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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判断】

【真题再现 1】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关于党的历史，下列选项有误的是：

A.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B.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武装斗争

C.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中共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D.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高分解题思路】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

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十八年

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

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因此，B选项说法错误，当选。

A项正确，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

辅德里 625 号召开。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

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

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

的意义。

C项正确，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

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D项正确，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

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

【真题再现 2】

下列选项中，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相符的是：

A.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B.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金融创新上，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C.坚持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强化以工补农，以城

带乡

D.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国际交流合作作为国家发展的

战略支撑

【高分解题思路】

本题正确答案为 A。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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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A 项与十九届五中全会表

述相符合。因此，选择 A选项。

B项错误，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和核心竞争力。

C项错误，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D项错误，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真题再现 3】

下列选项中，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治学三境界时引用的“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内涵最相近的是：

A.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B.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C.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D.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高分解题思路】

本题正确答案为 B。“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词人柳永所作的

《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这首词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对恋情的执著。在王国维的《人

间词话》中引用这句，是为表达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著态度。而 B 项“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出自古代的《警世贤文·勤奋篇》，表面意思为宝剑的锐利刀锋是

从不断的磨砺中得到的，挨过寒冷冬季的梅花更加的幽香。寓意要想拥有珍贵品质或美好才

华等是需要不断的努力、修炼、克服一定的困难才能达到的。因此，选择 B选项。

A项错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文学家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意思是四海之内有知心朋友，即使远在天边也好像近在眼前。形容思想感情相通，再远也能

感受到亲近。

C项错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名篇《望岳》，诗句意为

当人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那众山，而众山就会显得极为渺小。表达了诗人敢攀顶峰、俯视

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D项错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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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表达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

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真题再现 4】

关于化学元素,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银质首饰在含硫的温泉中容易变色

B.常温条件下，汞是唯一保持液态的金属

C.通常情况下，火柴盒的侧面涂抹的是白磷

D.沿海地区人群碘的摄入量普遍高于其他地区人

【高分解题思路】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火柴盒侧面涂抹的是红磷、三硫化二锑以及玻璃粉的

混合物，火柴头一般是由氯酸钾、硫和二氧化锰组成。划火柴时，火柴头和火柴盒侧面摩擦，

摩擦生热达到红磷的着火点，产生的火星引燃三硫化二锑，使氯酸钾受热和二氧化锰的催化

作用下放出氧气，氧气助燃，让火柴燃烧效果更佳。而白磷的燃点在 40 摄氏度左右，燃点

低，容易发生意外，所以火柴盒侧面涂抹的是红磷而不是白磷。因此，C 项说法错误，当选。

A项正确，含硫的温泉中存在的硫化氢和氧气，与银发生反应，会产生黑色的硫化银，

进而使银器变黑。

B项正确，汞是化学元素，元素符号 Hg。汞是在常温、常压下唯一以液态存在的金属。

熔点-38.87℃，沸点 356.6℃，密度 13.59g/cm3。内聚力很强，在空气中稳定，常温下蒸发

出有剧毒的汞蒸气。

D项正确，人们主要从饮水、粮食、蔬菜和周围环境中获取碘。食物中以海产品的含碘

量最高，其中尤以海带，海蜇，紫菜，苔条和淡菜为甚。因此，沿海地区人群的碘摄入量就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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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

【真题再现 1】

餐桌上的新风尚，映照着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节俭基因”。无论是“克勤于邦，克

俭于家”的劝勉，还是“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告诫，有关俭与奢的箴言，沉淀着历史的

启迪，牵动着中国人对家风与国运的思考。崇俭戒奢的思想，凝结着中国哲学智慧。从孔子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幸福观，到老子“去甚、去奢、去泰”的思辨，

再到墨子对“节用”理念的提倡……有关节俭的表达，寄托着对人与自然良性关系的期待，

也蕴藉着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A.传统文化中的“节俭基因”源远流长

B.中国哲学智慧中蕴含着节俭优良传统

C.古代思想家对节俭的表述有相通之处

D.餐桌上的新风尚关乎中国人家风国运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餐桌上的新风尚引出“节俭基因”的话题，接着具体论

述我过从古到今都有对节俭的论述，有关节俭的表达寄托着对人与自然良性关系的期待，也

蕴藉着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文段的主要话题均围绕“节俭”论述，表达节俭是刻在我们的

基因里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B项：“哲学智慧”无中生有。C项：

“古代思想家”的表述不是重点。D项：“餐桌新风尚”属于引出话题，非重点。

因此，选择A选项。

【真题再现 2】

与大多数考古发掘不同，三星堆的青钢器太过___和令人费解， 它们带着一种严肃、狞

厉、神秘、具象的美，迅速进入大众视野，没人见过这些东西，也没人解释得清。出土器物

成为人们假想的________，相关假说与推测铺天盖地袭来，将原本就________的考古难题包

裹得更加充满戏剧性。

填入横线最恰当的一项是：

A.独特 母本 扑朔迷离

B.突出 动力 波谲云诡

C.耀眼 雏形 不可思议

D.醒目 源泉 引人入胜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三空。填入词语修饰“考古难题”。A项“扑朔迷离”形容事物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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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C项“不可思议”多指无法想象，难以理解。A项和C项符合语境。

B项“波诡云谲”形容事态或文笔变幻莫测；D项“引人入胜”指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吸引人。

B项和D项均与“考古难题”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步，再看第一空。填入词语修饰“青铜器”的特点，通过“和”与“令人费解”构

成并列关系，语义和感情色彩与其相近。A项“独特”指特有的，特别的，独一无二、与众

不同的。正因其“独一无二”，所以才“令人费解”，A项符合语境。C项“耀眼”指光线或

色彩强烈，使人眼花，不符合语境，排除。答案锁定A项。

第三步，验证第二空。“母本”指一类事物的起源，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A选项。

【真题再现 3】

有研究将 21 世纪称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发展的世纪”，也有国家将地下空间归为“新

型国土资源”。可以说，地下空间是一座“富矿”，特别是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空间容量、

缓解交通压力等方面，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愈

加重视。比如，地下综合管廊与海绵城市建设已经列入“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

不少城市充分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和建筑地下室，为老百姓开辟许多具有文化、休闲性质的公

共空间；还有的城市全面更新地下管网，为即将到来的智慧城市铺设“路基”……做足城市

“向下”的文章，正逐渐成为潮流和趋势。

接下来最有可能的论述是：

A.如何实现地下资源充分高效的作用

B.地下空间的开发逐渐成为媒体热点话题

C.地下空间对缓解交通压力起着重要作用

D.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开发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话题落在“……做

足城市‘向下’的文章，正逐渐成为潮流和趋势”。接下来应围绕“如何做足城市‘向下’

的文章”这一话题进行论述，即表示如何对城市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

第二步，对比选项。D 项符合上述语境。A 项：“地下资源充分高效的作用”与文段落

脚点不一致，文段重在强调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B 项：“成为媒体热点话题”文段未

提及，属于无中生有，且非对策表述。C 项：前文已提及，下文不会再加以论述，且非对策

表述。

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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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

【真题再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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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⑥，③④⑤ B.①③④，②⑤⑥

C.①⑤⑥，②③④ D.①②④，③⑤⑥

【高分解题思路】

该题先确定它是一个分组分类题目，先看共性再找差异。观察图形发现所有图形都是轴

对称的。将图形的对称轴画出来之后观察找规律，发现对称轴跟原图形中的线条存在重合或

者垂直关系，依据规律进行分组。

图形①⑤⑥中对称轴与原图形线重合，图形②③④中对称轴与原图形线垂直，分为两组。

因此，选择 C 选项。

凡是所涉图形全是轴对称图形的题目都要将对称轴画出，寻找对称轴在方向、数量及轴

线关系等存在的规律。

【真题再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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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解题思路】

图形组成凌乱，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继续观察所有图形中均含有圆形，在这一共

性之下考虑数量类的曲直交点或面。但曲直交点相对难数，先看面。要记住，是在存在圆形

这一共性之下考虑面，即可定位到正确考点。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所给图形均有圆，圆形内部的面的数量为1、2、3、4、5，故问号处选择圆形内部有6

个面的图形，只有D项符合。因此，选择D选项。

【真题再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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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流行，人们开始和电视中的人物产生互动的感觉，并感觉到有一

种真实的社会关系存在于自己和电视里的人物之间，仿佛电视上的人物像是在对着自己说

话。有时还会将电视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这种现象被称为拟社会关系。

根据以上定义，以下不属于拟社会关系的是：

A.某著名男演员宣布恋情后，很多影迷在网上留言“我的心碎了，再也不会爱了”

B.小方时刻关注着某位男歌星的一举一动，还经常和同学说“我男神对大家真是太体贴

了”

C.小闵最好的朋友是动画片中的孙悟空，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在心里跟孙悟空倾诉

D.小丽非常喜欢某位主持人，她努力学习，考入这位主持人就职的大学，成为了他的学

生

【高分解题思路】

拟社会关系关键信息是①人们（观众）开始和电视中的人物产生互动的感觉②感觉到

有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存在于彼此之间，实际上就是没有真实的社会关系，是假的社会关

系，虚拟的或者想象的。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抓住是不是真实的社会关系这个

关键信息，就可以实现题目的秒杀。观察选项发现只有 D项中小丽成为主持人的学生，这

就是真实的社会关系——师生关系，而不是想象出来或虚拟的社会关系。因此这道题的正确

答案是 D。

【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①感觉到有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存在于自己和电视里的人物之间；

②有时还会将电视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男演员宣布恋情，很多影迷留言“我的心碎了，再也不会爱了”，影迷认为自己

和男演员之间存在真正的社会关系，符合定义；

B项，小方称“我男神对大家真是太体贴了”是将男神当成自己的朋友，符合定义；

B项，小闵向孙悟空倾诉，符合将电视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符合定义。

D项，小丽喜欢主持人，并努力考试成为其学生，不符合感觉有真实的社会关系存在于

自己和电视里的人物之间，也不符合将电视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真题再现 4】

下单∶付款∶送货

A.复习∶考试∶阅卷 B.播种∶耕地∶施肥

C.彩排∶拍照∶表演 D.购票∶安检∶乘车

【高分解题思路】

做类比推理题首要关注的是题干的逻辑关系，先“下单”，再“付款”，最后“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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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且“下单”与“付款”的主体相同，但与“送货”的主体不同，

所以本题需要二级辨析选项。

A 项：“垂髫”指儿童，“不惑”指 40 岁，“耄耋”指 80-90 岁，“期颐”指 100 岁

的老人，都是对“年龄”的不同表述，只是年龄中的一部分，并且年龄在逐渐递增，与题干

逻辑关系一致，符合；B 项：“春”“夏”“秋”“冬”是不同的“季节”，但包含了所有

“季节”，排除；C 项：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

等级。并且其中“蓝色”比“黄色”程度低，排除；D项：“京剧”分为“生”“旦”“净”

“丑”四大行当，其中没有程度的递增，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真题再现 5】

艰苦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穷困潦倒

A.养尊处优；富裕 B.卧薪尝胆；失意

C.夙兴夜寐；厄运 D.风餐露宿；落魄

【高分解题思路】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养尊处优”指生活在富贵优裕的环境中，与“艰苦”属于反义关系，“穷困潦

倒”形容生活贫困，失意颓丧，与“富裕”属于反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但“艰苦”

是贬义词，“养尊处优”是中性词，而“富裕”是褒义词，“穷困潦倒”是贬义词，前后感

情色彩不一致，排除；B 项：“卧薪尝胆”形容一个人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苦尽甘来，

与“艰苦”无明显逻辑关系，“穷困潦倒”形容生活贫困，失意颓丧，与“失意”属于近义

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项：“夙兴夜寐”形容非常勤奋，与“艰苦”无明显

逻辑关系，“穷困潦倒”形容生活贫困，与“厄运”属于近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D 项：“风餐露宿”形容旅途或野外工作的辛苦，与“艰苦”属于近义关系，“穷困

潦倒”形容生活贫困，失意颓丧，与“落魄”属于近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且“艰苦”

“落魄”“风餐露宿”与“穷困潦倒”都是贬义词，前后感情色彩一致，符合。因此，选择

D选项。

【真题再现 6】

妈妈：有女朋友吗?

儿子：没有

妈妈：真没有？

儿子：没，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妈妈：你经常撒谎,我不能相信你,当你开始说真话时，我就开始相信你。

以下哪项是妈妈言论中所隐含的前提？

A.妈妈从来不相信儿子会说真话 B.妈妈认定儿子知道什么是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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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妈妈知道儿子哪句说的是真话 D.妈妈相信儿子最终将会说真话

【高分解题思路】

本题的破解关键在于妈妈最后讲的一句话，当你开始说真话时，我就开始相信你。此时

需要建立真话与相信之间的联系，俗称搭桥。因此本题在解答过程中若是能够读出论证中两

个概念之间的跳跃关系，直接找到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基本就是正确答案。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以下哪项是妈妈言论中所隐含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你经常撒谎,我不能相信你,当你开始说真话时，我就开始相信你。

论据：妈妈：有女朋友吗?儿子：没有。妈妈：真没有？儿子：没，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妈妈从来不相信儿子会说真话，否定之后，妈妈相信儿子会说真话，

论点成立，所以不能加强。排除。

B项：无关选项。妈妈认定儿子知道什么是说谎，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补充前提。妈妈知道儿子哪句说的是真话，一旦否定后就成了“妈妈不知道儿子

那句话说的是真话”，题干论点就不成立了，有加强作用。

D项：无关选项。妈妈相信儿子最终将会说真话，论点核心意思是“你经常撒谎，我不

能相信你”，因此 D选项与这次能不能相信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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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析】

【真题再现 1】

某运输企业有大、中、小三个型号的卡车共 n辆，总最大载货量为 20n吨。已知大卡车、

中型卡车和小型卡车的载重量分别为 36 吨/辆、30吨/辆和 16 吨/辆，且小型卡车数量是中

型卡车的 6倍。问中型卡车数量是大型卡车数量的：

A.不到 1倍 B.1—1.5倍之间

C.1.5—2.5倍之间 D.2.5倍以上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

第二步，假设大型卡车有 x辆，中型卡车有 y辆，则小型卡车有 6y辆，根据题意，得

到方程组 x＋y＋6y＝x＋7y＝n①，36x＋30y＋16×6y＝36x＋126y＝20n②。将①代入到②中，

解得 y≈1.1x。

因此，选择 B选项。

【真题再现 2】

有一项工程，甲、乙、丙合作一天完成了工程的
5
6
，已知甲、乙、丙单独完成这项工程

所用时间均为整数天数，且甲单独完成这项工程所用天数大于乙，乙所用天数大于丙，问甲、

乙合作完成整个工程需要几天？

A.3 B.4

C.5 D.6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时间类，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结合题意赋总量为 12，由“甲、乙、丙合作一天完成了工程的
5
6
”，可知效率

有：甲＋乙＋丙＝12× 5
6
＝10①，由“甲、乙、丙单独完成这项工程所用时间均为整数天数”，

可得：12÷甲②、12÷乙③、12÷丙④均为整数，由②③④可得甲、乙、丙效率可能的取值为

1、2、3、4、6等，由①及“甲单独完成这项工程所用天数大于乙，乙所用天数大于丙”，得

效率：甲＝1，乙＝3，丙＝6满足题意。

第三步，甲、乙合作完成整个工程需要
12
1 3

＝3（天）。

因此，选择 A选项。

【真题再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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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鲜花店购进一批玫瑰，已知单支玫瑰进价 1 元，按定价 5 元销售 70%后，再以定价

的 4折销售剩余玫瑰，全部售完后共盈利 3100元，问该花店共购进玫瑰多少支？

A.900 B.1000

C.1200 D.1500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用方程法解题。

第二步，设该花店共购进玫瑰花 x支，进价 1元，定价 5元，每支利润为 4元，以定价

的 4 折（5×0.4＝2 元）销售，每支利润为 1 元，列方程 4×70%x＋1×30%x＝3100，解得 x

＝1000。

因此，选择 B选项。

【真题再现 4】

若从 2019年开始，我国进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速一直保持 2018年水平不变，

则这一规模将在哪年首次超过 11万亿元？

A.2019年 B.2020年

C.2021年 D.2022年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中进出口相关数据。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现期量为 2018年进出口总额，基期量为 2017

年 进 出 口 总 额 ， 数 据 本 身 不 大 ， 不 再 截 位 处 理 ， 则 2018 年 增 长 率 为

(7.1 1.9) (6.3 1.76) 9 8.06 0.94 12%
6.3 1.76 8.06 8.06

   
  


，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则 2019年进出口总额

约为 9×（1＋12%）=9×1.12=10.08（万亿元），2020年进出口总额为 10.08×（1＋12%）＞

10×（1＋12%）=11.2（万亿元）＞11（万亿元），则 2020年我国进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首次超过 11万亿元。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1212

因此，选择 B选项。

【真题再现 5】

2017年全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 79211.40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其中，进

口 33445.10 亿元，增长 18.9%；出口 45766.30 亿元，增长 12.5%。全年上海关区货物进出

口总额 59690.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进口 24684.20亿元，增长 19.3%；出口

35006.04亿元，增长 10.6%。

2017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

A.1万亿元以上 B.0.7—1万亿元之间

C.0.4—0.7万亿元之间 D.不到 0.4万亿元

【高分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量计算中已知现期量与增长率。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2017年全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 79211.40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1%”。

第三步，15.1% 1
6.6

 ，根据增长量计算 n＋1 原则，代入数据可得 2017 年，上海口岸

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
79211 79211 10000
6.6 1 7.6

 


亿元，即增加了 1万亿元以上。

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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