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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很多战士和家长们，想进一步了解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的特点，下面做简要介绍。

这是极具原创特色的一套备考用书，注重实用性、系统性和指导性，选用该书必将给战士们备

考带来很大帮助。本书与其它同类资料的明显区别，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在介绍每个知识点或考点时，不照搬、不复制、不拼凑，而是各科教师用心结合实

际的军考教学实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编排、讲解。这种符合逻辑、便于自学的科学讲解方

式，贯穿始终，小到定义公式，大到题型与方法，为战士们进行高效复习指明了方向。 

第二，紧跟在每个考点后面的例题示范与演练，首先是选取最简易的考点运用（往往是直

接运用，这样便于理解），然后才是增加例题难度与广度（这样便于拓宽、加深）。另外，我们

把近 6~10 年来的军考真题，逐一融进对应考点的后面，且配以详解和点评，既作为对应考点的

例题，又提示了其重要性和考察方式。 

第三，每章后面有“突破训练题组”，里面每道题都是精心设计的军考常考题型，题目由小

到大、难度从低到高，不光是练习，也极具考试的针对性。 

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是北京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呈现给全国考生的一套代表性作品，

它融入了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多年来对军考教学的深刻体会，以及反复认真地推敲斟酌。由于

多数士兵考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这套资料也全面弥补了《军考教材》在讲解上的局限，会帮助

不同层次的考生去高效复习与提高。 

我们对本丛书进行了系统的编、审、校工作，但是由于内容多、学科面广，难免出现个别

疏漏之处，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士兵考生来电指出，帮助改进。 

作为全国最早、专业研究军考的教学团队，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关注、模仿甚至抄袭着，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投入精力去用心教学和用心编写，就会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始于“教

学”、成于“教育”，中国军考教育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团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教

育这个方向而继续努力！ 

崔爱功 

  



说 明 

为了便于战士们自学，本丛书为所有考点或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编号，下面进行简要说明。 

一、书中凡是属于知识点或考点的内容，均有灰色底纹（图片与表格除外）。 

二、每个知识点或考点都对应一个编号（语文除外），一般采用“三级编号”形式，特殊情

况下采用“四级编号”形式。例如，“2-5-6”为三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破》中

“第二章、第五节的第六个考点”。再如，“2-1-3-6”为四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

破》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三个考点下的第六个知识”。 

三、为了便于战士们及时查找和弥补自己的知识漏洞，我们在多数题目的“点评”内容里，

也加入了该题所涉及知识点或考点的编号。 

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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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考复习指导 

源自“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多年来培训战士的成功方案总结 
作者：崔爱功 

一、军考备考，越早越好。 

备考时间是参加部队考学的一个重要竞争力，不多阐述。 

二、突破障碍，建立根基。 

这是一个万事万物通用的哲理。战士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搭建好完整的

知识系统，所以才会衍生出种种难题。在身边无师的情况下，自通是困难的，所以战士们需要

一种如同教师授课那样的好资料，“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已经帮战士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目前，比其他教材教辅在考点、例题、训练题等方面，讲解得更有效、更细致透彻、更明

确考点、更利于自学的，就是《崔爱功军考突破》，这是每位战士必备的军考复习资料。 

三、知错必改，改至必会。 

首先，你要认识到只有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方案，才会有效率可言；然后，你要落实到每次

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加大成功的筹码。从一开始，就培养好习惯，这是我们在多年来进行一对

一辅导战士的过程中不断验证的实用方法，希望大家不论用哪一本书学习，都要严格遵循下面

的操作方法。 

（1）任何学习的过程，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基于量变、促成质变”。 

（2）准备一支黑笔，一支红笔，一支铅笔（橡皮），一个能每天装在衣袋的日常记录本，多

个做题本与改错本。 

①黑笔用来做题，以及标注已经会做、且无需进行第二遍的题。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必须

留下痕迹。比如，对于例题，做完后如果正确，可以在题干上打个对勾；对于选择题、填空题，

做完后如果正确，要写上答案；对于解答题，做完后如果正确，要留下过程或者打勾；等等。 

②红笔用来标注错误，以及做记号。凡是自己学不懂的知识点，一律用红笔打问号（解决

后，勾掉问号）；凡是第一次做错的题，一律用红笔改正（有需要时，写明出错原因）；凡是不

会做的题，一律用红笔在题号上画个圈。 

③铅笔用来作图，橡皮用来擦改，这是考试要求，且不伤原图。 

④日常记录本用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下，而后解决（解决后，勾掉）。在刻苦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此时不记，过后则忘。 

⑤做题本用来书写解题过程、默写背记内容。战士们参加的考试，都是考查反映在卷面上

的功夫，所以必须勤动笔，学习往往是看无效、动笔有效。 

⑥改错本用来改正那些自认为重要的错题，要写过程。运用改错本，日积月累，既能稳步

提高能力，又利于归纳总结。 



（3）所有标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心知肚明。那些已经学会的，再做就是浪费时

间；那些有错误、有疑问的，不尽快想办法解决就是隐患。在日后复习时，哪些不需再做、哪

些需重做、甚至哪些需反复做，要做到一目了然。 

其实，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人做事的规划问题。所以，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进步快。进

步慢的人，重要因素就是反复做无用功，不得法则慢；进步快的人，重要因素就是一步一个脚

印，得法则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上面这些方式给学习带来了麻烦，这些才是正确

有效的极佳方式，必将为你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四、明确方案，各科击破。 

（1）理科的复习方案： 

①首先要突破知识障碍，明确考查方向，为进行系统训练建立根基。我们出版发行的《崔

爱功军考突破》，帮战士们解决了自学的难题。 

②抓住那些考试原题，方法就是争取全做会。多年来，《军考教材》上面的某些题目，就是

在给战士们送分，白送的分一定要拿到手；但要注意，真正的竞争差距不在那几道题上。我们

编写的《军考教材详解》，帮战士们解决了教材答案过程不详尽的难题（提供免费下载）。 

③系统训练，天道酬勤，能者居上。军考选拔的是那些能力拔尖的人才，那些人的能力是

靠练出来的。我们出版发行的多种配套基础、模拟、真题详解汇编等针对性资料，帮战士们解

决了材料不足的难题。 

④熟记理科的所有公式，且要达到能够运用的水平。有些公式无需理解，背下来会用就可

以；有些公式必须理解，不理解就不会用。 

⑤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2）文科的复习方案： 

①突破知识障碍方面，与理科同。 

②抓住考试原题方面，与理科同。 

③系统训练方面，与理科同。 

④学习文科的一个难题就是背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自我监督、自我检查；另

一方面要下足功夫，看了不行你就读，读了不行你就写。总之，该背的就要背下来。 

⑤复习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军政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五、无路可走，唯有努力！ 

非凡的成就，全靠最平凡的劳动酿成。参加军考，就不要心存侥幸、懒散安逸，更不要心

存走关系、考场作弊等幻想，这些都会害了你；相反，你必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就算咬破

牙也要坚持下去，考试最终靠自己。 

人生在世，勇敢一些，豁达一些，既要建立必胜的信心，又要具备不怕失败的勇气，这样

的你，必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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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语  音 

第一章  语  音 

复习方向指导 

要求：掌握汉语拼音规则，能辨识拼音错误并改正；辨识常用多音字的读音；正确识记常

用字读音。考试内容是多音多义字读音、常用字读音及拼音规则，前两者为主。题型选择题、

填空题、笔答题、判断题等多种，笔答题（在阅读部分 3～6 分）在 2013 年有，2014 年后为一

道选择题（2 分）。以下有典型例题引路，真题体验紧跟——可以多做几遍真题尤其是近五年的，

其后是基础巩固和能力提高的题目。用好纠错本，集中处理好。 

一、典型例题。 

例 1  下列各组词，加线字音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婉转 纨绔 莞尔一笑 顺蔓摸瓜 

B．相似 对峙 舐犊情深 有恃无恐 

C．亵渎 解数 不屑一顾 坚持不懈 

D．觊觎 舆论 尔虞我诈 不言而喻 

【详解】C 都读 xiè；A 婉转、莞尔都读 wǎn，纨 wán 绔，顺蔓 wàn 摸瓜；B 相似 sì，对峙

zhì，舐犊情深、有恃无恐都读 shì；D 觊觎、舆论、尔虞我诈都读 yú，不言而喻 yù。故选 C。 

例 2  每组加线词读音都不同的一项是（    ） 

A．拜谒/枯竭 冲锋枪/冲击波 恣意妄为/千姿百态 
B．陨石/功勋 倒胃口/倒栽葱 崇山峻岭/怙恶不悛 
C．梗概/田埂 迫击炮/迫切性 瓜熟蒂落/啼笑皆非 
D．篆书/椽子 空白点/空城计 愚公移山/向隅而泣 
【详解】A 冲锋枪/冲击波，都读 chōng；B 陨 yǔn 石/功勋 xūn，倒 dǎo 胃口/倒 dào 栽葱，崇

山峻 jùn 岭/怙恶不悛 quān；C 梗概/田埂；都读 gěng；D 愚公移山/向隅而泣都读 yú。故选 B。 
例 3  加线字的读音有误的一项是（    ） 

A．媲美 pì 胜券在握 quàn 惟妙惟肖 xiào 
B．稍息 shào 应运而生 yìng 弦外之音 xián 
C．吮吸 shǔn 百舸争流 gě 厉兵秣马 mò 
D．执拗 niōu 惴惴不安 zhuì 少不更事 gēng 
【详解】执拗 niù。音误并且不合乎拼音规则：iou、uei、uen 的使用。这三个韵母和声母相

拼时，要去掉中间的元音字母，写为 iu、ui、un。例如 niu（牛）、gui（归）、lun（论）。如果前

面是零声母，就要按照 y 和 w 的使用规则，分别写为 you、wei、wen。可见 iou、uei、uen 是理

论的写法，在实际拼写时并不出现。在分析韵母的结构时，仍旧使用 iou、uei、uen，不用省写

式。故选 D。 

例 4  加线字的读音有误的一项是（    ） 

A．对峙 zhì 禅让 shàn 里应外合 yìng 自怨自艾 yì 
B．濒临 bīn 谥号 shì 垂涎三尺 xián 锲而不舍 qi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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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考突破·语文分册 

C．擂台 lèi 庖厨 páo 雄师劲旅 jìng 令人咋舌 zhā 
D．执拗 niù 黏合 nián 徇私舞弊 xùn 言辞中肯 zhòng 
【详解】咋 zé 舌。故选 C。 

例 5  加线字的读音，有错误的是（    ） 
A．追本溯源 sù 蹩脚 bié 蜷曲 quán 诤言 zhèng 
B．别出机杼 zhù 亟盼 qì 踮脚 diǎn 袅娜 nuó 
C．戛然而止 jiá 矩形 jǔ 宽绰 chuo 禅让 shàn 
D．形单影只 zhī 抹布 mā 腼腆 tiǎn 揣度 duó 
【详解】亟（jí）盼，有急切的意思；读（qì），含有屡次的意思。故选 B。 
例 6  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猜度 duó 闭目塞听 sè 唾手可得 chuí 
B．迸发 bèng 因噎废食 yē 揠苗助长 yān 
C．戏谑 nüè 奴颜婢膝 bì 痴心妄想 chī 
D．内讧 hòng 放荡不羁 jī 荷枪实弹 hè 
【详解】A 唾 tuò 手可得；B 揠 yà 苗助长；C 戏谑 xuè。故选 D。 

例 7  加线字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潜 qián 伏 关卡 qiǎ 怵 chù 目惊心 厉兵秣 mò 马 

B．给 gěi养 禁 jìn 区 强 qiáng 词夺理 荷 hè枪实弹 

C．捕歼 qiān 处 chù 突 一蹴 cù 而就 羽扇纶 lún 巾 

D．狙 zǔ击 酗 xiōng酒 引吭 háng 高歌 有案可稽 jī 
【详解】A 无误；B 给 jǐ养，强 qiǎng 词夺理；C 捕歼 jiān，处 chǔ突（处理突发事件），羽

扇纶 guān巾；D 狙 jū击，酗 xù 酒。故选 A。 

例 8  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 

A．觊觎 jì 揩油 kāi 光阴荏苒 rǎn 谄媚阿谀 chǎn  
B．炽热 zhì 甄别 zhēn 唾手可得 tuò 流水淙淙 cóng 
C．盥洗 guàn 着陆 zhuó 殒身不恤 yǔn 按捺不住 nài 
D．汲取 jí 俯瞰 kàn 猝不及防 cù 饮鸩止渴 jiù 
【详解】B 炽热 chì；C 按捺不住 nà；D 饮鸩止渴 zhèn。故选 A。 

例 9  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堤（tī）坝 赦（shè）免 捉襟见肘（zhǒu） 破绽（zhàn）百出 
B．校（jiào）勘 曲（qū）解 一叶扁（piān）舟 矢（shǐ）口否认 
C．徘徊（huí） 皈（guī）依 穷兵黩（dǔ）武 琅琅（láng）上口 
D．旋转（zhuǎn） 允（yǔn）许 亘（gēn）古未闻 怒发冲冠（guàn） 
【详解】A 堤（dī）坝；C 徘徊（huái），黩（dú）武；D 亘（gèn）古，怒发冲冠（guān）。

故选 B。 
例 10  加线字的读音，错误最多的是（    ） 

A．浓墨重彩（chóng）锲而不舍（qī） 翘首星空（qiáo） 狡黠（jié） 

B．暴殄天物（tiǎn） 绿林好汉（lǜ） 大腹便便（pián） 同胞（bāo） 

C．拈花惹草（zhān） 目不暇给（jǐ） 风驰电掣（chè） 拾级（shè） 

D．安步当车（dàng） 大模大样（mú） 汹涌澎湃（pài） 殷红（y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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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A 浓墨重彩（zhòng），锲而不舍（qiè），狡黠（xiá）；B 绿林好汉（lù）；C 拈花惹

草（niān）；D 殷红（yān）。故选 A。 

例 11  加线字的读音，错误最多的一项是（    ） 
A．湖泊 bō 供给 gěi 慰藉 jì 量体裁衣 liáng 
B．膝盖 xī 脂肪 zhī 掣肘 zhì 循规蹈矩 jǔ 
C．荷枪 hè 惬意 qiè 畜牧 chù 里应外合 yīng 
D．麻痹 pí 炽热 zhì 屏弃 bǐng 敷衍塞责 sāi 
【详解】A 各项都错，湖泊 pō，供给 jǐ，慰藉 jiè，量体裁衣 liàng；B 掣肘 chè；C 畜牧 xù，

里应外合 yìng；D 麻痹 bì，炽热 chì，敷衍塞责 sè。故选 A。 
【点评】本题考查多音多义字和习惯性误读。 

二、真题体验。 

例 1  （2002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注音错误的是（    ） 

A．贮藏（zhù cáng） 高亢（gāo kàng） 分泌（fēn mì） 

B．脂肪（zhī fáng） 苦涩（kǔ sè） 屹立（yì lì） 

C．胆怯 （dǎn què） 名额（míng，é） 膝盖（xī gài） 

D．驰骋（chí chěng） 暖和（nuǎn huo） 允许（yǔn xǔ） 

【详解】C 胆怯 dǎn qiè。故选 C。 

例 2  （2005 军考真题）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全部符合拼写规则的一组是（    ） 

A．淳朴（chuén） 贫穷（qiòng） 抖擞（sǒu） 知识（zhī） 

B．欲望（yù） 回归（guī） 黑暗（hēi，àn） 暖和（huo） 

C．教诲（huǐ） 部队（duì） 波浪（bō） 绿色（lǜ） 

D．分歧（qí） 飞跃（fēi） 脑髓（suí） 肥沃（wó） 

【详解】A 淳朴 chún，贫穷 qióng；C 教诲 huì；D 脑髓 suǐ，肥沃 wò。故选 B。 

例 3  （2006 军考真题）下列加线字的注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 

A．倔强（jiàng） 干涸（hé） 堤岸（dī） 收敛（liǎn） 

B．解剖 （pō） 寻觅（mì） 酝酿（yùn） 发酵（jiào） 

C．条例（liè） 胆怯（qiè） 教诲（huì） 蹊跷（qī） 

D．证券（juàn） 参差（cān） 澎湃（pài） 鞭笞（chì） 

【详解】B 解剖 pōu；C 条例 lì；D 证券 quàn，参差 cēn，鞭笞 chī。故选 A。 

例 4  （2008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禁地 禁闭 百无禁忌 噤若寒蝉 

B．荫凉 硬朗 饮马长城 应接不暇 

C．辍学 连缀 惴惴不安 水势湍急 

D．辟谣 裨益 兴利除弊 浮云蔽日 

【详解】A 都读 jìn；B“荫凉、饮马长城”都读“yìn”，“硬朗、应接”都读“yìng”；C 依

次读 chuò、zhuì、zhuì、tuān；D 第一个读“pì”其余三个读“bì”。故选 A。 

例 5  （2009 军考真题）下列成语中加线字的读音，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无耻谰言（lān） 锐不可当（dàng） 强颜欢笑（qiǎng） 插科打诨（h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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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才济济（jì） 蛊惑人心（gǔ） 连篇累牍（dú） 颐指气使（yí） 

C．吹毛求疵（cī） 量体裁衣（liàng） 差强人意（chā） 觥筹交错（gōng） 

D．曲尽其妙（qǔ） 汗流浃背（jiá） 乳臭未干（chòu） 间不容发（jiàn） 

【详解】A 无耻谰 lán 言，锐不可当 dāng，插科打诨 hùn；B 人才济济 jǐ；D 曲 qū 尽其妙，

乳臭 xiù 未干，汗流浃 jiā背，间 jiān不容发。故选 C。 

例 6  （2010 军考真题）下列加线词的读音，不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遒劲（qiú） 苑囿（yòu） 蹩脚（bié） 睚眦必报（zì） 

B．圭臬（niè） 丛冢（zhǒng） 浩瀚（hàn） 莘莘学子（shēn） 

C．潜伏（qián） 粗糙（zào） 呆板（dāi） 蓊蓊郁郁（wěng） 

D．拗口（ào） 梦魇（yǎn） 龟裂（jūn） 颓垣断壁（yuán） 

【详解】C 粗糙 cāo，其余正确。故选 C。 

例 7  （2011 军考真题）加线字的字音，不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粗犷 kuàng 戏谑 xuè 阴霾 mái 开花结 jié 果 

B．质 zhì 量 瞭 liào 望 渎 dú 职 所向披靡 mǐ 

C．炫 xuàn 耀 拘泥 nì 字帖 tiè 言简意赅 gāi 
D．鏖áo 战 濒 bīn临 恪 kè 守 蓦 mò 然回首 

【详解】A 粗犷 guǎng。结果：（1）开花结出果实 jiēguǒ；（2）“杀掉”或“最后结局”读 jiéguǒ。
故选 A。 

例 8  （2012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 

A．挑衅（xìn） 审慎（shèn） 潜（qián）艇 随声附和（hè） 

B．中枢（shū） 提（tí）防 旌（jīng）旗 扣人心弦（xuán） 

C．捕（pǔ）鱼 坦（tǎn）克 纤（xiān）绳 称（chèn）心如意 

D．入侵（qīn） 机械（jiè） 驰骋（chěng） 人才济济（jì） 

【详解】B 提 dī防，扣人心弦 xián；C 捕 bǔ鱼，纤 qiàn 绳；D 机械 xiè，人才济济 jǐ。故选

A。 

例 9  （2013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 
A．埋（mán）怨 租赁（lìn） 携（xié）手 戎马倥偬（zǒng） 
B．拯（zhěng）救 苍穹（qióng） 炮（pào）烙 屡见不鲜（xiǎn） 
C．扁（biǎn）舟 垂涎（xián） 自诩（xǔ） 同仇敌忾（qì） 
D．酗（xiōng）酒 联袂（jué） 女娲（wā） 功亏一篑（kuì） 
【详解】B 炮（páo）烙、屡见不鲜（xiān）；C 扁舟（piān）、同仇敌忾（kài）D 酗（xù）酒、

联袂（mèi）。故选 A。 
例 10  （2014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 
A．嗔（chēn）怒 慰藉（jiè） 相机行事（xiàng） 
B．应届（yīng） 执着（zhuó） 自怨自艾（ài） 
C．锃亮（zèng） 龃龉（wǔ） 万马齐喑（yīn） 
D．混淆（yáo） 蒙骗（mēng） 窗明几净（jī） 
【详解】B 自怨自艾 yì；C 龃龉 yǔ；D 混淆 xiáo。故选 A。 
例 11  （2015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诧异 叱咤 姹紫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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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题目 堤坝 耳提面命 
C．懒惰 依赖 万籁俱寂 
D．杭州 航空 引吭高歌 
【详解】A 诧、姹读 chà，叱咤 zhà；B 堤 dī坝，其余读 tí；C 懒 lǎn 惰，其余读 lài；D 都读

háng。本题主要考查形近字读音，常见字，不难。故选 D。 
例 12  （2016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骁勇 绕道 百折不挠 
B．拥挤 调剂 同舟共济 
C．精粹 淬炼 鞠躬尽瘁 
D．抒情 舒畅 别出机杼 
【详解】A 分别读 xiāo、rào、náo；B 分别读 jǐ、jì、jì；C 都读 cuì；D 分别读 shū、shū、

zhù。故选 C。 
例 13  （2017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烟火 绿茵 咽喉要塞 
B．消防 逍遥 销声匿迹 
C．沾光 玷污 拈轻怕重 
D．敦厚 淳朴 谆谆教导 
【详解】B 都读 xiāo；A 烟 yān火，绿茵 yīn，咽 yān喉；C 沾 zhān光，玷 diàn 污，拈 niān

轻怕重；D 敦 dūn厚，淳 chún 朴，谆 zhūn谆教导。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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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 

本材料是容易读错的字，常考常错。要经常复习。每组 20 字，共 320 字，每天 2 组，半月

掌握。掌握这些，做选择题就容易了。不再专列选择题了。 

【基础一】①狭隘②蹩脚③秘鲁④裨益⑤荫庇⑥一曝十寒⑦哺育⑧刹那⑨谄媚⑩为虎作伥⑪
嗔怪⑫瞋目⑬瞠目⑭驰骋⑮炽热⑯流水淙淙⑰攒动⑱相形见绌⑲啜泣⑳忖度 

【基础二】①殚精竭虑②悼念③逮捕④掂量⑤拾掇⑥讹诈⑦藩篱⑧汾水⑨成绩斐然⑩惊魂甫

定⑪讣告⑫言简意赅⑬瓜葛⑭诸葛⑮脖颈⑯佝偻⑰勾当⑱粗犷⑲皈依⑳骸骨 

【基础三】①隔阂②可汗③混凝土④豁出去⑤囫囵⑥病入膏肓⑦无庸置喙⑧浣衣⑨通缉⑩嫉

妒⑪脊梁⑫信笺⑬汗流浃背⑭咀嚼⑮循规蹈矩⑯倔强⑰隽秀⑱隽永⑲龟裂⑳痉挛 

【基础四】①窥探②傀儡③琅琅上口④花蕾⑤趔趄⑥管窥蠡测⑦租赁⑧阴霾⑨埋怨⑩联袂⑪
愤懑⑫披靡⑬腼腆⑭酩酊大醉⑮谬论⑯按捺⑰发难⑱拈轻怕重⑲宁可⑳忸怩 

【基础五】①呕心沥血②奇葩③滂沱④炮制⑤胚胎⑥砒霜⑦媲美⑧扁舟⑨解剖⑩剽悍⑪鄱阳

⑫菜畦⑬绮丽⑭潜质⑮掮客⑯亲家⑰翩跹⑱一曝十寒⑲龋齿⑳祛除 

【基础六】①面面相觑②蜷伏③商榷④冗长⑤偌大⑥霎时⑦妊娠⑧半身不遂⑨洗涮⑩吮吸⑪
怂恿⑫收缩⑬鞭挞⑭拖沓⑮剔除⑯恬静⑰轻佻⑱字帖⑲唾手可得⑳侮辱 

【基础七】①虚与委蛇②山岭逶迤③猥亵④龌龊⑤膝盖⑥楔子⑦狡黠⑧噱头⑨偕同⑩挟持⑪
琐屑⑫垂涎⑬骁勇⑭相机行事⑮长吁短叹⑯自诩⑰屡见不鲜⑱酗酒⑲戏谑⑳煦暖 

【基础八】①畜牧②渲染③徇私④杳无音信⑤摇曳⑥造诣⑦对弈⑧囿于成见⑨丰腴⑩月晕⑪
憎恨⑫绽开⑬蛰伏⑭缜密⑮诤友⑯胡诌⑰伫立⑱连缀⑲作坊⑳畸形 

〖能力突破★训练题组〗 

【能力一】①谙习②摈弃③稗草④刚愎自用⑤屏气⑥巨擘⑦针砭⑧侪辈⑨干坼⑩惝怳⑪电掣

⑫鞭笞⑬褫夺⑭整饬⑮不啻⑯忧心忡忡⑰废黜⑱椎心痛恨⑲悲怆⑳一蹴而就 

【能力二】①危殆②滇池③笃信④咄咄怪事⑤力能扛鼎⑥百舸争流⑦横亘⑧股肱⑨觥筹⑩桎

梏⑪盥洗室⑫日晷⑬聒噪⑭余勇可贾⑮引吭高歌⑯沆瀣一气⑰怙恶不悛⑱踝骨⑲豢养⑳一

丘之貉 

【能力三】①内讧②溃脓③羁绊④掎角之势⑤缄默⑥僭越⑦草菅人命⑧嗟叹⑨攻讦⑩慰藉⑪
桀骜⑫饥馑⑬噤若寒蝉⑭菁华⑮腈纶⑯以儆效尤⑰攫取⑱内疚⑲揩拭⑳鸟瞰 

【能力四】①恪守②岿然③喟叹④衣裳褴褛⑤羸弱⑥迤逦⑦莅临⑧遴选⑨身陷囹圄⑩弄堂⑪
镂空⑫蓦然回首⑬消弭⑭秣马厉兵⑮羞赧⑯呶呶不休⑰泥淖⑱木讷⑲拘泥⑳嗫嚅 

【能力五】①颀长②稽首③收讫④自古迄今⑤罪愆⑥悭吝⑦戕害⑧翘首⑨讥诮⑩强词夺理⑪
下载⑫挈妇将雏⑬黥刑⑭纰漏⑮毗邻⑯否极泰来⑰骈文⑱饿殍遍野⑲娉婷⑳暴虎冯河 

【能力六】①肯綮②茕茕孑立③怙恶不悛④光阴荏苒⑤熟稔⑥莘莘学子⑦哂笑⑧海市蜃楼⑨

舐犊情深⑩众口铄金⑪谥号⑫箪食壶浆⑬渊薮⑭竦然⑮婆娑⑯孝悌⑰倜傥⑱暴殄天物⑲恸

哭⑳畏葸不前 

【能力七】①檄文②瑕瑜③蹁跹④睚眦必报⑤湮没⑥筵席⑦梦魇⑧赝品⑨因噎废食⑩偃旗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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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⑪揶揄⑫笑靥⑬旖旎⑭迤逦⑮翌日⑯肄业⑰熠熠⑱氤氲⑲轶事⑳良莠不齐 

【能力八】①瘐毙②伛偻③鬼蜮④锁钥⑤箴言⑥装帧⑦饮鸩止渴⑧鳞次栉比⑨卷帙浩繁⑩戎

马倥偬⑪机杼⑫濯濯童山⑬擢发难数⑭浸渍⑮累赘⑯渣滓⑰惭怍⑱婀娜⑲憧憬⑳崔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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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基础一答案】①隘ài②蹩 bié③秘 bì④裨 bì⑤荫庇 yìnbì⑥曝 pù⑦哺 bǔ⑧刹 chà  ⑨谄 ch
ǎn⑩伥 chāng⑪嗔 chēn⑫瞋 chēn⑬瞠 chēng⑭骋 chěng⑮炽 chì⑯淙 cóng⑰攒 cuán⑱绌 chù
⑲啜 chuò⑳忖 cǔn 

【基础二答案】①殚 dān②悼 dào③逮 dài④掂 diān⑤掇 duo⑥讹é⑦藩 fān⑧汾 fén⑨斐 fěi⑩
甫 fǔ⑪讣 fù⑫赅 gāi⑬葛 gé⑭葛 gě⑮颈 gěng⑯佝 gōu⑰勾 gòu⑱犷 guǎng⑲皈 guī ⑳骸 hái 

【基础三答案】①阂 hé②可汗 kèhán③混 hùn④豁 huō⑤囫囵 húlún⑥肓 huāng⑦喙 huì⑧浣

huàn⑨缉 jī⑩嫉 jí⑪脊 jǐ⑫笺 jiān⑬浃 jiā⑭咀嚼 jǔjué⑮矩 jǔ⑯倔强 juéjiàng⑰隽 jùn⑱隽 ju
àn⑲龟 jūn⑳痉 jìng 

【基础四答案】①窥 kuī②傀 kuǐ③琅 láng④蕾 lěi⑤趔趄 lièqiè⑥蠡 lí⑦赁 lìn⑧霾 mái⑨埋

mán⑩袂mèi⑪懑mèn⑫靡mǐ⑬腼腆miǎntiǎn⑭酩酊mǐngdǐng⑮谬miù⑯捺 nà⑰难 nàn⑱拈

niān⑲宁 nìng⑳忸 niǔ 
【基础五答案】①呕ǒu②葩 pā③滂沱 pāngtuó④炮 páo⑤胚 pēi⑥砒 pī⑦媲 pì⑧扁 piān⑨剖 p

ōu⑩剽 piāo⑪鄱 pó⑫畦 qí⑬绮 qǐ⑭潜 qián⑮掮 qián⑯亲 qìng⑰翩 piān⑱曝 pù⑲龋 qǔ⑳祛

qū 
【基础六答案】①觑 qù②蜷 quán③榷 què④冗 rǒng⑤偌 ruò⑥霎 shà⑦娠 shēn⑧遂 suí⑨涮

shuàn⑩吮 shǔn⑪怂 sǒng⑫缩 suō⑬挞 tà⑭沓 tà⑮剔 tī⑯恬 tián⑰佻 tiāo⑱帖 tiè ⑲唾 tuò⑳
侮 wǔ 

【基础七答案】①委蛇 wēiyí②逶迤 wēiyí③猥亵 wěixiè④龌龊 wòchuò⑤膝 xī⑥楔 xiē⑦黠

xiá⑧噱 xué⑨偕 xié⑩挟xié⑪屑xiè⑫涎xián⑬骁xiāo⑭相 xiàng⑮吁 xū⑯诩 xǔ  ⑰鲜 xiān⑱
酗 xù⑲谑 xuè⑳煦 xù 

【基础八答案】①畜 xù②渲 xuàn③徇 xùn④杳 yǎo⑤曳 yè⑥诣 yì⑦弈 yì⑧囿 yòu⑨腴 yú⑩
晕 yùn⑪憎 zēng⑫绽 zhàn⑬蛰 zhé⑭缜 zhěn⑮诤 zhèng⑯诌 zhōu⑰伫 zhù⑱缀 zhuì  ⑲作 zu
ōfang⑳畸 jī 

〖能力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能力一答案】①谙ān②摈 bìn③稗 bài④愎 bì⑤屏 bǐng⑥擘 bò⑦砭 biān⑧侪 chái⑨坼 chè
⑩惝怳 chǎnghuǎng⑪掣 chè⑫笞 chī⑬褫 chǐ⑭饬 chì⑮啻 chì⑯忡 chōng⑰黜 chù⑱椎 chuí
⑲怆 chuàng⑳蹴 cù 

【能力二答案】①殆 dài②滇 diān③笃 dǔ④咄 duō⑤扛 gāng⑥舸 gě⑦亘 gèn⑧肱 gōng ⑨觥 g
ōng⑩桎梏 zhìgù⑪盥 guàn⑫晷 gǔi⑬聒 guō⑭贾 gǔ⑮吭 háng⑯沆 hàng⑰怙 hù⑱踝 huái⑲豢

huàn⑳貉 hé 
【能力三答案】①讧 hòng②溃 huì③羁 jī④掎 jǐ⑤缄 jiān⑥僭 jiàn⑦菅 jiān⑧嗟 jiē⑨讦 jié⑩

藉 jiè⑪桀骜 jiéào⑫馑 jǐn⑬噤 jìn⑭菁 jīng⑮腈 jīng⑯儆 jǐng⑰攫 jué⑱疚 jiù⑲揩 kāi⑳瞰

kàn 
【能力四答案】①恪 kè②岿 kuī③喟 kuì④褴褛 lánlǚ⑤羸 léi⑥逦 lǐ⑦莅 lì⑧遴 lín⑨囹圄 l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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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yǔ⑩弄 lòng⑪镂 lòu⑫蓦mò⑬弭 mǐ⑭秣 mò⑮赧 nǎn⑯呶 náo⑰淖 nào⑱讷 nè⑲泥 nì⑳嗫

嚅 nièrú 
【能力五答案】①颀 qí②稽 qǐ③讫 qì④迄 qì⑤愆 qiān⑥悭 qiān⑦戕 qiāng⑧翘 qiáo⑨诮 qi

ào⑩强 qiǎng⑪载 zài⑫挈 qiè⑬黥 qíng⑭纰 pī⑮毗 pí⑯否 pǐ⑰骈 pián⑱殍 piǎo ⑲娉 pīng⑳
冯 píng 

【能力六答案】①綮 qǐng②茕 qióng③悛 quān④荏苒 rěnrǎn⑤稔 rěn⑥莘 shēn⑦哂 shěn⑧蜃

shèn⑨舐 shì⑩铄 shuò⑪谥 shì⑫食 sì⑬薮 sǒu⑭竦 sǒng⑮娑 suō⑯悌 tì⑰倜傥 tìtǎng⑱殄 ti
ǎn⑲恸 tòng⑳葸 xǐ 

【能力七答案】①檄 xí②瑕瑜 xiáyú③蹁跹 piánxiān④睚 yá⑤湮 yān⑥筵 yán⑦魇 yǎn⑧赝 y
àn⑨噎 yē⑩偃 yǎn⑪揶揄 yéyú⑫靥 yè⑬旖旎 yǐnǐ⑭迤逦 yǐlǐ⑮翌 yì⑯肄 yì⑰熠 yì⑱氤氲 y
īnyūn⑲轶 yì⑳莠 yǒu 

【能力八答案】①瘐 yǔ②伛偻 yǔlǚ③蜮 yù④钥 yuè⑤箴 zhēn⑥帧 zhēn⑦鸩 zhèn⑧栉 zhì⑨
帙 zhì⑩偬 zǒng⑪杼 zhù⑫濯 zhuó⑬擢 zhuó⑭浸渍 jìnzì⑮累赘 léizhuì⑯滓 zǐ⑰怍 zuò⑱婀

娜ēnuó⑲憧 chōng⑳崔嵬 cuīw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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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  字 

复习方向指导 

◆考点  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和形体演变 
要求：了解汉字形体演变规范书写汉字，辨识错别字；掌握常用汉字的音形义；会用多种

方法查字典。 
考查重点是：辨识错别字，掌握常用汉字的音形义。了解汉字形体演变规范书写汉字，会

用多种方法查字典，也有所考查。考题类型 2014 年后定型为一道选择题 2 分。 
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是重点。一般来说，只考查词语、成语（熟语）或句子

中存在的别字，以常见、常用词语(包括成语、熟语)中的易混字为主。这是个难点，语文差就

集中体现在这里，它关乎词汇积累、词义理解和运用，不单纯是记忆；此题不过关其他的主观

题都受影响。作文中错字过多，分值大大降低；填空写错字，是没分数的。 

常见别字类型主要有同音(近)误写、形近误写、义近误写。近两年各地高考题出现的新趋

势是将字音字形结合起来考查，或从词语中选择转变为在句子中辨别错字。 

命题涉及的错别字类型有以下三种： 

1．利用同音设置陷阱。①音同形异字。如“法制”与“法治”、“供品”与“贡品”等由于

读音相同，极易张冠李戴。②音同形近字。如“乌篷船”与“蓬荜生辉”的“篷、蓬”，“一张

一弛”与“心驰神往”的“弛、驰”等。③音同义近字。这类字虽数量不多，然失误的可能性

极大。如“水汽”（应为“水气”）、计日成功（“成”应为“程”）都极具迷惑性。 

2．利用形似设置陷阱。具体包括两种情况：①形近音异字。如“粟”与“栗”，“盲”与“肓”，

“炙”与“灸”等，形状酷似，容易误记，乃命题热点。②形近音同字。与上面情况相似，但区

分难度稍大。如“端详”“安详”的“详”易误写成“祥”，做题时须十分小心。 

3．利用通写词设置陷阱。有些词语写法不止一种，如“翔实”“盘跚”“消魂”“流言蜚语”

“词不达意”还分别有“详实”“蹒跚”“销魂”“流言飞语”“辞不达意”的另种写法，忽视这点，

也会误判。 

字形题是常设题型，要想做到突破重点，优化备考，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以义正字，据义别形。 

形成错别字原因归根结底是对字义、词义理解不正确。形、音、义的统一，是汉字的基本

特点，因此，要正确识记汉字字形，应在学习中做到字不离词，以义正字，以词正字。例如“挑

肥拣瘦”中的“拣”和“捡”音同而又义近，都有“拾取”的意思。但“拣”还有“选择、选

取”的意思，所以“挑肥拣瘦”中的“拣”不能写成“捡”，这就是据义别形。 

2．注重积累。 

特别要注意用纠错本，要认真地掌握，有计划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即每次复习时都动笔

将自己已掌握的排除掉，下次复习时再集中火力对准自己没掌握的；分散复习，科学地安排复

习时间。要适当地将一定量的时间分散开，分次进行，循环进行，直到完全掌握为止；分组进

行，优化复习方法，比如，一次 20 至 30 个字，采用尝试回忆或同学互问等方法辅助记忆。 

3．突出重点，将重点放在辨别同音形近音近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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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在识记，巧妙联想。 

①字形联想法，就是以“字形”为中心，围绕字形相近的字展开联想，识记字形相近而读

音相同（相近）或不同的词语。如看到“辍学”的“辍”，就应该联想与之形近的“缀”“啜”“裰”

“掇”等。 

②字音联想法，就是以“读音”为中心，围绕字音相同或相近展开联想，识记字形不同或

字形相近的词语。如看到“狼藉”联想到“籍贯”，这是字形相近的；更多是字形不同的。 

③字义联想法，就是以“字义”为中心，围绕意义展开联想，识记词义、读音相同而字形

完全不同（同义异形词）或意义不同而读音相同（相近）字形不同的词语。如看到“斑驳”就

联想到与之相同的“班驳”，这些类似的同义异形词。再如看到“旁证”就要联想到“旁征博引”

中的“旁征”等类似的同音词。 

5．前车之鉴，亡羊补牢。 

注意自己容易出错字的整理，建立错题本，集中处理好。 

 
◆考点一  字形 

一、典型例题。 

例 1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翘首 左右逢圆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B．问鼎 星罗旗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C．皈依 天崩地坼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D．通谍 老骥伏枥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详解】A 左右逢源；B 星罗棋布；D 通牒。故选 C。 

例 2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毕恭毕敬 按步就班 苦心孤诣 

B．墨守成规 奴颜婢膝 巧夺天工 

C．大声疾呼 见异思迁 星罗旗布 

D．变本加厉 不伦不类 哀声叹气 

【详解】A 按部就班（部、班：门类，次序；就：归于。按照一定的步骤、顺序进行。也指

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C 星罗棋布（像天空的星星和棋盘上的棋子那样分布着。棋：

棋子）；D 唉声叹气（因伤感郁闷或悲痛而发出叹息的声音。唉声：叹息声）。故选 B。 

例 3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岔路口 适得其反 莫衷一是 

B．挖墙角 不假思索 意气用事 

C．大拇指 世外桃园 纵横捭阖 

D．度假村 默守成规 不孚众望 

【详解】B 挖墙脚（挖墙脚原本是指将墙的根基挖掉，以至于整体的垮塌。比喻拆台、从根

本上损害别人）；C 世外桃源（桃花溪的源头）；D 墨守成规（墨守：战国时墨翟善于守城；成规：

现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规则、方法。墨守成规，不敢勇于创造，即使创造也决然是和客观事物的

发展规律不能相容的）。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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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寒暄 撒手锏 平心而论 深情厚谊 

B．重迭 水蒸汽 竭泽而渔 不计其数 

C．烦躁 舶来品 独挡一面 所向披靡 

D．陷阱 声讯台 虎视耽耽 声名鹊起 

【详解】B 重叠（重复，累积：重～。铺床～被。乐曲的重复演奏：阳关三～。迭：①交换，

轮流：更～。②屡次，连着：高潮～起。③及：忙不～），水蒸气（水蒸气，水蒸发形成的气体，

前边词中已有“水”字，后边的字中就不要有“水字旁”了。汽：液体受热变成的气体，特指

水蒸气，即汽=水蒸气）。C 独当一面，单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有掌管，主持之意，

如：～家。～权。～政。也有抵敌之意，如：万夫不～之勇。挡：①阻拦，遮蔽：阻～。②指

“排挡”：挂～。③某些仪器和测量装置用来表明光、电、热等量的等级。D 虎视眈眈，眈眈：

注视。（耽：沉溺，入迷；延迟）。故选 A。 

例 5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危言耸听 张皇失措 一泻千里 出奇不意 

B．拐弯抹角 要言不烦 铩羽而归 负隅顽抗 

C．共商国是 修葺一新 有势无恐 入不敷出 

D．鱼雁传书 坐镇指挥 嘉宾满座 汗流夹背 

【详解】A 出其（他的）不意，出奇=出其不意；C 有恃无恐（恃：依仗，依靠；恐：害怕。

因为有所倚仗而毫不害怕，或毫无顾忌。有恃无恐的人可能不会“有势力”，他的主子可能有势

力）；D 汗流浃背（浃：湿透。汗流得满背都是。汗不能夹住脊背）。故选 B。 

例 6  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各行其事 妨碍 通情达礼 骄纵 

B．附庸风雅 憔瘁 人尽其才 澄清 

C．相形见绌 翔实 首屈一指 坍塌 

D．发奋图强 蛰居 一枕黄粱 苍桑 

【详解】A 各行其是，通情达理；B 憔悴；D 沧桑。故选 C。 

例 7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坚如磐石 蝉联 光彩照人 固执 
B．运筹帷握 报废 归纳演绎 戒备 
C．轰堂大笑 淳朴 装腔做势 诡辨 
D．谈笑风声 会晤 谨小慎微 惟恐 

【详解】B 运筹帷幄；C 哄堂大笑，诡辩，装腔作势；D 唯恐，谈笑风生。故选 A。 
例 8  没有错别字一项是（    ） 

A．针灸 辍学 绿草如荫 百页窗 
B．奋发 哀叹 仗义直言 明信片 
C．纷纭 打腊 刻苦耐劳 亲和力 
D．鞭挞 竣工 不胫而走 候车室 

【详解】A 绿草如茵，百叶窗，B 仗义执言，C 打蜡。故选 D。 
例 9  没有错别字的是（    ） 
A．共商国是 攻城略地 浮想联翩 穷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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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胫而走 察言观色 老生常谈 轻歌慢舞 
C．临摹碑帖 度过难关 奴颜婢膝 锐不可当 
D．寒冬腊月 披沙拣金 怨天尤人 进退唯谷 

【详解】B 轻歌曼舞，C 渡过难关，D 进退维谷。故选 A。 
例 10  有两个错别字的一项（    ） 

A．迁徙 熨帖 鸦鹊无声 坚如盘石 

B．竣工 狙击 谈笑风生 明枪暗剑 

C．胁从 渲泄 插科打诨 并行不悖 

D．凑合 销赃 文辞斐然 浮想联翩 

【详解】A 鸦雀无声（连乌鸦麻雀的叫声都没有。泛指什么声音都没有，形容非常安静，人

们默不作声），坚如磐石（磐：大石头。像大石头一样坚固。比喻不可动摇）；B 明枪暗箭（容

易从暗处射出来伤人）；C 宣泄（宣，说出，与发泄同意；渲，读 xuàn，在皴擦处略敷水墨或色

彩）；D 完全正确。故选 A。 

例 11  错别字最多的是（    ） 

A．铩羽而归 手头宽裕 寒喧 通辑令 

B．坚如磐石 未雨绸缪 钢性 综合征 

C．寥若辰星 真知灼见 葱笼 撒手锏 

D．走上正规 驼鸟政策 黏合 霎那间 

【详解】A 寒暄（寒暄：见面时谈天气冷暖之类的应酬话。喧：大声说话，声音杂乱。暄：

①温暖，太阳的温暖。②松软，松散），通缉（在一定范围内抓捕；辑：聚集，特指聚集材料编

书，编～。②聚集很多材料而成的书刊：丛书第一～）；B 刚性（①坚强的性格；刚强的气质：

一个男子汉应该有～。②坚硬不易变化的，跟‘柔性’相对：～物体。③不能改变或通融的，

跟‘柔性’相对）；C 葱茏（草木青翠茂盛，都是草字头），寥若晨星（寥：稀疏。稀少得好像

早晨的星星）；D 走上正轨，鸵鸟政策，刹那间。（注意两个词：刹 chà 那，刹 shā 车，霎 shà

时）。故选 D。 

二、真题体验。 

例 1  （2002 军考真题）指出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明知故犯 唾手可得 风靡一时 

B．草菅人命 手屈一指 不胫而走 

C．卑恭屈膝 班门弄斧 越俎代疱 

D．脱颖而出 负偶顽抗 贪赃枉法 

【详解】B 首屈一指；C 卑躬屈膝、越俎代庖；D 负隅顽抗。故选 A。 

例 2  （2005 军考真题）下列成语字形无误的一组是（    ） 

A．义不容辞 含辛茹苦 煞有介事 栩栩如生 

B．虚无缥缈 滑稽可笑 见异思迁 蜂涌而至 

C．转瞬即逝 头晕目眩 病入膏盲 无可奈何 

D．漫不经心 花团锦簇 迫不及待 兴兴向荣 

【详解】A 无误；B 蜂拥；C 病入膏肓；D 欣欣向荣。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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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2006 军考真题）下列形近字组词有误的一项是（    ） 

A．急燥 干燥 噪音 鼓噪 

B．辫子 分辨 辩论 花瓣 

C．公园 圆规 圆圈 圆形 

D．竣工 俊俏 峻岭 唆使 

【详解】急躁，“人急了就跺脚（足字旁）”。故选 A。 

例 4  （2008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有两个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全体人员团结协作，终于攻刻了难关。 

B．解放思想，冲破束傅，努力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 

C．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D．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没有人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 

【详解】C 多“娇”“竞折腰”；A 攻克；B 束缚；D 无错。故选 C。 

例 5  （2009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院中一棵大树遮天避日，将四周一圈房屋庇护在一片绿荫之下。 

B．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听到带有浓郁山野情调的中国民歌，感到别有风味。 

C．2008 年 1 月以来，中国居民物价指数 CPI 出现了明显的涨幅，不少低收入家庭倍感通

货膨涨的压力。 

D．我们挺胸收腹，昂首而立，身着迷彩服，仿佛一棵棵挺立着的小白杨，英资勃发，精神

抖擞。 

【详解】A 遮天蔽日，（绿阴）；C 通货膨胀；D 英姿。故选 B。 

例 6  （2010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今日的法官，应秉公执法，为百姓仗义直言。 

B．劳动锻练是青年人的必修课程。 

C．在任何困难面前，军人都要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D．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详解】A 仗义执言；B 锻炼；D 爆发。故选 C。 

例 7  （2011 军考真题）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B．同学们和睦相处，感情融恰。 

C．生活纵然有迷罔苦涩，也会有慢舞轻歌。 

D．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存在、发展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恒久的因素。 

【详解】A 下自成蹊；B 感情融洽；C 迷惘，曼舞轻歌。故选 D。 

例 8  （2012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 

A．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上要勤奋刻苦，不能松弛。 

B．集市上，购物的人熙熙嚷嚷，穿流不息，非常热闹。 

C．老将军虽已年逾古稀，但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D．展览会上，工艺品琳琅满目，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 

【详解】B 熙熙攘攘（攘攘，纷乱的样子，不是乱喊）、川流不息（川：河流。形容行人、

车马等像水流一样连续不断）。故选 B。 

例 9  （2013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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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今年，四川芦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百姓踊跃捐款支援灾区。 
B．突破户藉制度的桎梏，实行城乡居民同等待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C．关注留守儿童，迫切需要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幼儿家庭监护不到位等问题。 
D．记者走访商场发现，蚕丝被不合格的原因多是标签不合格、填充物以次充好等。 

【详解】户籍。户口本是写在竹简上的，不是写在草上的。故选 B。 
例 10  （2014 军考真题）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修葺 慈祥 元霄节 按部就班 
B．冰敷 竣工 发帖子 赔理道歉 
C．戍边 平添 座右铭 百战不殆 
D．摇曳 喧泄 亲合力 万事俱备 

【详解】A 元宵节；B 赔礼道歉；D 宣泄。故选 C。 
例 11  （2015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隐蔽 千钧一发 艰不可摧 
B．烦躁 专心致志 慢条斯理 
C．荟萃 一偌千金 慷慨激昂 
D．疆场 投笔从戍 百步穿杨 

【详解】A 坚不可摧；C 一诺千金；D 投笔从戎。本题考查形近字造成的错别字。故选 B。 
例 12  （2016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驻守 人才辈出 出奇致胜 
B．锻炼 坚如磐石 金榜提名 
C．舰队 前扑后继 跋山涉水 
D．磨砺 雷厉风行 固若金汤 

【详解】A 出奇制胜，B 金榜题名，C 前仆后继。故选 D。 
例 13  （2017 军考真题）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浇筑 千金顶 旗织鲜明 
B．缜秘 核幅射 防微杜渐 
C．荟萃 迷彩服 集思广益 
D．商确 福利院 责无旁代 

【详解】A 千斤顶，旗帜鲜明；B 缜密，核辐射；D 商榷，责无旁贷。故选 C。 

◆考点二：汉字形体演变。 

这是个小小的难点，只要记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说法和以下举例的字，用排

除法做题就行。 

①象形，即描绘事物形状的造字法。象形字源自图画，但与图画有本质的区别。象形字是

汉字的先行者，构成了汉字的基础。汉字的部首基本是象形字。常见的有人体类，如人、女、

心、目、自等；动物类，如犬、牛、羊、虫、鱼等；植物类，如木、禾、米、竹、瓜等；器物

类，如刀、弓、斤、册、网等；天文地理类，如山、水、日、月、雨等。 

②指事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提示性符号来表示某个意义的造字法。指事法的优

势是可以表示一个抽象的概念。单纯指事字：上、下、八。由象形字加提示性符号而成的指事

字：亦、本、末、刃、甘。由象形字变换形体的方向或位置而成：交、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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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会意就是几个偏旁合成为一个新字的方法，新字的意义由偏旁融汇而成。会意建立在人

们的联想和推理的基础上。异文会意：析、采、休、伐、杲、杳、寒、暴。同文会意：炎、焱；

从、众；彝；淼。对文会意：北、非。 

④形声，由表字义的形旁（义符）和表读音的声旁（音符）组成新字的方法。形声既表音

又表意，兼得二者之妙，具有极高的能产性，现代汉字占 90%以上。形声字主要有 6 种结合方式：

上形下声——管、菅、室、罩、草、空；下形上声——堡、煎、幕、贷、架、想；左形右声——
冷、练、跑、炮、江、报；右形左声——锦、领、削、期、功、欣；内形外声——哀、问、闻、

舆、闷、辩；外形内声——固、阔、病、衷、赢、街。 

例 1  （2002 军考真题）下列汉字依次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一组是（    ） 
A．鸟    朱    本     河 B．山    尘    磊    闻 

C．网    甘    鸣     拜 D．井    上    冰    切 

【详解】这些字完全记忆不容易，从最有把握处做排除比较好，并且这类题目实用意义不大。

A 朱，会意，字从丿，从未；B 尘，会意字；C 拜，会意，从两手,从下。故选 D。 

【点评】本题考查汉字形体造字法。 

例 2  （2006 军考真题）下列四组形声字与“袋”“菲”“编”“衷”结构相同的是（    ） 
A．旱    箕    载    闷 B．忠    窍    纲    病 

C．匡    缸    想    辨 D．订    瓮    顶    闻 

【详解】形声字“袋”上下结构，排除 C“匡”半包围结构；“菲”上下结构，下又是左右

结构，排除 A“箕”D“瓮”单纯上下结构，C“缸”左右结构；“编”左右结构，右部半包围，

“纲”也是这样；“衷”半包围，是一个“衣”字夹一个“中”，“病”也是半包围结构。故选 B。 

【点评】本题涉及字形结构，重点考查上下和半包围结构。旧题，离语言运用较远。 

例 3  （2012 军考真题）下列属于同一造字方法的一组是（    ） 

A．本    上    鱼    网 B．山    日    水    月 

C．堡    目    棋    从 D．挑    车    伐    管 

【详解】本题用排除法较容易。A“本、上”指事，“鱼、网”象形；B 都是象形；C“堡、

棋”形声，“目”象形，“从”会意；D“挑、管”形声，“车”象形，“伐”会意。故选 B。 

【点评】本题涉及字形字义知识，重点考查象形、形声字。 

例 4  （2013 军考真题）下列字属于同一造字方法的一组是（    ） 
A．犬    立    中    马 B．旗    江    圆    钟 
C．休    伐    造    从 D．象    燕    鱼    鲜 

【详解】B 都是形声字；A 立，汉字，会意字。甲骨文像一人正面立地之形；马、犬，象形

字；中，指事。C 造，形声字，其余会意字。D 鲜，会意字；其余象形。故选 B。 
【点评】考查词义本源，与运用关系不大，可从容易掌握的形声入手排除，单体、合体排除。 
例 5  （2014 军考真题）下列都属于左形右声的一组是（    ） 
A．聆    剧    牧 B．济    瞌    龋 
C．没    便    好 D．澹    教    期 

【详解】A 剧，右形左声，牧，会意字；C“好”会意；便，会意，从人，从更，表示“值

更人”；D“教、期”右形左声。故选 B。 
【点评】本题考查字形演变，近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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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2015 军考真题）下列汉字全都是形声字的一组是（    ） 
A．守  边  疆 B．冲  锋  舟 
C．高  射  炮 D．钢  铁  侠 

【详解】A 守，会意，从宀，从寸，宀表示房屋；寸是法度，合起来表示掌管法度，本义是

官吏的职责，职守，其余的字是形声字；B 舟，象形字，其余的字是形声字；C 高为象形字，甲

骨文象楼台重叠之形，其余的字是形声字；D 都是左形右声。故选 D。 
例 7  （2016 军考真题）下列汉字全都是形声字的一组是（    ） 
A．北  极  星 B．兄  弟  连 
C．跑  警  报 D．失  空  斩 

【详解】A“北”会意字，“极、星”形声字。B“兄”会意字，据甲骨文，上为“口”，下

为匍匐的人，是“祝”（祷告）的意思。“弟”象形，甲骨文字形，有绳索围绕于“弋”，绳索捆

束木桩，就出现了一圈一圈的“次第”（次序）。“连”会意字，人拉的车。D“斩”会意字，从

车，从斤，古有“车裂”之刑；斤，斧子，可用于杀人。斩首或腰斩。“失”形声字，从手，乙

声，表示从手中丢失。“空”是形声字。故选 C。 
例 8  （2017 军考真题）下列汉字全都是形声字的一组是（    ） 
A．领  导  力 B．公  安  部 
C．防  弹  衣 D．瞭  望  哨 

【详解】A 力是象形。甲骨文字形，象耒形，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B 公会意。

上面是“八”，表示相背，下面是“厶”（“私”的本字），合起来表示“与私相背”。安会意。从

“女”在“宀”下，表示无危险。C 衣象形，上面象领口，两旁象袖筒，底下象两襟左右相覆，

为上衣形。D 都是形声字。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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