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专科起点升本科层次
各科目答题拿分技巧
成人高考相比考试能力，更加注重的是考试态度！所以大家只管放心大胆的去考，不要
缺考。
按照往年成考的分数线，大部分专业在 120-130 分左右，在总分 450 分的情况下。我们
考 100 多分其实不难，掌握一下答题技巧，只要有参加考试，98%的人是可以考上。
我们可以先做个分数估计，例如专升本经管类：数学 20-40 分，英语 40-60 分，语文（或政
治）80-120。那么最低的相加 20+40+80=140。25 岁以上的考生可加 20 分其实达到分数线真
的不难的哦。
专升本各类别考试科目：
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数
理工类：政治+英语+高数
教育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文史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艺术类：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
农学类：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

《政治》答题拿分技巧
1、选择题是成考政治考试中的第一题型，共 40 道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为 80 分，占政
治考试总分的 53%.这就是说，如果考生能够拿足选择题的 80 分，那么你的政治成绩就已接
近及格。
2、做简答题时，有的考生认为简单写几个要点就行了，但实际做题时内容不能过少，因为
简答题也要答出一定的内容的，基本要点要答全，各个观点要做必要论述，如果要点答得过
少，阅卷时老师就难给分了。
3、做辨析题时，无论题目如何问，考生的解答内容都要由理论和实际两部分结合组成，不
能只分析实际或只答理论，要根据题目给出的要求，两部分结合。如果考生不知道怎么答，
哪怕只答自己的观点，也要多答一些要点进去。此外，解论述题时卷面工整，段落分明
4、简答题和辨析题的复习还要有共性，如毛泽东思想概论，总结时要注重其体系，包括怎
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等观点。理解这些内容时要擅长总结规律，不必盲目背
题，即使背下来也难见得能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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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答题拿分技巧
一、选择题（1-50 题，共 105 分）
英语除了选择题，就是填空题和作文，考试时间为 2 个小时，如果大家选择题每题都乱写的
话，10 分钟就写完了，简直是浪费时间，建议大家还是静下心来能有几题会写的就认真写
几题，尤其是阅读理解的选择题，即使看不懂英文，有些题还是可以根据问题中的词句在文
中找到相同的词句出处，答案往往在前后一句。
1、据统计：50 题选择题，ABCD 任意一个选项成为正确答案的次数为 11-15 次。跟做数学
选择题的技巧类似，那么同学们：一题都不会写，也不要全部选择一样的，也一定要好好的
打满。
2、做阅读理解的选择题时，同学们可以先看问题，带着问题在文中找答案。据统计，在阅
读理解的 15 道选择题中，约有一半的题目可以直接在文中找到答案。一般来说，阅读理解
部分的选择题，一般从三种方式中获取答案：
（1）词义推测题，这类题需要对某些关键词的语境推测出答案；
（2）推理判断题，这类题需要联系上下文，站在全文的角度来解题；
（3）事实细节题，这类题可以从文中直接找到相应答案，做这类题时，看题目中的主要词
汇出现在文中的什么地方，答案一般就在所出现地方的前一句或者后一句，非常容易找到，
希望同学们在这里尽量能多得些分。
二、填空题（51-55 为填空题，15 分）
这题不懂写也要写。
三、作文（30 分）
1、2009 年-2012 年的试题，作文都是写信，今年很有可能也是写信，不管是不是，同学们
都有必要看看 09-12 年的作文参考范文。一方面可以掌握书信的写作格式，实在不懂写内容，
但是开头的称呼 Dear ~~( Tom ，Li Ming)，结尾的落款 Yours~ ( Tom ，Li Ming)这些基本格式
总要写上去，写作格式正确也会得几分，记着我们的目标是能得一分是一分。另一方面看看
范文可以找点感觉，不是要背句子，而是看看作文的写作思路。请记住以下三个写信常用的
句子：
I’ve got good news for you.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般用在开头第一句）
You are welcome to visit my home / Guilin anytime. 欢迎随时来我家/ 来桂林玩。（一般用于
文末）
If you can join us ,piease give me a reply soon.如果你参加，请尽快回复我。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期待你的回复。（一般用于文末）
2、因为是流水作业改试卷，改卷老师从来没有也不会看过阅读理解里面的英文。完全不懂
英语，或者英语非常差的同学可以从阅读理解里面摘抄英语句子。如似懂非懂，可以参考，
参照模仿阅读理解的句子，改头换面用到自己的作文里面。作文没有标准答案，意思接近也
可以得分的。记住一定要写够单词数。
3、在意思表达都正确的情况下，句子用的词汇越好，结构越好自然可以得高分，但是这个
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而我们的同学多数英语基础不好，那我们的战略则是不求句子优美只
求句子意思表达正确，所以我们要尽量用最简单常见的句型，可以是小学英语或者初中英语
常见的句型，例如：I think/ feel that ……（我认为/ 觉得某事），I glad that ……（我很高
兴某事），It’s good / OK/ very important / very lucky that ……（某事好/ 很重要/ 很幸运）。
举例的这几个句子大家一定要记着，是万能句子，非常好用，80%以上的情况可以硬套进作
文里，哪怕凑数也能得几分。
4、复杂的词汇就不多说，下面给同学们几个连接词作为句子的开头，可以使整篇作文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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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表达清晰，对于英语差的同学就可以硬套进去，也占字数，还可以得几分
First/ Second/ Besides/ Finally
首先，第二，再次，最后
On>，on the other hand
一方面，另一方面
In a word
总而言之
Although/ But/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虽然，但是，然而，同时
Recently/ Today/ Now
最近，如今，现在
Lukcily/ Especially
幸运地，尤其
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地说

《高等数学》答题拿分技巧
数学对于同学们来说确实是个头痛的事，估计看得懂的一个巴掌数得过来。但还是有方法，
想在完全看不懂题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拿到分吗？答案是可以有的。数学主要分为选择题+
填空题+最后的大题，分值的分配是 85+16+49=150。
首先是选择题，一共是十七道题目。统计近几年的选择题答案，答案的分布式是很平均的，
基本上每个选项都是差不多。还有就是这两年来，选择题第一道题目的答案跟最后一道题目
的答案是一样的，而近五年来 A 这个答案都不出现在选择题第一道题还有最后一道题中，
所以在我们完全看不懂题目的前提之下，选择题方面建议是头尾选择一个选项，中间的其它
十五道题目选一个选项，例如 DBBBB，BBBBB，BBBBB，BD。具体的东西就由大家到了考场
结合实际情况决定，但是一切的前提之下都是在你完全不会做的前提之下，如果会做的就直
接做。还有不可以完全都选择一个选项，这样做是没有成绩的！！
选择题：连续 4 年的选择题有 17 题，每题 5 分，共 85 分。一般来说前面几道题比较容易，
可以把 4 个答案往题目里面套，看哪个答案符合，看那个是正确的，提高准确率，分数容易
拿。
填空题：填空题主要有四道题目填空题要当作选择题来答，假如答案是常数的话，出现-1，
0，1，2，√2 （根号 2）的可能性很大，根据自己的判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完全不懂
也不要放弃大题的分数最后就是大题了！大题估计有很多学员会直接晕死掉！其实不用着急，
因为在这其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一道大题一般情况下是最少 12 分的，而一道大题的答案主
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解’字，会有 1 分！这个我想大家都会了；
第二部分就是条件部分，这个在我们的数学试卷的题目上是有写的，照抄我想大家也会啦，
这是 2-3 分；之后就是分析过程还有答案分，这就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了，加起来 12 分！举
个例子题目条件为 A=1，B=2 问 C=？D=？我就回答解：∵A=1，B=2∴C=3(随便写)，之后就
是∵A=1，B=2，C=3∴D=4(随便写)。这样子，一道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大题总分 12 分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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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拿到 4 分左右。前面几道题一般是解答题，特点是一层一层往下求解，最终求出一个答
案。完全不懂怎么办？
策略：我们可以按照题目，变化一下公式，能顺着下来多少就是多少，最后一定把答案写上
（假如真的不懂，可以随便想一个写上，当然也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有些答案是０或者１，
有些函数解）。
总之，无论任何题型，想办法往最可能的答案写，无论懂否，一定要往下写，尽量多写。不
能是空白。拿到试卷不要慌张，淡定回到上面那句箴言“把会做的做完，不会做的也做完”。

《教育理论》答题拿分技巧
教育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育学，一部分是心理学。每一部分都是 75 分，题型
主要是选择题 24+判断题 12+简答题 24+论诉题 15 分=75 分。这些题目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实
在是太简单了。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判断题，我也进行了一些数据统计，判断题选择
答案是错误的概率为 100%。在判断题里面不全面的题目也是错误的，所有有些题目看起来
是对的，但是因为不全面所以也是错的。这一点老师们要注意一下，剩下的就没有什么特别
的方面了！
以上的种种都是建立在统计学以及概率论上的东西，而且是建立在我们大家都不会做
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如果各位同学对于其中一些题目会做的话，优先自己做！！考试的时候
先自己做一遍，会做的先做的，实在不会做的就用这里教的方法。
一般需要考这科的都是选择的教育相关专业，通常也都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完全可以
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言之有理即可。
下面提供一些常考知识点：
教育管理目标是指教育管理活动所要达到的某种结果或境地.32.教育质量管理是采用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教育工作的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以保证教育目标和教育
管理目标达到最优化效果。
教育质量管理: 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教育工作的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
以保证教育目标和教育管理目标达到最优化效果。
校长负责制是指学校工作由校长统一领导,全面负责的学校组织制度.这是学校的基本
组织制度,也是学校的一种决策制度。
教育发展战略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以及教育
发展条件与可能性,为实现其社会发展总目标而做出的有关教育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
和对策。
校园文化行为是指校园文化主体在特定的文化理想指导下，产生相应的实践行为，包
括校园文化行为主体与评价的活动、课外活动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
简述教育管理过程的特点。
（1）教育管理过程是一种教育性的活动过程；
（2）教育管理过程是一个多层次的活动过程；
（3）教育管理过程是一个双边活动过程；
（4）教育管理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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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管理过程是一个可控制的过程。

《大学语文》答题拿分技巧
大学语文主要的题型是选择题+简答题+作文三种组合而成，选择题 40 分+简答题 50 分+作文
60 分=150 分！
谨记现代文阅读和诗歌的答题技巧是“答案在文中找”，在与所问问题相关的段落中就能找
出答案。
作文要围绕中心写，一定要写完，不留空白。不会写的，可以到前面的阅读文段中摘抄句子
填补进去。如到后面作文难以写下去，写流水帐也要把作文空格基本填满。
作文要求：
1、字数要求 800 字；
2、不跑题，不偏题；
3、卷面工整，字漂亮！
达到以上三点作文至少都会有四十分以上。但是我们有些同学们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作文了，
刚开始的很多时候提笔忘字那是免不了，或者是实在写不够字数的这也很常见，所以在这里
我们唯一一个要复习的内容就是语文的作文啦！！！在考试前一周的时间里写上一篇作文！
这很重要！！！哪怕只是一篇我相信在成人高考中你的作文至少会提高一个档次，字数不够
的拼命地举例子！一个不够就举两个例子，两个不够就三个，反正就要最少八百个字！
一、选择题：
一共有 10 道题，每道题是 4 分。靠的是知识积累，基本方法是：回想自己生活中熟悉的语
句，先确定某个选择（确定是或者不是），采用排除法逐渐剔除不是答案的选项，优选出可
能的答案。统计了近五年的试卷选择题答案，选项 B 还有 C 出现的概率比较多而且比较平
稳，一般都会有三个左右，而选项 A 出现的概率最小，基本上只会有 1 个，最多的时候也
就 2 个。所以在我们完全不会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以选择 B、C 为主！而且要有规律地
选择，比如第一题选 B 最后一题选 B 中间的题目都选 C，或者可以按选一个 B 加四个 C 的顺
序往下选择，比如说 BCCCC，BCCCC 这样子。当然这是建立在你完全不会的前提下，如果你
可以肯定你的答案是正确的请以你的答案为主。
二、阅读题：
就没有什么技巧可以说的了，不过它是客观题，最容易拿分，给出的阅读题都比较简单，要
注意审题、联系历史、联系生活，把握文章整体意思后来作题。很多问题可以直接从文章中
找出答案，所以一定要细心。大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写的也要写！！！
原则：
1、一定要写满了，只要沾点边都会有分，所以要多写一些；
2、字一定要工整会有印象分的；
3、题目问什么问题就回答什么问题。比如题目问“两位老人怎么各自描绘胡杨的“大家只
要回到短文里面找到这一段话，抄上来就可以了！

第 5 页 共 6 页

《艺术概论》答题拿分技巧
艺术概论里其实有部分生活常识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答题。另外特别需要注意作品
赏析题，就算确实不知道作品是哪个时期的，甚至你可能都没看懂它到底是什么，也没必要
着急，可以就线条、轮廓、材质等描述下，作品看起来比较简单单调，就称手法简洁，作品
看着明显雕工复杂，就称描绘细致，艺术就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考卷里大部分都是传播真善
美，让人们感受到，身心的调节，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愉悦等，猜测作答即可。记住一
点，艺术品都是具有美感的，至于怎么美就看个人自己的欣赏角度了。

《民法》答题拿分技巧
一、选择题：
仔细思考，追究逻辑，推敲其对错。不会做的可以采用排除法、破绝对法(含有一定、肯定
等绝对词的是干扰项)，也可以本着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做基本判断，一点都不懂的可以统
一选 C，选择题一定不能留空。
二、简答题：
答案必须要点化、序号化，书写工整文字精炼。只需简要回答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即可，不
需详细分析、论证和综合。
三、论述题：
1、首先要序号化，其次卷面要干净，行列要整齐。
2、用一句话概括问题的实质即明确论点。要求全面、概括性强。
3、列出上面论点所涵盖的内容要点即可，要点可多不可少。
四、案例分析题
1、熟悉案情，理清关系，这是答题的前提。
2、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并以此为中心进行答题，在确定争议焦点基础上，再把案件事实之间
的逻辑关系搞清楚。
3、确定适用的法律。针对案例中提出的问题，运用已知的条件和自己掌控的有关理论和法
律规定，分析、归纳、总结、得出答案，这是案例分析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

《生态学基础》答题拿分技巧
选择题 20 道，每小题 2 分，合计 40 分。填空题 20 道，每小题 2 分，合计 40 分。判断题
10 道，每小题 2 分，合计 20 分。简答题 3 道，每小题 10 分，合计 30 分。论述题，1 道，
合计 20 分。
生态学基础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学员看起来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别忘记你的总分是只
需要考 130 分的，所以千万别放弃这科，该填满的还是得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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