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内部资料，仅供交流学习

一、政治
备考tip：“新”提法、“新”文件和“新”讲话是我们考察的

重点内容。

【常用理论】

“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四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

“四大成就”：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真题演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布局。

常识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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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全面建设世界先进国家  
C.全面建成超级小康社会 D.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方法点拨】

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四个全面的最新提法，需要

考生对此进行一定的了解。同理，比如“已经历史性的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注意此说法是正确的。

二、法律
备考tips：需要平时积累和了解，复习重点为行政法、法理

学、宪法和民法。

【真题演练】

除了在各个部门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法律义务以外，我国宪法

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未能依法履行义务，根据情节轻

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包括（  ）。  
①行政责任 ②社会责任 ③民事责任 ④刑事责任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方法点拨】

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

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它包括了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因此，答案为D。

三、科技
备考tips：考察以重大科技成就和生活常识为主，但同时也

会涉及到物理、化学等方面的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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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简单】

（1）物理—光

① 光的直线传播

原理：光在同种均匀媒质中沿直线传播。

应用：手电筒的光、影子的形成、小孔成像、日食、月食、

激光准直、排队。

② 光的反射

原理：光在两种物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物质

中的现象。

应用：镜子、水面的倒影、月光下的水坑、潜望镜。

③ 光的折射

原理：光从一种透明均匀介质斜射到另一种透明介质时，传

播方向改变的现象。

应用：凸凹透镜、水中的筷子、水中的鱼、海市蜃楼、彩

虹、渔夫插鱼要插鱼下方。

④ 光的散射

原理：光通过不均匀介质时一部分光偏离原方向传播的现象。

应用：晴天的时候天空是蓝色的、晚霞

（2）化学—排序

① 空气元素含量：氮、氧、稀有气体

② 地壳元素含量：氧、硅、铝、铁

③ 海洋元素含量：氧、氢、氯、钠

④ 人体元素含量：氧、碳、氢、氮、钙

（3）综合—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① 物理变化：没有生成新物质

经典现象：焰色反应、酒精溶于水

② 化学变化：有新物质生成

经典现象：燃烧、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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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演练】

下面关于科技史的知识中，说法错误的是（    ）。  
A.都江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修建于战国时期  
B.古代力学中著名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是阿基米德发现的

C.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首次提

出广义相对论  
D.罗马数字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其中没有表示零的符号

【方法点拨】

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其中探讨了

光线在狭义相对论中，重力和加速度对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广义相对论的雏型开始形成。1912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另外一

篇论文，探讨如何将引力场用几何的语言来描述。至此，广义相

对论的运动学出现了。到了1915年，爱因斯坦场方程发表了出

来，整个广义相对论的动力学才终于完成。所以1905年爱因斯

坦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是第一篇狭义相对论论文，而

不是广义相对论。

因此，C项错误。正确答案为C。

四、人文
备考tips：内容繁多，数量广泛，尽可能的拓宽知识面为佳。

【真题演练】

在汉字发展史上，起源于战国时期，秦时普遍流行于民间，

到西汉晚期已达到成熟阶段，使汉字走向简化、笔画化、定型化

的一种字体是（  ）。  
A.隶书  B.篆书  C.金文  D.楷书

【方法点拨】

隶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

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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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

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

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同时，小篆和隶书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

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因此，是使汉字走向简化、笔画化、定型化的字体。因此，答

案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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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词填空

经典题型1

民间文化同以官方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

的精英文化并非________的。举例来说，它像无垠无际的沃

土，________着正统文化和精英文化，而衰落了的正统文化和

精英文化又如枯枝败叶一样，流落于民间，丰厚了它的土层。

依次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相依相伴    培育  B全然隔绝    滋养

C此消彼长    维系  D.泾渭分明    培养

【考点】语境分析

【解析】第一空，设空处前文在讨论民间文化跟正统文化、

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后文通过“举例来说”引出对前文的解释

说明，即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精英文化彼此之间联系紧密，根

据设空处前的“并非”可知，设空处填入词语应含有“没有联系”

之意。A项“相依相伴”意为相互依赖共同做伴，C项“此消彼长”

指这个下降，那个上升，引申为不要太过于在乎此时的失去，别

的方面会有长进，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或者多面性或者引申为两个

事物之间的反相关关系。两项均不符合语境，排除。

第二空，B项“滋养”意为供给养分，D项“培养”意为

以适宜的条件使繁殖或按照一定目的长期地教育和训练使成

言语理解 经典题型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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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比之下，“滋养”更能与设空处前文的“沃土”形成照应，

更符合语境。故答案为B。

【方法点拨】

语境分析——解释关系

1.判定方式：

①同义互换词：无异于、类似于、换言之、也就是、像、

比如、举例来说；

②标点：冒号、破折号；

③指代词：这、其、此；

④假设 /条件词：只有……才、只要……就；

⑤总结词：总之、综上所述、因此；

⑥上下文。

2.寻找提示信息，一般出现在标志词的前 /后；

3.确定答案，选择提示信息的“互解词”，包括词义互解、

主体与特征功能互解、动作行为与结果互解。

经典题型2

必须承认，我们在给年轻人贴上“个性”标签的同时，其

实多少也暗含着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主观评价。问题是，哪一

代人不都是从________的青年时代，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的？

都需要经历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身份 ________，这种转变对每个

人来说都不是 ________的。

填入画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稀里糊涂    蜕变    顺顺当当

B.稀里糊涂    改变    风平浪静

C.懵懵懂懂    改变    风平浪静

D.懵懵懂懂    蜕变    顺顺当当

【考点】语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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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一空，与后文的“成熟和理性”构成反对关系，“稀

里糊涂”表示迷糊、马马虎虎，贬义词；“懵懵懂懂”指人不清

醒，中性词；搭配“青年时代”，“懵懵懂懂”更合适，据此排

除A、B；三空，“风平浪静”比喻平静无事；“顺顺当当”表示

顺利，从学生到职业人身份的转变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所以应

填入“顺顺当当”。代入二空验证，“蜕变”比喻事物发生形或

质的改变，句中表示从懵懂到成熟的变化。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语境分析——反对关系

1. 判定方式：

① 转折词：虽然……但是……，然而，可是，却，不过，

事实上；

② 对比词：不是 /并非……而是，过去……现在，多……

少；

③ 变化词：转变为，变得。

2. 寻找提示信息，一般出现在标志词的前 /后；

3. 确定答案，选择提示信息的相对 /相反的词，不局限于

反义词。

经典题型3

这深居太华山中的云湖，千百年来仰望着苍翠古木，

________着竹林风语，翕敛着涓涓溪流，融天地日月于怀中。见

证着山河沧桑，________着这方古老的土地。于万物生长的节奏

中，感知着大地的冷暖，虚怀若谷地默默________着历史岁月。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聆听  守望  沉潜  B.倾听  守护  沉潜

C.聆听  守望  沉淀  D.倾听  守护  沉淀

【考点】词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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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空，“聆听”指虔诚认真地听，带有尊敬色彩；

“倾听”指细心地听取（多用于上对下）。由“仰望”可知，“倾

听”填入不当，排除B、D。第三空，“沉潜”指在水里潜伏、

沉没；思想感情深沉，不外露；集中精神，潜心。“沉淀”有

凝聚，积累的意思。与“历史岁月”搭配，用“沉淀”更恰当，

排除A。验证第二空，“守望”可体现对于古老土地的看守瞭

望，符合文意。故答案为C。

【方法点拨】

词语辨析的方法：

1. 辨析方法：语素联想法、语境联想法；

2. 差异角度：①词义侧重；②词义轻重；③搭配对象；④

感情色彩；⑤词性与句法功能。

二、阅读理解

经典题型1

日本长野县从1970年至2010年气温上升了1.3℃，青森县

从1975年至2010年气温上升了1.2℃。在这段气温升高的时

期，两地“富士”苹果的酸性成分含量平均减少 15%，糖分含

量则平均增加了5%。南京农业大学葡萄种植专家研究发现，

在光热条件不同的地区种植的同一种葡萄，不仅口感不同，颜

色也不同。比如红提，它种在新疆是黑色的，但同样的品种拿

到南京种植就是粉红色的，甜味也有所不同。不同年份的法国

葡萄酒价格会相差悬殊，原因就是不同年份的雨热条件不同，

葡萄口感不同，酿出的酒的口味也不同。

上文主要说明了：

A.随着全球气温变暖，很多水果都出现了甜度增加的趋势

B.气温上升影响水果的甜度和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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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一种水果品种在不同的地方种植，口味会发生变化

D.同一种水果品种在不同的地方种植，颜色会发生变化

【考点】主旨观点

【解析】问题是“上文主要说明了”，可知，本题属于主旨

观点题。文段首先介绍了日本两地气温上升对苹果糖分的影

响，然后指出在光热条件不同的地区种植同种葡萄，会出现口

感和颜色的差异。由此可知，文段以苹果和葡萄的种植为例，

主要说明的是光热条件对水果甜度、色泽等的影响，对应B
项。A项只提到“甜度”、C项只提到“口味”、D项只提到“颜

色”，均不全面，排除。故答案为B。

【方法点拨】

主旨观点题的解题技巧：

1.主题词分析：①高频词；②提取关键句的陈述对象。（主

要用来排除错项）

2.层次分析：

①转折：前后文意相对，文意重心在后。

②承接：后句顺着前文的意思延续，文意重心在后。

③解释：后文为前文提供证明，文意重心在前。

④并列：事实或观点的罗列，文意重心前后兼顾。

3.选项分析：主要的干扰类型有：①侧重不同；②偷换概

念；③过度推断；④非重点内容；⑤以偏概全。

经典题型2

当人体骨骼发生骨质疏松时，疏松的骨骼会在体重负荷之

下出现“微骨折”，这些“微骨折”日积月累，会造成骨骼塌陷、

关节变形等病变，发生“差异性沉降”。其中，脊柱、胫骨近

端等部位差异沉降最为显著和典型。胫骨内外侧平台的“差异

性沉降”导致膝关节内侧软骨受压超过临界值，逐渐变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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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继而关节研磨加重，从而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下列说法与上文意思不相符的是：

A. 胫骨的“差异性沉降”是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发生和

发展的主要原因

B. 骨质疏松是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C. 骨骼的“差异性沉降”出现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

过程中

D. 在体重载荷的长期作用下，人体骨骼会发生不同程度的

沉降

【考点】细节判断

【解析】A项，根据“胫骨内外侧平台的‘差异性沉降’……

从而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可知，表述正确；B项，结合首

句和尾句可知正确；C项，最后一句话可知，表述正确；D项，

根据“疏松的骨骼会在体重负荷之下出现“微骨折”，……发

生‘差异性沉降’”可知，“人体骨骼”范围扩大。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细节判断题的解题技巧：

1.主要使用排除法。

2.错误项的类别主要有：

① 无中生有：文中未涉及到的信息，关键词为概念词、比

较词、推断词（比、更、相较、优于、应当、需要、会）；

② 正话反说，关键词为判断词（是非、能否、难易、好

坏）；

③ 绝对表述关键词为必须、根本、取决于、本质、唯一、

都、任何、一定、只有……才，一般情况下表述过于绝对，容

易是表述与原文不符的选项；

④ 偷换概念关键词为：概念词；

⑤ 混淆范围关键词为数量词、空间范围、修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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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题型3

说到食品安全的治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依然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面对现实，人

们自然而然将问题引向法律法规制度、政府监管体系、社会治

理机制的完善。这一指向当然是正确的，政府也沿着这些方向

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类治理方案的一个问题是，“远水解不

了近渴”。

作者引用“远水解不了近渴”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A.中国短时期之内无法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B.相关法律及机制建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C.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难度极大 
D.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

【考点】词句理解

【解析】问题是“作者引用‘远水解不了近渴’想要表达

的意思是”，可知，本题属于词句理解题。定位文段尾句，“远

水解不了近渴”是说明“这类治理方案”短时间很难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而“这类治理方案”即上文提到的法律法规制度、

政府监管体系、社会治理机制，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想要

说明的就是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机制建设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

能实现食品安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对应B项。A、D项有

一定的干扰性，但未点出这里的“远水”具体指代的内容；C
项与该句意无关。故答案为B。

【方法点拨】

词句理解题的解题技巧：

解题原则：代入原文，以文解文

解题方法：

指代类——承前指代，就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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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类——综合“本体”特点和“喻体”含义；

概念类——突出定义要点，完整全面。

三、语句表达

经典题型1

下列句子有歧义的是：

A.河南是中华文明开始的地方，是炎黄子孙的心灵故乡。

B.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

C.医改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是一项系统工程。

D.规范中成药命名应该通盘考虑，避免造成社会误解。

【考点】病句辨析

【解析】D项，表意对象不明确。第一种理解为，社会对规

范中成药命名这种行为可能有误解，需要通盘考虑，第二种理

解为，社会对中成药的名称可能有误解，需要通盘考虑。其他

三项无歧义。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病句辨析的解题技巧

1.常见错误类型：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

表意不明、句式杂糅、不合逻辑

2.分析方法：成分分析法、关键词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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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高频成语
栩栩如生：形容艺术形象非常生动逼真，像活的一样，多用

于形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不以为然：不认为是对的，表示不同意（多含轻视意）。

不以为意：不把它放在心上，表示不重视，不认真对待。

循规蹈矩：原指遵守规矩，不轻举妄动。现多形容一举一动

拘守旧框框，不敢稍有变动。

按部就班：指文章结构、选词造句合乎规范。现指按照正常

的条理、步骤去做。有时也指拘泥陈规，缺乏创新精神。

墨守成规：墨守，战国时墨子善于守城，后称善于防守者为

墨守。成规，现成的规则、方法。形容死守老规矩，保守固执，

不求改进。

莫衷一是：各有各的意见、说法，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的放矢：对准靶子射箭。比喻说话或做事有明确的目的，

有针对性。

汗牛充栋：意思是藏书极多，存放时能充满整个屋宇，外运

时能累得牛流汗。后以“汗牛充栋”形容书籍极多。

闭门造车：意思是说只要规格一样，关着门造车也是可以

的。现比喻不考虑客观实际情况，只凭主观想法办事。

泥沙俱下：泥土和沙子都跟着流下来，比喻好坏不同的人或

考前知识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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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混杂在一起。

江河日下：江河的水天天向下流。比喻情况一天一天地坏下去。

大谬不然：谬：错误的。然：对。意思是非常错误，完全不对。

佶屈聱牙：佶屈：曲折，引申为不顺。聱牙：拗口。形容文

章艰涩，读起来不顺口。

三人成虎：有三个人谎报市上有虎，听者就信以为真。比喻

讹传一再重复，就可能以假充真。

焚膏继晷：膏：油脂，指灯烛。晷：日影，指白天。意思是

夜里点了油 灯，继续白天的事。形容学习、工作勤奋。

求全责备：对人对事要求十全十美，毫无缺点。责备：要求

完备。

因势利导：因：循，顺着。势：趋势。利导：引导。意思是

顺着事物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

望其项背：能够望见别人的颈项和背脊，表示赶得上或比得

上（多用于否定式）：难以～。

望尘莫及：莫：不。及：到，赶上。意思是远远望着前面人

马行走时扬起来的尘土而追赶不上。比喻远远落在后面。常用作

和人比较时自谦的话。

言语理解常见病句类型及解题方法
【病句类型】

1.语序不当：①多项定语次序不当；②多项状语次序不当；

③主语和关联词语序不当。

2.搭配不当：①主谓搭配不当；②动宾搭配不当；③主宾搭

配不当；④两面对一面 /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例：能……关键

在于能否……）。

3.成分残缺或赘余：①主语残缺；②谓语残缺；③宾语残

缺；④成分赘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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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构混乱 /句式杂糅。

5.表意不明：①停顿不同；②对象不明；③词性不同；④指

代不明。

6.不合逻辑：①分类不当；②主客颠倒；③否定失当；④不

合事理。

7.词语 /成语用错。

【常用解题方法】

1.句子成分分析法：

提取主干（主谓宾定状补）

2.常见关键词法：

①关注关联词注意是否存在关联词使用不当、搭配不当或语

序不当等问题；

②关注指代词（这 /这些 /那 /那些……）注意是否存在指代

不明的问题；

③关注约数词注意是否存在语义重复的问题（例：近20%
左右的同学）；

④关注两面词（能否 /是否 /是不是……）注意是否存在两面

对一面 /一面对两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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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通常会考查两大体系：必然性推理和可能性推理。必

然性推理会涉及直言命题、复言命题以及朴素逻辑的推理；可能性

推理一般涉及削弱、加强型题目以及解释、结论、评价型题目。

经典题型1

某单位选年度先进工作者，根据标准有甲、乙、丙、丁四位

符合条件，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四人对结果进行了如下预测：

甲：这次乙肯定能上

乙：如果甲不上了，那么丁能上

丙：甲没上，丁也没上

丁：这次我上不了

结果出来显示只有一个人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最终当选的是：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D。解析：该题考查的是复言命题的矛盾。题干中乙

是“如果P，那么Q”，丙是“P且非Q”，乙丙互为矛盾命题，必定

一真一假。可优先考虑矛盾法。首先找矛盾，乙丙互为矛盾，其次

绕开矛盾判断甲丁情况，由题干中只有一人预测正确可知，甲必然

为假，甲为假，则乙不能选上，丁为假，则丁当选。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如果两个命题具有矛盾关系，则称一个命题是另一个命题的

判断推理 经典题型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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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命题。可以从一个命题为真推出其矛盾命题为假，也可以从

一个命题为假推出其矛盾命题为真。根据此特点可以解一类题，

此类题称真假话问题。方法为矛盾法：首先找矛盾，其次，找到

矛盾后绕开矛盾去判断其他命题的情况，最后回到矛盾中判断矛

盾中的真假，简称“一找二绕三回”。

经典题型2

甲乙丙丁四名青少年，拥有手机、电脑、相机三种电子产品

的情况如下

（1）只有一个同时拥有手机、电脑、相机

（2）三个人拥有手机，两个人拥有电脑，一个人拥有相机

（3）每人至少拥有三种电子产品中的一种

（4）甲、乙拥有电脑的情况相同（要么两人都有，要么两人

都没有）

（5）乙、丙拥有手机的情况相同

（6）丙、丁拥有手机的情况的不同

拥有相机的是：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C。解析：观察发现，（1）（2）（5）（6）都与手机

的拥有情况相关，由此可以从“手机”这一常见信息入手。根据

（2）（5）可知乙、丙都拥有手机，再结合（6），则丁没有手机，

根据（3），丁必须拥有电脑或相机，由于只有一个人拥有相机，

拥有相机的人一定是同时拥有三种电子产品的人，因此丁一定没

有有相机，则丁拥有电脑。根据（2）（4）可知甲、乙都没有电

脑，因此丙拥有电脑，也拥有相机。故答案为C。

【方法点拨】

朴素逻辑遇到元素对应类的题目，比如让我们将职业和人名

对应，车的品牌和颜色对应等，这种题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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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应对技巧即不要忽视题目中的常见词，即反复被提及的元

素，这一元素被提到的次数越多，那么相应的限制条件也就越

多，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得出一个确定的信息，进而快速解题。

经典题型3

研究人员发现，摄入高盐饮食的小鼠对抗由大肠杆菌引起的

肾脏感染和由李斯特细菌引发的全身感染的能力较弱。随后，他

们在正常饮食基础上，每天给10名20至50岁的健康男女额外增

加6克盐。一周后，与服用额外食盐之前相比，这些人体内一些

免疫细胞 (中性粒细胞 )吞噬和杀死细菌的能力大大受损。研究

人员得出结论，高盐饮食可能损害人体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

以下哪项不能支持上述结论?
A.当人体内盐含量高时，尿素会积聚在肾脏内，而尿素会

抑制中性粒细胞

B.对5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男女进行相同的研究发现，男

性因高盐饮食造成的疾病负担高于女性

C.摄入过量盐分时，身体会释放激素，使人体排泄更多盐。

这些激素包括糖皮质激素，具有抑制全身免疫系统的副作用

D.对20岁以下健康男女进行相同的研究发现，这些人体内的

部分免疫细胞吞噬和杀死细菌的能力受损程度高于高年龄段人群

【答案】B。解析：论据：通过小鼠和20至50岁健康男女对

照实验发现服用额外食盐的人体内一些免疫细胞 (中性粒细胞 )
吞噬和杀死细菌的能力大大受损。结论：高盐饮食可能损害人体

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

A项，通过解释含盐量高会抑制中性粒细胞，说明其能力受

损，加强了结论。

B项，说明高盐饮食会造成疾病负担，而题干讨论的是高盐

饮食和人体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的关系，疾病负担不代表人体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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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细菌感染的能力受损，所以说无关选项，保留。

C项，摄入过量盐分，造成身体释放激素，进而抑制全身免

疫系统，则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会下降，支持了结论。

D项，选取20岁以下人群相同实验，结果一样，不重样本，

支持结论。

故答案为B。

【方法点拨】

论证模型——求异论证

已知研究对象出现或不出现的两种场合中，某因素存在或不

存在，因此认为该因素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简而言之，通过实

验组和对照组中有无一个因素，产生的实验结果不同，最终得出

结论是建立了因果关系。

常见削弱方法：

1.因果倒置  2.否定此因  3.另有他因

常见加强方法：

1.解释因果  2.排除他因

二、图形推理

经典题型1

请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

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

定的规律性。

【答案】A。解析：本题这组图形

比较规整，对称性明显，可以考虑图

形的属性，第一行没有对称轴；第二

行三个图形都有一条对称轴；第三行

都有两条对称轴。故答案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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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题型2

把下面的六个平面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

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正确的一项：

A.①②⑤，③④⑥  B.①③⑥，②④⑤

C.①②④，③⑤⑥  D.①③④，②⑤⑥

【答案】D。解析：本题是分类分组的题型，六个图形均为

线条或直线或曲线，曲线光滑度高，先考虑整体，看看有无对称

特征。第一个图形为突破口，是中心对称，第二个图形是轴对

称，依次类推，①③④为一组，中心对称；②⑤⑥为一组，轴对

称。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九宫格图形，刚开始思考的时候可以从每行每列及全部考

虑图形特点。而对于对称性的考查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个别

题目不仅单个考对称，还会和其他的规律相结合，一同考察。

若图形外形并无相似性，即可从图形属性规律和数量关系来考

虑，此中要有顺序性，从易到难——先看最直观的对称性、曲

直性、封闭开放性，再数数量关系，遵循面、线、点的顺序。

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对图形的敏感度，训练解题思路，能又快

又准的做好图形推理。

三、定义判断

经典题型1

公民记者是指在新闻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发挥记者作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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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公民记者的是 :
A.下班时间在个人微博上发消息的某报记者

B.街头议论一起交通意外事故的几位大妈

C.向警方描述犯罪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D.通过论坛发布新机场启动仪式现场照片的观众

【答案】D。解析：对于这道题，我们发现材料信息量较少，

整体读完能知道讲的是关于记者的话题。但注意，虽然是发挥

了记者的作用，但主体却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这

个信息不能忽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选项。A项，“某报记者”

不符合主体定义，排除。B项，大妈虽然是普通民众，但她们

仅仅在街头议论，并没有发挥记者的传播新闻的作用，不符合

定义，排除。C项，只是描述犯罪现场的情况，并没有发挥记

者的传播新闻的作用，不符合定义，排除。D项，通过论坛发

布照片，发挥了记者的作用，同时，观众也符合普通民众的定

义。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定义判断这类题目会对一个词汇的含义进行详细的介绍，

解题需提取定义中的关键要点。其中包括定义中所提及的主

体、客体、方式、目的、性质等。而选项呈现的形式，往往是

一些不同的具体事例和案例。定义判断的做题思路，建议大家

先整体理解材料，如需择优选项，再看细节内容。多数的题

目，其实当我们快速浏览完材料后，基本可以确定那个唯一的

正确选项。但是对于难度系数较高的题目而言，往往会存在两

个及以上的选项让同学们感到非常的纠结。所以，当我们对于

选项的选择十分犹豫时，得多去观察定义中的细节问题，如以

上要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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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比推理

经典题型1

建筑：拱桥：通行

A.水域：湖泊：环境  B.职业：医生：治愈

C.金融：银行：储蓄  D.文学：传记：阅读

【答案】D。解析：题干建筑包含拱桥，两者是种属关系。

而拱桥的功能就是让行人通行。A项水域包含湖泊，但湖泊的功

能不是环境。与题干关系不一致，排除。B项职业包含医生。但

医生的功能不是让人治愈，而是给病人诊疗。排除。C项金融机

构包含银行，而不是金融。与题干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文学

包含传记，而传记的功能就是让人阅读。与题干关系一致。故答

案为D。

【方法点拨】

本题的重点在于对包含关系和功能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包含

关系分为种属关系和组成关系两种。难点在于对题干涉及的各事

物功能关系要准确把握。除此之外，难题还会涉及事物主要功能

和次要功能的区分。

经典题型2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A.万紫千红：姹紫嫣红 B.古往今来：天南地北

C.朝三暮四：喜新厌旧 D.左顾右盼：东张西望

【答案】D。解析：题干中“南征北战”与“东讨西伐”都

是指到处打仗，二者是近义关系且都为中性词，“南”和“北”、

“东”和“西”是反义关系，“征”和“战”、“讨”和“伐”是近

义关系。A项中“万紫千红”与“姹紫嫣红”都是指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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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色彩斑斓、五颜六色，二者是近义关系，但“万”和“千”

不是反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中“古往今

来”指从古到今，属于时间维度，“天南地北”指从南到北，属

于空间维度，二者不是近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

除 ;C项中“朝三暮四”与“喜新厌旧”都是指不专一、花心，

抛弃原来的喜欢新的，二者是近义关系，但“三”和“四”不是

近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含贬义，排除 ;D项中“左

顾右盼”和“东张西望”都是指到处看，二者是近义关系，且

“左”和“右”、“东”和“西”是反义关系，“顾”和“盼”、“张”

和“望”是近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故答案为D。

【方法点拨】

当类比推理题干词项是近义词时，选项同时又有多个符合近

义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细化题干词项之间关系，可以

考虑从程度轻重、词性、感情色彩的角度来判断。

1.程度轻重角度

2.感情色彩角度：贬义、中性和褒义

3.词性角度：形容词、动词、名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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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材料
资料分析的材料一般有文字类、表格类、图形类和综合类，

阅读材料时需跳跃式扫读抽取要点信息。其中，阅读文字类材

料时，重点关注统计时间、统计内容、段落大意、逻辑结构。通

过关键信息总结段落的核心内容，迅速从宏观上把握段内及段间

结构；阅读表格类材料时，重点关注总标题（统计时间、统计内

容）、行标题、列标题（统计时间：时间点、时间段；关键词：

其中、合计、累计等）、逻辑结构、单位、注释；阅读图形类材

料时，重点关注标题（统计时间、统计内容）、横纵坐标、单位、

注释等；阅读综合类材料时，各部分内容分别按照各类型材料分

析技巧分析即可，同时通过统计时间、统计指标等关键信息，重

点理清各类材料间的逻辑结构。

二、审问题
资料分析的题目往往通过题干，简单结合材料时间、选项，

便可迅速判断考查考点。

资料分析的题干一般可以拆分为“头、中、尾”三个部分来

把握。

题“头”往往会给出本题涉及的时间，阅读时间信息的同时，

大脑同步开始判断这道题提问的时间点是现期、基期、间隔基期

或者是年均等。

题“中”涉及本题的统计指标名称，我们需要提取关键字结

资料分析 经典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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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前对材料的阅读，快速回想，定位需要查找的数据所在段落

或者图表。

题“尾”通常会问本题的具体考点，判断考点后，结合材料

给出的条件，开始思考解题方法。

一般的简单题干通过以上的方式拆分阅读即可充分理解，如

若题干复杂，可以长句分解，逐句阅读。

三、找条件
通过统计指标进行定位，分析已知条件，再确定如何列式，

亦或是利用已知条件即可直接解题。

四、列式
理解并记住总结的关于增长、比重、倍数、平均数等考点的

基本公式，考点明确可直接套用公式，若涉及综合考点，一般是

基本考点的结合，稍加分析后即可快速列式。

五、计算
能观察先观察，能不算就不算，若必须计算，可借助尾数

法、特殊数字法、有效数字法、同位比较法等方法，简化运算。

六、真题展示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并与自动控制

等技术加速融合，服务机器人产业快速兴起，可分为专业服务机

器人和个人家庭服务机器人两大类。

表  2014‒2016 年全球服务机器人销售量与销售额

服务机器人
总销量 ( 单位：万台 ) 销售额 ( 单位：亿美元 )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专业服务机器人 3.29 4.11 5.76 40.7 46.0 59.1

个人 / 家庭服务机器人 470 540 680 19 22 30



27

内部资料，仅供交流学习

图  2016 年全球个人 / 家庭服务机器人应用结构图（按销量 / 万台）

问题：2016年全球家庭作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个人 /家庭服

务机器人的比例约为（  ）。

A.60%  B.64%  C.68%  D.72%
【题型特征】“2016年……占……比重……为”——求现期

比重；

【已知条件】通过表格材料第三行可知2016年全球个人 /家
庭服务机器人销售量为680万台，通过图形材料可知2016年全球

家庭作业机器人销量为460万台。

【列式】比重= ，代入数据，2016年全球家庭作业机器

人销量占全球个人 /家庭服务机器人的比例约为
460
680 。

【计算】
460 67.X%
680

= 。故答案为C。

必备公式  单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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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公式  两数之比

倍数 比重 平均数

现期
A
B

基期
B

A

1 rA
B 1 r

+
×

+

A a
B b
−
−

判断
变化

——

部分增长率>整体增长率，比重
上升。
部分增长率<整体增长率，比重
下降。
部分增长率=整体增长率，比重
不变。

总量增长率>份数增长率，平均数
增加。
总量增长率<份数增长率，平均数
减小。
总量增长率=份数增长率，平均数
不变。

计算
变化量

——

计算
变化率

—— ——

必备运算技巧  特殊数字法 

利用百分数和分数之间的转化，将百分数近似转化为一些特

殊分数进而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

1.常见应用： ，替换后，增长量=

2.常用百分数与分数转化：

50%=
1
2 ；

133.3%
3

≈ ；
125%
4

= ；
120%
5

= ；
116.7%
6

≈ ；

114.3%
7

≈ ；
112.5%
8

= ；
111.1%
9

≈ ；

19.1%
11

≈ ；
18.3%

12
≈ ；

17.7%
13

≈ ；
17.1%

14
≈ ；

16.7%
15

≈ ；

16.25%
16

= ；
15.9%

17
≈ ；

15.6%
18

≈

注：介于两个已知特殊百分数中间的数值，分母可取对应特

殊分数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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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判断通过题目特征能否确定该题考查的题型及具体

的考点。若能确定具体考点，则可结合复习过程中总结的题型

相关知识和思路方法解题；若属于未总结过的题型题目，则重点

在于寻找适合的解题方法（代入排除、方程法、赋值法、比例法

等）或遵循已知条件给出的规则解题。

一、常考考点
努力回想该考点常用的解题方法。若方法较固定，直接套

用；若解题方法不定，需要结合已知条件进一步确定解题方法。

【例1】某市质检部门对市面上常见的手持式体温枪进行质

量抽查，将10个不同品牌的体温枪分别进行编号（1号到10号），

然后随机抽取3个编号进行检查，则选择体温枪的3个编号正好

连号的概率为（  ）。

A.
1
5    B.

1
10   C.

1
15   D.

1
20

【题型判断】古典概率。

【方法点拨】

（1）公式： ；

（2）总的等可能情况数：10个不同品牌的体温枪中随机抽取

3个，有 3
10C 120= 种情况；

数量关系 经典题型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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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事件发生等可能情况数：3个编号正好连号的情况为：

（1，2，3）、（2，3，4）、（3，4，5）、（4，5，6）、（5，6，7）、（6，
7，8）、（7，8，9）、（8，9，10），共8种情况。

则选择体温枪的3个编号正好连号的概率为 ( ) 8 1P A
120 15

= = 。
故答案为C。

二、简单计算
非常考题型可依据已知条件，确定解题方法（代入排除、方

程法、赋值法、比例法等）或结合数字特性进行解题。

【例2】某小区进行绿化改造，为居民提供了A、B两套方案。

最初支持方案A的人数比支持方案B的人数多四分之一，后来有

6位选择方案A的居民改选了方案B，最后方案B以多出方案A
两票胜出，则参与投票的共有（  ）位居民。

A.85  B.90  C.95  D.100
【方法识别】本题描述中具有明确的等量关系，可用方程法

求解。

方法一：设最初支持B方案的人数为x人，则最初支持

A方案的人数为（1+
1
4

）×x=1.25x人。根据题意可列方程：

1.25x-6=x+6-2，解得x=40，则参与投票的共有1.25×40+40=90
人。故答案为B。

【方法识别】题干描述中存在分数，考虑数字特性。

方法二：根据“最初支持方案A的人数比支持方案B的人

数多四分之一”，可知支持方案A的人数∶支持方案B的人数

=5 ∶ 4，故参与投票的总人数应为9的倍数，只有B选项符合。

故答案为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