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习更快乐，让考试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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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天：申论·归纳概括题·特殊形式归纳概括

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一般以考查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为目的，常见的考查形式是要求考生填写标

题、补充句子、提炼主旨句等。

题型特点分析：

填写标题一般要求考生总结给定资料的主要内容，拟写标题或者小标题。如“阅读‘给定资料 6’，

在空格处填入这则资料的题目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等形式。

根据上下文填空一般要求考生根据主要内容，按照给定逻辑填入答案。如“请在‘给定资料 1’的

三处横线上各填一句话，使该则资料的结论语义连贯完整”等形式。

第一节 作答技巧

归纳概括题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作答思路“万变不离其宗”。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的作答思

路同样包含“审清题意——深度阅读——提炼并加工要点——书写答案”几大步骤，但具体思路上有细

微的区别：

1.审清题意

首先要明确该题是否属于归纳概括题。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必将以“特殊形式”出现，要准确判断

题型，必须从题干中找寻线索。

例如，2014 年陕西省公务员《申论》考试的第三题：“根据给定资料 6，在空格处填入这则资料的

题目和三个小标题”。其具体要求为“准确、简明、每条不超过 20 字”。题干中既没有出现“归纳”

“概括”等标志性的词语，也没有“总结”“指出”等暗示性的词语，但实际上就是要求考生用最为简

单的语言概括资料的主要内容。因为标题就是一篇资料的核心和灵魂，所以这道题属于归纳概括题。

再如，2013 年安徽省公务员《申论》考试 B 卷的第一题：“要求用简洁的语言，分别给两种模式冠

名，并对其特征加以说明”。本题要求为其冠名，需要通过对资料中这两种模式的具体特点以及生产运

作方式的归纳概括来拟定其名称。因此，这道题也属于归纳概括题。

2.阅读资料与提炼要点

首先要找准作答范围。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大多要求概括主要内容，作答时要明确作答范围，进行

有效阅读。

例如，2015 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地市级的第二题要求填写资料标题，就需阅读整则资料，统

观全局，而填写小标题就需缩小阅读范围，精准阅读与勾画，找准关键词，快速、准确地提炼出要点。

3.书写答案

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往往对答题形式作出特别的要求，如“小标题前需注明序号”“每条均不超过

20 字；总字数不超过 100 字”等，作答时要注意条理清晰、格式规范。

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主要体现了形式上的灵活性与考查方式的多样性，考生在答题时也要学会随机

应变，灵活处理。



让学习更快乐，让考试更简单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2

第二节 技巧运用

【直击真题】（2015 年·国家·地市级）

阅读“给定资料 2”，在横线处填入这则资料的标题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10 分）

要求：（1）准确、精练；（2）标题和三个小标题须分条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3）每条不超

过 20 字。

2. （标题）

9月 28 日上午，在 XX 博览中心，第七届大学生 I－CAN 物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中国总决赛颁奖仪式举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63 所学校的 267 支队伍参

加了角逐，野战“活点”沙盘、意世界、笔记本防护装置、蜜蜂之家等作品获

得了特等奖，另外，全息 3D 成像、仿生鲶鱼、防丢宝、煤气智能报警系统、安

全校车系统、太阳光雨水发电等颇为接“地气”的作品获得一二三等奖。据主

办方介绍，今年参加大赛的作品涉及面更广，专业领域包括了家居、医疗等多

方面，并且评委在评分中更加注重作品的市场潜力和应用价值。【注1】

（小标题一）

上午 9 点，颁奖仪式如约举行，依次颁发了 60 个三等奖、40 个二等奖、15

个一等奖与 5 个特等奖。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年轻获奖队员鱼贯上台领奖，对于

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团队参赛的快乐和创意成真的成就感。某工程大学的

一位参赛选手告诉记者：这次参赛他们从创意设计到做成成品总共花了 8 个月

的时间，前前后后少不了同学通宵达旦的钻研，“在团队合作中，大家都听队

长的，对自己所分工的活认真仔细，遇到难题一起研究。现在获得了三等奖，

非常有成就感。”

而在会场上，也有不少企业代表对这些创新技术非常感兴趣。一位企业家

表示，年轻人有梦想，敢想敢干，看好他们作品的市场前景，鼓励他们创业，

如果有机会会与大学生团队开展合作。
【注2】

（小标题二）

“太阳光雨水发电器，非常适合多雨的南方使用发电。”“交通事故警报

APP，发生事故后，软件会自动发信息给你的家人。”看到这些品种繁多的获奖

作品，真让人有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感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今年的获奖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新颖有特色、生活味道十足的作品，不仅有防丢

钥匙的智能锁，还有各种趣味盎然的新发明。北京某大学的发明团队发明了一

款“M-Fish 智能鱼缸”，这款鱼缸可以与手机联通，使用者可以通过手机发送

信号，控制鱼缸的充氧量、精准把握鱼食喂养。
【注3】

某大学分校的参赛团队研发的“舒心电风扇”，这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制造

的感应风扇，如果人体皮肤靠近风扇就会自动关停，这样可以预防小孩子不小

心将手伸进电风扇之中受伤，或者距离太近造成感冒。太原某大学团队设计的

煤气智能报警系统，通过计算火焰、煤气流量等，能够及时发现煤气有没有泄

要点导读

【注 1】这一段总

述性地说明了材料内

容，即多个大学生团

队参加了大学生物联

网创业创新大赛，作

品涉及面广，并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而评

委评分更加注重作品

的市场潜力和应用价

值。这是对整则材料

总的阐述，但并不能

仅从这里去概括整则

材料的内容。

【注 2】这部分主

要讲了一些非常优秀

的大学生团队在比赛

中获奖，不少企业代

表对获奖的创新技术

非常感兴趣，并表示

愿与大学生团队开展

合作。这里谈到了大

学生的表现与企业的

态度，拟写小标题时，

关键词有大学生、创

新、企业、合作。

【注 3】这部分举

例介绍了大学生创新

的获奖作品，不少获

奖作品是“新颖有特

色、生活味道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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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从而报警。

（小标题三）

获奖作品中，那些与人身安全相联系的几款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获得一等

奖、由湖北某师范学院团队研发的安全校车系统，就是从新闻中校车闷死儿童

的事件有感而发，创造出一款防止在校车中遗落儿童的软件。据获奖团队介绍，

他们 4 个伙伴用四五个月的时间，从多套方案中挑选了 2 套，这款作品应用了

物联网技术，根据探头、座椅压力等信号综合计算，判断车内是否有人遗落，

并且批量生产的成本适合市场推广。

具有市场潜力并且经过市场验证的作品更是脱颖而出，获得特等奖的一款

“蜜蜂之家”作品是某科技大学团队研发的。他们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带到田间

地头，“我们去湖北的蜂农农场呆了 3 个月，就是想实地检测一下这款产品到

底有没有用。”团队队长小程说，他们通过实地检验，发现作品真的可以解决

蜂农养蜂中的温度控制问题。该作品的实用性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成功摘

金。
【注4】

的，“趣味盎然”的，

这是对获奖作品性质

的概括。因此，关键

词是新颖、生活味、

趣味。

【注 4】这部分主

要讲了获奖作品与人

们关注的人身安全、生

产生活相联系，实用性

较强，并且具有一定的

市场潜力，经历了市场

验证。关键词是实用

性、市场潜力。

【名师点拨】

初步阅读本题，题干要求命名小标题，可看出本题是一种新题型，实际上这是一道归纳概括题，主

要考查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答案范围锁定在“资料 2”，注意一共要写 4 个标题：1 个整则材料的大

标题和 3 个分段材料的小标题。要求标题“准确、精练”，每个标题不超过 20 字，且标题和小标题要

分开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要拟写整则材料的大标题，需综合整段材料的关键词，高度概括材料的主

语、谓语、宾语或补语等。拟写小标题，则只需整合各部分的关键词，并加以说明。要注意字数限制，

并标明序号。

【参考答案】

大学生展出物联网创新作品 小发明解决大问题（20 字）

1.大学生团队有创新实力 企业乐意与其合作（18 字）

2.获奖作品新颖有趣 实用智能贴近生活（16 字）

3.获奖作品实用性强 市场潜力较大（14 字）

第三节 即时巩固

【经典真题】（2014 年·陕西）

阅读“给定资料 6”，在空格处填入这则资料的题目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15 分）

要求：准确，简明，每条不超过 20 字。

6.题目：

2011 年 10 月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

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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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具备了明晰的政策导向。

小标题一

回顾 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遍地开花”。

9 月至 10 月，“中国文化月”在美国举办，一批优秀作品上演；11 月，原创杂技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海上梦》亮相后，与多家海外演出商签订为期 5 年的欧洲巡演合同；12 月，土耳其中国文化年拉

开序幕；截至 2011 年年底，我国已正式运营巴黎、柏林、东京等 9 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的 M看来，近年来，伴随着与世界各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日渐深入，我国文

化市场的开拓氛围在不断加强。

“不仅出口企业的数量在增加，输出产品的种类也日渐繁多。”他以自己所在的企业为例说，国图

集团出口业务已经从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实物出口领域，扩展至数据加工和物理加工为一体的增值

服务贸易出口，并开展了国外展览业务。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文化产业才有走出去的资本和空间。”某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J 说。

“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公司、中国人的身影，是文化输出的‘经济和人文基础’。”J 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渐增多的国际间经贸合作也在倒逼文化输出加速。”

当前，在中国企业迅速增加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面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迥异，文化背景天壤之别的海外合作者，我们如何实现无障碍交流？

“经济合作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合作。随着合作深入，我们必然要与不同人群进行深层次交流。文

化产业有义务承担起建立沟通、化解误会的责任。”J 说，“文化输出不仅具备了经济基础，也成为经

贸深度合作的必然需要。”

小标题二

“在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是：美食、长城、秀水街等等，但基本都是些片面的概

念。”英国女孩娜姆说，“但在北京生活了 3 年后，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概括对这些的印象了。因为了解

越深，越觉得有很多文化是我不知道的。”

“这是对中国文化理解片面化的个例。如果本土文化产品没有大量投入海外市场，当地消费者只能

面对极有限的选择，而这部分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规模，难免存在内容片面等问题，传递给国外消费者

的‘中国印象’也不可能完美。”J说。

于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没有畅通的输出渠道，反而一些细枝末节的文化枝桠被广泛认知。比如，

伴随着海外华人数量的急剧增长，养生、菜谱等种类书籍因与生活密切相关而广泛传播。

“但这些枝节根本无法还原中国文化的全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印象的片面化、

表面化。更严重的是，文化领域的误解会伴随着人与人的交往，辐射至各个领域。”J说。

“当别人不了解，甚至选择性误解你时，你更需要澄清自己。但为何我们屡次遭遇误解却难以澄清？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仍处于弱势地位。”J 说，“目前，国际舆论导向仍牢牢把握在欧

美媒体手中。我们难以呈现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形象。”

“近年来，中国文化作品、艺术展演在海外亮相，无论从频率、水准和反响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方面满足了艺术爱好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纠正了部分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J说。

“文化输出的本质，是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获得公平的话语权、化解误会。从这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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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某新闻学院院长 Y 说。

小标题三

“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市场经验缺乏、优质品牌不足、版权意识不成熟仍是普遍存

在的问题。这都属于软件上的缺失。”中国知识产权律师网的许律师说。

“种种政策导向都在释放信号：文化输出必须接受市场规则，顺应海外市场特点，以此提高本土企

业的软实力。”J 说，“有一些地区因为发展心态浮躁，出现了‘揠苗助长’的现象。比如，一些地区

盲目设立发展目标，导致政策制定和发展现状脱节。”

“要真正实现文化输出的目标，文化企业不仅得学会运用资本手段，武装企业硬件，更应创造出多

元化、理念先进的文化产品。”Y说。

“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等，都是营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手段和符号。在通往国际市场的文化快车上，

我们虽然起步晚了点，但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又有极强的创新意识，一定能赶上世界的步伐。”J说。

【答案整合】

【解题思路】

这是一道特殊形式归纳概括题。通过阅读材料可以发现，第一段讲述的是国家对文化发展的重视，

并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由此可以归纳出这则材料的中心论点就是“促进

中华走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华文化”。接下来则是从经济对文化的促进角度出发，说明了经贸的合作

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输出。即为标题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标题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如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的

中国文化，标题三部分是对文化输出问题的对策建议，在坚持输出真实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市场规则，

顺应海外市场特点，即软硬兼修。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即可。

【参考答案】

题目：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

小标题一：经贸的深度合作促进文化输出

小标题二：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

小标题三：中国文化输出需要软硬兼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