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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BD_E5_AE_c26_488875.htm 一、选词填空、词语替换 

选词填空和词语替换主要考查考生对词义的精确理解以及词

语间的搭配能力。待选的几个选项在意义上是仅有细微差异

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这些微乎其微的差别在日常运用中往往

被忽略不计， 但在把对词义的辨析能力作为考核目标的公务

员考试中， 命题者则要求考生具有细分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

细微差别的能力。 (一) 典型真题分析 例题一 (2007年国家)新

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主张在西方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 但其研究方法也受到广泛的________， 有人

认为， 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由人类活

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

项是：（ ）。 A.批评 B.怀疑 C.关注 D.批判 【解析】 本题

选A。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搭配关系， 可以知道横线上应

该填和材料后面“有人认为”的研究方法相反的动词， 由此

可以排除选项B和C。批判， 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

系统的分析， 加以否定。批评， 是指出优点和缺点， 评论好

坏的意思。由于横线上填的词是修饰“研究方法”的， 而“

批判”一般用来修饰思想或观点， 词语之间的搭配不当， 由

此可以排除D项。 例题二 (2007年国家) 人们一般都认为艺术

家是“神经质”的， 他们的行为像 16 个月大的婴儿， 这种

观点是________的。事实上， “发疯”的艺术家是

很________的， 我所遇到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极具组织头脑、

非常成熟的个体。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正确 普遍 B.片面 稀少 C.偏颇 稀缺 D.错误 少见 【解析】 本

题选D。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搭配关系， 材料前后两句话

有转折关系， 由“我所遇到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极具组织头脑

、非常成熟的个体”可知第一个横线处应该填贬义词， 由此

可以排除选项A； 就词语搭配而言， “稀少”和“稀缺”一

般用来修饰资源和物品， 不能用来修饰人， 由此可以排除选

项B和选项C。 例题三 (2007年国家)虽然很多员工觉得很难控

制工作中的压力， 但是至少当他们回家时是________的。然

而， 随着工作本质的变化， 家也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避难所了

。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愉快 B.清闲

C.悠闲 D.轻松 【解析】 本题选D。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词

语相对关系以及搭配关系， 由“但是”可知横线上应该填与

“压力”意思相反的词， 由此可以排除选项A、B、C； 从词

义对应来看， 愉快和忧伤相对， 清闲、悠闲与忙碌相对， 压

力和轻松相对。此外， 根据文意推断和语意搭配， 空白处应

填入一个与气氛、氛围相搭配的词， 综合上述条件考虑， 选

项D最为合适。 例题四 (2007年国家)节约其实就是这样

的______行为， 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就是空调开多

少度之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 就是买大排量还是小排量轿车

之类的问题， 就是是否选择一次性卫生筷之类的问题。 填入

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简单 B.琐碎 C.日常

D.普通 【解析】 本题选A。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词义搭配

关系， 横线上应该填与后面三种行为相搭配的词， 买大排量

还是小排量轿车不是普通的事， 更不是日常事务； 同时， 根

据词语搭配关系， “琐碎”不能修饰行为， 由此可以排除选

项B、C、D。 例题五 (2007年国家) 由于疏于______， 院里的



房屋大多十分陈旧， 与旁边修建得簇新的正乙祠戏楼相比

要______得多， 不过在院中我们依稀还可以看到正乙祠当年

的身影。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修饰 

寒酸 B.修葺 逊色 C.管理 破败 D.维护 杂乱 【解析】 本题选B

。 从词语搭配来看， “修葺”是专门用来与房屋的修缮相搭

配的词， 而其他三个词均不能与之相搭配； 根据上下文的一

致性和句意关系， 由句中的“与旁边修建得簇新的正乙祠戏

楼相比”可知前后两句话是比较关系， 第二个横线上应该填

具有比较意义的词， 同时这个词还要和句中的“簇新”一词

相搭配， 由此可以排除选项A、C、D。 例题六 (2006年辽宁)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

全党， 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 对划横线的词可用下面

哪个词语代替（ ）？ A.坚持不懈 B.毫不动摇 C.不折不扣 D.

不屈不挠 【解析】 本题选B。坚定不移， 指(立场、主张、意

志等)稳定坚强； 不动摇。四个选项中“毫不动摇”与此意最

接近。 例题七 (2003年浙江) 春华秋实， 没有那______的春风

， 又哪会有这满野秋色的大好收成呢? A.温和 B.温柔 C.和煦

D.强劲 【解析】 本题选C。春风一般是温暖的， 不能用“强

劲”来修饰， 因此首先可排除D项； 其余三个词“温和”、

“温柔”、“和煦”中只有“和煦”一词有温暖的意味， 而

且， 只有“和煦的春风”最符合语感。 例题八 (2003年浙江) 

古人有“闻过则喜”之说， 而今天有些人则不然， 总

是______， 对比之下， 实在不应该。 A.瑕不掩瑜 B.讳疾忌医

C.刚愎自用 D.好大喜功 【解析】 本题选B。从词义上看， 闻

过则喜， 指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就感到高兴。形

容虚心， 对自己要求严格。根据文意， 横线处应填与“闻过



则喜”意义相反的词语。讳疾忌医， 指怕人知道有病而不肯

医治， 比喻掩饰缺点， 不愿改正。可见， 讳疾忌医与闻过则

喜意思恰好相反， 故正确答案为B。 例题九 (2003年浙江)这

一套百科全书， 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各门学科， 真

是________， 丰富多彩。 A.洋洋大观 B.蔚为大观 C.汗牛充栋

D.包罗万象 【解析】 本题选D。洋洋大观， 形容事物繁多， 

丰富多彩。蔚为大观， 丰富多彩， 成为盛大的景象(多指文

物等)。汗牛充栋， 形容书籍极多(汗牛： 用牛运输， 牛累得

出汗； 充栋： 堆满了屋子)。包罗万象， 内容丰富， 应有尽

有。材料中“内容涉及各个领域， 各门学科”是内容丰富之

意， 由此可直接选D。 例题十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

和参与， 经济的发展就不能达到______的目的。 A.设想 B.确

定 C.预期 D.理想 【解析】 本题选C。根据语意和语言习惯， 

首先可排除选项B、D。设想， 指想像， 假想。预期， 预先

期待的意思， 由此可知选项C最符合句意。 (二) 解题方法点

拨 要做好选词填空和词语替换题， 考生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

先， 应试者应当掌握大量的词汇， 并且应对常用词的意义、

词的用法、词的搭配关系、词的结构、词的惯用句式了如指

掌， 这是应对此类题的基础。但这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考生在平日的学习中不断积累才能获得。 其次， 做题时

， 考生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整个语句试

图表达的意思， 之后再将每个词义与句子上下文相联系。因

为只有将词语放在句子中分析、理解， 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词

义。这也可以称作“依句辨词”， 即一个词只有应用到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 才具有确切的意义。换句话说， 只有在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 才能把一个词语理解得准确、具体、透彻。



因此， 注重词语和文意的关系至关重要。 再者， 拿不定答案

时， 及时运用语感。在无法确定答案的情况下， 可将每个词

都放在空白处尝试一下， 默念一番， 看填入哪个词后能使句

子更通顺、自然， 则选择该词； 如果一个词放在空里看着别

扭、读着绕口、生硬， 便不能选择该词。这种逐一尝试的方

法， 也可称作排除法。 平时， 应试者应加强语感练习。古人

云： “书读千遍， 其义自见”， 讲的即是书读多了， 语感

增强后， 对含义的理解便会豁然开朗、拨云见日。并且， 长

期的训练和积累会使应考者在考场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关联词的运用 关联词， 指连接上下文， 起联系作用的词

语。 这类题型专门考查关联词语的运用和搭配关系， 即题目

给出一段语法意义完整但语用意义欠完整的片断， 留出的空

白处， 要求应试者根据上下文的关系从四个选项中选择能使

片断语用表达更加完备的关联词。 (一) 典型真题分析 例题一

(2007年国家)_______ 今天的人类居住在一个空间探索和虚拟

现实的完全现代化的世界里。但他们的活动和石器时代的狩

猎者的活动基于________ 的智力本质， 例如， 在受到威胁时

进行对抗的本能， 以及交换信息和分享秘密的动力。 填入划

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其实 不同 B.尽管 同样

C.虽然 不同 D.尽管 类似 【解析】 本题选B。这道题主要考查

关联词的运用。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句意关系， 由第二句

话中的转折词“但”可以知道前后两句话是转折关系， 第一

个横线上应该填和“但”相搭配的关联词， 由此可以排除选

项A； 由材料“例如”后面的例子内容可以排除C项； 从词

语搭配来看， “类似”一般不用来修饰“本质”一类的词， 

而用来修饰“特点”一类的词， 词语搭配不恰当， 由此可以



排除D项。 例题二 (2005年浙江) 有人认为， ______投资规模

与国力相适应的资金运用的调控， ______能体现出投资规模

宏观效益的大趋势， ______不能判断宏观规模收益究竟能够

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______不能揭示投资规模大小与投资全

局收益率高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种看法是成问

题的。 A.研究 如果 但 而且 B.了解 即使 也 还 C.进行 虽然 但 

也 D.通过 只要 就 也 【解析】 本题选C。这道题主要考查关

联词的运用。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句意关系， 可看出这个

句群隐含了转折意味， 因而须用表转折关系的关联词， 而四

个选项中“如果”、“即使”表假设关系， “只要”表条件

关系， 仅有“虽然⋯⋯但⋯⋯”表转折关系， 所以对于此题

单看选项就可轻而易举地选出后三个空白处所填的关联词， 

正确答案便不言而喻了， C为正确选项。 例题三 (2002年国

家B类) ______所谓“拿破仑学”的学者所写出的充塞各国图

书馆内的拿破仑传， ______以卓别林的传记来说， 以我有限

的见闻， ______不下六七种之多。有本人写的自传， 也有别

人写的传记。 横线上恰当的措辞是（ ）。 A.无论 还是 就 B.

且不说 仅 就 C.无论 仅 就 D.且不说 如果 也 【解析】 本题选B

。做这道题最简便快捷的方法是将选项代入材料， 凭语感是

否流畅， 表达意义是否明晰以及是否有逻辑性来判定。代入

“无论”， 不符合人们的语感， 意义表达也无逻辑性； 确定

了第一个空的关联词， 后面的关联词便水到渠成了。 例题四

(2003年浙江)古代动物中有一类动物叫蜥螈， 它______具有

两栖动物的特征， ______ 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______ 古生

物学工作者不容易弄清楚它到底是两栖动物还是爬行动物，

______ 过去把它放在爬行动物中， ______现在又把它放在两



栖动物中去。 A.既 又 因此 以至 而 B.不但 而且 不过 尽管 但

是 C.既 又 因此 以致 而 D.不但 而且 因此 尽管 但是 【解析】 

本题选C。材料第一句话中“具有两栖动物的特征”和“具

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可看出， 这两者是并列关系， 因而第一

、二个空须填入表并列关系的关联词， 由此排除表递进关系

的选项B和D； 根据语意， 第一句话与第二句话之间为因果

关系， 因而第三个空应填入表结果的关联词“因此”； 排除

选项B和D后， 第四个空所给的选项“以至”和“以致”两词

具有强烈的迷惑性， 《现代汉语词典》云： “以至， 用在下

半句话的开头， 表示由于上文所说的动作、情况的程度很深

而形成的结果。”“以致， 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 表示下文

是上述原因所形成的结果。”据文意， 古生物学工作者不清

楚蜥螈属于哪种动物是因上文所说的它同时具有两种动物的

特征而导致的， 因而第四个空填“以致”较合理。故正确答

案为C。 例题五 (2004年浙江) 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显示的

优越性和这种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 可以看出， 目前许多国

有企业存在的某些弊端， ______公有制自身问题， ______其

表现的具体形式问题， 而是经济体制问题。 A.既是 也是 B.确

定 不是 C.不是 而是 D.不是 也不是 【解析】 本题选D。通读

材料， 凭借语感和已出现的关联词“而是”可断定， 这段材

料之间包含着并列关系。选项中能与“而是”搭配使用的关

联词只有“不是⋯⋯也不是⋯⋯”。 (二) 解题方法点拨 要做

好关联词选择题， 考生需注意： 首先， 将常用的关联词语搭

配情况烂熟于心， 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 其次， 做此类题目

前， 考生可先大致扫描一下四个选项， 使自己对选项内容有

个感性的把握。这样可在阅读材料时更有针对性， 具体做题



更加有的放矢。浏览过选项之后，应试者应带着印象去认真

快速地阅读题目中所给出的文字内容， 在弄懂空格处前后内

容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脑海中留下的选项印象， 选出与文意

关系相符合且最相搭配的关联词。 初步选定答案后， 还要再

将选定的词语代入原文， 看语感是否流畅， 关系是否有逻辑

性， 做最后的印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