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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  言语理解与表达之选词填空 

 

1.在“一带一路”重大机遇下，我们要______传统的海洋发展理念，推动海洋经

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推动海洋科技向创

新引领型转变，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摒弃          B.坚持          C.秉承          D.打破 

 

1.D【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四个词语均可与“理念”

相搭配，但根新据后文的描述，均为“转变”，因此使用“打破”最为恰当。 

本题不宜使用“摒弃”，因为如果使用“摒弃”相当于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发

展理念，而本文只强调转变，并不否定以前。 

 

 

2.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水要______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要用系

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与此同时，兼顾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兼顾         B.平衡          C.统筹          D.考查 

 

2.C【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及并列关系。通过空格后

的描述：“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排除 A项的“兼顾”。再根据“与此

同时”可知，“与此同时”前后构成了并列关系，与后文“兼顾”相对应的应为

“统筹”。综上所述，C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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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是否繁荣兴盛，决定着城市的______、______与______，关系着城市的发

展后劲与未来走向。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竞争力  辐射力  影响力               B.竞争力  影响力  辐射力 

C.影响力  竞争力  辐射力               D.辐射力  影响力  竞争力 

 

3.B【解析】实词辨析。根据材料，三个空格构成并列关系，应填入三个地位平

等，含义相关的词语。再结合选项，四个选项的三个词语均相同，但填入顺序不

同。按照正常的逻辑，我们一般先讨论城市本身的“竞争力”，再讨论对周边城

市的“影响力”，最后讨论对更大范围的“辐射力”。因此，B项正确。 

 

 

4.各类奇葩政策文件、奇葩规定及其催生的奇葩证明，在一些地方层出不穷，如

“复婚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按教师学科分配生二孩名额”；

“就业、入学须提供父母无犯罪记录证明”等，屡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既

干扰了民众生活，也______了政府公信力。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损害          B.伤害          C.破坏          D.损坏 

 

4.A【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实词的搭配范围和语义轻重。“伤害”一般搭

配人或与人相关的情感，因此排除；“损坏”一般搭配具体事物，而“政府公信

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排除；“损害”和“破坏”相比较，“破坏”的程

度更深，而此题的空格由于处于“既... ...也... ...”并列逻辑关系中，因此

应对应前一分句中“干扰了民众生活”中“干扰”的程度，所以使用“损害”更

为恰当。综上所述，A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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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在谴责洋品牌实行双重标准的同时，也不能不加快法规______和措施改

进，把自己的短板补齐，这样才能堵住洋品牌的嘴，不给其可趁之机。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建立          B.健全          C.出台          D.颁布 

 

5.B【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逻辑关系对填入空格的提示作用。四个词语均

可与“法规”相搭配，但由于空格后出现了并列关系，因此提示填入的词应能与

对应位置上的“改进”相匹配，即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因此选择 B项最为恰当。 

 

 

6.当前互联网经济风生水起，也催生了众多新“职业”——即便称不上职业，也

是很多人______的赚钱门路。比如很多网友足不出户，点击鼠标就可轻松赚钱，

从网购刷单、电影刷评分到旅游线路、民宿写好评，都是如此。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争先恐后        B.跃跃欲试        C.不甘落后       D.趋之若鹜 

 

6.D【解析】成语辨析。本文考查对成语感情色彩的把握。四个成语都能描述急

切的心理，但根据空格前“即便称不上职业”及空格后的例子可知，填入的成语

感情倾向应为消极，因此 D项正确。 

争先恐后：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跃跃欲试：急于要行动的样子。 

不甘落后：指不愿意表现出自己不如他人，做什么都有个不服输的劲，希望超过

他人或和他人一样好。 

趋之若鹜：本意是指像鸭子一样成群跑过去。比喻许多人争着去追逐某些不好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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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①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学

习的______，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每个人必须不断学习。  

②针对这个反腐倡廉的报告内容，纪检书记说，鲁迅先生那副著名的对联，请允

许我大胆______一下，叫“舒眉傲对贪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中止  篡改          B.终止  篡改 

C.中止  窜改          D.终止  窜改 

 

7.D【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终止”指最终停止，

不再发展下去、进行下去了，事情到此为止。“中止”指事情中途停止，事情还

没有完成，由于某种原因，被迫停止，有可能再继续下去，也有可能不继续下去。

第一句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因此强调学习不会停止于某个

阶段，填入“终止”最为恰当。第二空，“窜改”指改动、删改。“窜改”的对

象一般是文字、词语、成语、文件、古籍、账目等，多是具体的书面材料里的字

句。“篡改”多指精神实质方面的改动。“篡改”的对象一般是历史、经典著作、

理论、学说、政策、指示等，也就是说，用假的、错的代替正确的东西，用作伪

的手段对某些理论或精神实质进行改动或曲解。根据第二句的语境，使用“窜改”

更为恰当。综上所述，D项正确。 

 

 

8.①经过努力，我国已基本完成 SARS疫苗的临床研究，即将进入临床______。  

②乔榛、丁建华应邀______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向观众朋友讲述了他

们共同走过的艰难岁月。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实验   做客    

B.试验   做客 

C.实验   作客       

D.试验   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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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第一空：“实验”侧重

于验证理论；“试验”侧重于验证实物，因此第一空填入“试验”更为恰当。第

二空：“做客”侧重“访问”；“作客”侧重“漂泊”，因此第二空填入“做客”

更为恰当。综上所述，B项正确。 

 

 

9.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______。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文明是______在当代、______在千秋的事业，必须从国家发展方式上找根源，

从宏观战略规划中寻出路。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基础   利   功 

B.核心   功   利 

C.基础   功   利 

D.核心   利   功 

 

9.C【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并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而是可以借助的优势，因此排除

“核心”（即排除 B、D 两项）。再根据后文“当代”和“千秋”可知，应该在

当下努力，在后续享受成果，因此应该按照先“功”后“利”的顺序填入。综上

所述，C 项正确。 

 

10.在实际应用方面，新能源汽车自身的短板也极为明显，______充电设施等方

面的局限，电动车电池续航时间______尚未获得较为令人激赏的重大突破。

______纯电动车所占市场份额仍然相当有限。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不仅   也   但是 

B.虽然   却   所以 

C.除了   也   但是   

D.除了   也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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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解析】虚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逻辑关系对空格的提示作用。“充电设

施等方面的局限”与“尚未获得较为令人激赏的重大突破”感情倾向一致，因此

第一空和第二空只能填入递进关系而不能填入转折关系，因此排除 B 项。第三空

“纯电动车所占市场份额仍然相当有限”是由于“充电设施等方面的局限”和“尚

未获得较为令人激赏的重大突破”造成的，应填入因果关系表示结果的关联词。

综上所述，D项正确。 

 

 

11.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______性工作。只有先摸清家底，才能谈古籍资源的

活用。古籍所______的文明火种，需要倍加珍惜与呵护。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基础   释放          B.关键   承载 

C.关键   释放          D.基础   承载 

 

11.D【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根据第一空后出现的“只

有首先摸清家底”可知，第一空填入“基础”最为恰当，排除 B、C 两项。第二

空后的“文明火种”是抽象概念，“古籍”是具体事物，因此用具体来“承载”

抽象最为恰当。综上所述，D项正确。 

 

 

12.当前，金砖合作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接棒今年金砖峰会东道主，

人们相信，厦门会晤一定会担当起为金砖合作机制______，谋划未来的责任。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承前启后         B.承上启下          C.空前绝后         D.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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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解析】成语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及成语本身的搭配范围。

“承上启下”和“起承转合”一般用于写作领域，因此排除 B、D两项。再根据

空格前出现“中国接棒今年金砖峰会东道主”可知，填入的词要体现之前也有金

砖峰会；空格后出现“谋划未来”，说明填入的词也要体现后续的发展，因此“承

前启后”更为恰当。综上所述，A项正确。 

 

 

13.围绕凉茶品牌和包装、甚至广告语的司法纷争，______让公众在围观的过程

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商标权专利权的知识，______不能不承认相关损耗对诉讼双方

来说都可谓巨大，______争议产品的市场并未因此做大做强，可供消费者选择的

产品似乎______并未变得丰富。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不仅    也      而      也 

B.虽然    但      而      也 

C.不但    而且    然而    也   

D.尽管    但      所以    也 

 

13.B【解析】虚词填空。虚词填空需借用上下文的逻辑提示。第一空后出现“让

公众在围观的过程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商标权专利权的知识”是司法纠纷产生的积

极效应，第二空后出现“不能不承认相关损耗对诉讼双方来说都可谓巨大”是司

法纠纷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第一空和第二空中应填入表示转折关系的关联词，

排除 A、C 两项。第三空后出现“并未做大做强”与空前的“消耗巨大”应构成

转折关系，因此排除 D项选择 B项。 

 

1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上重要讲话中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重要论

述，集中______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表现          B.展现          C.体现          D.呈现 



      咨询电话： 0752-7387260（惠州）  8520071（惠东）  

        动动手指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练题  要加群，找 QQ：3298003420 

 

 

14.C【解析】实词辨析。本文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表现”侧重于表面的，

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行为；“展现”侧重于明显的表现出；“体现”侧重于表现出

内在的、抽象的概念；“呈现”侧重于较清楚，持续的时间长，多是直接看到的

（不是想象的）的情形。综上所述，“表现”、“展现”和“呈现”都侧重于能

观察到的现象，“体现”侧重于表现出深层次的抽象的情形。根据横线后的“发

展思想”可知，C项正确。 

 

 

15.曾经先进并不代表永远先进，而科技上的______一旦形成将是致命的。在

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______的科技成果。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倒退   璀璨夺目 

B.落后  璀璨夺目 

C.倒退   异彩纷呈 

D.落后   异彩纷呈 

 

15.B【解析】实词+成语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根据第一空前“曾

经先进并不代表永远先进”可知，第一空应填入与“先进”含义相反相对的词语，

因此填入“落后”更为恰当。“倒退”应对应“进步”，排除 A、C 两项。第二

空的成语，其中“璀璨夺目”侧重强调取得的成就大，“异彩纷呈”侧重出现过

去未出现过和今后也不会出现的具有过渡性特点的奇特事物。因此选择“璀璨夺

目”更为恰当。综上所述，B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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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校的高价值专利运营不够仍是“______”，相较于我国高校拥有的几十万

件有效发明专利而言，这些成功转化的案例仍是______。高校中不少高价值的专

利成果仍处于沉睡闲置状态，亟待唤醒。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不足   凤毛麟角 

B.短板   空谷足音 

C.不足   空谷足音 

D.短板   凤毛麟角 

 

16.D【解析】实词+成语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及标点符合对空格的提示。第一

空前出现“运营不够”，因此第一空“不足”和“短板”的含义均正确。但第一

空使用了双引号，说明应填入更为特殊的词语，因此选择“短板”更为合适。第

二空，根据空前的“相较于我国高校拥有的几十万件有效发明专利而言”及空后

的“高校中不少高价值的专利成果仍处于沉睡闲置状态”可知，第二空应填入表

示“稀少”的成语。“凤毛麟角” 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空谷足音”指

难得到音信、言论或来访，因此选择“凤毛麟角”更为恰当。综上所述，D项正

确。 

 

17.①文学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人物为______创作而形成的。 

②一辆运载盐酸的货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交通、消防部门的人员迅速

赶赴出事现场，并做出了紧急______。 

③保险丝是电路安全的报警器，当电路里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保险丝就会

______，从而切断电源，保障线路和电器的安全。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原形   处置   融化   B.原型   处治   融化 

C.原型  处置    熔化   D.原形   处治   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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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实词的搭配范围。“原形”指本来面目，含贬

义；而“原型”一般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因此第一空填入“原型”正确。“处置”强调解决；而“处治”强调惩罚。第二

空强调对交通事故进行紧急处理，因此使用“处置”恰当。“融化”与“熔化”

都是从固态转化为液态，对常温下是液态的用“融化”，常温下是固态的用“熔

化”。第三空的对象是“保险丝”，因此使用“熔化”。综上所述，C项正确。 

 

18.宋人画雪常不用铅粉，______把背景用墨衬黑，一层层______，留出山头的

白，树梢的白，甚至花蕾上的白，虚实映衬，意境悠远。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而是    点染 

B.总是    浸染   

C.却是    绘染  

D.只是    渲染   

 

18.D【解析】实词+虚词辨析。第一空“而是”表示反向并列，“却是”表示转

折，这两个词都要求前后句含义相反相对，因此不选。“总是”表示每次都这样，

文意并未体现。因此，第一空应填入“只是”，表示“仅仅”的意思。第二空“渲

染”指“画国画时用水墨或淡色涂抹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是中国画的一种表

现手法，符合语境。综上所述，D项正确。 

 

 

19.①这一地区曾一度山洪______，造成公路被毁、交通中断。  

②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______的义务。 

③商业广告不同于公益广告，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暴发  抚养  盈利      B.暴发  赡养  营利  

C.爆发  赡养  盈利      D.爆发  抚养  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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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 

第一空：“暴发”指突然发财或得势，多含有贬义；或指突然发作，多用于山洪、

大水或疾病等具体事物。“爆发”指因爆炸而迅猛发生，多用于具体事物；或指

像爆炸那样突然地发生，多用于抽象事物，如革命、起义、运动等重大事变，再

如力量、情绪等等。因此对于第一空对应的“山洪”，使用“暴发”更为恰当。 

第二空：“抚养”侧重于长辈对晚辈；“赡养”侧重于晚辈对长辈。因此第二空

填入“赡养”最为恰当。 

第三空：“营利”指谋取利益。“盈利”指扣除成本获得的利润；或指经营所得。

因此第三空填入“营利”最为恰当。 

综上所述，B项正确。 

 

 

20.①银杏，又名公孙树，它不仅是很好的雕刻材料，而且还______很高的观赏

价值和药用价值。   

②店庆期间，凡购物满 100元者，本店将______价值 30元的礼品券一张。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具备   惠赠         B.具有   赠送    

C.具有   惠赠         D.具备   赠送   

 

20.B【解析】实习辨析。本题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 

第一空：“具备”侧重于齐备，如具备...条件；“具有”侧重于拥有某些抽象

的意义，如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此第一空填入“具有”最为恰当。 

第二空：“赠送”是赠送者用词的；“惠赠”是接收者用词。因此第二空填入“赠

送”最为恰当。 

综上所述，B项正确。 

 

 

 

 



      咨询电话： 0752-7387260（惠州）  8520071（惠东）  

        动动手指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练题  要加群，找 QQ：3298003420 

 

21.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遥望夜空，______满天，斜月晶莹，薄雾似轻纱漫

卷，______。我思念那个小山村，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星汉    如梦如幻 

B.星云    如诗如画 

C.星光    诗意盎然 

D.星斗    诗意朦胧 

 

21.D【解析】实词+成语辨析。第一空：“星云”：星云是由星际空间的气体和

尘埃结合成的云雾状天体。“星汉”：银河。由于第一空需要与“满天”搭配，

因此第一空首先排除“星汉”和“星云”。第二空：“盎然”指的是形容气氛、

趣味等浓厚的样子。所以“诗意盎然”指的是很有诗意。“诗意朦胧”指运用象

征手法间接性的表达诗意。对应“薄雾似轻纱漫卷”使用“诗意朦胧”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 D项正确。 

 

 

22.金融大动脉是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和资金安全的______条件。只有打造高度

重视风险防控的金融大动脉，为“一带一路”建设______风险、保驾护航，才能

增强各方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和资金安全。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必要   抗击 

B.先决   抗击 

C.必要   抵御 

D.先决   抵御 

 

22.C【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第一空后出现逻辑关系

“只有...才...”可知，第一空填入“必要”条件最为恰当，排除 B、D 两项。

第二空前出现“风险防控”，第二空后出现“保驾护航”，由此可知空后的“风

险”并没有真正到来，因此选择“抵御”比“抗击”恰当。综上所述，C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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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从宏观上来看，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从______

层面观察，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主要看其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没

有政治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客观    定力 

B.微观    觉悟 

C.客观    觉悟 

D.微观    定力   

 

23.D【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标点符号及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第一空前有

分号，说明第一空上填入的词语应与“宏观”构成并列关系，即应从宏观相对应

的另一面上进行讨论，因此填入“微观”更为恰当，排除 A、D 两项。第二空根

据“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可知，“定力”和“坚定”对应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D项正确。 

 

 

24.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

顾此失彼、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舍本逐末         B.捉襟见肘          C.寅吃卯粮          D.面面俱到 

 

24.C【解析】成语辨析。本题考查逻辑关系及上下文提示。空格处在三个并列词

中，应与前文三个并列词“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表达相反的含义。“因小

失大”对应“大局观”；“顾此失彼”对应“整体观”。因此应选择与“长远观”

构成相反相对含义的成语。综上所述，C项正确。 

舍本逐末：比喻做事不抓住主要的问题，而专顾细枝末节。现多用于指轻重主次

颠倒，不会明辨轻重缓急。 

捉襟见肘：拉一下衣襟就露出胳膊肘儿，形容衣服破烂。比喻顾此失彼，穷于应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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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吃卯粮：寅年吃了卯年的粮食。比喻经济困难，入不敷出，只能预先挪用眼下

亏空着的财物或还没到手的收入，不顾将来。 

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照顾地很周到。也指虽然各方面都照顾到，每一个方面都处

理的很得当。 

 

 

25.生态环境问题，______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我们

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始终把土地和矿产资源高效利用作为国土

资源工作的主战场，通过提升利用效率增加资源供给、减少生态破坏。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归根结底        B.毋庸置疑        C.自始至终        D.毋庸讳言 

 

25.A【解析】成语辨析。本题考查上下文对空格的提示。空格后出现“是... ...

造成的”，说明“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的原因，因此选择“归根结底”来表示根本原因。A项正确。 

    “毋庸置疑”、“自始至终”、“毋庸讳言”均过于绝对。因为造成生态环

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只是归结起来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

三个方面。 

 

 

26.①到记者发稿时，在这次煤矿瓦斯爆炸事件中已有 16 人遇难，4 人失踪，

______及善后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②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是一大批敢于率先冲破思想______的人们。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抢救   樊篱      B.抢救   藩篱     

C.营救   藩篱      D.营救   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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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解析】实词辨析。本题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 

    第一空：“抢救”针对已经救出的人；“营救”侧重于还没有救出的人。因

此第一空根据“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选择“营救”最为恰当。 

    第二空：“藩篱”是指具体的、感性的、形象的、客观存在的实物“篱笆”

的门户或屏障；“樊篱”是指概括的、理性的、抽象的、主观能动（一般多指思

想、观念方面）的虚物“篱笆”的限制和束缚。“藩篱”一般情况下是中性词；

“樊篱”多用在反面语境中，故贬义色彩强烈些。因此根据文意，第二空填入“樊

篱”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D项正确。 

 

 

27.①微生物“偷渡”到太空并在空间繁殖，目前已成为载人航天领域中一个

______解决的严重问题。   

②这样做______稳妥，但是太费事，太耗费时间，我就怕这个工程赶不过来。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亟待     固然      B.亟待    当然  

C.急需     固然      D.急需    当然 

 

27.A【解析】实词+虚词辨析。第一空考查近义词的搭配范围。“亟待”和“急

需”均表示急切的需要解决的意思，但“亟待”强调客观上的需要迫不及待，“急

需”侧重强调主观上急切的需要。因此第一空填入“亟待”更为恰当。第二空后

出现“但”，为转折关系的第二个引导词，因此第二空应填入转折关系的前一个

引导词，“固然”相当于“虽然”，填入第二空恰当。综上所述，A 项正确。 

 

 

28.①为了保护干警的安全，巡山队决定由 3 名队员开车将病员送出“无人区”，

同时请求后方派出接应行动组与病员______。  

②本人不慎在 200路公交车上丢失信用卡一张，有拾到并归还者，本人愿付 800

元酬谢，决不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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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汇合  失言       B.会合  食言      C.汇合  食言      D.会合  失言  

 

28.B【解析】实词辨析。本文考查易混实词的搭配范围。第一空，“会合”侧重

于人相会聚拢；“汇合”常比喻抽象事物（意志、力量等）汇聚在一起。根据第

一空语境，第一空填入“会合”最为恰当。第二空，“食言”是指说话不算数，

“失言”是指无意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说漏了嘴”。根据第二句语境，第

二空填入“食言”最为恰当。综上所述，B项正确。 

 

 

29.长期以来，人们把图书馆当成“知识宝库”，当成“知识殿堂”，似乎对图

书馆______有加。然而，“宝库”和“殿堂”虽好，但它们离普通百姓很远。普

通百姓往往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崇敬    望而生畏 

B.尊崇    望而生畏 

C.崇敬    敬而远之 

D.尊崇    敬而远之 

 

29.C【解析】实词+成语辨析。“崇敬”指崇拜尊敬。可指对人，也可指对事物

的敬仰。“尊崇” 尊敬推崇。一般只用于对人或人的行为的尊敬。因此第一空

形容人们对图书馆的态度，填入“崇敬”更为合适，排除 B、D 项。第二空“望

而生畏”指看见了就害怕，侧重于害怕的心情。“敬而远之”指表示尊敬却有所

顾虑不愿接近，可对应前文的“崇敬”，因此“敬而远之”更恰当。综上所述，

C项正确。 

 

 

30.菜籽油含有亚油酸、亚麻酸、花生酸等三种人体______的脂肪酸，还有油酸。

菜籽油能______胆固醇在小肠的吸收，还能促进肝内胆固醇的降解和排出，因此，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9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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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______心血管病的发生有一定作用。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必须    抑止    防治 

B.必须    抑制    防止 

C.必需    抑止    防治 

D.必需    抑制    防止 

 

30.D【解析】实词辨析。第一空：“必须”：副词，多作状语。表示一定要，强

调事实或情理上的必要性，或用于加强命令语气。“必需”是动词，表示一定得

有，不可缺少的，充当定语或谓语。另外，“必需”常和“所”、“的”连用。

因此，第一空填入“必需”恰当。第二空：“抑止”：指制止住，使其不再发生；

“抑制”：尽量控制，但并不绝对，强调过程。对应后文的“促进”，此处使用

“抑制”更为恰当。第三空：“防止”指预防，即疾病并未真正出现；“防治”

指疾病出现后的治疗过程。此处“心血管病”并未真正发生，因此使用“防止”

恰当。综上所述 D项正确。 

 

 

31、我们在这里驻足聆听，触摸______跳动的脉搏，在与先人的凝视和对话中，

铭刻人生信念的方位，增进砥砺前行的动力。 

A.社会 

B.当下 

C.未来 

D.历史 

 

31. D【解析】四个答案主要区别在于时间，“在与先人的凝视和对话中”提示

此空填入“历史”最恰当。 

 

 

32、树立法律权威就要使法治原则______到国家与社会每一层次，每一角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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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公民信仰法制，对法律存有敬畏心。 

A.深入 

B.融入 

C.渗透 

D.扩大 

 

32. C【解析】“每一层次”，“每一角落”说明不仅强调深度和广度，还强调

穿透层次之间阻隔的力度，因此选择“渗透”最为恰当。 

 

 

33、在养老举措制度设计等各方面______更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同理心，是一

座城市，一个社会对待老年人应有的温情和敬意。 

A.灌注 

B.灌溉 

C.灌输 

D.灌制 

 

 33.【答案】A【解析】“灌溉”和“灌制”一般只能搭配具体事物，如灌溉田

野，灌制香肠。“灌注”和“灌输”既可以搭配具体事物也可以搭配抽象事物，

本题应首选搭配抽象事物的词语。在此基础上，“灌输”的对象一般是“知识”

和“思想”；“灌注”的对象一般为“情感”。本题“同理心”是一种情感，因

此选择“灌注”最为恰当。 

 

 

34.文化自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仅仅是在嘴上说说的，更不是虚无缥缈的

“______”。文化自信来自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对国家现实的全面把握，对

发展战略的正确设计，对前提目标的精准判断。 

A.画饼充饥 

B.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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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空中楼阁 

D.水中捞月 

 

34.C【解析】“画饼充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欺骗别人；“纸上谈兵”：

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空中楼阁”：比喻虚构的事物或不现实的

理论、方案等；“水中捞月”：比喻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能白费力气。由

此可见，A、B、D三项均侧重于指不切实际的行动，强调“行动”。而此空需要

填入的是可以被“虚无缥缈”形容的名词，因此选择 C项最为恰当。 

 

 

35.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教化之邦，如果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喧哗不止，则不禁

让人______。 

A.侧目而视 

B.恨之入骨 

C.置若罔闻 

D.不以为然 

 

35.A【解析】照应前文“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教化之邦”，首先排除“置若罔闻”

和“不以为然”。“侧目而视”与“恨之入骨”感情倾向都符合，但“恨之入骨”

程度太深，因此选择“侧目而视”最恰当。“侧目而视”：形容愤怒、不满或畏

惧的样子。 

 

 

36.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量子力学认为真空并非“______”，而是充斥着大量的“虚”的粒子和反粒子。

它们同时产生，刹那之间又相互______。 

A.一无所有   淹没 

B.空谷幽兰   迸发 

C.熙熙攘攘   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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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空无一物   湮灭 

 

36.D【解析】本题的突破口在第一空，第一空应填入与人们对“真空”的常规理

解一致的词，因此选择“空无一物”最为恰当。 

 

 

37.文学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

实人物为______创作而成的。只是有时读者欣赏作品清新的故事，却忽略了蕴藏

的______，欣赏文字的朴实，却忽略了作品隐伏的______。 

填入划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 

A.原型  热情  悲痛 

B.原形    感情    华丽 

C.原形    感情    悲痛 

D.原型    热情    华丽 

 

37.A【解析】实词填空。选词填空整体思路为：结合词语辨析和语境辨析，寻找

突破口空格，验证其它空格，最后确定选项。本题第一空备选词语 “原形”是

指原来形状，本来面目，含贬义；而“原型”有两层含义：1、代表着自身特征

的形状。2、指在解决问题时，对于新假设的提出有启发作用的那些事物。感情

色彩为中性。本题第一空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创

作依据的，并且不带有贬义色彩，因此“原型”正确，排除 B、C 两项。第二空

出现转折关系“却”，转折前的“清新”对应转折后的“热情”。第三空也是考

察转折关系，转折前出现“文字的朴实”，转折后如果也出现“文字的”则应该

填入“华丽”，但转折后出现“作品隐伏的”，则需要考虑填入“悲痛”。综上

所述，A 项正确。 

38.A【解析】本题的突破口在第三空，根据文段提示，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从出

现“争议”到“弥合争议”，从“布满裂纹”到“浑然天成”，说明三个词中“交

融”应该放在最后，因此 A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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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互联网就是看待争议，弥合争议的窗口。观点______、______、______，莫不投

射其中，像极了一件布满裂纹却又浑然天成的钧瓷。 

A.交流  交锋  交融 

B.交锋  交融  交流 

C.交融  交流  交锋 

D.交流  交融  交锋 

 

38.A【解析】本题的突破口在第三空，根据文段提示，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从出

现“争议”到“弥合争议”，从“布满裂纹”到“浑然天成”，说明三个词中“交

融”应该放在最后，因此 A项正确。 

 

 

39.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家庭文明建设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根本，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

体，以注重______、注重______、注重______为着力点，唤醒广大家庭崇德向善

的道义自觉。 

A.家风  家教  家庭 

B.家庭  家风  家教 

C.家庭  家教  家风 

D.家风  家庭  家教 

 

39.C【解析】本题三个空格构成并列关系，按照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

排列，因此 C项正确。 

 

 

40.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一带一路”______是产品、企业、投资走出去，服务、标准______应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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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还要“走进去”——关键是产能、服务要走进去，走进“一带一路”沿线

六十五个国家。 

A.既然  还  更加 

B.不仅  也  而且 

C.如果  但  并且 

D.即使  都  甚至 

 

40.B【解析】关联词填空需借助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后文出现“还要”说明前两

空中应出现递进关系，因此 B项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