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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填空

   主讲：题分天团小周老师



逻辑填空

1、“人民城市人民建”。搭建民意“直通车”，公众“议事厅”，有事好商量，大家来出力，很多工作就能
做到____。比如上海能在短短一年内迅速形成垃圾分类的新风尚，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
造性。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立竿见影

B、事半功倍

C、万无一失

D、尽善尽美



逻辑填空

2、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因为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就有被“____”的威胁。所以，我们要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定力，逐渐形成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过河拆桥

B、落井下石

C、一网打尽

D、釜底抽薪



逻辑填空

3、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具有
鲜明的____。但是，中国经验作为中国道路的积极成果，也是在遵循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吸收世界
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探索的重要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
而又具有一定的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地域性               国际性

B、实践性               理论性

C、特殊性               普遍性

D、先进性               创新性



逻辑填空

4、“为调研而调研”等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调研不深入、不具体。现实中，有人了解情况习惯于
大而化之、____；有人调研习惯于走设计路线，____。这些心中不揣问题、脚下不沾泥土的错误做法，导致
调研不深、不实、不细、不准，最终也会无效。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粗枝大叶               按部就班

B、走马观花               表里不一

C、轻描淡写               循规蹈矩

D、避重就轻               按图索骥



逻辑填空

5、探索和形成一个好的制度不容易，关键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与时俱进地完善和发展、____地遵守和
执行。这要求我们要把制度像种子一样种在头脑里，如红线一般____于工作中。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通达“中国之治”的新天地。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坚定不移               渗透

B、一丝不苟               应用

C、不折不扣               贯穿

D、矢志不渝               根植



逻辑填空

6、当前，我国旅游市场的需求还在持续进发，人民的旅游诉求也在不断升级。仅靠评级就想____的想法已经
过时，口碑立身，品质说话才是景区吸引客源的正道。希望景区能摒弃____的心理，为游客营造更加舒心和
放心的环境，为旅游行业发展带来更多正能量。

依次填入画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一本万利               浑水摸鱼

B、一步到位               好高骛远

C、一劳永逸               急功近利

D、一鸣惊人               投机取巧



逻辑填空

7、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一些人分不清具体的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加之有人为了短时
间内推出本民族民俗文化，盲目迎合当下的流行需要，反而使自己的民俗文化变得____，出现雷同化传播现
象，使大众对不同区域的特色民俗文化认知较为____，影响大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兴趣，甚至影响了少数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支离破碎               肤浅

B、不伦不类               模糊

C、名存实亡               混乱

D、面目全非               狭隘



逻辑填空

8、从生态学角度来讲，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型哺乳动物行为复杂，其生活技巧人类难
以传授，又很难“无师自通”。如果____将其放归野外，结局很可能是死亡。就算可以放归野外，也必须为
它们找到____的栖息地。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贸然               合适

B、直接               天然

C、草率               理想

D、随意               安全



逻辑填空

9、近代以来，怎样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
也有人主张全面恢复传统。这些____的观点当然受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也暴露出一些人在思维模式
上的局限，即用____的思维来看待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思维模式在今天的研究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荒谬               经渭分明

B、偏颇               非此即彼

C、片面               针锋相对

D、极端               水火不容



逻辑填空

10、噬菌体是一种侵袭细菌的病毒，虽然它们很早就被发现，但由于一次只能攻击一种特定的细菌而未受关
注。然而，曾经不那么受欢迎的____，如今却成了它们最大的吸引力。由于过度使用抗生素，人类无意中
____了目前最强大、最具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而噬菌体无疑是对付它们的潜在有效武器。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是：

A、敏感性               培育

B、特异性               催生

C、单一性               激活

D、局限性               发现



逻辑填空

11、代入感是作品引发受众认同的机制，故事人物的某些方面召唤读者将自己替换为主人公，从而____，角
色同呼吸共命运。代入感是长篇网络小说____的属性，由于网络小说连载时间长，读者容易中途放弃。因此，
作品绑定读者，将单纯浏览转变为情感认同便十分重要。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感同身受               不可或缺

B、惺惺相惜               独一无二

C、身临其境               与生俱来

D、触景生情               与众不同



逻辑填空

12、上世纪八十年代初，SCI作为一种____的、相对公平的量化指标被引进中国，这是建立科学、公平、公正
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初步尝试，在当代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启用先进的考核举措而长期____，甚至演变成
“至上”的法宝和单一的指挥棒，最终都会____，弊大于利。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详细               奉为圭臬               画地为牢

B、稳定               唯命是从               作茧自缚

C、客观               一成不变               物极必反

D、中立               墨守成规               贻笑大方



逻辑填空

13、医生和患者在沟通时最容易出现的____其实是，患者不同意或没听懂医生的建议，又因为不想被说教或
觉得尴尬而没有如实反馈意见，而医生也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显然会大大影响临床诊疗的____。此外，
患者还会由于不想被说教而不承认一些不良生活行为。越是健康状况差的患者，越是容易____一些信息，而
他们恰恰是最需要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难点               结果               遗漏

B、盲区               效率               隐瞒

C、障碍               判断               虚构

D、瓶颈               目的               回避



逻辑填空

14、内太阳系的岩石行星与外太阳系的气态行星最初的物质构成____ 。科学家此前认为，由于木星质量大、
引力强，可以在一些物质到达内太阳系之前将其____，阻止了内外太阳系物质的混合。但研究表明，木星的
成长速度不足以阻止外太阳系物质源源不断流入内太阳系，这意味着内外太阳系行星将拥有____的成分。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大同小异               阻拦               共同

B、相去甚远               消灭               全新

C、千姿百态               捕获               独特

D、大相径庭               吞噬               类似



逻辑填空

15、随着各种侦察手段的不断演进，可视侦察、红外侦察、雷达侦察等“____”，现代坦克在战场上越来越
难以藏身。对此，现在坦克当然不会“____”。在讲求“发现即摧毁”的现代战场上，坦克必须实现对侦察
手段的“免疫”。见招拆招，____，让对手对自己庞大的身躯“视若无睹”。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齐头并进               束手就擒               对症下药

B、大显身手               自暴自弃               见机行事

C、虎视眈眈               坐以待毙               有的放矢

D、明察秋毫               知难而退               多管齐下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16、发展扶贫产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立足当地自然禀赋，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按照“宜种则种，宜
养则养”的原则，注重发展山地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特色产业，学会“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
念海经”，谨防产业“____”。应该看到，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急功近利

B、水土不服

C、削足适履

D、千篇一律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17、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偏远的贫困地区链接进了广阔的大市场，电商扶贫，不是____地把农产品搬到
网上，更是在深层次地倒逼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创建出中国式扶贫的新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简单               范本

B、盲目               方向

C、机械               蓝图

D、被动               模式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18、在实际应用中，专网通常服务于政府、军队、公安、能源、消防、轨道交通等部门或领域，大部分情况
下被用来进行应急通信、调度指挥，性能可靠、低成本、定制化的特点，使其在行业应用中具备____的优势。
即便5G时代呼啸而来，专网依旧能够找到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独具一格               立足之地

B、众所周知               一席之地

C、不可替代               用武之地

D、显而易见               立锥之地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19、信息匮乏的年代，决策水平与信息量成正相关，但当信息从匮乏走向过载甚至爆炸时，决策质量与信息
量间的函数曲线便开始下滑，利用繁杂信息形成____判断变得难上加难，此时，智能化就可以大显身手。计
算智能未必能在逻辑能力上逾越人类，但其强大的处理速度却恰好使信息过载带来的决策困境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理性               烟消云散

B、准确               迎刃而解

C、科学               不复存在

D、有效               无影无踪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20、一些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选错了参照系，将发达国家有什么，做什么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
____，导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停滞、崩溃，危机不断。而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条件，发
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____的作用，把自己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从而推动经济
长期稳定快速发展。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目标               因势利导

B、原则               总揽全局

C、模本               穿针引线

D、途径               保驾护航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21、现代社会获取盐分轻而易举，以至于人们认为吃盐是____的事情。而事实上，由于盐在地理上的分布不
均以及交通不畅等原因，其在古代一直都属于____之物。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寻找盐，
甚至令盐业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垄断的产业。可以说，盐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起到了____的作用。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稀松平常               必需               举足轻重

B、理所当然               稀缺               至关重要

C、天经地义               关键               承上启下

D、手到擒来               珍贵               一以贯之



逻辑填空——地市与副省差异题

22、亲近百姓、接近生活是曲艺这门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____生活的全部，所以创造
者才有了“采风”一说。采风从来不是去____生活，而是深入其中，体会其中的乐与悲。然而，现在许多的
曲艺工作者没有耐心去深入百姓生活，于是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能力无疑也受到了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描摹               评判               质疑

B、洞察               记录               束缚

C、掌握               体验               削弱

D、了解               审视               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