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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B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四库全书》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四库全书》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编纂的，其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献被篡改

或删除，并不能反映清代图书的全貌。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耗时十三年

编成的丛书。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著名学者纪昀（即

纪晓岚）为总纂官，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

收录史书，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D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2.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民俗文化。

第二步，《嘎达梅林》是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穆斯林的葬礼》描写回族家族的兴衰历程；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英雄史诗；《阿凡提的故事》描写维吾尔族小伙儿阿凡提的故事；

《刘三姐》描写壮族刘三姐的故事。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酥油茶是藏族的传统饮料，并非蒙古族的；萨其马是满族的一种食物，并非

壮族的。A 项错误。

B 项：冬不拉是哈萨克族的弹拨乐器，并非回族的；葫芦丝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并非维吾

尔族的；芦笙是西南地区苗、瑶、侗等民族的簧管乐器，并非壮族的。B 项错误。

C 项：泼水节一般是傣族的节日，并非壮族的。C 项错误。

3.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热岛效应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热岛效应是由于人为改变了城市地表的局部温度、湿度、空气对流等因素从而引起

城市局部地区气温明显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这是城市的普遍现象，并非大城市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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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车辆与空调外机都会向室外排放热量，会加剧热岛效应。A 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C 项：出现热岛效应的地方，郊区气温变化较小，而城区则是一个高温区，温度比周围郊区

一般要高二到五度。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城市热岛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人工热源、水气影响、空气污染、绿地减少、人口迁

徙、城市高楼增多引起的和通风与气流不畅等。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4.

【答案】B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核能知识。

第二步，A 项氢弹爆炸产生的威力比原子弹大，C 项的“只有”和 D 项的“直接”表述太过

绝对，排除 CD 选项。核电站使用的燃料是铀或钚（bù），以铀居多。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原子弹利用核裂变，使其原子核裂开产生能量；氢弹利用的是核聚变，由氚

（chuān）和氘（dāo）聚合产生能量。核聚变的威力大于核裂变，因此，氢弹的威力要比原

子弹的威力大。A 项错误。

C 项：热核反应又称核聚变，热核反应需要具备超高温和高压两个条件，太阳就是靠核聚变

反应来给太阳系带来光和热，因此热核反应不只是在人为条件下才会发生。C 项错误。

D项：核能发电的能量转化过程是：核能→水的内能→机械能→电能，因此核电站的能量转

换不是直接从核能到电能。D项错误。

5.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宪法。

第二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

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小明

在图书馆内大声说话显然损害了其他读者的利益。小明说：“这是我的权利与自由，别人无

权干涉”是错误的。因为，公民的自由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的“绝对”

的自由，只存在“相对”的自由。②④评价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①《宪法》规定了公民具有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因此，小明



2020 年事业单位笔试技巧提分班解析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第 4页 共 12页

的话是错误的。

③“未经他人允许，公民不得擅自行使职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公民只要在行使自由和

权利的时候，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就可以自行行使权利。

6.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夫妻共同财产”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此题具有秒杀性，由 C 项关键词“登记……子女名下”可以看出属于个人财产而非

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

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夫妻共同财产指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

（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

有的财产。”

A 项：属于生产、经营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虽然房屋租金在民法理论上属于法定孳息，但在司法实践中，租金的获取与房屋的管理密切

相关，需要夫妻双方投入一定的管理和劳务，故法院常将房屋租金认定为经营性收益。因此

关于房屋租金，常以推定共同所有为原则，以认定个人财产为例外。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

不当选。

B 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

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知识产权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7.

【答案】D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文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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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出自宋朝范成大《重阳后菊花》，描写的是

菊花。D 项“东篱”典故出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菊花相关。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出自王安石《北陂（bēi）杏花》，描写的是杏花。A 项错误。

B 项：出自王冕《墨梅》，由关键词“清气”可知描写的是梅花。B 项错误。

C 项：出自宋朝王十朋《桂花》,由关键词“广寒宫”可知描写的是桂花。C 项错误。

8.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国内外人物思想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而非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

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荀子

的弟子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古希腊三贤”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中苏格拉底是柏拉图

的师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父。他们三人在古希腊文学、艺术、哲学领域做出的非凡

贡献，至今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发展方向。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B 项：孔子有门徒 72 人，主要有颜子、子贡、子路、颜回、曾子等人。其中颜回是孔子最

得意的门生，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曾子是孔子晚期的弟子之一，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

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B 项不符合题意，因

此不当选。

D 项：公车上书，发生于 1895 年，是指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

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9.

【答案】A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科技和生活常识。

第二步，本题具有秒杀性，A 项关键词“集中焚烧”不但会产生大量黑烟，而且会产生有毒

物质，给环境造成污染，不利于环境保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给汽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汽车尾气通过装有氧化钯（bǎ）等催化剂的净化



2020 年事业单位笔试技巧提分班解析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第 6页 共 12页

装置后，其中的有害气体一氧化氮、一氧化碳将转化为无害气体氮气、二氧化碳。B 项不符

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煤炭燃烧前脱硫可去除原煤中所含的硫分、灰分等杂质，煤炭燃烧时将不再产生二氧

化硫气体。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天然气是一种清洁燃料，使用天然气作燃料的目的是减少环境污染。D 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10.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热胀冷缩并选无关项。

第二步，本题具有秒杀性，B 项“保温”不涉及胀缩变化。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往保温瓶

灌开水，不灌满就等同于多了一层隔热层，所以保温效果好于灌满。其涉及的是空气的热传

导知识，而不是热胀冷缩。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夏天气温比较高，电线吸收热量处于伸张状态。当气温降低时，电线会因释

放热量而收缩。如果绷太紧容易导致收缩过量产生拉力，电线容易形变，当形变超过临界值

时，就会断裂，发生事故。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将刚煮熟的鸡蛋浸入冷水中，蛋壳膜和蛋清因遇冷收缩程度不同，容易形成一定的空

隙，能轻易剥掉蛋壳。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冬天环境温度较低，玻璃杯的温度也就较低，若骤然向玻璃杯内倒入开水，则杯子的

内层受热明显膨胀，但外层受热不够而膨胀较少，由此可导致杯壁炸裂。若先将少量开水倒

入杯中将杯“预热”一下，则杯的内外层将不会有太大的温度差，从而避免了杯子的损坏。

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1.

【答案】B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行政手段。

第二步，标记关键词“管控”。对比选项，B 项“鼓励”不属于“管控”范围。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

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

A 项：关键词“规定……时间”带有强制性，属于行政手段。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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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关键词“限娱令”带有强制性，属于行政手段。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关键词“设置上限”带有强制性，属于行政手段。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2.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活常识。

第二步，标记关键信息“每秒 7 米”“1.3 千米”“60 分钟”。橄榄球比赛分为 4 节，每节

15 分钟，共计 60 分钟。同时橄榄球场地长 109.7 米、宽 48.8 米，跑动距离 1.3 千米，速度

每秒 7 米是可能实现的。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足球比赛时长为 90 分钟。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统计，目前一名职业足球运动

员全场的累计跑动距离平均为 10 公里，最差的在 6 公里左右，而好的高达 12 公里。题干中

所给时长和跑动距离与足球比赛不符。A 项错误。

B 项：马拉松是单人参加的长跑比赛项目，全程距离 26 英里 385 码，折合为 42.195 公里，

目前该比赛男子世界纪录为 2 小时 2 分 57 秒。题干所给时长和跑动距离与马拉松比赛不符。

B 项错误。

C 项：按照国际比赛规则，篮球赛的时长为 40 分钟，但 CBA、NBA 均为 48 分钟。篮球运动

员跑动距离约为 4.8 公里。题干所给时长和跑动距离与篮球比赛不符。C 项错误。

13.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命现象。

第二步，门环中的铜、水、空气的氧气、二氧化碳，四种物质一起发生了化合反应生成了绿

色的碱式碳酸铜，俗称“铜锈”。基于此，“门环惹铜绿”属于化学反应，没有体现生命现

象。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生命现象最本质的是新陈代谢，具有生殖和遗传的特征。

B 项：“汪洋变赤潮”中赤潮是由海藻家族中的赤潮藻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地增殖造成

的，属于生命现象。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化蛹成彩蝶”是蝴蝶幼虫蛹经过蜕皮变化为成虫的过程，属于生命现象。C 项不符

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青苔绘碧痕”描述了由于水的滋润，环境潮湿，石板上开始长出青苔，属于生命现

象。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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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答案】D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思想流派产生的时代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在汉代发展成为正统思想，两者不对应。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明朝大儒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

两者相对应。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B 项：玄学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以《老子》为研究核心的哲学思潮。两者相对应。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理学是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影响深远。两者相对应。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5.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二十四节气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春分反映的是太阳高度变化，不是季节变化。反映季节开始的节气有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反映太阳高度的节气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有雨水、谷雨、小雪、大雪，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

强度。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惊蛰指春雷惊醒蛰居的动物。清明时节天气晴朗、草木繁茂。惊蛰和清明均反映了动

植物的生长情况。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小满指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芒种指麦类等有芒作物的成熟。

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6.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生活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

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泥石流的成因包括陡峭集水的地形、上游松散固体物和短期强降水。滑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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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包括集中强降水、地震、地表水的冲刷、浸以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A 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C 项：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

主办单位应制定应急预案并报当地人民政府备案。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

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

不当选。

17.

【答案】D

【解析】第一步，题干考查生活中保存食物的方法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此题具有秒杀性，D项中冷藏保存食品是抑制细菌的生长，而不是杀死细菌。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食品保存就要尽量的杀死或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大量繁殖，传统的食品保存方法有

盐腌、糖渍、干制、酒泡等。现代的贮存方法主要有罐藏、脱水、冷冻、真空包装、添加防

腐剂等。高温消毒、紫外线照射、使用消毒液是将细菌杀死。

A 项：食盐有很高的渗透作用，能够抑制一些有害微生物的生理活动。A 项不符合题意，因

此不当选。

B 项：真空包装也称减压包装，是将包装容器内的空气全部抽出密封，维持袋内处于高度减

压状态，空气稀少相当于低氧效果，使微生物没有生存条件，以达到果品保鲜、无病腐发生

的目的。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食品包装中充入氮气一方面可以防止被挤压，另一方面隔绝氧气，可以防止食品被氧

化。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8.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生活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此题具有秒杀性。根据生活常识可知甲醛有毒，所以甲醛不能做药品防腐剂。甲醛

是一种无色有特殊的刺激气味的气体。大于 0.08mg/m³浓度的甲醛可引起眼红、喷嚏、胸闷、

皮炎等症状，因此不能用作药品的防腐剂。但其具有防腐杀菌性能，甲醛含量为 35%至 40%

的水溶液可用于标本、尸体的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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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大脖子病学名甲状腺肿，是碘缺乏病的主要表现之一。碘是甲状腺合成甲状

腺激素的重要原料之一，碘缺乏刺激甲状腺增生肥大。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B 项：维生素人体自身不可合成或者合成不足，需要通过食物补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维

生素。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电池主要含镉、锰、汞、锌等重金属，电池腐烂后，其中的重金属溶出会污染地下水

和土壤，再渗透进入鱼类、农作物中，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的健康。因此，回收

废旧电池可减少重金属的污染。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9.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农作物分类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本题具有秒杀性。青梅是水果，不属于蔬菜作物。蔬菜作物主要有萝卜、白菜、芹

菜、韭菜、蒜、葱等。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农作物主要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工业原料作物、饲料作物、药材作物等。

A 项：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豆类、薯类、青稞、蚕豆、小麦等。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

不当选。

B 项：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向日葵、甜菜、甘蔗、麻类等。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

不当选。

D项：饲料作物主要有玉米、苜蓿、紫云英等。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20.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第二步，物理性质是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例如颜色、气味、密度、

熔点、沸点等。化学性质是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如酸性、碱性、氧化性等。

茶叶中含有一种酸性物质，可使食物中的脂肪酸沉淀，与水分分离后排泄出来，发生了化学

变化，产生了新物质。另一方面，茶叶中含有茶碱，脂肪中含有脂基，脂基与茶碱可以发生

碱水解，从而起到“燃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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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燃点是可燃物燃烧时所需要的最低温度，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这是物

质的物理性质。A 项错误。

B 项：比热容，简称比热，表示物体吸热或散热能力，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是物质的

物理性质。B 项错误。

C 项：耐磨性是指材料抵抗机械磨损的能力，是物质本身具有的性质，是物质的物理性质。

C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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