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共 35 题，参考时限 30 分钟） 

 

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

案。 

 

请开始答题： 

 

21. 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

________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________，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

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________的影响。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事必躬亲  谆谆教导  耳濡目染 B. 以身作则  循循善诱  德厚流光 

C. 身先士卒  上行下效  积厚流广 D. 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 

22. 中国式的特色城镇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一个________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为基本的依据；

有没有较完整的历史文化________，去承载真正的历史文化讯息；它们在历史中是怎样成长的，

而今天又应该怎样做到以保护历史状况为________，并落脚于怎样更好地让其承担现代人的生活

需求，这才是建设特色城镇的基点。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完整   遗迹   依据 B. 清晰   遗存   起点 

C. 复杂   记录   原点 D. 明晰   古迹   底线 

23. 现实生活中，对违背群众意愿、损害公共利益、影响地方形象的事，人们深恶痛绝。可

是对司空见惯的不法不端行为，大多数人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干脆________、集体沉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成熟圆滑，________不出头的中庸哲学，让很多人只管把自己“一亩三

分地”的小算盘打得又精又响，而不去管公共空间里的事情。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不闻不问   独善其身 B. 不闻不问   明哲保身 

C. 视而不见   独善其身 D. 视而不见   明哲保身 

24. 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止，也有人________，更有人口吐洋语滔滔



 

 

不绝，也许会把平夙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阴私也当众抖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

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百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

家的鼻子灌酒！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捧腹大笑 B. 痛哭不已 

C. 醉生梦死 D. 低唱浅斟 

25. 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

上________，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

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

晤。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浓妆淡抹 B. 涂紫抹红 

C. 淡扫蛾眉 D. 描眉画眼 

26. 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________的控制，配器的齐全，都达到空前

的水平而取得了柔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效果。在表演上角色行当的细密分工，写意舞姿和抒情舞

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成了一门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把握的复杂技艺。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顿挫疾徐 B. 行云流水 

C. 紧锣密鼓 D. 轻悠纾缓 

27. 为了激发更强更持久的免疫保护，升级版疫苗使用了一种不同的佐剂，并且________

了免疫增强策略，自愿者接种疫苗一年后，将会再次接种。研究人员需要________改良后的疫苗

的安全性，以及疫苗的保护时间是否可以延长。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启用   保证 B. 应用   保障 

C. 采用   证明 D. 采纳   考虑 

28. “一线城市”本就是个不靠谱的民间概念、非学术范畴，专家学者竟然正儿八经地论证

出“8 个”的标配，这种脑洞大开的创新之论是如何“________”的呢？最早的“一线城市”之

说，来自于房地产业的概述。当年温州房价高企，一度也被列入“一线”的席位。后来关于一线

城市的________便各有各的考量：有的从行政级别来划分，有的按城市规模来区隔，有的以人口

数量做标记，还有的则按经济发展水平和 GDP 总量等标准分而视之。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异想天开   区分 B. 层出不穷   判定 

C. 妙手偶得   划分 D. 应运而生   划定 

29.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名家笔下的教师仅仅是教师队伍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

伟大的老师在自己的岗位上________，用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为学生的成长

提供着宝贵的经验和_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恪尽职守   诱导 B. 孜孜不倦   指导  

C. 脚踏实地   引导 D. 兢兢业业   指引 

30. 平心而论，在大雨面前，缩短开学典礼的时间，本着为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着想，确实

可以称得上“人文关怀”。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的________要求。如果这样

一种要求被视为值得万千赞美的榜样，那是否让教职工和学生强顶暴雨、在操场上听上一两个小

时的致辞，才是“正常做法”？用常识可以推知，简短才是“________”，照旧才是“奇葩”。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正常   科学 B. 底线   正常 

C. 合理   关怀 D. 基本   高效 

31. 所谓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事物发生________的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界限，

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所谓底线思维，就是以底线为基本________，

调控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的一种思维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

规律性的关系、质变与量变的原理，是“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结合。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质变   导向 B. 蜕变   准则  

C. 变化   方向 D. 退变   原则  

32. 网络文学有其天然的长项和短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短项也隐藏其中：由于门槛低，

缺乏优秀编辑的________，必然造成一定程度上低质量文学作品泛滥的情况。加上网络作者较多

考量点击率等谋利因素，重利轻义，就会稀释掉不少文学性和思想性。虽然传统文学中也有一些

“文学垃圾”，但从绝对比例上而言，网络文学中的“文学垃圾”还是远多于传统文学。这并不

奇怪，海量的生产，快速的制造，难免_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挑选   粗制滥造 B. 筛选   泥沙俱下 



 

 

C. 遴选   良莠不齐 D. 甄选   参差不齐 

33. 不可否认，学生在校期间若意外伤害事故高发，学校相应的责任承担确实会构成一笔不

小的________。那么，作为“理性责任人”，学校尽可能的采取像减少体育课等方式来________

责任，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这，从教育角度，显然非好事。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负担   规避 B. 负担   避免 

C. 担负   规避 D. 担负   避免 

34. 为接轨国际、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早在 2007-2008 年，全国多个地方便已开展国

家公园试点，经过近 10 年________，先后建立了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取得了不少成果。时至今日，终于达到了新的阶段，这是令人欣慰的。但________，在试点过程

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条块分割，审批、管理部门不一。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改进   苦不堪言 B. 摸索   毋庸讳言 

C. 发展   不可避免 D. 探索   无独有偶 

35. 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多起旅游“宰客”事件，尽管这些事件最后大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但也严重损害了地方旅游市场的形象。可见，政府如果能够________、预先防范，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把风险防控在一定范围内，不仅能大大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游客的舒适度，而且能从

根本上杜绝恶性事件带来的政府形象损害。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防患未然 B. 居安思危 

C. 临渴掘井 D. 未雨绸缪 

36. 随着近年来历史村镇旅游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中国的历史村镇，由此引发

了历史村镇内旅游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现象。通过丽江和周庄的案例研究表明，历史城镇的旅游

商业化是在级差地租作用下，政府官员、旅游者、商铺业主和当地居民追逐自身最大利益的博弈

下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旅游商业化不可避免。 

文段中作者主要想强调的是： 

A. 历史村镇旅游商业活动日渐兴盛 

B. 政府及当地居民影响了旅游商业化的进展 

C.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在所难免 

D. 历史村镇旅游吸引了大量游客 



 

 

37. 在快递行业诸多弊病中，野蛮分拣无疑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2016 年底，一央视记者

应聘位于深圳市的广东全峰物流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分拣员。工作期间他发现，不管物品是否易

碎，员工们都随意丢放，甚至比谁扔得远，破损的快递还会拆开来分吃里面的食品，而需安检的

快递竟然只是表面工作而非真正安检。把快递像垃圾一样扔来扔去，是快递行业亟待整治的乱象。

治理快递行业顽疾，破解野蛮分拣顽症，还得回归于法治的轨道上来。“今年首张野蛮分拣罚单”

意味着，对野蛮分拣行为的发现、查处，还没有实现常态化，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不过，“首

张”也意味着开了一个好头，对个案的惩戒，也能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若能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则行业的规范更加值得期待。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野蛮分拣是快递行业最突出的弊病 

B.快递行业乱象亟待法律来解决 

C.快递行业的规范需要法律的长久贯彻 

D.快递服务工作者亟待加强工作素养 

38.这几天，一则类似黑色幽默的社会新闻让人大跌眼镜——长沙一位网约车司机与乘客因

小事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去年成都女司机因“路怒”反复别车被暴打是一例；

前不久，在湘潭高铁站，一个人因随地吐痰而遭人一把推下月台，险遭不测，是又一个极端事例。

每个人都有“垃圾”情绪，都有心理暗角，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将心理的暗影移除，以阳光、

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对待他人，还真得好好修炼。 

这段文字作者重在说明： 

A. “垃圾”情绪是困扰人们的罪魁祸首 

B. 扫除心底“垃圾”情绪的能力需提升 

C. 由“垃圾”情绪引发的矛盾事例屡见不鲜 

D. “垃圾”情绪带来的心理暗影危害甚大 

39.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普及，假货治理问题又面临新的挑战。传统治理手段跟不上形

势发展，甚至给人假货爆发的感觉。然而，这是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制

造的痼疾复发。更何况，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假货治理、品牌维权的新生态提供了新

的可能。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人们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途径来进行假货治理 

B.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可做到治理假货及品牌维权 

C. 假货治理问题困难重重是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新问题 

D. 传统治理手段跟不上形势发展，无法缓解假货治理问题 

40.丰富而独特的量词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的难点之一，经调查发现，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出现偏误最多的词类就是量词（尤其是个体量词）。他们常常对一些中



 

 

国人习焉不察的名量搭配感到困惑不解。比如说，为什么“一条狗”可以说，但却不能说“一条

猫”，而同样是椅子，有时用“把”，有时却用“张”来搭配。 

文段中的“他们”指代的是： 

A.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 

B. 外国留学生 

C. 中国学生 

D. 丰富而独特的量词 

41. 从很多后发展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基本路径来看，在一个正在现代化的转型社会中，能

否不断提高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水平是提高治理能力或保证治理有效性的前提，也是能否保证民主

稳定发展的前提。换言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民主政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同时谨慎而有效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在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迁时保证国家

治理的有效性。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准确的一项是: 

A. 民主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前提 

B.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C. 国家治理方式变革对现代化建设很重要 

D. 国家需要谨慎有效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42. 大数据算法在商业应用中一骑绝尘，说明在个人和商家的博弈框架内无力解决好隐私保

护问题。因为个人选择空间很小，你要么选择让渡自己的信息，要么远离其他人已经拥抱的便捷

生活。只有公共管理部门介入，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这一对矛盾。 

文章接下来可能讲述的是： 

A. 个人和商家的矛盾如何解决 

B. 大数据在信息安全中存在问题 

C. 个人在信息化时代，可选择性小 

D. 公共管理部门如何介入隐私保护 

43. 法玛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所有关系到某一资产价

值的信息都会即时反映在股价中，同时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能就市场信息瞬息做出反应。因

此，法玛认为，通过选股很难获得高于市场的收益，要想连续获得更加不可能，然而可以利用其

他方法战胜市场，比如，精细的交易策略、税收管理以及低额费用。 

法玛对“选股”持有的观点是： 

A. 在股市中，一般的参与者是理性的 

B. 选股可以连续获得高于市场的收益 

C. 在股市中，有方法获得较高市场收益 

D. 选股时就市场信息需仔细、反复斟酌 



 

 

44. 形形色色的地球工程还有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天马行空。例如在沙漠上覆盖反射膜，在

海面上用白色塑料“冒充”岛屿，这些都是为了将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太空。不过，这些地球工程

虽然可以抵抗气温升高，但也存在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地球工程对环境存在的副作用，可能引

起棘手的政治挑战，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些改变气候的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都值得重视。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地球工程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B. 一些技术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C. 需要重视地球工程的作用 

D. 应尽量避免地球工程的消极影响 

45.亲密是一种能力，可惜并不是人人都懂。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有故事的开端都是温

情而又美好的”，但是亲密并不是那最初“粘合阶段”的关系。在我们维持一份长期的关系时，

我们的亲密关系才真正得以考验。在一份亲密关系中，没有一方会沉默、牺牲或者背叛自我，任

何一方都会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强大和脆弱，能力和弱点。在如何保持亲密关系的问题

上，男人们通常不知所措，尽管这种焦虑可能会被他们的淡漠或不感兴趣所掩盖。 

文段中作者对于“亲密关系”的态度是： 

A.亲密是一种能力，不是人人都懂 

B.是经过最初“粘合阶段”之后，又经过长时间检验的一种关系 

C.在一种亲密关系中人们会无限制的展现自己的强大和脆弱 

D.男人们均不知道如何保持亲密关系 

46.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7 年 6

月，中国累计吸引的外资超过了 1.8 万亿美元。外企蜂拥进入，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

还推动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与外资企业的一来一往间，我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也在日益改善。 

下列说法与原文相符的一项是： 

A. 进入 21 世纪，中国已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 

B. 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可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独当一面 

C. 外资企业与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 

D. 2017 年 6 月，中国吸引外资超过 1.8 万亿美元 

47. 一些学校采用“一刀切”的实习要求，让实习证明成了“假把式”。暑期过半，一纸盖

有单位红色公章，并配有“评语”的实习证明，成为一些在校大学生心中的“刚需”。经过调查

发现，暑期学生实习高峰期，部分网络电商平台出现“实习证明”交易，售价普遍在数十元至数

百元之间，并可根据购买者要求进行“私人定制”。此外，根据实习证明中单位、公章、评语的

不同，售价也相应有差异。尽管一纸证明可造假，实际经历却敌不过职场的“火眼金睛”。面对

学生日趋多样的选择，学校也应当思考如何将实践要求“私人订制”，满足学生的真正需求。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实习已经变味，实习证明造假现象严重 

B. 学校应从实际出发，考虑学生的真正需求 

C. 应该统一网络电商所发售的“实习证明”售价 

D. 严格管控网络电商进行的“实习证明”的交易 

48. 实体书店对于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涵养城市文化氛围，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具有现实而积极的意义。对于城市而言，实体书店不但具有文化建设方面的作

用，还不乏经济发展上的意义。实体书店作为出版文化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能为图书市场的振

兴给予有力支撑。实体书店对相关联的文化、餐饮、娱乐等行业也能起到一定带动作用，有利于

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当前，全国多数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尚未考虑到为实体书店及

早留出一席之地，实体书店发展还只靠店主自身经营。这就使得实体书店布局不够合理，对于城

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不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要求更高、需

求更趋多元，书店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必需品。希望更多的城市建设者重视实体书店建设，提升

城市品位，丰富市民生活。 

这文段文字意在说明： 

A. 城市建设发展中应给实体书店的建设预留空间 

B. 目前实体书店在城市建设中布局不合理 

C. 实体书店对于城市建设市民素质意义巨大 

D. 实体书店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 

49.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群众视角来看，判断政府工作好

不好，服务到不到位，最主要的就是看承诺兑现了没有，生活改善了没有。正因如此，那些既当

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的干部，总是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那些遇到“复杂问题”

先算百姓利益大账的改革，也总是能收获群众的点赞和口碑。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的是： 

A. 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奋斗目标 

B. 干部要有为民代言的智慧 

C.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D. 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评判 

50. 小型脚踏式潜水艇可以通过一种形似鱼尾艉翼的水下快速移动设备进行驱动。驾驶员坐

在小型潜水艇中，相当于直接坐在水里。当小型潜艇在水下行驶时，驾驶员必须像潜水员一样戴

上水下呼吸器才能正常呼吸。该小型潜水艇不使用任何燃料作动力，完全依靠人力驱动。驾驶员

可采取坐姿，通过双脚踩动踏板来驱动潜水艇艉部可左右摆动的艉翼，在水中行进。此外，

________________。 

填入横线上最恰当的一项是： 

http://data.tiexue.net/view/305650


 

 

A. 驾驶员也可以自由的切换驱动的方式 

B. 驾驶员还可通过双臂推动杠杆来驱动艉翼 

C. 潜水艇周围环境将直接影响行进速度 

D. 艉翼的设计将成为在水下移动的决定因素 

51.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为环京津地区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如何从长三角、珠三角的

成功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笔者在长三角调研时，曾经对江苏的发展提出过“三个时代”

的解读：率先的是路的时代，是苏南的时代，沪宁高速铁路公路将苏南与上海紧紧衔接，领跑中

国市场经济的征途；紧接的是桥的时代，是苏中的时代，一座座大桥将天堑变为通途，苏中由此

深度融入苏南，获有了更为强劲的增长能量；后续的是港的时代，是苏北的时代，沿海港口群的

新兴，为苏北面向全球化发展重化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段中给我们以启示的“三个时代”指的是： 

A.苏南的时代、苏中的时代、苏北的时代 

B.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为环京津地区带来历史性发展的时代 

C.路、桥、海三个时代 

D.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发展高速期、珠三角发展繁荣期 

52. ①虽一墙之隔，互相却并不了解，虽两门相对，见面也未曾说话 

②现代商业社会为老楼带来新房客的同时，也逐渐稀释着传统的邻里关系 

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将中国社会概括为“熟人社会”，而今天，这种社会关系结构正面

临冲击 

④从熟人到陌生人，从有机连接的邻里到鲜有往来的原子化生存，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与共识，

似乎比从前更难达成 

⑤从这个意义上讲，老楼遇到的电梯难题，并未完全消解合作共赢的基本价值，而是为我们

提出了更富挑战性的时代命题：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凝聚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⑥然而，传统人际关系中的友爱、包容、诚信等核心要素从未褪色，正是以它们为基础，现

代社会的信用体系、社交关系才得以建立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 ③⑥①②⑤④ B. ⑤③⑥①②④ 

C. ③②①④⑥⑤ D. ⑥①③②④⑤ 

53.将下列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一项是： 

①相较于露天环境，洞穴具备一定的空间封闭性，是早期人群生存和活动的理想居所 

②所谓洞穴遗址，指古代人类利用山岩自然洞穴，保留原生文化堆积的遗址类型 

③洞穴考古并非简单的“钻洞”、“挖洞”，它是一项极具科学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④这需要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系统、全面地获取到古代人类生存的各种信息 

⑤考古学范畴内的遗址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就有露天遗址和洞穴遗址之分 



 

 

⑥在我国，著名的洞穴遗址有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等 

A. ⑥②①⑤③④ B. ⑤①②③⑥④ 

C. ⑤②①⑥③④ D. ②③④⑤①⑥ 

54. 对下列句子进行重新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①驻藏大臣张荫棠入藏时曾带入各种花籽，唯有一种花籽长出来呈八瓣形，且耐寒，花瓣美

丽，颜色各异 

②“张大人”花，学名叫波斯菊，属菊花科，花朵呈菊花状，别名大波斯菊 

③当时，西藏通晓汉语的人很少，而会说“张大人”这一词汇的藏族同胞却大有人在 

④关于“张大人”花的花名由来，藏族作家阿来这样描述 

⑤西藏处于高寒地区，在拉萨，原本极少有树木花卉，且品种单一 

⑥一时间，拉萨家家户户争相播种，只知道是驻藏大臣带入西藏，因此起名为“张大人”相

传至今 

A. ④②⑤①③⑥ B. ②④⑤①⑥③ 

C. ⑤③①⑥②④ D. ②④①⑤③⑥ 

55. 中国的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流。它凝结了中

华先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国智慧，同时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

活着的、流动着的中华文化遗产。对于家在大运河畔住的人们来说，无论它是清澈还是混浊，无

论它是浩瀚还是涓细，无论它映照的是孤帆远影还是现代高楼，这条文化长河都是祖祖辈辈赖以

生存的家园，是酣畅淋漓的劳动场面，是富庶繁华的市井生活，也是波涛滚滚的乡愁记忆。由于

保护涉及面广，历史欠账太多，建设性破坏、破坏式开发严重，大运河的保护利用迄今仍然面临

困境，现状不容乐观。进入 21 世纪以来，围绕着申遗工作，大运河的保护得到沿线城市和民众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下列说法与原文不相符的是： 

A.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文化遗产，凝结了无数先人们的智慧 

B. 大运河是河畔人们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寄托 

C. 大运河遭到严重破坏，其保护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D.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开凿最早的第一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