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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判断】

【高频考点 1 十九届五中全会】

1.四个全面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两个根本”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4.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新格局）

5.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支撑

6.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

7.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例题】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关于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下表述有误的是：

A.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

B.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C.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D.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解析】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A。2021年 1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

的重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等重要内容。因此，

A选项“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表述错误，B、C、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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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2 四大家】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唐诗四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

宋词四大家：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

明清小说四大家：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

楷书四大家：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元代赵孟頫

【例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曹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B.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C.关汉卿是元代诗歌的奠基人

D.“曲状元”是指王实甫

【解析】

本题正确答案为 B。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

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

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

论。因此，选择 B选项。

A项错误。曹雪芹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文学创作。他创作的《红楼梦》规模宏大、结构严

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

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浪漫

主义作家。

C项错误。关汉卿是元杂剧奠基人，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居四大家之首。他一生的戏剧创作十分丰富。剧目有六十多个，剧本大多散佚。他的

杂剧，有悲剧、有喜剧，题材广阔，深刻地揭露了元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他的《窦娥冤》

《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单刀会》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D项错误。马致远，元曲作家，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被称为

“曲状元”，代表作有《汉宫秋》等。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杂剧《西厢记》的作者，

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

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

的杰出代表。但没有“曲状元”之称。

【高频考点 3 病毒与新冠病毒】

病毒是一类没有细胞结构的生物体。结构简单，一般由核酸（DNA或 RNA）和蛋白质

外壳构成。根据寄生的宿主不同，病毒可分为动物病毒、植物病毒和细菌病毒（即噬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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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类。根据病毒所含核酸种类的不同可分为 DNA病毒和 RNA病毒。冠状病毒是一类主

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

颗粒就像一顶帝王的皇冠，因此得名“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对紫外线和

热敏感，56度 30分钟、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潜伏期为 1-14

天，多为 3-7 天，人群普遍易感。症状：呼吸道症状、发热、畏寒、乏力、腹泻、结膜充血

等，也有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源：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冠肺炎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

可能成为传染源。途径：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

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其他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例题】

关于冠状病毒，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目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不止一种

B.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物

C.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

D.冠状病毒的感染季节主要发生在夏秋

【解析】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冠状病毒对温度很敏感，在 33℃时生长良好，但 35℃

就使之受到抑制。由于这个特性，冬季和早春是该病毒疾病的流行季节。因此，D选项说法

错误，当选。

A项正确。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不止一种。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是目前已知的第 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余 6种分别

是 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引发重症急性呼吸

综合征）和MERS-CoV（引发中东呼吸综合征）。

B项正确。冠状病毒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但仅感染脊椎动物，如人、鼠、猪、猫、犬、

狼、鸡、牛、禽类。

C项正确。冠状病毒属的病毒是具囊膜（envelope）、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的 RNA病

毒，是目前已知 RNA病毒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

【高频考点 4 摩擦力】

1.增大“有利”摩擦

（1）增加接触面的粗糙程度：举重运动员往手上抹“镁粉”、卫生间地垫、鞋底花纹、

自行车的轮胎可有花纹；（2）增大压力：搓手取暖；（3）变滚动为滑动：汽车停车的时候，

需要增加摩擦力，滚动摩擦小于滑动摩擦。

2.减小“有害”摩擦

（1）减少粗糙面的粗糙程度：儿童滑梯的表面尽可能光滑，冰壶比赛用毛刷擦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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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压力：体操运动员手握单杠不能太紧；（3）变滑动为滚动：汽车启动的时候；（4）使物

体接触面稍稍分离：在门轴上滴加润滑油，磁悬浮列车的车体悬浮于轨道上方。

【例题】

关于摩擦力，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登山鞋增加了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增大了摩擦力，是有益摩擦

B.磁悬浮列车只受空气阻力，减小了有害摩擦

C.走路时，鞋与地面之间的摩擦是有益摩擦

D.人站在电梯上匀速上升受静摩擦力

【解析】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由于电梯和人都是做匀速直线运动，所以电梯和人的

合外力为 0，根据受力分析，在竖直方向上，人受到重力和电梯的支持力，在水平方向上不

受力的作用，所以没有摩擦力。电梯和人保持相对静止，所以可以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

只受重力和支持力，没有摩擦力。因此，D选项说法错误，当选。

A项正确。登山鞋增加了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增大了摩擦力，是有益摩擦。

B项正确。磁悬浮列车，“悬浮”使列车与轨道分离，列车只受空气阻力，减小了有害

摩擦。

C项正确。走路时，鞋与地面之间的摩擦是有益摩擦。因为如果没有摩擦力，人无法往

前走。

【高频考点 5 口罩】

熔喷布，俗称口罩的“心脏”。它的主要原料为聚丙烯，由许多纵横交错的纤维以随机

方向层叠而成的膜，纤维直径范围 0.5~10微米，其纤维直径大约有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

空隙多、结构蓬松、抗褶皱能力好，具有独特的毛细结构的超细纤维增加单位面积纤维的数

量和表面积，从而使熔喷布具有很好的过滤性、屏蔽性、绝热性和吸油性。

医用口罩及 N95 口罩是由纺粘层、熔喷布和纺粘层构成的，其中，纺粘层、熔喷布均

由聚丙烯 PP材料构成，防尘效率高达 99％，透气性好，无毒副作用。熔喷布本质上是一种

纤维过滤器，含有病毒的飞沫靠近熔喷布后，也会被静电吸附在表面，无法透过。

【例题】

下列关于口罩的说法错误的是：

A.N95型口罩对非油性颗粒的过滤效率不小于 95%

B.世界上最先使用口罩的国家是美国

C.熔喷布是以聚丙烯为主要原料的过滤材料

D.普通医用口罩对颗粒和细菌的过滤效率要求低于医用外科口罩

【解析】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世界上最先使用口罩的是中国。马可·波罗在他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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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

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

的口罩。13世纪初，口罩只出现于中国宫廷。侍者为防止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上使用了一

种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做成口罩。19世纪末，口罩开始应用于医护领域。德国病理学专

家莱德奇开始建议医护人员使用纱布罩具以防止细菌感染。因此，B选项说法错误，当选。

A项正确。N95 型口罩是 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认证的 9 种防颗粒

物口罩中的一种。“N”的意思是不适合油性的颗粒（炒菜产生的油烟就是油性颗粒物，而

人说话或咳嗽产生的飞沫不是油性的）；“95”是指在 NIOSH标准规定的检测条件下，过滤

效率达到 95%。该口罩常用于职业性呼吸防护，包括某些微生物颗粒（如病毒，细菌，霉

菌等）。其最大特点是可以预防由患者体液或血液飞溅引起的飞沫传染。

C项正确。熔喷布以聚丙烯为主要原料，纤维直径可以达到 0.5-10微米，这些具有独特

的毛细结构的超细纤维增加了单位面积纤维的数量和表面积，从而使熔喷布具有很好的空气

过滤性，是较为良好的口罩材料。

D项正确。普通医用口罩符合相关注册产品标准（YZB），一般缺少对颗粒和细菌的过

滤效率要求，或者对颗粒和细菌的过滤效率要求低于医用外科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符合 YY

0469-2004《医用外科口罩技术要求》标准，重要技术指标包括过滤效率、细菌过滤效率和

呼吸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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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

【高频考点 1 因果关联词】

标志：

所以、故而、因此、正因如此、因而、（由此）可见、看来、总而言之、导致、造成、

致使、使得、使等。

用法：

（1）结论词是文段重点句的显性标志，读材料时应重点把握；

（2）表明前后语句形成原因和结论的关系，前面是导致后面的原因。

【例题】

明末以来，海外学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在译介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时，主要集中于四书、

五经及《道德经》，以致西方学界一度认为中国再无其他具有哲学价值的优秀思想作品。阳

明学说形成之际，欧洲与中国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接触与交流，大批来华

传教士开始向欧洲介绍、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然而，传教士为了便于在华开展传教事业，

寻求本土文化支持，主要关注中国的儒道经典。阳明学说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圣

学”“心学”与“实学”的统一，有别于儒、佛、道之学，因此并未进入明末以来的西方研

究者的视野。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海外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狭隘

B.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C.阳明学说在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独特性

D.阳明学说不为西方学界所重视的原因

【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是背景铺垫，介绍海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中

华传统思想文化认识局限于四书、五经及《道德经》。第二句，介绍阳明学说形成之际，欧

洲与中国开始了文化交流。第三句通过转折关联词“然而”强调传教士主要关注儒道经典。

第四句出现因果关联词“因此”得出最终的结论“阳明学说并未进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

所以，文段都是在阐述阳明学说并未进入明末以来的西方研究者的视野的原因。

第二步，对比选项。D选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2 转折关联词】

标志：

其实、实际上、事实上、但是、可是、只是、然而（而）、当然、却、不过。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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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折之后是重点；

（2）转折前后语义倾向相反。

【例题】

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将处于社会中的我们分为“前台”与“后台”两种状态。

在公共的社交场合，我们往往处于“前台”的“表演状态”，恪守礼仪，收敛情绪，保持端

庄稳妥。而社会性死亡，恰恰类似于一场破坏了我们在社会互动中流畅表演的“舞台事故”，

将我们不想为人所知的“后台”直接暴露给了观众，让人不禁因为表演的失败，而从内心感

到挫败与尴尬。

这段话告诉我们：

A.“拟剧论”将人分为“前台”和“后台”两种状态

B.“拟剧论”将社会比作舞台，人们是舞台上的演员

C.社会性死亡暴露了人们不为人知的“后台”

D.社会性死亡类似一场突如其来的“舞台事故”

【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引用“拟剧论”将社会中的我们分为“前台”“后

台”两种状态，接下来通过转折词“而”重点强调社会性死亡将我们不为人知的“后台”状

态的一面暴露。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项和 B 项：属于转折前内容，非重点。D项：只是对应文段类比内容，未

讲到重点“后台状态暴露”。

【高频考点 3 行文脉络总分总】

文段形式：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观点——解释说明——重申观点

主旨句：

重点是对策句或观点句

【例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大数据成为推动社会各行业发展的重

要动力，也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平章起认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现代

化，就是适应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目

标、内容、方法、管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增添现代性因素，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

过渡，从低层次现代化向高层次现代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

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需要。大数据是现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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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鲜明的时代标识，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发展空间。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A.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有莫大功劳

B.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C.新时代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大数据的驱动作用

D.只有大数据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指出大数据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引

擎。中间部分援引平章起的观点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尾句照应首句，继续点明

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作用，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发展空

间。文段为“总—分—总”结构，首尾句为主旨句。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符合文段主旨。

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项和 B项：缺少核心话题“大数据”。D项：必要条件表述过于绝对。

【高频考点 4 行文脉络分总】

文段形式：

列举现象——提出观点/对策

主旨句：

观点句和对策句

【例题】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类型和水平差异显著，不同区域、层次、类型的教

育发展的历史传统、现实模式和未来图景也各有特点。高质量教育体系由充满活力、因地制

宜和各具特色的子系统组成，这需要将教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既为各地、各

校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硬性底线要求，以确保改革创新方向不动摇，也为不同地区、学校发展

提供更多弹性和广阔空间，以促进更丰富多样的特色发展。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A.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实施分类指导

B.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突出制度引领

C.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持续改革创新

D.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夯实资源保障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分析指出我国地区差异显著，也因此导致了各地间的教育

发展各有特点。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作者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即“在教育改革的底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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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地、各校多元化特色发展提供弹性空间”。文段结构为“分析现状——给出建议”，主旨

句为尾句所提出的对策。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需要实施分类指导”，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分类指

导”也符合文段的重点话题“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适合作为文段的标题。

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项、C项和 D项，都不能对应文段的核心话题“各地教育之间的特殊性”，

偏离重点。

【高频考点 5 语境分析之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

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它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

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

在逻辑填空题中常见的几种标点符号有：顿号、分号、逗号、冒号、破折号、引号等，

不同的标点符号具有不同的作用。

1．顿号、分号和逗号：并列；

2．冒号和破折号：解释说明；

3．双引号：讽刺、强调、引用、特殊含义。

【例题】

在历史上，“建小康”与“求大同”的观念是如影随形、________的。中国思想家们既

擘画了大同的终极理想，给人们勾勒了一幅“理想国”的圆满图景，也不忘规划小康的

________目标，描绘可望可及的美好生活。

A.并行不悖 远景

B.相辅相成 现实

C.如出一辙 发展

D.不谋而合 切近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要填入的词语前面是顿号，与“如影随形”构成并列，语义相近。

“如影随形”比喻两个事物关系密切或两个人关系密切不能分离。C项“如出一辙”比喻两

件事情非常相似。D项“不谋而合”指事先没有商量过，意见或行动却完全一致。二者都侧

重一致，语义过重，排除 C 项、D项。A 项“并行不悖”是指同时进行而互相不违背。B

项“相辅相成”指指两件事物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二者均符合语境，保留。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并列关联词“既……也……”，“勾勒‘理想国’的圆满图景”

与“规范小康目标，描绘可望可及的美好生活”构成反向并列，前半句强调理想、未来，后

半句则强调现实、当下。A项“远景”指未来的情景，语义不符，排除 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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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项 B选项。

【高频考点 6 词语辨析之感情色彩】

有些词语在使用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感情倾向，叫做感情色彩。一般来说，表现为肯

定、支持、表扬等积极倾向的词语叫褒义词，表现为否定、反对、讽刺等消极倾向的词语叫

贬义词。没有感情倾向的词语叫中性词。

【例题】

中国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自己，也在以合作理念增益世界。当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

________笼罩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倡议为各国带来希望；当世界经济面临何去何从的

难题，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中国方案________了治病救弊的良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阴霾 贡献

B.阴影 完善

C.迷雾 提供

D.愁云 设计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填入词语搭配“治病救弊的良方”，感情色彩偏积

极，且应有“提出”的含义。A项“贡献”指对国家或公众所做的有益的事，感情色彩积极，

符合文意。B项“完善”指使完备美好，“良方”是中国提出的，并非以前就有的，故“完

善”不符合文意，排除 B 项。C项“提供”指供给；D项“设计”指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

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定方法、图样等。C项和 D项均无积极的感情色彩，排

除。答案锁定 A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填入词语搭配“笼罩全球”。“阴霾”比喻环境恶劣，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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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

【高频考点 1 数量类—点】

（一）题目特征：线条较多或凌乱，有明显的交叉或相切特征。

（二）考查方式：交点（主要包括：X型交点、T型交点、顶点、切点）和端点。

（三）限定范围考查：曲直交点、内外部交点

（四）解题思路：

先整体数，后局部数。或者先找一般规律，后找特殊规律。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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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每个图形均有一个圆与直线条相切，考虑数

切点。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均有且只有两个曲直交点，且其中一个为切点，观察选项，只有 C项符合。

因此，选择 C选项。

【高频考点 2 数量类—封闭面】

（一）题目特征：

图形封闭空间特征明显。

（二）考查要点：

1. 面的个数

2. 面的形状和个数结合考查：如：数三角形围成的面，四边形围成的面，相同形状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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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面等等。

3. 面积：考查图形当中的特殊部分的面积大小。

【例题】

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正确的一

项是：

A.①④⑤，②③⑥

B.①⑤⑥，②③④

C.①③⑤，②④⑥

D.①④⑥，②③⑤

【答案】B

【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不同，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图形出现相同形状的面，考虑数相同形状面的个

数。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组。

图形①⑤⑥相同形状面的个数均为 4，图形②③④相同形状面的个数均为 6，分为两组。

因此，选择 B选项。

【高频考点 3 属性类—对称性】

（一）题目特征：组成元素不同，图形对称特征明显。

（二）考查要点：轴对称、中心对称、轴对称+中心对称。

1. 轴对称

（1）对称轴方向：如“—”、“|”、“/”、“\”等，也可考查对称轴的旋转。

（2）对称轴数量：对称轴的条数呈现数字规律。

（3）轴线关系：对称轴与图形中的线构成平行、垂直或重合关系。

2. 中心对称

3. 轴对称+中心对称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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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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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对称特征明显，考虑属性类对称性。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中三个图形的对称轴条数分别是 1、1、2；第二行中三个图形的对称轴条数分别

是 1、2、3；前两个图形的对称轴条数之和等于第三个图形的对称轴条数。第三行应用规律，

前两个图形的对称轴条数分别为 2、3，2+3=5，所以问号处的图形应有 5条对称轴，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4 定义判断—主客体+定状语】

定义判断作为每年的必考板块，涉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

等学科知识，涉及领域广泛，主要考察考生对题干信息要点的捕捉能力，需要掌握一定的技

巧才能有助于我们快速准确地提取定义中的关键信息，理清多定义题型中不同定义之间的区

别和联系，准确把握定义的核心内涵。定义判断的考查主要集中在关键信息的主客体和定状

语，因此把握定义中的主客体和定状语是备考的关键。

【例题】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

不得随意变更、反复无常。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是：

A.某市政府规定对于能够吸引外资企业投资的个人进行奖励，赵某引荐某国企业到该市

进行投资，但事后市政府拒绝给付奖励

B.某省工商局规定外地啤酒进入本地销售必须事先获得该局许可，同时应当缴纳特别经

营费，后来该规定因涉嫌行政垄断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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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某市公安局拟对钱某作出处以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后经调查证实钱某的行为并未违

法，因此未进行处罚

D.某市环保局认为其下级部门对孙某作出的五万元处罚过重，改为罚款五千元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

②不得随意变更、反复无常。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某市政府规定了要进行奖励，但赵某引荐某国企业后，市政府又拒绝给付奖励，

说明政府没有“对自己的承诺守信用”，违反了“不得随意变更、反复无常”，违反了信赖保

护原则；

B项：废除规定是因为涉嫌行政垄断，而不是工商局自己“随意变更、反复无常”，没

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C项：市公安局根据查证后的事实更改了处罚决定，而不是“随意变更、反复无常”，

没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D项：某市环保局改变的是其下级部门的处罚决定，不属于“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

应守信用”，没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因此，选择 A选项。

【高频考点 5 类比推理—并列关系二级辨析】

考试内容：并列关系的定义是指两个概念处于同一个级别上，但又彼此不包含，主要包

括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当我们确定了题干是并列关系，四个选项均是并列关系，这样就需

要我们进行二级辨析，逐一排除，找到正确选项。

【例题】

蜡烛∶电灯

A.钢笔∶毛笔∶文字

B.信件∶社交软件∶信息

C.镰刀∶收割机∶收割

D.计算机∶算盘∶数据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蜡烛”和“电灯”均能发出“光线”，前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二者和后

者属于对应关系，且“蜡烛”在“电灯”之前出现，“光线”是名词。

第二步，分析选项。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1515

A项：“钢笔”和“毛笔”均能书写“文字”。前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二者

和后者属于对应关系，但“钢笔”并非出现在“毛笔”之前，排除；

B项：“信件”和“社交软件”均能发送“信息”，前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

二者和后者属于对应关系，且“信件”在“社交软件”之前出现，“信息”是名词，与题干

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镰刀”和“收割机”均能用于“收割”庄稼，前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

系，二者和后者属于对应关系，且“镰刀”在“收割机”之前出现，但“收割”是动词，排

除；

D项：“计算机”和“算盘”均能处理“数据”，前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二

者和后者属于对应关系，但“计算机”并非出现在“算盘”之前，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例题】

孙子∶父亲∶祖父

A.昨天∶今天∶明天

B.厘米∶分米∶米

C.上旬∶中旬∶下旬

D.50ML∶0.5L∶5L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孙子”“父亲”与“祖父”属于并列关系，且三者的身份可以随时间发生转变。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昨天”“今天”与“明天”属于并列关系，且三者可以随时间发生转变，与题干

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厘米”“分米”与“米”都是长度计量单位，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但不可随时间

转变，排除；

C项：“上旬”“中旬”与“下旬”分别指一个月中的上段、中段、下段时间，三者属于

并列关系，但不可随时间转变，排除；

D项：“50ML”“0.5L”与“5L”是不同的容量，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但不可随时间转

变，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高频考点 6 加强论证】

考点内容：加强论证就是用一个或者一些已知为真的命题去论证另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或

者对方论证成立。加强论证的通常方式有：加强论点、加强论据、加强论证、前提成立。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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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地球孕育生命的摇篮，在史前的海洋中曾经生活着数不清的海洋生物，其中不乏

令人闻风丧胆的海怪，如邓氏鱼、恐鳄、巨齿鲨等。尽管海怪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是无敌的，

它们可以捕食大白鲨、生吞恐龙，但是它们却敌不过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当重大灾难降临的

时候，它们也难逃灭绝的命运。现如今，气候也正在影响着 “海洋居民”的生存环境，不

要让更多的生物像邓氏鱼、恐鳄、巨齿鲨一样黯然离场，人类的警醒和努力或许能为它们的

生存带去希望。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

A.人类可以凭借生物技术保护海洋生物的生存安全

B.人类的警醒和努力可以改善气候环境，避免重大灾难气候

C.只有人类与海洋生物和平共处，才能避免遭遇史前海怪一样的命运

D.尽管人类有着自命不凡的智慧，但是在重大灾难面前，一样是渺小的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现如今，气候也正在影响着 “海洋居民”的生存环境，不要让更多的生物像邓

氏鱼、恐鳄、巨齿鲨一样黯然离场，人类的警醒和努力或许能为它们的生存带去希望。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不明确项。该项只是提及了人类可以凭借技术保护海洋生物的生存安全，但并不

确定在气候灾难面前是否也能保护海洋生物，不具有加强作用。

B项：增加论据。该项指出人类的警醒和努力可以避免重大灾难气候，故可以为海洋生

物的生存带来希望，具有加强作用。

C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人类如何避免遭遇灭绝，与论点无关，论题不一致，排

除。

D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是渺小的，与论点无关，论题不一

致，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高频考点 7 削弱论证】

考点内容：削弱论证就是用一个或者一些已知为真的命题去论证另一个命题的虚假性或

者对方论证不成立。削弱一个论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构成对一个论证的结论形成否定。削

弱论证的方式包括：削弱论点、削弱论据、削弱论证结构、否定前提假设。

【例题】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面临着同样的趋势：图书馆纸质书籍使用量急剧下降，在耶鲁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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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图书馆，大学生的图书借阅量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 64%。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与过去

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普遍不爱阅读了。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A.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便捷的电子文献而不是纸质书

B.教师的纸质图书借阅量也在急剧下降。据统计，在很多大学，教师的图书借阅量下降

了近 50%

C.学生更多的从人文社会科学流向自然科学领域，从以书籍阅读为中心的领域流向注重

实验研究的领域

D.一些图书馆改变了室内空间设计风格，有更多空间放置桌椅和其他设施，从而使图书

馆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与过去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普遍不爱阅读了。

论据：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面临着同样的趋势：图书馆纸质书籍使用量急剧下降，在耶鲁

大学的一座图书馆，大学生的图书借阅量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 64%。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图书借阅量的下降是因为阅读习惯，而不是不爱阅读，

具有削弱作用。

B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教师的图书借阅量的下降，与论点“大学生”无关，论

题不一致，排除。

C项：不明确项。该项讨论的是学生学习领域的转移，但学生领域转移不等于不爱阅读，

不具有削弱作用。

D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图书馆的风格，与论点“大学生不爱阅读”无关，论题

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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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析】

【高频考点 1 方程与不定方程】

一、基本方程（组）：方程的个数等于未知数的个数。

基本方程（组）解题方法：

1.代入消元法；2.加减消元法。

二、不定方程（组）：是指未知数的个数多于方程个数，且未知数受到限制的方程或方

程组。

不定方程（组）解题方法：

1.代入排除；2.数字特性、因子特性。

【例题】

某部门正在准备会议材料，共有 153份相同的文件，需要装到大小两种文件袋里送至会

场，大的每个能装 24份文件，小的每个能装 15份文件。如果要使每个文件袋都正好装满，

则需要大文件袋（ ）个。

A.2

B.3

C.5

D.7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不定方程问题，用代入排除法解题。

第二步，设需要大、小文件袋各 x、y个，列方程 24x+15y=153，化简得 8x+5y=51，依

次代入选项验证：A 选项，当 x=2 时，y=7，符合题意。代入 B、C、D选项均无法使 y 取

到整数解，排除 B、C、D。

因此，选择 A选项。

【高频考点 2 工程问题】

核心公式：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一、基础公式型

题目特征：题干已知两类及以上具体数值

解题方法：方程法

二、给定时间型

题目特征：题干中给出不同主体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

解题方法：赋值工作总量为完成工作时间的公倍数

三、效率制约型

题目特征：题干中给出不同主体的效率之间关系

解题方法：赋值效率为最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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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某公司派出甲、乙两队工程人员出国参与一个高铁建设项目。

如果由甲队单独施工，200天可完成该项目；如果由乙队单独施工，则需要 300天。甲、乙

两队共同施工 60天后，甲队被临时调离，由乙队单独完成剩余任务，则完成该项目共需（ ）

天。

A.120

B.150

C.180

D.210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时间类。

第二步，赋值工作总量为时间（200天、300天）的公倍数 600，则甲的效率是 600÷200=3，

乙的效率是 600÷300=2。

第三步，甲、乙两队共同施工 60天后，还剩余工作量为 600－（2＋3）×60=300。则乙

队单独完成需要 300÷2=150（天），完成该项目共需 60＋150=210（天）。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3 经济利润问题】

基本公式：①利润＝售价－成本

②售价＝成本×（1＋利润率）

③利润率＝利润÷成本

④售价＝定价×折扣

⑤总利润＝单利润×销量＝总收入－总成本

【例题】

一种设备打九折出售，销售 12件与原价出售销售 10件时获利相同。已知这种设备的进

价为 50元/件，其他成本为 10元/件。问如打八折出售，1万元最多可以买多少件？

A.80

B.83

C.86

D.90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

第二步，设原价为 x，根据题意有 12×（0.9x-50-10）=10×（x-50-10），解得 x=150。如

果打八折售价变为 150×0.8=120，则 1万元最多可以买的件数为 10000÷120≈83.3，最多可以

买 83件。

因此，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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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4 行程问题】

核心公式：路程＝速度×时间

相遇问题（反向运动）：

追及问题（同向运动）：

【例题】

甲乙两人在相距 1200米的直线道路上相向而行，一条狗与甲同时出发跑向乙，遇到乙

后立即调头跑向甲，遇到甲后再跑向乙，如此反复，已知甲的速度为 40 米/分钟，乙为 60

米/分钟，狗为 80米/分钟。不考虑狗调头所耗时间，当甲乙相距 100米时狗跑了多少米？

A.1100

B.1000

C.960

D.880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用方程法解题。

第二步，根据狗与两人同时出发可知狗与两人的运动时间相同。两人从相距 1200米，

相向运动至 100米，共行走 1200－100＝1100（米），设两人运动时间为 t分钟，根据相遇公

式 ，1100＝（40＋60）×t，解得 t＝11。则狗总共跑的距离为 11×80＝

880（米）。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5 排列组合问题】

一、加法乘法原理

1.加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可以根据某个条件分为几种情况，各种情况都能独立完成

任务，则将多种情况计算出的结果相加，所得的和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2.乘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需要划分成多个步骤依次完成，每个步骤内的任务之间没

有交叉，则将每个步骤计算出的结果相乘，所得的积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二、排列与组合

1.排列（A）：从 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 m个，排成一列。

2.组合（C）：从 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 m个，并成一组。

【例题】

某高校开设 A类选修课四门，B类选修课三门，小刘从中选取四门课程，若要求两类

课程各至少选一门，则选法有：

A.18种

B.2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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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种

D.34种

【答案】D

【解析】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问题。

第二步，要使两类课程各至少选一门，则有三种情况：①A 类一门，B 类三门，

（种）；②A类两门，B 类两门， （种）；③A 类三门，B

类一门， （种）。共 4+18+12=34（种）。

因此，选择 D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

第二步，七门课选择四门的总情况数为 35（种），不满足两类课程各至少选一

门的情况只有“选了四门 A类”的 1种情况，则选法有 35-1=34（种）。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6 现期量与基期量计算】

资料分析中作为对比参照的时期称为基期，描述基期的具体数值称为基期量；而相对于

基期的时期称为现期，描述现期的具体数值称为现期量。

1.现期量计算：现期量=基期量×（1+增长率）

2.基期量计算： =
1

 

现期量

基期量 现期量 增长量
增长率

【例题 1】

截至 2018年底，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为 238.2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 56.6%。从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北京企业数量最多，企业数量为 368家；其次为广东，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为 185家；排名第三的是上海，数量为 131家。

若按照 2018年同比增长率，到 2019年底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为：

A.363亿元

B.371亿元

C.373亿元

D.383亿元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截至 2018年底，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为 238.2亿元，同

比增长率达到 56.6%”。

第三步，根据现期量=基期量×（1+增长率），选项出现首两位相同，精确计算，代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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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得 238.2×（1+56.6%）=238.2＋238.2×56.6%≈238.2＋134.8=373（亿元）。

因此，选择 C选项。

【例题 2】

2019年江苏省全年保费收入 3750.2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其中，财产险收入 940.9

亿元，增长 9.6%。全年保险赔付 9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0.2%。其中，财产险赔付 534.5

亿元，增长 4.3%。

2018年江苏省财产险收入与赔付之差为：

A.346.0亿元

B.364.0亿元

C.396.6亿元

D.406.4亿元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量差值计算。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2019年，财产险收入 940.9亿元，增长 9.6%：财产险赔付 534.5

亿元，增长 4.3%”。

第三步，根据 =
1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选项出现首位相同第二位不同的情况，将分母从左

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简单取整，代入数据可得，2018年财产险收入与赔付之差为

940.9 534.5 941 535 855 514=341
1+9.6% 1+4.3% 1.10 1.04

     ，与 A选项最为接近。

因此，选择 A选项。

【高频考点 7 增长量】

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增长（或减少）的绝对量。

一、增长量计算公式：

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增长率=
1+


现期量

增长率
增长率

，当 r=
1
n
，增长量

=
n+1

现期量

二、增长量比较方法：

①现期量大，增长率大，则增长量大；现期量小，增长率小，则增长量小。

②现期量与增长率一大一小，一般情况下，比较现期量×增长率，乘积大的增长量大。

【例题 1】

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 12838

亿元，同比增长 12.5%，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8.9个百分点。

2020年，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约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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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87亿元

B.1309亿元

C.1426亿元

D.1605亿元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量计算中的已知现期量与增长率。

第二步，定位文段可知，“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

网企业）业务收入 12838亿元，同比增长 12.5%”。

第三步，12.5%=
1
8
，根据增长量计算 n+1原则，则 2020年，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

约增长了 （亿元）。

因此，选择 C选项。

【例题 2】

2019年 1 至 6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8372 亿元，同比增长 101.09%。其中，发

行一般债券 12858亿元，同比增长 23.21%，发行专项债券 15514亿元，同比增长 322.38%；

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 21765 亿元，同比增长 553.80%，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6607亿元，同比减少 38.71%。

2019年 1至 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同比增量绝对值排序正确的是：

A.新增债券＞专项债券＞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一般债券

B.新增债券＞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一般债券＞专项债券

C.专项债券＞新增债券＞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一般债券

D.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专项债券＞一般债券＞新增债券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量公式比较。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

第三步，根据增长量比较口诀，大大则大，一大一小看乘积。增长量本身有正负之分，

比较增长量的绝对值，即比较变化量，需看绝对值的大小关系。读数可知，新增债券现期量

和增长率的绝对值（21765亿元、553.80%）均最大，则其增长量的绝对值最大，排除 C、D

选项。专项债券现期量与增长率的绝对值（15514 亿元、322.38%）均大于置换债券和再融

资债券（6607亿元、|－38.71%|），排除 B选项。

因此，选择 A选项。

【高频考点 8 增长率】

增长率是指现期量与基期量之间进行比较的一种相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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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特征：A比 B增长（提高/扩大/多）……%（倍）

计算公式：增长率=
增长量

基期量
=

增长量

现期量-增长量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 1现期量

基期量

【例题】

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货物周转量约比第一季度增长了：

A.40%

B.51%

C.62%

D.73%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图形材料。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选项首位各不相同，可将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

两位，分子分母均出现加减法，整体考虑截位舍相同处理数据，可得增长率为

，直除首位商 7。

因此，选择 D选项。

【高频考点 9 比重】

比重是指某部分或个体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是百分数形式。

题型特征：A（部分）占 B（整体）的比重；B中 A的占比。

一、现期比重：比重=部分量

整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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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期比重：基期比重=
A 1 b
B 1 a






三、两期比重比较：①若 a（部分增长率）>b（整体增长率），现期比重大于基期比重；

②若 a（部分增长率）<b（整体增长率），现期比重小于基期比重。

四、两期比重计算：差值= A a b
B 1+a




【例题】

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研发经费为 10689.4亿元，首次迈上万亿台阶，比上年增长 11%，

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68.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研发经费分别为 2378.1 亿元、

1944.3亿元和 664.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0.8%、12.3%和 0.4%，所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

比重分别为 15.2%、12.4%和 4.2%。

2016年地区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与 2015年相比降低了的是（ ）。

A.东部地区

B.中部地区

C.西部地区

D.东北地区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两期比重比较。

第二步，定位文段，“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研发经费为 10689.4亿元，比上年增长 11%；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研发经费分别为 2378.1亿元、1944.3亿元和 664.9亿元，分别比上年

增长 10.8%、12.3%和 0.4%”。

第三步，根据两期比重比较规律，分子增速 a大于分母增速 b，比重上升，反之，比重

下降。2016年地区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与 2015年相比降低，即为 a＜b。根据

混合增长率口诀，整体增速介于各个部分之间，东北地区增速（0.4%）在四个地区中最低，

必然小于整体增速 b，则东北地区 2016年占比低于 2015年。

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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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选择】

【高频考点 1 处理教学疑难引起的突发事件】

处理这类事件，要求教师：

1.实事求是，不懂不能装懂，更不能胡乱回答欺骗学生；

2.寻找最恰当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把学生的思路引向疑难问题的“结局”，尽快导

入正常教学；

3.注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4.兑现许诺，如果课上说课后解决某问题，那就一定要认真准时兑现、解决。

【例题】

高一（1）班公开课前一天，杨老师让学生们做好预习并提醒可能会问到的问题，让学

生们公开课好好表现，结果在公开课上一位学生问到了一道杨老师无法回答的问题，面对这

样的状况，以下哪种做法最为合适？（ ）

A.告诉这个学生不要问无关的问题，并在课上不再理会该生

B.直接忽略该问题，接照正常的计划进行接下来的教学

C.夸该生预习到位，并问其他同学是否愿帮助该生，引发讨论

D.向学生承认自已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承诺课后会查询问题的答案

【答案】C

【解析】对于在公开课上的学生提问，教师既要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也能合理地解决

问题。A 选项的做法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B 选项的做法没有做到尊重学生；D 选项的

做法不利于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树立教师威信。故本题选 C。

【高频考点 2 课堂问题行为的应对】

1.运用积极的言语和非言语手段调控

对出现问题行为的学生的良好行为进行表扬；表扬其他学生的良好行为。

2.合理运用惩罚

少量、方式适当的惩罚可有效地减少课堂问题行为。

3.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不给学生留违纪的时间

4.进行心理辅导

【例题】小张老师是某校初一（3）班的新任英语老师，第一次登上讲台，学生在台下

的反应很活跃，让小张很受鼓舞，于是她按原备课计划请了 10 位同学上讲台参与互动。由

于不了解学生的情况，被请上讲台的同学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同学反应快，另外一些由

于听不懂开始做小动作、扮鬼脸，台上台下一片混乱。面对这种情况，小张老师最好的处理

方式是（ ）。

A.立即结束互动，进行下一环节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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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严肃批评做小动作、扮鬼脸的学生，避免学生起哄

C.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与之进行有差异的互动，并在此次课程结束后反思

D.在后续课程中再也不设计此类互动场面大的教学环节，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答案】C

【解析】对于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问题，教师可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多种多样、有针对性

的学习活动，不给学生留违纪的时间。同时，也可以通过学习活动，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

极性。故本题选 C。

【高频考点 3 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矫正的策略】

1.预防。这是处理一般问题行为的最好方式。

2.非言语暗示。

由于一般问题行为大都是—些暂时性的干扰，教师在处理这些行为时，通常只需要运用

简单的非言语线索进行暗示，就可以得到既制止问题行为又不影响课堂教学进程的双重效

果。

3.表扬。

对许多学生来说，表扬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减少一般课堂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

是表扬学生做出的与想要消除的问题行为相反的正确行为。也就是说通过表扬正确行为来减

少问题行为。

4.言语提醒。

当非言语线索不能制止学生的问题行为时，教师采用适当的言语提醒也有助于让学生回

到学习活动中来。在使用言语提醒时，教师要注意不要去追究学生的问题行为，而是要告诉

学生他应该怎么做。

5.有意忽视。

个别学生有时为了引起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注意，会做出一些问题行为。这时，如果教师

直接干预，正好迎合了学生的目的，从而对其问题行为起到强化作用。

6.转移注意。

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行为，如果教师当众直接制止，可能会

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时，对于个别学生来说，教师也可以采用暂时隔离的办法，即让出现问题行为的学生

暂时离开座位，到教室的某一角落，远离其他同学，由于这种方法很可能引起学生对教师的

不满甚至对抗，教师在使用时应当特别慎重，不宜滥用。

【例题】课堂上，一名学生的搞怪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学生们哄堂大笑，影响了课堂纪

律和教学效果，作为授课老师，最好的处理方式是（ ）。

A.没收该同学手机，严肃批评该同学，然后继续上课

B.没收手机，大声呵斥其他大笑的同学，待同学们安静后继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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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暂停讲课，目光平和的巡视一周，稍安静后说:“好了，中场放松一下，我们继续上

课”

D.不管不顾，继续讲课，课后对该同学进行批评

【答案】C

【解析】对于课堂上出现的突发状况，老师可以通过暂停讲课的方式，暂时冷却问题，

并且用安静地语言回复，既维护了学生的自尊心，也化解了突发状况，引导学生将注意力转

移到课堂内容中来。故本题选 C。

【例题】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王老师正在讲课，突然听到一名学生大声喊道：“王老

师，小明把我掉下来的橡皮拾了就不给我了！”课堂一下就乱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

着。如果你是这个教师，你会怎么做？（ ）

A.让小明立刻归还橡皮，然后继续讲课

B.严厉批评这两个同学，并罚他们站在教师后面听课

C.告诉所有学生都要安心上课，并承诺课后再来处理此事

D.让小明立刻归还橡皮，并提醒所有同学注意遵守课堂纪律

【答案】D

【解析】教师通过言语提醒的方式，让小明及所有同学知道应该怎样做。既解决了由“一

块橡皮”引发的矛盾，同时抓住时机教育学生要注意遵守课堂纪律，一举两得。故本题选 D。

【高频考点 1 德育的方法】

1.说服法

2.榜样法

3.锻炼法

4.陶冶法

5.表扬奖励与批评处分

6.品德修养指导法

【例题】假设你是初三（4）班的班主任，最近你发现班里的小柯和小娜有早恋的行为，

两人的学习成绩也大幅下降。则下列行为最恰当的是（ ）。

A.单独找小柯和小娜聊天，表示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但让他们了解早恋的危害，希望

他们以学习为重

B.告诉小柯和小娜的家长，让家长多家注意和管教

C.在班会上批评他们的这种行为，并让大家不要效仿他们

D.单独找小柯和小娜聊天，并要求他们马上停止这种行为，否则告诉家长

【答案】A

【解析】单独找两位学生聊天，既可以保护学生的隐私，也能做到尊重学生。同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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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服教育法，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积极开展正面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及价值

观念，从而指导自身的行为。故本题选 A。

【高频考点 4 人际沟通】

与同事沟通：

1.尊重理解，以诚相待；

2.加强沟通，增进了解；

3.团队合作，工作为重；

4.工作探讨，交流心得。

与家长沟通：

1.做好调查，知己知彼；

2.热情周到，真诚耐心；

3.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4.主动沟通，透明管理；

5.公平对待，解决根源问题。

【例题】

四（3）班的一位家长在微信群中抱怨英语老师留的作业太多，孩子做不完，并表示以

后不要让孩子做无用的作业，随后有几位家长也纷纷附和。然而，英语老师并不在该群，所

以看不到这些信息。班主任看到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最合适？（ ）

A.把家长聊天的微信截屏发给英语者师，由英语老师自己处理

B.忽略这件事，不把事情扩大，让其不良影响随时间慢慢消退

C.回复建议家长直接找英语老师沟通，不要在微信群中发牢骚

D.与有意见的家长私信联系了解情况，再跟英语老师进行沟通

【答案】D

【解析】班主任作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纽带，当家长提出疑问或意见、建议时，班

主任应及时保持与家长的沟通，积极了解情况；同时，作为同事，也应当将家长反映的问题，

与科任老师进行交流、沟通，以便做出分析、判断后有针对性地处理好问题。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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