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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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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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基础知识

哲学常识
复习方向指导：
本单元属于哲学常识，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部分知识的特点是：知识理论性强、
较为抽象、侧重理解，对于部队考生来说难度较大。就高中系列考生而言，哲学部分一般在主
观题、客观题当中均会出现，所占分值较大。就高中系列考试特点而言：主要是考查学生对于
知识的理解、记忆和运用。哲学部分的备考要求：考生熟记和理解原理、方法论、基本知识点；
多做练习，了解军考的命题思路。哲学部分的重要考点有：哲学的基础知识、唯物论、辩证法、
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习哲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为我们将来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复习要求：
1．识记并熟练掌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的派别、基本观点。
2．理解并熟练掌握物质和意识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熟练掌握意识的能动作用。
3．理解辩证法基本知识、发展的实质、发展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关系、量变质变关系及方
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熟练掌握矛盾的概念、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两
点论和重点论。
4．熟练掌握实践的概念、特点、基本形式、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的关系、认识的两次飞跃。
5．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关系，熟练掌握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掌握社会
发展的动力，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牢固掌握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6．理解并熟练运用人生观、价值观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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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哲学基础知识
哲学基础知识

1-1-1 ◆知识点 世界上的两种现象及人类社会的两项基本活动
世界上有两种现象，一是物质、二是意识。人类社会自产生到现在始终从事的两项基本活
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1-2 ◆知识点 世界观、方法论、哲学与具体科学
1．世界观
从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看：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
一。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方法论是：人们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2．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相互区别：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具体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规律；哲
学则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回答的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共同存在的最普遍、
最基本的问题，揭示的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互联系：哲学是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随着各门具
体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哲学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1-1-3 ◆知识点 两对关系
1．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不存在
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1-1-4 ◆考点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在
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它又包含两个方面问题：
（1）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
依据。
（2）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即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可
知论与不可知论。
1-1-5 ◆考点

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

1．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物质和意识谁是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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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意识是世界的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物质依赖于意识，不
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
例1

（2010 军考真题）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从事着的两项基本活动是

。

①认识世界

②社会变革

③生产劳动

④改造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详解】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从事的两项基本活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变革和生
产劳动属于实践的基本形式。故选 C。
例2

哲学是

。

A．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B．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C．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
D．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世界观
【详解】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
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A、B 说法错误，因为哲学不一定都是科学的。故选 C。
例3

世界观是

。

A．人们对主观世界的根本看法
B．理论化、系统化的正确观点
C．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D．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
【详解】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
看法和根本观点，人人都有世界观，但不等于人人都有哲学思想和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正确，A、
B 说法错误。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总结，D 不符合题意。故选 C。
例4

方法论

。

A．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具体的方法
B．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具体的方法
C．为人们提供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D．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详解】方法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一般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方法，也不是提
供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故选 D。
例5

哲学与具体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联系是

。

A．哲学是从具体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之科学”
B．哲学源于具体科学又高于具体科学
C．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各门具体科学则是关于世
界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的科学
D．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对具体科学有指导作用
【详解】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归纳和总结，而不是从具体科学中分离出来的，A、B
说法错误；C 属于区别。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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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工程活动需要哲学的支撑，哲学的思维能让工程师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工程师与哲学

家的联盟也将开创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工程师与哲学家的联盟也将开创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说
明

。
A．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B．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
C．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D．哲学与具体科学是同步发展的
【详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

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开创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说明具体科学的进
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A 说法错误，C 与材料无关，D 说法错误。故选 B。
例7

（2011 军考真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

①感性与理性的关系

②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③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④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A．①②

C．②④

B．③④

。

D．①③

【详解】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归纳和总结，具体科学是哲学产生的基础，哲学为具体
科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它们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故选 B。
例8

（2010 军考真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A．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B．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C．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D．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详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故选 C。
例9

（2012 军考真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A．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B．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

C．分析与综合的关系问题

D．可知与不可知的关系问题

【详解】哲学的基本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表现为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分析与综合的关系问题、可
知与不可知的关系问题都属于哲学探讨的问题，但不属于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故选 A。
例 10 （2009 军考真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其根本分歧在
于

。
A．对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
B．对物质是否可以被认识问题的不同回答
C．对物质运动是否具有规律性问题的不同回答
D．对意识是否具有能动作用问题的不同回答
【详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其根本分歧在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

一性。故选 A。
例 11

（2014 军考真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是_______。

A．对物质与意识何者是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
B．对物质与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的不同回答
C．对实践与认识何者是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
D．对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否具有同一性的不同回答
【详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其根本分歧是物质与意识何者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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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原。认为物质第一性，属于唯物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属于唯心主义。故选 A。
例 12

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哲学是

A．唯心主义

B．可知论

。
C．不可知论

D．二元论

【详解】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依据。否认思维和存在
具有同一性属于不可知论的观点。故选 C。
例 13

（2013 军考真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

A．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B．世界是运动变化的

C．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D．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

【详解】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故选 D。
例 14

下列观点属于唯物主义的是

。

①物是观念的集合

②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

③气者，理之依也

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详解】①②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气者，理之依也”体现物质决定意识；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体现了实践决定认识；③④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故选 B。
例 15 （2015 军考真题）我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
“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
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下列观点与之世界观一致的有

。

A．物是观念的集合

B．气者，理之依也

C．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D．未有此气，已有此理

【详解】王充的观点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气者，理之依也”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
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D 强调“理”是本原，属于客观唯心主义。A 的“物”即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物质”
，
“观念”是人的“意识”，他认为物质是意识的集合，因此是唯心主义。C 认
为“命、天”这些绝对精神决定一切，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故选 B。
例 16

（2009 军考真题）下列属于唯心主义观点的是

。

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③画饼充饥

④我思故我在

A．①②

B．②③④

C．③④

D．①②④

【详解】唯心主义观点是：先有意识，后有物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属于唯物主义的观
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实践出真知，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画饼充饥”指用主观的
意识代替客观的事物，
“我思故我在”指先有我的意识，后才有我的存在，二者都体现了先有意
识，后有物质，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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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2-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条件是：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1-2-2

◆知识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唯物自然观与辩证唯物历史观的统
一；
（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4）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显著特征。
例1

下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
B．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
C．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都是既唯物又辩证
D．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但并非人类认识发展的顶
峰，因为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故选 A。
例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德国古典哲学
B．17 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
C．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
D．18 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故选 A。
例3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的

A．实践性

B．辩证性

C．革命性

。
D．唯物性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故选 A。
例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在

。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被剥削、被统治的劳动者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
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发展到了顶峰
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

【详解】③说法错误。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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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邓小平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转化为了思想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说

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

A．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B．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C．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D．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详解】基本观点转化为思想方法，体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故选 C。
例 6 2011 年 5 月 17 日据人民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日前出
席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这表明

。

A．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B．世界观是人们自觉形成的哲学理论体系
C．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D．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A 材料未体现，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有世界观不一定有哲学
思想，有哲学思想一定有世界观，B、D 说法错误。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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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
一、选择题。
1．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
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这段话告诉我们
①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

②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

③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④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A．①②③

C．②③④

B．①③④

。

D．①②④

。

2．哲学与世界观的区别在于

A．世界观是自发形成的、零散的，缺乏理论的认知，而哲学是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B．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C．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D．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是哲学
3．在快节奏生活的时代，人们提出了“慢生活”理念，一些人逐步接受了该理念，并加入到“慢
餐饮”
、“慢旅游”
、“慢运动”等行列。这反映了

。

A．世界观决定方法论

B．哲学来源于人们形成的世界观

C．方法论影响世界观

D．哲学是对具体生活的概括和升华

4．爱因斯坦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这说明

。

A．自然科学随着哲学的发展而发展
B．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C．哲学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D．哲学是具体科学的基础
5．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从事地质学研究中，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创立了地质力学的新理论，对我国石油地质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说明

。

A．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B．哲学随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C．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总和
D．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研究有指导作用
6．
“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的说法是

。

A．主张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B．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
C．主张意识是物质的感应的唯物主义观点
D．否认意识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7．哲学就是爱智慧，对哲学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体现了人类对智慧的探索。在人类追求智慧的过
程中，出现了各种哲学派别，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是从本质上看，他
们的回答都是围绕

问题展开的。

A．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B．偶然和必然的关系

C．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D．存在和虚无的关系

8．“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万般皆由命，由命不由人”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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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都认为意识决定物质

B．都否认运动的绝对性

C．都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

D．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9．下列观点属于唯物主义的是

。

A．心外无物、理在气先

B．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C．存在就是被感知

D．万物运动皆因心动

10．“我在故我思”与“我思故我在”这两个观点

。

①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②前者是辩证法的，后者是形而上学的
③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是唯心主义的
④根本分歧在于物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
A．①③④

B．①②③

11．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实现了

C．①②④

D．②③④

。

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②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③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④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2．在马克思的墓上刻着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两行字：
“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主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A．革命性

B．实践性

C．科学性

二、简答题。
简述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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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突破★训练题组〗
1．
“感觉的内容是客观世界，即对世界本身的主观映象。”这一观点属于

。

A．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B．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C．形而上学的观点

D．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2．中国明代的王守仁在一次春游时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下列说法，与王守仁的观点相一致的
是

。

①我思故我在

②气者，理之依也

③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

④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A．①②

C．②③

B．①③

D．②④

3．自有人类以来，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哲学上的斗争是最高形式的斗争。
这里说的哲学上的斗争，最根本的是

。

A．物质和意识的斗争

B．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斗争

C．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D．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4．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这一观点属于

。

A．主观唯心主义

B．客观唯心主义

C．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D．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5．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指在内容上它实现了

。

A．可知论和唯物论的有机统一

B．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C．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

D．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6．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
科学、最完整、最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下列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性的是
A．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实践观为基础
B．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C．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D．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百科全书式的完备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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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哲学基础知识

〖基础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一、选择题。
【答案】D
1．
【详解】哲学不一定是科学的，③说法错误。故选 D。
【答案】A
2．
【详解】世界观是自发形成的、零散的，缺乏理论性。而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有世界观不一定有哲学思想，有哲学思想一定有世界观，A 说法正确。哲学不一定是科学的，
B 说法错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是方法论，而非哲学，C 说法错误，
D 属于哲学与世界观的联系。故选 A。
【答案】A
3．
【详解】“理念决定行动”说明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故选 A。
【答案】B
4．
【详解】
“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体现的是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指导。A、C、D 说法错误。故选 B。
【答案】D
5．
【详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
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C 说法错误，A、B 材料未体现，故选 D。
【答案】B
6．
【详解】“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属于片面夸大意识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的做法。故选 B。
【答案】A
7．
【详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所以，哲学的各种哲学派别都是围绕物质和
意识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的。故选 A。
【答案】A
8．
【详解】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万般皆由命，由命不由人”都属于唯心主义的错误，
都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否认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故选 A。
【答案】B
9．
【详解】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心外无物”属于唯
“形存则神存，
心主义观点。
“理”属于精神，
“理在气先”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故 A 排除。
形谢则神灭”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
“存在就是被感知”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
“万物运动皆
因心动”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故选 B。
10．【答案】A
【详解】
“我在故我思。”与“我思故我在。”这两个观点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是唯心主义的；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物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
【答案】B
11．
【详解】③属于所有哲学的共性，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故选 B。
12．【答案】B
【详解】
“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侧重强调它的实践性。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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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
【答案】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①两者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具体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规
律；哲学则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回答的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共同存在
的最普遍、最基本的问题，揭示的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②两者相互联系：哲学是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随着各
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哲学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能力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1．
【答案】A
【详解】“感觉的内容是客观世界，即世界本身的主观映象。”表明了意识来自于客观的物质
世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故选 A。
【答案】B
2．
【详解】王守仁的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②④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故选 B。
【答案】C
3．
【详解】哲学上的基本派别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故选 C。
【答案】C
4．
【详解】“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表明了物质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由具体物质
决定的。故选 C。
【答案】B
5．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辩证自然观和历
史观的统一。故选 B。
【答案】B
6．
【详解】以新的实践观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A 项不选；形成了唯物辩证
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完
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B 项与题意相符。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D 说法错误。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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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唯物论

第二章
第一节
2-1-1 ◆考点

唯物论
物

质

物质、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

1．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物质的根本属性（存在方式）是运动。
物质的本质属性（唯一特性/根本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2．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与具体物质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3．世界物质性原理
世界上有两种现象，一是物质、二是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源于物质。世界的本质是
物质，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在于它的物质性。
为什么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

☆

首先，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
其次，人类产生之后，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为什么说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

☆

①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发展的产物。
②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客观的。
2-1-2

◆考点

物质和运动的辩证关系

任何物质都在运动，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是一切
运动的物质承担者、载体；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
动。
世界上的物质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物质的运动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物质是运动的，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反对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眼光
看待事物。
2-1-3 ◆考点

运动和静止

1．运动和静止的含义
哲学上所讲的运动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
静止即相对静止，是标志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衡状态的
哲学范畴。相对静止有两种基本情形：一是指某种特定物体在空间上相对于其他物体没有发生
位置移动；二是指事物处在量变阶段，没有发生质变。
2．运动和静止的特点
运动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
3．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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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动和静止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
（2）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静止不是绝对的不运动，而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运动和
静止都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方式。
（3）运动和静止是相互包含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绝对运
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4．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
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既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又
要看到事物相对静止的存在，坚持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反对割裂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否认运动绝对性，把世界说成是绝对
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二是否认相对静止，把事物说成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知论观点。
例1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

A．各种实物的总和

B．精神的

。
C．物质的

D．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整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故选 C。
例2

（2008 军考真题）下列关于“物质”范畴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除人脑之外的客观存在
B．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
C．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D．一切具体物质形态的总和
【详解】哲学上的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哲学上
的物质包括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但不是一切具体物质形态的总和，哲学上的物质同
具体物质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故选 C。
例3

物质与物质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关系

。

A．没有物质具体形态，就没有物质
B．没有物质，就没有物质具体形态
C．物质是永恒的，物质具体形态是暂时的
D．物质概括的是物质具体形态的共同属性，而物质具体形态只有个别属性
【详解】物质与物质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A 项是物质和物质的具体
形态之间的联系，B 本身错误，C 属于二者的区别。故选 D。
例4

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
范畴的定义是通过

。

A．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界定的

B．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界定的

C．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界定的

D．物质和意识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划分的

【详解】“物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表明了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即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角度定
义物质的含义。故选 A。
例5

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上，正确的认识是

。

①物质都是运动的物质

②离开运动谈物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③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

④离开物质谈运动是唯心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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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详解】物质的存在方式、根本属性、固有属性是运动；运动的主体是物质；所以，物质和
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离开运动谈物质属于形而上学
的观点，离开物质谈运动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①②③④说法均正确，故选 D。
例 6
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中包含的哲理
。

A．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的

B．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

C．整个世界是运动变化的

D．整个世界是普遍发展的

【详解】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描述的是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离离原上草，
音无改鬓毛衰”描述的是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的，A、B 对于材料的描述不完整。
一岁一枯荣”，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表明了整个世界是运动变化的，D 对材料
描述不准确。故选 C。
例7

古希腊哲学史上关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表明

。

A．运动是绝对的

B．运动是有条件的

C．静止是绝对的

D．任何事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详解】“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表明了“人”和“河”都是运动的。未体现相对静
止。故选 A。
例8

“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唐代诗人李贺的这一诗句体现了

A．运动是永恒的、绝对的、有条件的

B．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C．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D．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

。

【详解】A、B、D 说法错误，
“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
”表明了人与事物都是不
断地发展变化的。故选 C。
例9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表明了

。

A．只存在绝对的运动，不存在相对的静止

B．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

C．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中

D．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详解】任何事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A 说法错误；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属于发
展，B 说法错误；D 说法正确，但材料未体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指事物是发展变化的，
我们应当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故选 C。
例 10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

间既在这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地方又不在同一地方。”它

。

A．承认了静止的存在
B．夸大了相对静止
C．否认了运动的绝对性
D．正确揭示了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
【详解】材料说物质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属于它的相对静止，
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属于它的绝对运动。它正确揭示了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动中静，
静中有动。故选 D。
例 11 “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形象地表达了动和静的辩证关系是

。

A．静不是动，动不是静

B．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C．动是必然的，静是偶然的

D．动是静的原因，静是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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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运动和静止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二是运
动和静止都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形式，三是运动和静止相互包含。A、C、D 说法错误，故选 B。
例 12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一观点

。

A．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B．认为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

C．否认了静止的相对性

D．运动是物质的根本特性

【详解】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任何事物
都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B、D 说法错误，人相对地而言是相对的静止，人和地相对于
天而言是绝对的运动。C 与材料无关，故选 A。

第二节
◆考点

2-2-1

意

识

意识

1．意识的含义
从意识的起源看，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
从意识的本质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从意识反应的内容来看，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它的原材料只能来源于客
观世界。
2．意识的能动性
意识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正确反映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
意识的能动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
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
3．制约意识的条件
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说每个人的意识随时随地都是正确的。人们面对
同一个客观事物进行思考，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会出现正确与错误的差别。
客观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社会实践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主观方面的原因：（1）立场不同会导致人们在观察问题时对同一事物形成不同的甚至完全
对立的看法。（2）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不同会影响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3）知识
构成不同会影响到人们对相同的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认识。
4．意识能动性与唯心主义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意识的能动性与唯心主义强调的意识能动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物质
决定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意识的能动性与唯心主义强调的意识能动性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因为：
（1）意识的能动作用是在实践中发生的；
（2）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以遵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
（3）意识能动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
例1

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花朵，在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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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唯物论
从哲学上看，上述材料体现了

。

A．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B．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C．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
D．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在扩展、加深
【详解】“只有人类具有思想的能力”表明了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故选 A。
例 2 （2013 军考真题）在医学临床上有这样的情况：切除大脑右半球的人，手术后说话
没有困难，但失去了图形知觉能力；切除大脑左半球的人，手术后语言困难，但能临摹各种几
何图形。这主要说明

。

A．意识具有能动性

B．意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C．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D．意识对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作用

【详解】材料主要强调意识产生过程中人脑的重要性，A、B、D 材料未体现。故选 C。
例3

对意识的认识是多角度的，从意识的本质角度看

。

A．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

B．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C．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D．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详解】从意识的本质角度看，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A、B、C 本身正确，
但不属于意识的本质。故选 D。
例4

从意识产生的生理机制和本质来看

。

①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②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③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④人脑是意识的来源

A．①②③

C．①②④

B．②③④

D．①③④

【详解】④说法错误。故选 A。
例5

（2009 军考真题）23 岁的乌克兰女孩奥克萨娜·玛莱娅，由于小时候与狗共同生活

了 5 年，她的举止行为都和狗一样，智力只相当于 6 岁儿童。这一事实蕴含的哲理是
A．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

B．意识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

C．意识受主观条件的影响

D．意识的根源在于客观实在

。

【详解】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反映，故 A 说法错误；意识不
仅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可以通过抽象思维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故 B 说
法错误；材料侧重强调客观环境对小女孩的影响，而非主观的因素，故 C 排除。故选 D。
例 6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句名言蕴
涵的哲学道理是

。

A．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B．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C．意识的产生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D．矛盾双方的统一是暂时的

【详解】名言的意思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大海是受井的限制；夏天的虫子没有见过冰是因为时
节的限制。说明意识的产生受客观条件的制约。A、B、D 材料未体现。故选 C。
例 7 （2014 军考真题）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被“空城计”吓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在以前的作战中司马懿屡次中计，而且他深知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他认为眼
前的空城计又是诸葛亮设下的陷阱。由此可见_______。
①意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②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③必须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④必须区分主流与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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