语境与“效率”

不相关，故排除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越来越多野生中草药濒危的现状”可知，目前状况极为急迫，需

要尽快解决，“恰中要害”仅仅表达恰好打中致命部位，没有紧急、迫切地采取行动的含义，

排除 D 项。“势在必行”比喻必须采取行动，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 选项。 

 

15.【答案】A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没有备份，也没有重来的可能”可知，该

空应体现“文物留在历史中的足迹只有一次，不能重复”。辨析选项，A 项“唯一”指只有

一个，符合语境。B 项“珍贵”指价值高、意义大、宝贵；C 项“脆弱”指不坚强、不稳

固；D 项“模糊”指不清楚，三者都没有“一次性”的意思，排除。锁定答案为 A 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把“见证”代入第一个空，说明文物是人类存在于历史的见

证，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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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