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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在最后）

1．随着信息时代的 ，人们对计算能力的需求不断水涨船高，然而现有基于集成电路的传统计算机

却渐渐潜力耗尽， 。科学界认为，下一代计算机将是建立在量子层面的，它将比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容

量更大，数据处理速度更快。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到来 无能为力 B．深入 力不从心

C．来临 回天乏术 D．开启 力有未逮

2．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挑战着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在信息超载的同时，使新闻生产“去

中心化”，新闻流动的把关功能 ，不实消息 网络。弥尔顿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的自净

功能并未实现，很多情况下谣言往往“ ”真相。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消减 充满 淡化 B．降低 充盈 消溶

C．消弱 充溢 消淡 D．减弱 充斥 稀释

3．苏轼也擅长书法，他 颜真卿，但能 ，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家。

依次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效法 别开生面 B．模仿 独树一帜

C．取法 不落窠臼 D．仿照 匠心独运

4．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中国人的面子心理、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但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省和

自剖基础上的，不是______，而是带有一种悲悯和______的。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居高临下 无奈 B．唯我独尊 伤感

C．空穴来风 同情 D．疾言厉色 决绝

5．如今各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的地方看不到自己的优势， ，无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

的地方只盯着别人， ，以致出现同质化恶性竞争。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目光短浅 如法炮制 B．舍本逐末 亦步亦趋

C．缘木求鱼 生搬硬套 D．舍本求末 邯郸学步

6．昆曲走向没落，在于其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现代昆曲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

等流行元素，打造通俗版昆曲，而不再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种文化有资格 受

众群体，多一分包容，才能换来更长久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曲高和寡 筛选 B．故步自封 舍弃

C．特立独行 筛除 D．一成不变 苛求

7．总体上，当前国家统计内容以经济统计为主，且经济统计发展比较全面系统；相对来说人口社会统计受

到重视可能稍微弱一些。实际上，对于国家统计机构来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统计机构，人口社会统计和经济

统计应该是 。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化整为零 B．不分彼此 C．并驾齐驱 D．各有所长

8．在创业大潮席卷下，创业领域呈现一派 的景象。创投机构扎堆，创业项目井喷，创业者更是受

到社会热烈关注，其中不少人成了 的创业明星。在资金和各路人马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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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和造假的现象。

依次填入画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生机勃勃 炙手可热 抢滩 B．热火朝天 万众瞩目 搏杀

C．欣欣向荣 你争我抢 杀人 D．万马奔腾 家喻户晓 争抢

9．建设现代农业，要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 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 新途径，在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 新突破。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发掘 开发 寻求 B．挖掘 开发 寻找

C．发掘 开辟 寻找 D．挖掘 开辟 寻求

10．区域是建构出来的，根据人为的目的划出的区域，已经不是原来大地中生机勃勃、复杂多样的原本的

那个地方了。规定的区域是简单的对世界的某一方面的一个概括而已，切不可 我们建构的区域，认为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是天经地义的客观真理，不容他们 或者变化一下。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固执 申辩 B．迷信 置喙 C．痴迷 讨论 D．拘泥 质疑

11．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 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 购

买欲的引擎。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五花八门 触动 B．琳琅满目 触发

C．丰富多彩 触及 D．形形色色 触碰

12．大数据以量取胜，孤立的单个数据几乎没有商品价值，故而多数记录主体容易 自己的数据产

权。但是一个个数据 ，便是宝藏。而大型数据集的处理使用，须借助复杂的分析算式与大功率计算机，

普通人和小公司 。

依次填入画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忽视 集腋成裘 难以问津 B．忽略 积少成多 难以为继

C．遗忘 日积月累 望而却步 D．遗弃 接踵而至 望洋兴叹

13．诗歌，这一文学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当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境况。一面是大众偏见

的 ，譬如“诗歌就是分行”“写诗是无病呻吟”等论调甚嚣尘上；一面是诗歌内部的 ，学术

话语与商业话语分庭抗礼，业内与大众水火不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蔓延 抵触 B．流行 分歧 C．干扰 争议 D．横行 分裂

14．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贪腐很好地 了腐败官员，在很大程度上 了官场风气，但对

权力的监督不能光靠运动，正如王岐山同志所言，治标是在为治本赢得宝贵时间。

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A．震撼 转换 B．威慑 扭转 C．震撼 扭转 D．威慑 转换

15．本土的东西要想传承，一定要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善于理解并 多元的文化门类，从自己

的世界走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去。毕竟，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因为封闭和自锁而实现持久传扬的，不勇

于迎接挑战，不在挑战的磕碰中 、革新、发展，就难像浴火的凤凰一样，实现自身的 。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吸收 反省 升华 B．包容 自省 涅槃

C．吸纳 醒悟 突破 D．兼容 觉醒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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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知识和书写不再是一副严肃模样，不再被固定于纸媒，时尚、娱乐、即时、分享、互动、便捷、环保

等新鲜感受 。未来，“书”不仅仅是文字与图片的内容，而是嵌入触摸手控、视频、音频、动效、360

度视图、跨文本、超链接、在线升级等多媒体技术的混搭型内容，阅读概念在无限 。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接踵而至 展开 B．纷至沓来 拓展

C．眼花缭乱 延伸 D．目不暇接 壮大

17．谈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强调东西方大

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 ；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 ，

这同样有问题。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因循守旧 慈亲严师 B．夜郎自大 八水三川

C．裹足不前 高堂师长 D．固步自封 一方水土

18．文化自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仅仅在嘴上说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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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途目标的精准判断。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画饼充饥 B．纸上谈兵 C．空中楼阁 D．水中捞月

19．黄河下游原来是绕山东丘陵之南注入黄海的。后来，由于中游的黄土高原不断______，下游的广大平

原又不断沉降，黄土不断受到侵蚀，______泥沙滚滚流入黄河。到了下游，水中的泥沙逐渐淤积，河床不断抬

高，遇到汛期，便会漫溢泛滥，出现改道的现象。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升高 掺杂 B．降低 含有

C．下降 大量 D．抬升 挟带

20．虽然太阳黑子变弱和地球变冷表面看有着 70年的重合，但没有证据表明“小冰期”是由太阳黑子无记

录造成的。而实际上，与太阳活动周强弱有关的全球气温变化 其实是很小的，根据经验，最近几次太

阳活动周影响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大约只有 0.1度左右。因此，千万别随便就断言太阳周期变化能直接影响地

球气温的 ，以为地球马上就要进入新一轮“冰河期”了。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范畴 突变 B．幅度 骤变 C．范围 剧变 D．跨度 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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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解析】

1．【解析】B。先看第二空，所填成语与前文中“潜力耗尽”构成对应，表现出传统计算机在信息时代下

计算能力的“无力感”。C项中“回天乏术”比喻局势或病情严重，已无法挽救，文段只说“渐渐潜力耗尽”，

用在这里语义过重，故排除 C项；“力有未逮”指有能力却做不到，和文段“潜力耗尽”矛盾，故排除 D项。

“无能为力”和“力不从心”都可以表达能力不够，但“力不从心”还表达一种无奈之情，语义更加丰富，B

项优于 A项。再看第一空，信息时代早已到来，也在不断深入。但“深入”更能体现出“人们对计算能力的需

求水涨船高”，语义更加丰富，故排除 A项。故正确答案为 B。

2．【解析】D。第一空，搭配“功能”，B项“降低”常与气温、成本等词搭配，无法与“功能”搭配使

用，排除。第二空，搭配“不实信息”，语义偏消极，A项“充满”指布满、到处都有，C项“充溢”指充满

而洋溢、富足，多表示中性或褒义，与文段感情色彩不符，排除。D项“充斥”意思是到处都是，常用作贬义

词，语意合适。第三空，带入“稀释”验证，“稀释”侧重从浓到淡，文段中对于“稀释”加了双引号，可以

体现文段提到的谣言和不实消息逐渐增多对真相产生了影响，使真相减少的语意。故正确答案为 D。

3．【解析】C。先看第二空，“别开生面”比喻另外创出一种新的形式或局面；“独树一帜”比喻独特新

奇，自成一家；“不落窠臼”比喻独创风格，不落旧套；“匠心独运”形容艺术构思有独创性。从成语适用范

围上来看，这句话强调的是苏轼的书法艺术能够自成一家，因此最为恰当的是 B项。验证第一空，“取法”最

为恰当，“效法”“模仿”“仿照”用于苏轼的书法，不够恰当。因此 C项当选。

4．【解析】A。先看第二空，所填词语应与“悲悯”构成并列关系，D项“决绝”指坚定地、断然地，与

“悲悯”语义不相近，排除。再看第一空，由前文“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省和自剖基础上”可知，鲁迅的批判

是有扎实的基础的，而非高高在上。

A项“居高临下”指占据高处，俯视下面，形容占据的地势非常有利，对应前文的“基础”，符合文意。

B项“唯我独尊”形容极端自高自大，一般用来形容人，与“批判”搭配不当，排除。C项“空穴来风”是指

谣言的流传不是没有根据的，与文意不符，排除。因此 A项当选。

5．【解析】B。本题考查成语辨析。第一空，对应的是“看不到自己的优势”。A项“目光短浅”形容缺

乏远见，与“看不到自己的优势”意思不符，排除；B项“舍本逐末”和 D项“舍本求末”都是指不抓根本环

节，追求次要的，这两个成语含义无明显区别。C项“缘木求鱼”比喻方法或方向不对，文段并没有强调方法

方向，用在此处过于空泛，排除。第二空，需要填入“只盯着别人看，导致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同义词。D项

“邯郸学步”比喻模仿别人不得法，反而把自己的本领忘掉了。题干说“只盯着别人”不是强调要模仿学习，

而是缺乏自己的主张，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6．【解析】A。第一空，由前文“打造通俗版昆曲”可知，需填入与“通俗”语意相反的词语。A项“曲

高和寡”指言论或作品不通俗，能了解的人很少，对应准确。B项“故步自封”指安于现状，不求进步；D项

“一成不变”指一经形成便不再改变，这两个词语均未体现出“不通俗”之意，排除。C项“特立独行”指人

的志行高洁，不同流俗，与“昆曲”搭配不当，排除。

验证第二空，“筛选”指在同类事物中去掉不需要的，留下需要的，即选取特定受众，符合语境。因此 A

项当选。

7．【解析】C。本题考查成语辨析。文段“实际上”之前叙述当前国家统计以经济为主，人口社会偏弱。

与之对应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应该是两者都重要，都有所涉及。结合选项应该选择 C项。“并驾齐驱”比喻齐头

并进，不分前后，与“两者并重”的意思相同。A项“化整为零”指把一个整体分成许多零散部分，文段无从

体现整体与部分，排除；B项“不分彼此”形容关系密切、交情深厚，与两个独立统计领域的关系不搭配，排

除；D项“各有所长”指各有各的长处、优点，一般多指人才而言、文段也并非强调两者的长处。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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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解析】A。第一空，“热火朝天”形容群众性的活动情绪热烈，气氛高涨，就像炽热的火焰照天燃烧

一样；“万马奔腾”形容群众性的活动声势浩大或场面热烈，均多形容“场面”，排除 B、D两项。再看第三

空，“抢滩”在商业上指抢占市场，填在此处最恰当。验证第二空，代入“炙手可热”符合语义。故选 A。

9．【解析】D。本题第一空较难区分，且与“新潜力”的搭配均可。故可从后两空入手。第二空搭配名词

为“新途径”，显然开辟更常与道路、途径、线路、领域等词连用。故可排除 A、B两项。开发常与能源、新

产品、智力等词搭配使用。第三空寻求在寻找的基础上还含有追求、探求之意，语义更为丰富，且与“新突破”

的搭配更为合适。故可排除 C项。因此选 D。

10．【解析】B。第一空，搭配“区域”，形容人对于区域的一种态度，A项“固执”指坚持己见，一般

修饰人的性格，不符合文意，排除。C项“痴迷”指极度迷恋某人或某种事物而不能自拔，用在此处语义过重，

排除。第二空，与“不容”搭配，B项“不容置喙”为固定搭配，指不容许插嘴，符合文意。横线所在语句为

否定句式，D项“质疑”指提出疑问希望求得解答，常用于肯定句中，与“不容”搭配的为“置疑”一词，排

除。故正确答案为 B。

11．【解析】B。本题考查成语和实词的混搭填空。第一空形容商品多而且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琳

琅满目”多用来形容商品；“五花八门”比喻变化多端或者花样繁多；“丰富多彩”形容内容丰富，花色繁多；

“形形色色”指各式各样，种类很多。后三个词都是多，但没有体现珍贵、好的意思，与商品搭配不如“琳琅

满目”适合。第二空，用“引擎”比喻人们的购买欲望，“触发”不仅有接触还有发动的意思，能和“引擎”

相搭配的只有“触发”。故正确答案为 B。

12．【解析】A。第一空，“遗忘”“遗弃”均不符合语义，排除 C、D两项。再看第三空，“难以问津”

比喻很少有人来探问、尝试或购买，符合语义；“难以为继”指难以继续下去。验证第二空，“集腋成裘”比

喻积少成多，符合语义。因此 A项当选。

13．【解析】D。第一空，横线后提到“论调甚嚣尘上”，说明这些“大众偏见”普遍流传，传播很广，C

项“干扰”有打扰、妨碍的意思，不能体现传播很广，排除。第二空，横线后提到“分庭抗礼”“水火不容”，

说明诗歌内部分成两个部分，完全不能相容，对应 D项“分裂”，A项“抵触”强调有矛盾，B项“分歧”指

意见不一致，“抵触”与“分歧”相对于“分裂”来说程度太轻，不能体现出完全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排除 A、

B两项。D项当选。

14．【解析】B。本题考查的是近义词的辨析。第一空考查感情色彩。震撼：①指土地剧烈摇动（这层意

思多指自然灾害）。②指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或感动，精神或情绪剧烈起伏或波动。威慑：是指凭借力量或势

力使对方感到恐惧。高压反贪腐就应让腐败的官员畏惧，因此，选择“威慑”最为恰当。第二空：转换①指改

变，改换；②从一种能量形式变成另一种能力形式；扭转：纠正或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或不正常的情况。贪污

腐败是不正之风，因而用“扭转”符合文意。故正确答案为 B。

15．【解析】B。本题突破口为第三空。空格前以“浴火的凤凰”做比喻，而“凤凰涅槃”为最常见的搭

配，D项中的“重生”意思也可，但不如“涅槃”更符合语境。所以，先排除 A、C两项。再以前两空做验证。

第二空考查语境词义搭配。填入的词和“革新、发展”是层层递进关系，在“革新”之前我们需要的是“自

我反思”即“自省”。D项中的“觉醒”含义不符，且放在此处语义过重，可排除。第一空填入“包容”符合

文意。故正确答案为 B。

16．【解析】B。第一空，“眼花缭乱”形容眼睛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目不暇接”形容东

西太多，眼睛看不过来。“眼花缭乱”与“目不暇接”使用的对象是人，不能与“新鲜感受搭配”，故排除 C、

D项。“接踵而至”形容人或事物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纷至沓来”形容纷纷到来，连续不断地到来。第二

空，由材料“嵌入触摸手控……在线升级等多媒体技术的混搭型内容”可知，阅读概念的辐射面在扩大，B项

中的“拓展”强调开拓，体现出阅读概念逐渐丰富的特点，使用恰当；A项中的“展开”往往是指事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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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体的伸展，与“概念”一词搭配不当，排除 A项。故正确答案为 B。

17．【解析】D。本题从第二空入手，文段讨论的主体是“大学”，所以需填入的内容应为一个环境或地

方，A项“慈亲严师”和 C项“高堂师长”均指父母和老师，强调的是“人”而非“环境”，与“大学”主体

不符，排除 A、C两项。B项“八水三川”形容河水纵横的地理景观，与文意无关，排除。D项“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是固定搭配，比喻一定的环境造就一定的人才，符合文意。带入第一空验证，“固步自封”比喻守着

老一套，不求进步，符合拒绝与其他大学比较的结果，符合文意。故正确答案为 D。

18．【解析】C。根据前文“虚无缥缈”可知，横线处表达文化自信不是虚幻的，C 项“空中楼阁”比喻

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符合文意。A项“画饼充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B项“纸上谈兵”比喻

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D项“水中捞月”比喻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能白费力气。文段中重点强

调文化自信不是虚幻的，而是源自“对民族历史的了解……”，有其真实的来源，并未提及“安慰自己”、“解

决实际问题”、“白费力气”，故 A、B、D三项均与文意不符，均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19．【解析】A。第一空，“中游的黄土高原”和“下游的广大平原”情况相反，横线词语与“沉降”意

思相反，“降低”和“下降”与“沉降”意思相同，排除 B、C两项。

第二空，修饰“黄土”而非黄河，无法挟带“泥沙”，排除 D项。A项“掺杂”表示黄土和泥沙夹杂在一

起，符合语境。故正确答案为 A。

20．【解析】B。第一空，搭配“变化”。A项“范畴”更多强调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概况和反映，

如思想范畴、社会科学范畴等，不与“变化”搭配；D项“跨度”可以搭配“气温”，但是不能搭配“变化”。

故排除 A、D两项。第二空与“以为地球马上就要进入新一轮‘冰河期’对应，所填词语应体现出“时间变化快”。

B项“骤变”意为“忽然发生变化”，符合文意。C项“剧变”强调变化剧烈，无法与后文的“马上”对应，

故排除 C项。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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