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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答案】D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第一空与“以身示范”意思相近，需填入一个表“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人”的意

思。“以身作则”指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身体力行”多用来表示努力实践，亲身体验。两者

意思均符合。“事必躬亲”形容办事认真，毫不懈怠。“身先士卒”指作战时将领亲自带头，冲在

士兵前面。比喻领导带头，走在群众前面。两个成语均不符合，排除 A、C 项。第二空的意思应

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做法去影响晚辈从而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言传身教”既用言语来教导，

又用行动来示范。指行动起模范作用。“循循善诱”指善于引导别人进行学习。题干为涉及学习，

排除 B。第三空“潜移默化”形容“影响”语义符合。选择 D。 

22.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辨析 

【解析】根据“完整的历史文化”可知第一空修饰“历史发展脉络”的词语应该是形容好的

方面，A 的“完整”后面已经出现了，排除 A。第二空，不太确定，从第三空入手，通过“并落

脚于”可知第三空应与“落脚于”形成一个过程且意思相近，“起点”指开始的时间或地点正好

和“落”对应。选择 B。 

23. 【答案】D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第一空，根据前文“或者干脆”可知，应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语义要重。不闻

不问强调的是看和听两方面，不符合语境，排除 A 项和 B 项。第二空根据“自己小算盘打得又精

又响”可知，作者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应填入偏消极的词汇。独善其身偏褒义，不符合语境，

排除 C 项。明哲保身指因怕连累自己而回避原则斗争的处世态度，与文意相符。选择 D。 

24.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根据语境，有人……也有人，说明形成反向并列，前文是狂笑不止，动作幅度很大，

那么后文内容一定是程度很重的，且能形成反义的，“笑”和“哭”语义相反，的意思， “痛哭

不已”符合语境。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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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空后有“而是”，表转折，后文讲“青砖石地，一派素静”，说明空格处所填入内容

要有浓郁的色彩，排除 C、D。A 选项浓妆可以，淡抹不可以。选择 B。 

26. 【答案】A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这个空修饰节奏，后文又有控制，所以需要有快有慢，故答案是 A。行云流水指：

①流动的水和飘浮的云彩；②比喻旋踵即逝的东西；③比喻自然流畅，不拘泥。不用来形容节奏。

C 只强调快，D 只强调慢。选择 A。 

27. 【答案】C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辨析 

【解析】第一空，考察固定搭配，能够搭配“策略”一词的首先排除“采纳”，“启用”是第

一次使用，文段中没有语境体现是第一次。从第二空来看，需要能够修饰“安全性”和“时间是

否延长”，“保证”和“保障”可以修饰“安全性”，但不能接不确定语气的“是否”，故只能填入

“证明”。选择 C。 

28. 【答案】C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和成语综合考查 

【解析】第一空，根据语境信息“不靠谱”、“竟然正儿八经”，可以知道“一线”一词是很

随意得来的，而后文确实是介绍由来，故排除“层出不穷”和“异想天开”。引号表示形象说法，

故能够和“随意”的语义对应的只有“妙手偶得”，“妙手偶得”本用在艺术创作上，在此形象的

表明这些想法只是随意而来的。第二空“划分”带入没有问题。选择 A。 

29. 【答案】D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和成语综合考查 

【解析】第一空用来修饰老师在工作岗位上的状态，对学生的态度，故排除“孜孜不倦”和

“脚踏实地”，这两者都是用来说明学习者自身的态度的，而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工作状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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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诱导”偏消极，老师对学生是“指引”作用。选择 D。 

30.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辨析 

【解析】此题主要从第二空入手，简短和照旧形成对比，所以空格处需要和“奇葩”形成反

义，“奇葩”即不正常，奇怪，故和“正常”形成照应，其他都不行。选择 B。 

31. 【答案】A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辨析 

【解析】第一空，从语义分析，“底线”和“临界点”可知是一种本质的变化，有一个节点

的，所以排除“变化”和“退变”。第二空，根据语境“调控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可知，第

二空出内容应该填入能够调控作用的，决定方向的，因此“导向”比较符合语义。选择 A。 

32.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和成语综合考查 

【解析】第一空，辨析词义，“甄选”在审查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主要是表明在进行选择之

时是有根据的，是通过了各种条件的审核之后才得出的结论而不是随意的选择；“遴选”是是公

务员队伍内部竞争性的转任和选拔方式，是在公务员队伍中“二次择优”的一项制度创新；“筛

选”利用筛子进行选拣，现泛指通过淘汰的方式挑选；“挑选”指从若干人或事物中找出适合要

求的。根据文意排除 C和 D。第二空，根据语境“从比例上而言”、“垃圾”多，海量的生产，难

免好的坏的都有，故符合语义的是“泥沙俱下”。而不是单纯强调质量差。选择 B。 

33. 【答案】A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辨析 

【解析】此题考查固定搭配，第一空，“担负”一般搭配责任，是个动词，而第一空内容应

该填入名词，故选“负担”，排除 C、D。第二空，搭配“责任”，“规避”责任是常规搭配，“避

免”一般搭配危害、损失等，故排除。选择 A。 

34. 【答案】B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实词和成语综合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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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空，根据语境，“经过近 10 年”、“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说明经历的时间长，

而且是点滴的积累，经验从无到有的过程。“摸索”能够体现长时间的艰辛。“改进”是在已有的

基础上的，故排除。“探索”侧重未知领域，不适合。“发展”体现不出长时间的艰辛。第二空，

“毋庸讳言”指用不着隐讳，可以直说的内容。带入也符合。选择 B。 

35. 【答案】D 

【二级考点】 逻辑填空 

【三级考点】 成语辨析 

【解析】根据语境“顿号”可知，空格处内容需要和“预先防范，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意思接近。“未雨绸缪”指的就是事先做好准备，符合语义。“居安思危”侧重思想层面提前准备

好，“防患未然”和预先防范重复。“临渴掘井”正好与空格后内容语义相反，故排除。选择 D。 

 

36. 【答案】C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解析】文段开头通过背景铺垫引入历史城镇旅游商业活动的现象，进而通过举例论证分析

了旅游商业化形成的原因，“因此”引导出结果即重点句：旅游商业化不可避免。与选项对比后

可发现 C 选项是对于重点句的同义替换。B 选项是对于“旅游商业化不可避免”的原因论述，是

强干扰选项，AD 两个选项为背景铺垫中的内容，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37. 【答案】C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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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答案】B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主旨概括 

【解析】文段通过列举三个事例反映出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而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每

个人都有‘垃圾’情绪”，并提出了“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阳光、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

即该文段属于分—总结构，重点在如何解决“垃圾”情绪的对策，故本题答案选 B，A 选项仅仅



 

5 

 

阐述了问题本身，非文段重点；C 选项仅仅针对的是文段当中前两个事例，非重点；D 选项，偏

离重点，为“垃圾”情绪带来的危害，而非对策。因此，选择 B 选项。 

39. 【答案】A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解析】文段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总结构。文段首句指出假货治理面临新的挑

战，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手段跟不上形势发展，通过转折词“然而”提出作者的观点“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痼疾复发”。通过“更何况”引出治理该问题的对策，即“大数据、人工智能

的发展，也为假货治理、品牌维权的新生态提供了新的可能”，对策句是作者强调的重点，故本

题答案选 A。B 项偷换语气词，文段仅是说“提供可能”而非真正“可以做到”，故排除；C 选项

仍属于问题本身，故排除；D 选项是出现在转折句之前，非重点，且非文段强调的主体，故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0. 【答案】B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代词指代 

【解析】本题属于代词指代题。代词指代做题原则是就近原则，“他们”前面就近的句子中，

说的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出现的问题。所以“他们”指代的就是外国留学生。选择 B 项。A

选项出现在文段第一句中，但是“他们”后面接的是对名量词搭配有困惑，这个困惑是外国留学

生的。不是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因此，选择 B 选项。 

41. 【答案】B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主旨概括 

【解析】文段“换言之”之后的内容是对前文的概括总结，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民主政

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后面出现了必要条件的关联词“只有……才”，条件是重点，即主旨句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谨慎而有效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选项 B 是对这句话的精简压缩

及精简压缩，而其他选项都没有谈到“国家治理”和“民主政治”这两个主体的关系。因此，本

题答案为 B 选项。 

42. 【答案】D 

【三级考点】下文推断 

【解析】文段介绍了大数据算法下，个人和商家在隐私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文段结尾给出

了一个措施，即公共管理部门介入。问接下来讲述的内容，重点分析尾句，结合话题一致，下文

依然会围绕公共管理部门谈。ABC 三个选项和文段结尾的话题不符。所以，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43. 【答案】C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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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考点】态度理解 

【解析】找到法玛的观点，可以看到文中说到“因此，法玛认为……”分析最后一句话，只

有 C 项是对原文的同义替换。A 项与原文不符，“同时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能就市场信息瞬

息做出反应”，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B 项与法玛的观点相悖。D 项无中生有。因此，本题答案

为 C 选项。 

44. 【答案】D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解析】文段介绍了地球工程的应用，但是面临着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转折词“但是”后

面的是文段重点介绍的内容，“但也存在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地球工程对环境存在的副作用，

可能引起棘手的政治挑战，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些改变气候的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都值

得重视”。作者的意图是需要解决地球工程的负面影响，所以本题答案为 D 选项。而 A 项是在介

绍文段的内容，是问题本身；B 项是负面影响的表现，不是文段重点内容；C 项的对策，并不能

解决地球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选择 D 选项。 

45. 【答案】B 

【三级考点】态度理解 

【解析】文段第一句陈述一个事实，介绍亲密是什么。第二句引用法国谚语，然后用转折关

联词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谚语说“故事的开端都是温情而美好的”，转折之后作者的观点：亲

密关系不是最初粘合阶段的关系，后面又说是一种长期维持且经得住考验的关系。所以，B 选项

是对作者观点的同义替换。A 选项，“亲密是一种能力，不是人人都懂”，这句话出现在文段的

开头，说得是亲密是什么，没提到亲密关系，主体偏离。C 选项表述错误，并非是“无限制”，

而是以“平衡对方的方式”。D 项表述绝对，不是所有男人都不知道如何保持亲密关系，文段说

的是“男人们通常不知所措”。因此，选项 B 选项。 

46. 【答案】C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细节理解 

【解析】文段最后一行说与外资企业一来一往间，我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在日益改善，

也就是说外资企业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C 项符合。A 选项，定位文段第一行，

原文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关键在于时间是“30 多年来”，而

不是进入 21 世纪就成为了全球投资的热土；“逐渐”成为，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过程，而选项则

表述为已经成为则是一个过去时的表述，所以 A 选项表述与原文不符。B 选项，定位原文中，“外

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选项则表述为外资企业已经可以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独当一面，表述与原文相比较过于绝对。D 选项，原文表述为截止 2017 年 6 月，而

不是选项中所表述的 2017 年 6 月，所以 D 选项错误。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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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答案】B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解析】文段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重点在最后一句，“面对学生日趋多样的选择，学校

也应当思考如何将实践要求‘私人订制’，满足学生的真正需求。” 就是要从学校出发，关注

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学生的真正需求，最终解决“实习证明”的问题，B 项是对此的同义替换。

A 选项，只是文中作者对客观实事的描述；C 选项由于学生“刚需”，“实习证明”交易平台才

越来越红火，根据学生不同的要求价格出现了高低不等，而且这种“实习证明”是一种不好的现

象，作者提出来就是想解决这种不好的现象，而不是通过限定价格来维持它的发展，所以 C、D

两项错误。因此，选择 B 选项。 

48. 【答案】A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意图判断 

【解析】文段首先介绍实体书店对于全面阅读，文化建设，城市发展，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接着提出了问题，全国多数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尚未考虑到为实体书店及早留出一席之地，

使得实体书店布局不够合理，文段结尾提出作者的想法“希望更多的城市建设者重视实体书店建

设，提升城市品位，丰富市民生活”。A 选项符合作者的意图。D 项为强干扰项，文段并非强调

实体书店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强调“重视实体书店建设”。因此，选择 A

选项。 

49. 【答案】C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主旨概括 

【解析】文段为“分总”结构。文段前面通过援引观点和解释说明得出结论，“正因如此”

后面引出文段主题句，C 项就是对主题句的全面概括。A 项是援引观点的时候提到的。B 项在文

段中没有提到。D 项是在前面分句中提到的内容，不是主题句。所以，正确选项是 C 项。 

50. 【答案】B  

【二级考点】语句表达 

【三级考点】语句填空 

【解析】语句衔接题，文段讲的是小型潜水艇驱动的话题，“此外”引导的结尾句应该与前

文的话题一致，前文介绍的是小潜艇具体的驱动方式，只有 B 项在说明驱动的具体方式，文段只

谈到一种驱动方式，所以不存在 A 选项中的“切换”概念，C 选项内容与前文无任何关系，首先

排除。D 选项谈及的是艉翼的设计，也与前文无关。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51. 【答案】A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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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考点】词句理解 

【解析】本题属于词语理解题。词语理解的做题思路是首先定位原文找到词语的位置，提问

方式是问“三个时代”的词语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词语之后出现冒号表示解释说明的意思，对

其后内容的三个方面进行概括，选择 A 项。 

52. 【答案】C 

【二级考点】语句表达 

【三级考点】语句排序 

【解析】首先通过首句的特征可以看到，⑤中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了指代词；⑥

中是以“然而”开头的，不适合作首句，故排除 BD。再验证⑥与②，哪个句子应该与③相连，

③中引出话题“这种社会结构”，与②中现代商业社会论述的话题一致，而⑥中论述的话题是“传

统人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与③论述的话题不符合，排除 A。故本题答案选 C。 

53. 【答案】C 

【二级考点】语句表达 

【三级考点】语句排序 

【解析】本题是语句排序题。②的话题是“洞穴遗址”，⑤先讲“考古学遗址有多种分类方

法”，然后引出“露天遗址”和“洞穴遗址”，⑥的话题是“洞穴遗址”。②和⑥的话题应跟在⑤

的话题之后，排除 A 项和 D 项。且②中有“所谓”，前面应当提到“洞穴遗址”，②跟⑤衔接比较

紧密。故答案为 C。 

54. 【答案】B 

【二级考点】语句表达 

【三级考点】语句排序 

【解析】本题是语句排序题。观察②、④、⑤，②介绍“张大人花”的定义及特点，④讲的

是“张大人”花名的由来，⑤讲的是西藏的地理位置。因为②、④都在讲“张大人”花，应该放

在一起，且②是引出话题，所以④不宜作首句，排除 A。③中有“当时”这一时间代词，因此前

面不能跟⑤，排除 C 和 D。故答案为 B。 

55. 【答案】D 

【二级考点】片段阅读 

【三级考点】细节理解 

【解析】本题是细节理解题。A 对应第二句“它凝结了中华先人适应自然……中华文化遗产”。

B 可由第三句“对于家在大运河畔住的人们来说，……也是波涛滚滚的乡愁记忆”推出。C 对应

文段最后两句。D 对应首句，“第一长河”错误，是最长的人工河流，偷换概念。故答案为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