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答案：B
解析：A 项崔嵬（形容高峻，高大雄伟的物体，多指山）、霄汉（云霄和天河，指天空）；

C 项辐射;D 项豆蔻。

2.答案：B
解析：B 项其实指的是事实上、实际上，根据文意是在告诉我们最好的成长和超越的方法，

符合文意。A 项本来指原先、原有的，原本和本来意思相近，通常用于理解错意思，对其进

行解释说明原来的意思，根本是指事物的本源、根据，与文意不符。

3．答案：A
解析：根据文意，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能够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文学作品在人与人的情

感交流上起到了一种联系的作用，桥梁和纽带都是指能祈祷联系沟通作用的东西，桥梁是指

具体的人或事物，纽带通常形容抽象的事物，因此排除 B、C。建立指设立、开始产生、开

始形成，建立联系为固定搭配；创造指发明制造前所未有的事物，与文意不符。

4.答案：C
解析：从第二空入手，B 项称作、D项俗称与文意不符，排除。A 项征兆指预感到的或即将

出现的迹象；先兆，指事情发生前所显现出来的迹象，文段中提出肿瘤患者病情恶化与精神、

情绪有关，精神创伤和不良情绪可能是癌症发病前显现出来的迹象。

5.答案：B
解析：自暴自弃，意为自己瞧不起自己，甘于落后或堕落。怨天尤人，指遇到挫折或出了问

题，一味报怨天，责怪别人。自怨自艾，指悔恨。文段中填的词要与抱怨、嫉妒意思相近，

排除 A。而转折之后，要直面现实，语义比较积极，妥协语义偏消极，排除 C。和解比对话

更接近文意，答案选 B。

6．答案：D
解析：主旨概括题。同时引导了并列关系，一是要鲜明地拥护应当拥护的，二是要鲜明地反

对应当反对的，也就是要有鲜明正确的观点。A 项两条标准体现不出，B 项爱憎分明是爱和

恨的立场鲜明，与文意不符，C 项主语是写文章的人，与文段主体不符，D 项符合文意。

7.答案：A
解析：B 项主宾搭配不当，C 选项关联词使用不当，D 选项缺少主语。

8.答案：D
解析：主旨概括题。文段开头通过超忆症患者的表现引出超忆症这个话题，后文主要讨论超

忆症产生的原因。通过不过引导转折，强调的内容是超忆症患者大脑中颞叶和尾状核都比普

通人要大，影响到其学习和记忆能力。

9.答案：C
解析：主旨概括题。文段为因果关系，因此之后为文段重点。

10.答案：B
解析：意图判断题。文段为总分结构，第一句话是总句，是文段强调的重点。



11．答案：D
解析：态度观点题。文段先以《转化医学》上的论文为例，说明基因突变和癌症的关系，其

实，转折之后，告诉我们基因突变并不等于癌症，后面通过但是进一步转折，强调是在媒体

的反复传播下，标题越来越耸人听闻。接下来进行举例论证，所以文段的重点为但是之后的

一句话。D选项为同义替换。

12.答案：D
解析：主旨概括题。文段为分总结构，开头先指出温度对病毒生长的影响，温度越低，受病

毒感染的概率更大，而且，递进之后强调冬天更有利于病毒的生存。所以之后是文段的重点，

多穿衣服，温度高了就不容易感染病毒，也就不易患感冒。答案对应 D。

13.答案：C
解析：词句理解题。文段中指出“笨人”容易吃亏，“聪明人”利用投机取巧的手段，A 项为

字面意思，排除，B 项与文意不符，排除，C 项符合文意，原文中提到“社会舆论总是站在

聪明人一边”，D 项与文意相悖，排除。

14.答案：A
解析：细节理解题。根据文段中第一句话“父亲这个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可知。

15.答案：B
解析：态度观点题。作者先指出“人流免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客观上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转折之后，通过连续的三个疑问句，表示了对这一做法会不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的担忧，因

此答案为 B 项。

16.解析：A。A 项中的截面不可能截出，因为要截出六面体，中间肯定有空的圆柱体。B、C、
D 都能截出；B 项直接六棱柱每个立面从上往下截出即可；C 项从任意棱上找一点斜着截出

截到该顶点相邻两个顶点即可，D 项从任意棱上找一点斜着截出截到该顶点间隔一个的两个

顶点即可。

17．解析：D。考查的是交点的个数，第一幅 3 个交点，第二幅 4 个交点，第三幅 5 个交点，

第四幅 6 个交点，所以要求的第 5 幅应该为 7 个交点，故答案选 D。
18.解析：B。考查的是面的个数与汉字图形的结构；面的个数都为 1 个，排除 D 项，然后汉

字的结构为上下、左右结构，故答案选 B。
19．解析：C。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关键信息是“由于地质化学因素的原因”、“使地区生活环境

中的某种化学元素含量过低或过高”、“区域性疾病”，C 项小欣小时候缺乏维生素 D，并不是

由于地质化学因素，也不是区域性疾病，故 C 项不符合，答案选 D。
20. 解析：D。乐活族的关键信息是：“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态生活”、“健康、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D 项中为了子女生活的更好趁着年轻的时候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不满足健康及自

给自足的生活形态，也不是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故答案选 D。
21.解析：D。赠与合同的要义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另一方当事人”。A 项只是免费提

供朋友使用并不是给予；B 项是有条件的给予，要给自己养老；C 项也是有条件的给予，要

来经营公司；只有 D项完全满足，故答案选 D。
22.解析：B。考查对应关系。塞翁失马的主人公是塞翁。A 项杯弓蛇影的主人公是杜宣。意

思是疑神疑鬼，出自《晋书·乐广传》唐代房玄龄等著，纪传体晋代史。县令应郴请主簿(办
理文书事务的官员)杜宣饮酒。酒席设在厅堂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由于光线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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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酒杯中映入了弓的影子。杜宣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冷汗涔涔。但县

令是他的上司，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不敢不饮，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

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

回到家里，杜宣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

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困难。家里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

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

过了几天，应郴有事到杜宣家中，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宣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

事。应郴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和思考，弄不明白杜宣酒杯里怎么

会有蛇的。

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宣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

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

蠕动。

应郴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宣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你
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杜宣弄清原委后，疑虑立即消失，病也很快痊愈了。

B 项退避三舍的主人公是晋文公。出处:春秋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 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
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舍，军行三十里。后重耳返国执政， 晋楚城濮之战，晋军果"退三舍以辟之"。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八年》。

C项作壁上观原指双方交战，自己站在壁垒上旁观。比喻置身事外，在旁不协助任何一方。

秦朝末年，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推举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军威大震。已被秦朝灭亡的

赵、魏、燕、韩诸国，也伺机复国，与楚王结盟反秦。项梁率军接连取胜，秦二世胡亥急遣

大将章邯统领大军镇压。定陶一战，楚军大败，项梁战死。章邯遂挥师攻赵，围困赵王于巨

鹿。赵王向楚王紧急求救。楚王以宋义为主将，项羽为副将，率师援赵。宋义力图避开秦军

锋芒，保存实力。楚军开抵安阳，竟一驻四十六天，只待秦赵厮杀两败俱伤，才挥戈出击。

这就急煞项羽。他几番催促宋义渡河作战，都被拒绝。宋义甚至说:"冲锋陷阵，我不如你;
筹谋划策，则你不如我。"项羽一怒之下，杀了宋义号令全军，并报告楚王。楚王命项羽为

主将。项羽亲率全军渡过漳水，旋即"破釜沉舟"，每人只发三天干粮，与秦军决一死战。此

时，集结在前线的已有十几支各地援赵部队。各路援军见秦军势大，都固守营寨，不敢轻易

出战。楚军一到，立即发动猛攻。一场恶战，杀声震天。楚军将士似出山猛虎，以一当十，

直杀得秦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各路援军在自己营垒上看到了这一壮观场面。楚军大捷，

项羽从此成为各路反秦部队的领袖。

D项投笔从戎意思是扔掉笔去参军。指文人从军。出自《后汉书·班超传》。对应的主人公

是班超。

23．解析：C。对应关系。辣椒是制作辣酱的主要原料，A 项奶牛并不是原料；B 项位置颠

倒，应该是鸡汁是制作鸡精的主要原料；C 项小麦是制作面粉的主要原料；D 项对应关系不

正确，故答案选 C。
24.解析：D。对应关系。往里进口，往外出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

25.解析：D。直接代入排除法。A 项代入，甲的猜测全部正确，排除；B 项代入，甲的猜测

全部错误也排除；C 项代入，甲的猜测也全部错误，排除；而 D 项代入，每个人的猜测都对

了一半，故答案选 D。
26. 解析：C。削弱论证类。上述论点为“有人怀疑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没有达到良好效果”，
论据为“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年均增长率只有 1%”，通过这个增长率低来说明计划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要来削弱，就要证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达到效果，只有 C 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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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经济刺激计划，同期的经济会出现负增长，说明经济刺激计划还有有效果的，故选

C。 A 项讲这个计划需要一个较长周期才能发挥作用，没办法说明问题；B 项属于无关选项；

D项受到偶然因素影响较大，但并没有讲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所以也无法削弱。故答案选

C。
27. 解析：B。直接看小明与小亮拿出的钱与收回的钱比较即可。小明拿出 200 元，拿回 300
元，为赚 100 元；小亮拿出 200+300 元，为 500 元，收回 400 元，故亏了 100 元。

28. 解析：C。翻译推理题，“除非……否则不”为后推前翻译方式，故得到翻译公式为：下跌

颓势可能扭转→所有生产商都同意减少产出。A 项为肯后未必肯前，排除；B 项虽然为否后

必否前，但是 B 项中说油价会快速下跌，与题干不符；C 项为肯前必肯后。D项也是肯后未

必肯前排除；故答案选 C。
29. 解析：D。真假推理题。甲乙说的为反对关系，有的违反规定与没有违反规定，两个有

的至少一真，故唯一一个真的结论在甲乙当中，丙说的为假话，即康健药房与美康药房有的

执行状况不好，然后退出甲说的一定为真话，故乙说的为假话，没有发现违规的单体药房为

假，即一定存在违规的单体药店，故答案选 D。
30. 解析：D。题干中矛盾现象是 A 市劳动力人口是 B 市的十倍，然而就业竞争反而比 A 市

更为激烈，说明 A 市劳动力人口必然有部分流向除 A 市以外的地区，即 A 市所有劳动力并

非都在 A 市就业。选项 A 为无关选项，劳动力竞争与面积无关；B 为无关选项，无法解释 A
市就业竞争压力低于 B 市；C 项只能解释 A 市就业压力低，但解释不了 B 市劳动人口比 A
市少但就业竞争压力反而大；只有 D 项解释了题干中的矛盾。

31、答案：A
解析：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国科学家陈竺和法国科学家安娜·德尚、于克·德戴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获颁 2018 年舍贝里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早前宣布这三位科学家荣获舍贝

里奖，以表彰他们“阐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机理并开创革命性疗法”。据悉，舍

贝里奖是企业家本特·舍贝里 2016 年捐献 20 亿瑞典克朗（约合 2.5 亿美元）创立舍贝里基

金会，用于推动癌症、健康和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

32、答案：B
解析：最佳动画长片奖是李·昂克里奇、阿德里安·莫利纳的《寻梦环游记》 。

33、答案：A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

34、答案：C
解析：对于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35、答案：B
解析：十九届二中全会指出：牢牢把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就要贯彻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分析问题，注重从宪法发展的

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切实维护宪法权威性，真正实现宪法目的、彰显宪法价值。

36、答案：D
解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四大原则：即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

37、答案：D
解析：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2014 年 1 月 20 日《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38、答案：C



解析：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39、答案：A
解析：题干中习总书记讲文化不分高低优劣，所以就没有先进文化、落后文化；优秀文

化、劣等文化，排除 B、D。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对待不同的文化，我们都要包容。

40、答案：C
解析：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

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构成和决定的，它具体包括三

个部分：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41、答案：A
解析：企业法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法人制度，简言之，就是企业的所有

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拥有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在对所有者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能够独

立支配企业的财产。

42、答案：D
解析：金融市场体系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而一般根据金融

市场上交易工具的期限，把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大类。1、货币市场。货币

市场是融通短期资金的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协议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

汇票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大面额可转让存单市场。2、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融通长

期资金的市场，包括中长期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中长期信贷市场是金融机构与工商企

业之间的贷款市场，证券市场是通过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进行融资的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

票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

43、答案：D
解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

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键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44、答案：A
解析：有期徒刑的假释最少要执行完刑罚的二分之一以上，无期徒刑要执行十三年以上。

45、答案：B
解析：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二）不得与特定

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

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

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

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46、答案：A
解析：甲属于过失犯罪，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遇见，

47、答案：B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 条

规定，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但是法人的营业地和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是同一概念，两者可能是同一的，也可能不同。法人基于生产经营的



需要，可能有几个营业场所，但法人的住所却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多个。

48、答案：C
解析：代理人从事的行为主要包括三类：（1）民事法律行为（我委托小张去买本书，

进行交易）；（2）民事诉讼行为（我委托小张打官司，进行诉讼）；（3）某些财政、行政

行为（我委托小张代我去进行纳税申报）。具有人身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如立遗嘱、结婚

等）、双方当事人约定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49、答案：C
解析：政治协商会议三个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50、答案：D
解析：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

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全

的认知上的偏误。

51、答案：C
解析：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组织结构，上下级之间是决策输送和信息

反馈的逆转传递。学习型组织结构是扁平的，即从最上面的决策层到最下面的操作层，中间

相隔层次极少。

52、答案：B
解析：民营化的经济性因素乃在于强调确实产生效率、效能与极大化之效益，降低服务

的单位成本。民营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相比于直接提供产品，公共部门通过对合同的广泛

使用，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国外内许多学者曾对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在效率进行

过比较，托马斯玻切丁和弗里希施耐德的研究发现：在调查的 43 项研究中，有 369 项指标

表明私营企业的成本低于相应的公共企业，竞争的市场可以提升管理的效率和生产成本的降

低。据学者研究表明，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外包平均降低 25％-30％的成本，英国的经验也显

示，一度是政府财政包袱的英国石油、英国航空公司、电信公司等转移为民营后，从 1979
年起，英国政府每年增加 50％的收入。

53、答案：D
解析：通报是用来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指示精神或情况时使用的公务文书。

54、答案：A
解析：写作“报告”应注意的问题是陈述事实要清楚扼要、表达观点要精炼清晰、语言

要简洁朴实。

55、答案：D
解析：《晋书》不属于二十四史前四史。

56、答案：A
解析：《山园小梅·其一》宋代林逋（bū）：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

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

檀板共金尊。

57、答案：C
解析：食物所含的六类营养物质中，能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是糖类、脂肪和蛋白质，同时

这三类物质也是组织细胞的组成成分，水、无机盐和维生素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其中糖类

是最主要的供能物质，人体进行各项生命活动所消耗的能量主要来自于糖类的氧化分解，约

占人体能量供应量的 70%。脂肪也是重要的供能物质，但是人体内的大部分脂肪作为备用能

源贮存在皮下等处，属于贮备能源物质。维生素属于有机物，但它既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

也不参与人体组织的构成，但它对人体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58、答案：B



解析：用户在 WINDOWS 工作环境中随时使用 Ctrl+Space 键来启动或关闭中文输入法。

59、答案：C
解析：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

60、答案：B
解析：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非金属元素是氧。

第二部分主观题

二、材料作文（共 40 分）

一盏灯，注满了油，发出明亮稳定的光，于是洋洋得意起来，吹嘘自己发出的光芒比太

阳还亮。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把灯吹灭了。有个人擦了擦火，又把灯点亮了，说：“你

只要保持亮着就好了，永远别想什么太阳，因为日月星辰从来不会像你刚才那样，需要重新

点燃。”

根据以上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满 1000 字左右的议论文。

参考思路：

这则寓言故事，主要是想通过灯的故事：洋洋得意的灯与日月星辰之间的对比，折射出

人生道理，告诫人们不要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

得出话题之后，围绕着这一话题，论证角度是多样的。

（1）是什么+为什么

简述寓言故事，引出中心论点：不要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名声与荣誉能够

使我们拥有饱满的自信心，获得前进的动力。名声与荣誉只是外界对于自己的评价。名声与

荣誉只是对于前期努力的肯定。总结式结尾。

（1）是什么+怎么办

简述寓言故事，引出中心论点：不要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目光要长远，积

累要深厚；保持初心，目标坚定不移。总结式结尾。

参考文章 1：
不被一时的光芒所迷惑

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灯与日月星辰的故事，在这则故事中，这盏

灯本身就具有发光的这一天赋，前期获得了灯油，借此散发出光芒，但好景不长，这盏灯被

自己的光芒所迷惑，骄傲了起来。一阵风吹来，灯灭了，这时候有人重新点亮了它，并对它

说：“你只要保持亮着就好了，永远别想什么太阳，因为日月星辰从来不会像你刚才那样，

需要重新点燃。”

其实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身引以为豪的天赋，加之从外界获取了足够的帮助与积

累，就容易获得成功，但很多人都被一时的成功所迷惑，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

喜，这时就忽视了人生路上的困难艰险，从而失败。灯与日月星辰都能散发出光芒，但永久

存在的事物从不被名声所累。漫漫人生路上，不要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这

样才能走的更加长远。

名声与荣誉确实能够使我们拥有自信，但须知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面对成

功所带来的名声与荣誉过度自信，盲目自大，就会腐蚀掉成功的根基，对于困难与风险也就

不能做出及时的应对，从而失败。而每个人都是想要极力的维护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所获得

的名声荣誉，因此，要正确认识名声与荣誉，切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以“伤仲永”为例，

儿时所取得的成功，所获得的名声与荣誉在有心人的追捧下被不断放大，由于“高帽子”戴

得多，往往就会渐渐地沾沾自喜，从而变得得意洋洋与骄傲自满了。被人吹捧这种现象使那



些灌了“迷糊汤”的人忘乎所以，自命不凡，更不知天高地厚，内心中的自以为是、盲目自

大像毒品一样麻醉着那脆弱的心灵。

名声与荣誉只是外界对于自己的评价，只是对于自己前期努力的肯定，而不是意味着以

后都会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而大众的认知水平

也于此同理，名声与荣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有的人或许奋勇前进，有的人或许懈

怠不前，这就直接作用于人生的发展，已取得的名声与荣誉，或是声名显赫，或是泯然众人。

不要被外界的评价所累。人生之路遥遥，而名声与荣誉只是火花一瞬。

人在世上不要盲目自大，因为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如牛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成功

不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换一个时期或者换一个年代，换一个新的起点环境，

则不一定有今天的成就。在谦虚谨慎的基础上，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必能经得起风吹雨打，

受得住狂风暴雨，而不会成为只现一瞬的昙花。

参考文章 2：
不被一时的光芒所迷惑

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灯与日月星辰的故事，在这则故事中，这盏

灯本身就具有发光的这一天赋，前期获得了灯油，借此散发出光芒，但好景不长，这盏灯被

自己的光芒所迷惑，骄傲了起来。一阵风吹来，灯灭了，这时候有人重新点亮了它，并对它

说：“你只要保持亮着就好了，永远别想什么太阳，因为日月星辰从来不会像你刚才那样，

需要重新点燃。”

其实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身引以为豪的天赋，加之从外界获取了足够的帮助与积

累，就容易获得成功，但很多人都被一时的成功所迷惑，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

喜，这时就忽视了人生路上的困难艰险，从而失败。灯与日月星辰都能散发出光芒，但永久

存在的事物从不被名声所累。漫漫人生路上，不要因名声与荣誉而盲目自大，沾沾自喜，这

样才能走的更加长远。

名声与荣誉确实能够使我们拥有自信，但须知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区别。名声与荣誉只是

外界对于自己的评价，只是对于自己前期努力的肯定，而不是意味着以后都会如此。人生之

路遥遥，而名声与荣誉只是火花一瞬。

面对人生道路中的名声与荣誉，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长与短、优与劣。术业有专攻，

每个人都有他最擅长的一面，也有他不擅长的一面；有他多知的一面，也有他无知的一面；

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势，必有其劣势。这些长与短，优与劣的共存才是符合真实

的自然规律。这世上没有一个是全知万能与无所不能的人。无所不知，只能证明你无知;无
所不能，只能证明你无能。承认自己的不足，谦虚谨慎地为人处世，那么就是活在现实生活

中的真人，而不是被面具遮挡与光环掩盖的假人。一时的成功在于急智，长久的成功则在于

积累。面对名声与荣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及时发现不足，不断丰富自己的积累。

面对人生道路中的名声与荣誉，我们更需要坚定自己的目标，保持初心。一盏灯的初心

其实就是散发光芒，点亮黑暗，就如海上灯塔永远为远行人照亮前方；日月星辰的初心其实

就是洒下光辉，照亮黑夜，就如北极星永远为迷路者指引方向。正如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

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描述的那样，当 14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 14位传主的身

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

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面对曲折的命运，面对由此带来的名声与荣誉，始终坚定目标，保持初心，才能始终散发出

永不暗淡的光芒。

人在世上不要盲目自大，因为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如牛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成功

https://baike.so.com/doc/615158-651267.html


不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换一个时期或者换一个年代，换一个新的起点环境，

则不一定有今天的成就。在谦虚谨慎的基础上，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必能经得起风吹雨打，

受得住狂风暴雨，而不会成为只现一瞬的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