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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与表达 解析

21.解析

根据“不能....应....构成的反义对应，故横线处所填词语应与“敢于质疑、善于包容、勇

于创新”语义相反，体现不质疑、不包容、不创新之意，A 项“因循守旧”指的是沿袭旧规，

不思革新，死守老一套，缺乏创新的精神，符合文意，当选。

B项“沾沾自喜"形容自以为不错而得意的样子;C 项“妄自菲薄"指过分看轻自己，形容自卑;

D 项"刚愎自用”形容十分固执自信，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三项均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2.解析

根据“无异于”解释类对应的标志，故前文是对横线处成语的解释，前文指出“人文跟不上

科技发展，人类却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 科技可以弥补人文的鸿沟，”故横线处体现出用

错误的方法无法达到目的，B 项“缘木求鱼”，比喻方向或办法不对头，不可能达到目的，

语义符合。A 项"饮鸩止渴”比喻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后果，文段并

无不顾严重后果之意，排除; D 项“抱薪救火”比喻用错误的方法去消除灾祸，结果使灾祸

反而扩大，文段无灾祸扩大之意，排除; C 项“镜花水月”比喻虚幻的景象，根据“科技可

以解决一-切，科技可以弥补人文的鸿沟”可知，文段强调的是一种做法，而不是虚幻的景

象，所以 B 项“缘木求鱼”更符合文意，C 项“镜花水月”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

案为 B。

23. 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要表达“随着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智能制造就产生了”之意，D 项“应

运而生”，即适应时机而产生，符合文意，当选。A项"水到渠成”意为条件成熟，事情自然

会成功，但文段没有“成功”之意，排除; B 项"水涨船高”意为事物随着它所凭借的基础

的提高而增长提高，C 项“一日千里”比喻进展极快，均与文意不符，排除。故基本锁定 D

选项。

验证第二空，“贯穿"意为穿过，连通，“贯穿于各个环节”搭配恰当。故正确答案为 D。

24. 解析

第一空，根据前文“有前车之鉴"及转折关联词“但”可知，前后语义相反，横线处所填词

语表达有些职能部门没有接受前人的教训，还在走老路，A项“明知故犯“指明明知道不能

做，却故意违犯; C 项“重蹈覆辙"指不接受教训，再走失败的老路; D 项"以身试法"指试着

亲身去做触犯法律的事，均符合文意; B 项”老调重弹"比喻把说过多次的理论、主张重新

搬出来，不能体现出“没有接受教训”的含义，与文意不符，排除。第二空，横线处所填词

语与“程序正当"原则搭配，根据前文“重结果、轻程序'，不把程序当回事"可知，文段强

调"程序正当"原则得不到职能部门的重视，对应 C项“尊重”，即尊敬、重视,符合文意，当

选; A 项“履行”指执行、实践，D 项”认同”指赞同，均体现不出“重视”的含义，与文

意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25.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所填成语与"观念”搭配，由转折关联词“但是"可知，文段强调“老是褒义

的这一传统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不再被人们认同，被逐渐瓦解，A 项"土崩瓦解”指像土崩

塌，瓦破碎一样，不可收拾，比喻事物的分裂，符合文意; B 项"灰飞烟灭”比喻事物消失

净尽、C项”化为乌有”指全部消失或完全落空，置于此处程度过重，文段并未体现“老是

褒义的字眼”这一观念已完全消失，与文意不符，排除; D 项"分崩离析”指四分五裂，多

形容国家、集团等分裂瓦解，与“观念”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反而”提示反向递进，“羁绊”指束缚牵制，与前文的“优势”构成对

应，符合文意，当选。故正确答案为 A。

26.解析

第一空，由横线之前的“故”可知，与前文构成因果关系，根据前文"了解体制机制改革中

的症结和痛点所在”，即基层了解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故横线处所填成语表达可以针对这

些核心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这一含义。 B 项"对症下药”比喻针对事物的问题所在，采取有

效的措施; C 项"一针见血”比喻说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均能对应文段; A 项“不药而愈”

指生病不用吃药而自行痊愈，文段并没有不吃药、不行动即可解决问题的含义，与文意不符，

排除; D 项“标本兼治”指既要解决问题的表象，又要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产生，但是文段

没有提及”标”即问题的表象，与文段无法对应，排除。

第二空，分析文意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与前文构成反义对应，语义相反，由前文“基层最

看重的是实效”可知，横线处要体现不注重实效的含义，对应 B 项“花拳绣腿”，即只做些

表面上好看实际上并无用处的工作，符合文意，当选; C 项"朝令夕改形容政令时常更改，

使人不知怎么办，不能表达“不看重实效”的含义，与文意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27. 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要表达商业赞助越来越看重体育运动之意，B项“追逐"意为跟随，追随; C

项“热衷”意为热心; D 项”垂青”意为重视或见爱，均符合文意。但 A项”觊觎“意为渴

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与文段感情色彩不符，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修饰”体育市场化、职业化”，且根据前文“近年来”、“越来越多”可知，

横线处要表达现在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开始发展不久，刚刚兴起，对应选项 D项“方兴未艾”，

即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B 项"高歌猛进”意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乐观精神，与文意

不符，排除;C 项"欣欣向荣”比喻事业蓬勃发展，但文段意为“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刚刚

开始发展，故与文意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28.解析

第一空，对应“金融机构习惯享受顺周期的经济上升发展”，横线处所填成语要体现出顺应

上升的趋势有所作为之意，强调利用顺境，A 项"顺水推舟”，比喻顺着某个趋势或某种方便

说话办事，C 项“因势利导“指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D项"锦上添花”比喻好上

加好，三项均能与文段构成对应; B 项”济困扶危”，指救济贫困的人，扶助有危难的人，

与文意无关，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所填成语对应"雨中收伞”，即金融机构在经济逆转时期减少贷款规模来解决

问题，横线处通过双引号体现解决问题之意，对应 D项“釜底抽薪”，即把柴火从锅底抽掉，

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填入文段中，通过双引号与"雨中收伞”构成形象化表达，并体现



出反讽之意，表达银行这种做法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符合文意，当选; A 项“明哲保身”，

指因怕连累自己而回避原则斗争的处世态度，无法体现出解决问题的含义，与文意不符，排

除; C 项“急流勇退”，指在急流中勇敢地立即退却，文段没有体现退却的含义，与文意不

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29.解析

第一空，根据”一步一个脚印_-.积小胜为大胜”可知，横线处表示踏踏实实走好每一一步，

C项“循序渐进”指按一定的顺序、 步骤逐渐进步; D 项”稳扎稳打"常用来比喻做事稳当,

有把握，CD 两项均符合文意，保留; A 项“未雨绸缪"比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文段未体现

事前做准备，排除;B 项"鼓作气”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一口气把工作做完，与“积

小胜为大胜”相悖，排除。

第二空，根据“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可知，横线

处强调贫困群众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我努力，D 项“自力更生"形容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建

设或解决问题，符合文意，当选; C 项“再接再厉”指坚持不懈，毫不松劲,不断前进，与

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30.解析

第一空，由“但总体上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可知，转折前后语义相反，横线处

应体现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好的含义，A项“千帆竞发"形容蓬勃发展，符合文意; B 项“百

家争鸣"指学术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或指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能体现人工智能发

展得好的语义，与文意不符，排除; C 项“龙争虎斗”比喻双方势均力敌，斗争或竞赛激烈，

文段并未体现“争斗"之意，排除; D 项”星火燎原"比喻新生事物开始时力量虽然很小，但

有旺盛的生命力，重在强调“前途无限”，不能与后文构成转折关系，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横线处所填词语搭配“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且根据如果没有人工智

能基础研究的支撑"可知，文段强调这些创新是没有根基的，A 项"无源之水"比喻没有基础

的事物，符合文意，当选。故正确答案为 A。

31.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分析文意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与前文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构

成对应，这句话指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革新，故横线处要体现创新之意，对应

B项“推陈出新”，即去掉旧事物的糟粕，取其精华，并使它向新的方向发展; A 项”兼收并

蓄”，指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重在强调"包容”、C 项“精益求

精”， 指已经好了还要求更加好、D 项"融会贯通”，指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化汇合，得

到全面透彻的理解，重在强调“融合通达”，这三项均不能体现出“创新”的含义，无法与

文段构成对应，排除。第一空，代入验证，“是......"表达反义并列的关系，故横线处所填

词语与“独见独闻或先知先觉"语意相反，“独见独闻或先知先觉"强调独特、先进的见解，B

项“人云亦云”意为只会随声附和，没有主见，能够与之构成反义对应，符合文意，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B。

32.解析



第一空，根据横线后可知，空间规划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的，B项"部分”，

指整体中的局部，整体里的一些个体，D项“维度”，为几何学及空间理论的基

本概念，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层次”，指同一事物由大小、高低等不同

而形成的区别，C项”层级”，即层次、级别，在层次的基础上，进行分级，语

意更丰富，而且文段中空间规划是按照“乡村、城镇、城市、都市、大都市等”

级一级来划分的，因此 C项更符合文意;

第二空验证，“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搭配恰当;

第三空验证，根据前文“很多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不够清楚”，这给实际规划和建

设带来混乱，符合文意;故正确答案为 C。

33.解析

本题可从第三空入手，根据“有时候只是可知前文是对横线处的解释，根据前文，

可知若操作得当，那么食品就是美味的腌制品，若操作不得当，可能就是损伤的

腐败食品，因此食品美味损伤与否，差距其实并不大，A项”一墙之隔”与 C项”

一步之遥“均可表示距离接近，只有一步或一墙的距离，保留。B 项"念之差”

侧重于不好的念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文段想腌制美味的食物并非不好的念头，

初衷是好的，只是可能操作不当而已，排除; D 项"时之选”指某一时期优秀的

人才，与文意无关，排除。第二空广泛”与“普遍”意思相近不做排除;第一空，

根据文意，可知酸菜泡菜等腌制食品是普通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之后.与之前发

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美味 C项"脱胎换骨“原指重新做人，这里指彻底改变，

双引号起到了形象化表达的作用;而 A项“精雕细琢”是指做事情细致认真，精

益求精.不能体现出变化大的意思，文中也体现不出来制的过程非常细致，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34.解析

第一空，横线填入成语搭配国内造车新势力，根据后文“车企纷纷转战新能源，新能源领

域热点不断”可知，应体现出电动新能源汽车在整个国内造车行业中发展.崛起。B 项”异

军突起"是比喻与众不同的新派别或新力量一下子崛起，D 项”风起云涌”比喻事物迅速发

展，声势浩大，二者都能体现出新能源发展、崛起之意，保留; A 项”跃跃欲试”是指内心

急切想试一试，只停留在想法阶段，而后文“纷纷转战、热点不断”表明已经将想法落实行

动，排除: C 项“独占鳌头" -定是指占领首位，获取第一，文段只是表明发展得很好，无

法体现位居第一，排除。

第二空，横线前出现转折词“但”，与前文发展势头猛烈构成转折关系，强调当下"全面推

行纯电动汽车”的现实情况，“略显超前”、“略显乐观”均可表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事实，

上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保留;

第三空，横线后“车主投向混合动力汽车怀抱"为最终的结果，则横线处应该是其产生的原

因，B 项正因为混合动力“适应"市场，所以车主选择混合动力，符合因果关系，当选; D

项“占领市场”是一个最终结果，只有车主纷纷选择混合动力，它才能占领市场，而非先占

领再选择，与文意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35.解析

第一空，根据"开创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可知，填入横线处的成语表示越人面对铜料欠缺

的窘境时，进行了创新，A 项"另辟蹊径”即比喻另创一种新方法或新风格 ，符合文意，当



选。B 项“独具慧眼”是指具有别人没有的眼光或见识: c 项”天马行空"形容气势豪放，不

受约束，也形容言论空泛，不着边际; D 项“因地制宜”是指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

适宜的措施;三项均无法体现创新之意，均可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根据后文"古老越地的陶瓷业也是如此”以及“面貌全新”可知，秦汉时

期各行各业的面貌与越地陶瓷业均有新的面貌，A 项“焕然一新”符合文意。

第三空代入验证，“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搭配恰当，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A。

36.解析

文段开篇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食品色素给食物染色，随后通过“事实并非如此-.对问题进

行回答，指出“食物的颜色会改变人们对食物的味觉体验,进而影响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后

文通过论述现代食品技术研究表明，食物的颜色不同，会影响人们对食物的评价和选择，是

对前文进行解释说明。故文段重在强调“食物的颜色会改变人们对食物的味觉体验，进而影

响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体验”和“选择’ 都表明食物色素会对人的心理层面产生影响，

对应 B项。

A项，文段论述的核心话题是“食品色素”，选项中“食品添加剂"概念扩大且表述不明确，

排除;C 项，“哪些因素"指多种因素，文段只提到了一种因素，即"食品色素”，且文段并非

论述“影响食物的味道”，而是“影响人们对食物的味觉体验”，即影响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

而非食物的客观味道，排除;

D 项，文段未提及染色技术是如何操作和实施的，故“染色技术”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37.解析

文段开篇介绍科学文化建设对我国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来说非常重要,接着提出在科学文化

建设方面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随后通过“不仅表现在更表现在“"具体介绍了文化自信的

表现，尾句通过转折词“尽管-但.“"和"更需要"引出对策，最后通过指代词“这”对前文

进行总结，故文段的重点在尾句,强调的是科学文化建设中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对应 D 项。

A项，为尾句之前的内容，非重点，且没有提到“科学文化建设“这一主题词，排除。

B项，对应首句话题引入的内容，非重点，且没有提到“文化自信”这一主题词，排除。

C项，“判断-的标准”无中生有，文段未提及，且没有提到“科学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

这两个主题词，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38.解析

根据提问方式可知，本题为接语选择题，重点关注文段尾句。尾句指出由于信号绳具有弊端，

且在民用领域中智能穿戴设备发展很迅速，因此面向军事潜水领域的智能穿戴产品成为科技

工作者的研究热点之-。故文段引出的核心话题为“军事潜水领域的智能穿戴设备”，根据话

题一致的原则， 下文应围绕这一话题具体展开论述，对应 A 项。

B项对应尾句之前的内容，为前文已经论述过的内容，排除。

C、D 两项均未提及“军事潜水领域”这一 话题，与尾句话题不一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39.解析

根据“太赫兹 波具有微波和红外辐射所没有的独特属性"及“频率高、波长短”可知，A 项”

物理特性”文段提及，排除;根据“在浓烟、沙尘等环境中传输损耗少等“独门绝技"及“这



一“短板'恰恰成为...专长”可知，B 项“特殊优势”文段提及，排除;根据“在浓烟、沙

尘等环境中传输损耗少“及“是复杂战场环境下成像寻敌的理想技术”可知，C 项“应用场

景”文段提及，排除; D 项，“发现过程”即太赫兹如何一步步被发现的，文段并未提及，

无中生有，当选。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40.解析
文段首先指出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关注就业，接下来分析引起贸易摩擦这一问题的根本原

因，随后指出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后文通过“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并列

结构具体阐述发展对外投资的作用，即可以避免贸易摩擦，故文段重点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可

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对应 B 项。

A项，没有提到“贸易摩擦”这一主题词，偏离中心，排除;

C 项，“金融危机”对应首句的表述，为背景引入的内容，非重点，排除;

D 项，为分析原因的内容，非重点，文段强调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做法可以解决 贸易摩

擦的问题，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41.解析

通过提问方式可知，“自然选择理论受到孟德尔遗传学挑战”为举例说明，为了论证前文表

述的观点，定位文段，前文的观点即“达尔文进化论并非完美无缺，它确实存在可证伪‘之

处”，对应 A 项。B、C两项，“预测能力”及“种系渐变论”皆为前文的观点，其例子为“提

克塔利克鱼”，并非“自然选择理论受到孟德尔遗传学挑战”，故排除 B、C两项。D 项，“加

深人们的认识”对应文段“各种不能用自然选择理论--最终还是拓展了人们对进化动力和机

制的认识”，这依然是围绕例子展开的内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42. 解析

首先观察首句，①句出现“当时”，指代时间不明确，不适合作为首句，D项排

除;②句论述时间段为“中世纪”，④句论述“现在”，根据时间顺序，②应在

④之前，故④句不适合作为首句，排除 B项;对比 A、C两项，尾句分别为①④，

①句出现“当时”，④句论述“现在”，①句应在④句之前，排除 A项。故正确

答案为 C。

43.解析

首先观察首句，②句提到“中国最早对植物的了解”围绕“过去"谈论，⑥句提到“现代意

义的植物科学”围绕“现在”谈论，根据时间顺序，应先论述"过去”再论述“现在”，②在

⑥之前，排除 A、D 两项;对比 B、C 两项，判断②句后是③句还是⑤句，②句论述的是中国

最早对植物的了解来自本草医药的需要，③句论述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⑤句论述的

是那个时期的绘图根据，②③句话题一一致，⑤句与②句论述无关，排除 C 项。故正确答案

为 B。

44.解析

横线出现在文段中间，应与上下文话题一致，内容衔接得当。前文指出“中星 16 号是我国

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首次使用了"Ka 频段“技术，后与“公路”类比指出，"Ka 频段“技

术主要特点是卫星容量大，即通讯上可以运行更多数据。故横线前“这项技术突破“指代前



文中国通信可以承载更多数据、卫星容量大，由横线后通信网络无法覆盖的地区都可以实现

宽带通信”可知，卫星承载量变大会有利于在任何地方实现宽带上网，对应 A 项，“随时随

地"对应了文中“网络无法覆盖的地区，以及飞机、高铁、轮船等交通工具"这些宽带通信真

空区，符合文意。B 项，“自主研发技术"与上下文话题不一致，文段上下文所述话题为“宽

带通信”，且“已打破国外垄断通信的局面”文中并未提及，排除。

C项，“这项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自主通信卫星宽带的应用”，意味着以往并未实现“自主”

通信卫星宽带，但文段仅指出利用"Ka 频段“技术可以有利宽带通信，并未指出以往我国需

要依赖国外技术，不能自主通信，排除。D 项，“多频段通信技术领域”后文并未提及，与

后文话题不一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45.解析

文段首先指出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远古时期，地球曾陷入“雪球地球”的深度冰冻状态，随后

通过转折关联词“然而”指出地球出现深度冰冻的次数、延伸范围，以及地球变成雪球的速

度有多快一直是未解谜团。后文指出科学家对埃塞俄比亚最新发现的岩石序列分析，结果显

示“雪球地球”仅在几千年内就可形成，强调其形成速度。随后文段指出该发现支持雪球冰

川理论模型，冰层延伸至地球纬度 30 度位置，就会出现快速冰川作用，还是在强调“雪球

地球"形成速度，故从文段我们可以获知“雪球地球”的形成速度，对应 B 项。

“快速冰川作用出现的原因”、“地球出现深度冰冻的次数”、“雪球地球出现的具体年代”，

通过文段均无法获知，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46.解析

A项，根据文段“信息菌素作为一种新型抗生素，具有全新的杀菌机制，通过在细菌的细胞

膜上形成一个致死性离子通道，让细菌内容物泄漏、能量耗竭，从而杀死细菌”可知，“信

息菌素与常规抗生素的杀菌机制类似“表述错误，排除;

B 项，文段未提及“传统抗生素”是否“难以"穿透脂质双分子生物膜，无中生有，排除;

C 项，根据文段“凡是具有脂质双分子生物膜的微生物都逃避不了这种杀伤”可知，“信息

菌素对特定微生物有致命的杀伤力”中的“特定微生物”即具有脂质双分子生物膜的微生物，

选项表述正确;

D 项，根据“信息菌素具有安全、杀菌效果强、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可知，“过度使用

信息菌素会产生耐药性的问题”的表述与文意相悖，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47.解析

故正确答案为 D。

解析文段开篇指出“基础数学”对天赋有较高的要求并指出是数学选择了它的追随者，随后

通过并列关联词“加之“指出“数学”研究依赖大脑机能进行探索，并指出数学研究往往在

“灵光乍现”的时刻产生突破。后文通过结论词“因此“进行总结，并通过并列关联词“另

方面”强调“数学 家这一职业极其冒险且薪酬较低，现代社会充满了机会诱惑，故文段重

点围绕“数学家"这一话题展开，强调其数量较少，可以遇到但不可强求，对应 A 项。

B项，“天赋对于数学研究的意义”对应“因此“结论之前的内容，非重点，排除;

C 项，“基础数学研究的本质规律”无中生有，文段并未提及，排除;

D 项，“基础数学”偏离文段核心话题，文段重点强调“数学家”这一核心话题，排除。故

正确答案为 A。



48.解析

文段开篇引出“脱贫”的话题，指出“精神的安放与脱贫的实现需要同步达成”。接着用“因

此“总结，评价扶贫工作成绩应该多拿“人文的尺子"量一量，也就是评价扶贫 工作应该多

从“精神” 层面考虑。后文用“很多经验”进行进步论证，地区的发展与当地人群的价值

理念相关。尾句通过唯有培养“精气神才能让脱贫成果持久稳固的表述，再次强调“精神"

对于脱贫的重要性。故整个文段强调的是精神脱贫对于评价脱贫工作很重要，对应 D项。

A项，“任务艰巨”无中生有，且未明确提及核心话题“精神脱贫”，排除。

B项，“可持续发展"无中生有，且未明确提及核心话题“精神脱贫”，排除。

C项，“生活方式的变革"无中生有，且未明确提及核心话题“精神脱贫”，排除。

49.解析

“这“出现在文段尾句，需要结合前文内容理解。文段首先介绍了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愿望，

并给出实现愿望的对策一-要树立自然共同体的意识，接下来对其进行具体解释，继而通过

“只有.才. ...再次强调要树立自然共同体的意识，尾句出现“这”，所以“这“指代的对

象是“树立自然共同体的意识”，对应 B 项。

A项是尾句中“这”依赖的对象，而非“这”的指代内容，排除;

C 项是第二句“这”的指代内容，和尾句指代词无关，排除;

D 项对应“才"后的内容，即树立自然共同体的意识可能带来的结果，并非“这”的指代内

容，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50.解析

理解“正确打开方式”的含义，需结合前后文进行理解。

文段开篇通过转折词指出故宫依靠互联网在尴尬中实现转身，后文进一步强调故宫”在云端，

在数字博物馆里，在创意用品中”，“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不再是皇家私藏，而是接近于社

会共享。所以“正确打开方式”指的是故宫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了共享，对应 D 项。

A项“密切与公众的联系”，未涉及互联网，排除;

B 项“拓宽宣传渠道”表述不明确，未具体指出互联网这一渠道，排除;

C 项“新解读”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51.解析

这段文字开头提到“同样是基于这种神秘的想象”，“同样”表示并列，可知这段文字之前要

提到“神秘的想象”，只有③④两段是针对“神秘的想象”的介绍，并且这段文字是针对欧

洲人对待香料的态度，⑤段通过"也"引出欧洲人对待香料的另一种态度，因此这段文字应该

放在④和⑤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锁定 C 项。A、D 两项，①和②、⑤和⑥均没有提

到“神秘的想象”这一话题，与这段文字话题不一致，排除。

B项，②和③没有涉及欧洲人的态度，和这段文字衔接不当，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52.解析

首先定位文段，③-⑥段是在论述哥伦布时代欧洲人渴求香料的原因。根据第③段“天堂中

飘着香料的味道，基督教众神和死去的帝王们，身上也都带有香料之气”可知，A 项正确，



排除;根据第⑤段“香料也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可知，C 项正确，排除;根据第⑥段

“香料足以延缓衰老的过程”可知，D 项正确，排除; B 项“对理性的诉求”出现在第⑨段，

并非哥伦布时代欧洲人渴求香料的原因，当选。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53.解析

根据第⑤自然段“香料也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和第⑨自然段“随着香料在基督教中

象征意义的消失和欧洲消费主义的发展，贵族们彰基地位的消费品转向了首饰，音乐、服装、

住房、艺术和交通工具”可知，“香料在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逐渐消失”为香料失宠的原因，

故 D 项表述正确，当选。

A项“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并非是香料失宠的原因，排除;

B 项“新的医疗技术”、C 项“延长了 食物的储存时间”无中生有，排除 B、C两项。故正确

答案为 D。

54.解析

A项，根据第⑧自然段“香料失宠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航路开辟后，可以调和味道的蔬

菜出现，取代了香料的功能”可知，“用美洲的红辣椒代替胡椒调味”可能出现，排除;

B 项，根据第⑧自然段”十六、十七世纪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嗜好，先是烟草风靡全球，随

后则是咖啡和茶，这些商品比香料更加有利可图”可知，“通过茶叶贸易获得了大量利润”

可能出现，排除;

C 项，根据第⑨自然段“随着香料在基督教中象征意义的消失和欧洲消费主义的发展，贵族

们彰基地位的消费品转向了首饰，音乐、服装、住房、艺术和交通工具”可知，“新的音乐

形式成为贵族热衷的话题”可能出现，排除;

D 项，根据第⑨自然段“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食物被贴上了民族的标签，香科被欧洲看

作异城的标志，只有耽于感官享受的民族才会热衷于此。与之相反，欧洲理性主义时代最为

贬斥，的就是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而不诉诸理性”可知，异域风情餐厅在欧洲并不会受人追

捧，故不可能出现，当选。 此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55.解析

文章第①自然段指出香料成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接下来第②至⑥段介绍了香料具有如此魅

力且能引发极度欲望的原因，最后⑦至⑨自然段介绍了随着时间发展香料失宠的原因，故整

个文段围绕“香料”的话题展开，讲述香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应 A 项。

B项“神秘东方”并非文段论述重点，文段仅在第③自然段提及“东方”的话题，排除;

C 项、D 项，“基督教”、“财富追逐”均偏离文段主题词“香料”，故偏离文段核心话题，排

除 C、D 两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56.解析

由“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定位文章第三段。由“带氧血红素与去氧血红素之间的磁导

率不同...从而能被检测出来”可知 D 项正确。A项，“实时成像”无中生有，排除。

B项，由“含氧血与缺氧血的变化使磁场产生扰动，从而能被检测出来”可知，被检测的是

磁场，而非“大脑氧气含量”，排除。

C项，由“神经元在大脑中的活跃与繁衍都依赖氧气...."可知，科学家关注的是氧气，而

非“脑区的活跃状况",且由“可以用统计方法判断....可知，“脑区活跃情况”的判断需要



借助统计方法，故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57.解析

第一空空后出现冒号，考查解释类对应。由“数据从分析..长达数月之久，.... 时间较为

漫长”可知，第一空想表达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有缺陷的意思，A 项“不足”、B 项“局限”

均符合文意，保留; C 项"困难”指这项技术本身有难度，不好操作，不符合文意，排除; ,D

项，“条件”并不一定是缺陷，不符合文意，排除。

第二空，由前文内容可知，病人提供反馈的时间较为漫长。所以对“专注短时间内极易变化

的活动”，作用自然就比较小了。此处所填的词应该表达“小”的意思。B项“微乎其微"形

容非常小或非常少，符合文意，当选。A 项“鞭长莫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形容力

量达不到，文段没有体现“距离太远”的意思，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58.解析

本题为细节判断题，需要将选项与文章信息对应。D 项，根据文段第 5 段可知，“实验中根

本就没有室外场景的画面”，所以，对于参观者来说，在图像中观察到河岸边的马群是不可

能的，当选。

A 项，根据文章第 8 段“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者注意力的变化呈现波动趋势”以及第 9 段

“很多人被观察到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维持长时间注意力的能力也变得更强”可知，“在实

验后半段得到的奖励更多”是可能出现的，排除;

B 项，根据第 3 段可知，“通过检验血液流进脑细胞的磁场变化实现脑功能成像，给出精确

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即脑磁场变化反应的是注意力的变化，而第 8段交代“在整个过程

中，参与者注意力的变化呈现波动趋势”，所以，“脑区的磁场变化产生较大波动”也是可能

出现的，排除;

C 项，根据第 7段"最开始，图像中场景和人脸各自占比 50%，当观察到参与者的注意力不

够集中在场景，上时，研究者就启用‘惩罚‘机制，降低场景的占比”，可知“看到人脸占

比达到 60%的图像"是可能的，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59.解析

根据第 3 段“布朗教授一直致力于通过为人们提供快速精准的反馈意见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

可知，布朗的实验，即这种精准的反馈机制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专注力，而第 9 段，在阐述

实验的结果时，提到“在反馈测试过程中，很多人被观察到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维持长时间

注意力的能力也变得更强”，故布朗的实验，即该反馈机制是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注意力的，A

项当选。

B项，文段没有对场景和人脸，哪个更易吸引人的注意力进行对比，无中生有，排除;

C 项，通过文章最后一段可知，在测试中注意力表现好的参与者，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注意

力也得到提高，未将者进行对比， C 项无中生有，排除;

D 项，对应文章第 2段，属于客观规律，并非是布朗实验所支持的结论，且表述有误，文段

说的是“人类的注意力非常有限，因而大脑通常过滤掉我们看到的模糊而无关紧要的东....

而选项说的是“注意力能使...偷换概念，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60.解析



文段重点论述了布朗的实验，目的是通过实时脑成像技术和反馈机制，帮助人们提高注意力，

而最后一段给出了实验结果，即该实时脑成像技术和反馈机制，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显著提高注意力，说明该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故下文，一定要围绕着“实时脑成像技术”

和“反馈机制”继续展开谈论，论述其在未来能够带来的作用和意义，对应 C 项，当选。

A 项"人类注意力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文章第 3 段已经论述过了，下文不会继续展开

谈论，排除; B 项“惩罚一奖赏”机制只是布朗实验的一个方面，它是与实时脑成像技术共

同作用达到实验目的的，若下文单独论述'惩罚一奖赏”机制，即为表述片面，排除; D 项，

文段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布朗实验带来的结果和好处，“注意力不集中现象”非文段最后论述

的核心话题，下文不会围绕其展开论述，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