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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阅读
一、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人类为何总是无法打败病毒?
①近期以来，从武汉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逐渐蔓延

到全国甚至海外，而在大洋彼岸，一场严重的流感正在席卷
美国全境。其实，在人类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均曾大小不等地流行过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诸如
天花、鼠疫等，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②这些与我们如影相随、令我们吃尽苦头、受尽惊吓的
病毒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③病毒是一种形小体微、结构简单、寄生在细胞内以复
制方式增殖的微生物。它们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几百倍，在
光学显微镜下根本无法看到它们的身影，只有在放大几万至
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

④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甚至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细
胞，多数病毒只有一个核酸构成的“芯子”，外面包着一层
蛋白质外壳。由于病毒没有细胞器，本身不能进行新陈代谢，
可是，一旦与特定的植物、动物或细菌的细胞接触，它们又
会突然“活”起来，有如海盗杀人夺船一样，劫夺正常细胞。
并利用正常细胞内原有的各种“机器”和细胞质内的“库存”
原料，疯狂地复制自己，彻底扰乱了原来细胞的正常代谢和
生活，从而使细胞出现严重的损伤，甚至导致细胞的死亡。

⑤人体被病毒感染后一般会产生免疫反应，生成相应的
抵抗力，借以消灭入侵的病毒，并保护机体免受再次感染。
然而有时病毒长期持续存在于人体内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不显
示临床症状。这种被感染的人如果到了人群聚集的地方，便
会引起疫病的爆发。病毒在自然界的分布十分广泛，而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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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广大，几乎．．可以感染所有的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命形态，
由于它们的结构简单和来去踪迹难寻，所以是生命世界中迄
今发现得最少，也是人类最难驾驭的一类微生物。

⑥我们对付小小的病毒为什么这么困难？病毒是寄生在
宿主细胞内的，它的代谢与宿主细胞的代谢密切相关，我们
如果杀死了病毒，也就杀死了细胞；大多数病毒，当它们刚
感染细胞时是查不出来的，而当细胞被复制的病毒胀满、病
毒释放出来时，虽然可以诊断出来了，但也到了疾病的高峰
期，治疗就变得更加困难；病毒总是在不断变异，比如流感
病毒，每 5～6 年就变得不但面目全非，性质也与原来的不
一样，对原来病毒有效的药，对新病毒也无作用了。

⑦病毒的这些特点，再加上它们的传播方式多，几乎细
菌有的传播方式（如经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它们
都有，而且还可以经血液注射传播，甚至通过母亲胎盘和产
道传给婴儿，再加上在传播的过程中还可以发生变异，所以
防治非常困难。

⑧科学家想了许多办法不让病毒进入我们的细胞，其中
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自 1796 年英国人爱德华·詹纳首次
给一名儿童实验接种天花疫苗以来，人类已经发明了对付多
种疾病的疫苗，然而，科学研究中也同样会出现一些不成功
的事例：一些被大量使用并且被认为是“灵丹妙药”的疫苗
根本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发现效果越来越差。此外，
我们至今还没有生产出能够对付埃博拉病、艾滋病和丙型肝
炎等严重疾病的有效疫苗。

⑨人与病毒的漫长战争还远没有结束，不断变异的病毒
一直挑战着人类的智慧，但我们深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人类的智慧终将彻底战胜这最凶恶最古老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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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大科技》，有删改）
1.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概括病毒难以对付的原因。（4 分）

2.第③段中主要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3.请简要分析第⑤段中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3分）

4.请你阅读文章内容和【链接材料】，结合生活常识，为预
防病毒感染提出几条合理的建议。（3分）
【链接材料】2019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 2019 年在
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起源于武汉。根据《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所述，传染源
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无症状者也可成为传
染源。此病毒传播速度快，一般通过人体的唾沫、打喷嚏、
咳嗽、流鼻涕等产生飞沫而被传染，还存在潜伏期，潜伏期
为 3-7 天，平均 7天，最长可达 24天。潜伏期具有传染性，
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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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无人机的前世今生

颜慧
①今年 9 月，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遭无人机袭击。

据称，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原油供应每日减少 570 万
桶，约占其石油产量的 50%。一时间，被称为“无人战争”
主力军的无人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无人机不稀罕，
无人战机才是焦点。你可知道，如今“意气风发”大放异彩
的无人机，当年却是“出身寒门”，其发展历程也充满曲折。

从“出身寒门”到“最佳配角”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主张把无人机做成靶机，

用来训练炮兵、防空部队或飞行员。1927 年，由 A.M.洛教
授参与研制的“喉”式单翼无人机在英国海军“堡垒”号军
舰上成功进行试飞。该机载有 113 千克炸弹，以 322 千米每
小时的速度飞行了 480 千米，这在当时曾引起极大轰动。随
后，英国军方又先后研制出无线电遥控的“拉瑞克斯”无人
机、用于校验战列舰火炮攻击效果的“费雷尔·昆士”无人
机以及名为“蜂王”的双翼无人靶机等多种用途的无人机。

③真正将无人机投入到战场的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美陆军航空队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使用过携带重型炸弹
的活塞式发动机无人机，用以轰炸日军目标。20 世纪 40 年
代末，美国为训练战斗机飞行员和防空导弹操作手，研制出
一种高亚声速、喷气推进的靶机，代号为 Q-2“火蜂”，可
视作现代无人飞行器的鼻祖。

④美国人最早让人们看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真实威力，以
色列人则是无人机创新使用方向的领导者，该国制造的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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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种类之多全球范围内无人能及。20世纪 60 年代末，
埃及和叙利亚引进部署苏制防空导弹，对以色列的侦察机构
成巨大威胁，以色列开始把目光投到无人机身上。1973 年中
东赎罪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军队购入大量无人机，并自行研
制了“巡逻兵”和“獒犬”无人机，后来成为现代侦察无人
机的标准机型。

从“意气风发”到“问鼎蓝天”
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认识到军用无人机的

巨大应用前景，开始竞相研发无人机，由此促成了无人机技
术的迅猛发展。如今，无人机可完成情报侦察、中继通信、
电子对抗、防空、制空、精确打击等多种任务，已成为影响
作战进程的重要力量。

⑥目前，美军已经装备的无人机近 80种、7000 余架，包
括“全球鹰”“暗星”“黑色雨燕”等长航时无人机，“影
子”“指针”“先驱者”等近程无人机，“微星”“黑寡妇”
等微型无人机，“捕食者”“死神”等无人作战飞机。此外，
由法国、瑞典、希腊等欧洲六国联合研发的“神经元”无人
作战飞机、俄罗斯的“鳐鱼”无人作战飞机、以色列的“赫
尔墨斯”战役战术无人机和“哈比”反辐射无人攻击机、英
国的“雷电之眼”无人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业界翘楚。

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家”
⑦时至今日，伴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无人机的运用，

也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军事领域，逐渐向民用领域发展。
⑧不久前，亚马逊公司申请的新专利—“蜂巢”引来业内

人士的高度关注。“蜂巢”是一种“多层无人机物流配送中
心”，整幢建筑配备了机械臂，会抓取无人机，帮助它进入
建筑物。在“蜂巢”内部，从中心向外辐射的不同扇形区域
配备了不同的功能，包括无人机修理、货物装载等。垂直升
降系统会把无人机移动到建筑表面的起飞地点，大楼内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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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气流则能减少无人机意外坠落时造成的损失的伤
害。“蜂巢”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所有无人机的起飞位置
可以进行调整，避免无人机之间的相互阻碍。此外，一旦在
建筑高层遇到拥堵，所有无人机还可以垂直起飞。

⑨科技巨头谷歌在无人机方面也颇有建树。据报道，谷歌
已经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新专利—“用于合作的无人
机”，也称之为移动远程监控系统。这种无人机带有投影仪，
可用于虚拟会议。该无人机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耗能很低，
可以大幅提高速度，并可自如进入狭窄的空间。

……
⑩从战场到城市，从旷野到钢筋水泥的丛林，随着技术

升级，无人机的功能不断增加，它所带来的改变也超出了多
数人的想象。未来，无人机会成为空中战斗中的主力军，还
是成为快递小哥、写字楼白领、航空摄影师的得力助手？没
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 23 期，有删改）
1.请简要分析选文标题的作用。（4分）

2．第①段为什么要首先介绍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无人机袭
击事件？（2 分）

3．品读下面两个句子，指出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4分）
（1）真正．．将无人机投入到战场的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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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旦在建筑高层遇到拥堵，所有．．无人机还可以垂直起
飞。

4.第⑥段画横线的句子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
（4分）

三、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3 分）
人类为何没有尾巴

李小凤
①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都有尾巴，但人类和猿类没有。那

么，为什么人类和猿类没有尾巴呢？
②人类在胚胎早期时曾有尾巴的出现，而人的尾巴在妊娠

期 31～35 天时最为明显，当胚胎发育成胎儿时，尾巴就会被
身体吸收，退化成四五节融合在一起的尾椎骨。

③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尾巴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使身体
达到平衡，比如猫和猴子在跳跃的时候，尾巴就有掌握平衡
和缓冲降落速度的作用。尾巴的另外一个重要功用就是驱赶
蚊虫，因为大多数动物身体的后面部位都是嘴巴和前肢够不
到的地方。

④但是对于人类和某些猿类而言，已经不需要尾巴的这些
功用了，因为人类已经会直立行走，大多数猿类都会半直立
行走，这样的行走方式已经完全不需要尾巴的平衡作用。更
重要的是，人类和猿类都进化出了长长的手臂，可以轻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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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身后驱赶蚊虫，所以也就不需要尾巴起作用了。当第一
批离开了森林的古猿开始尝试直立行走时，遇到的第一个障
碍其实就是它们的尾巴。在四条腿的情况下也许尾巴还可以
起到平衡机体的作用，但是在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状态下，尾
巴不仅起不了平衡机体的作用，还是一种累赘。在一代又一
代努力地挺直身体的作用下，古猿的尾巴也就被进化掉了，
最终也只是剩下屁股上的一点尾椎骨的残余。

⑤因此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在直立行走后就已经不
需要尾巴来保持平衡，尾巴在椎尾骨的挤压之下，也就渐渐
地失去了养分的供给而萎缩掉了。尾巴就这样被淘汰．．了。

⑥我们人类的尾巴可以消失，同样地，人类的“近亲”黑
猩猩也没有明显的尾巴，只在身体后部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仿佛是尾巴还没有完全退化留下的痕迹，这也是黑猩猩不断
进化的结果。那么，在未来，随着猴子的不断进化，它们的
尾巴也会消失掉吗？

⑦这个问题其实许多科学家也讨论过。有科学家认为：猴
子的尾巴以后会不会消失，关键还是要看猴子的“生活习性”。
猴子之所以长着长长的尾巴，是因为它们平时需要经常在树
上攀爬，长着一条长尾巴可以帮助它们保持平衡。相比之下，
黑猩猩则不需要经常爬树，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所以在漫长
的进化中，用不到尾巴在爬树时“保持平衡”，自然也就慢
慢地退化掉了。也就是说，如果猴子在未来长时间内，生活
习性依旧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在树上蹦来跳去摘桃子、香蕉
吃，那么它们的尾巴还是会继续存在；而如果猴子未来从树
上下到了地面，长时间在地面上生活，不需要再经常性地爬
树，那么也就不需要这么一条长尾巴，也会像黑猩猩和人类
那样，尾巴不断地变短，直至最终完全消失。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第 23 期，有删改）
1.选文第①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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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⑤段中加点的“淘汰”一词在文中的意思是什么？（3
分）

3.请简要概括人类尾巴消失的原因。（3 分）

4.你认为牛的尾巴在将来会进化掉吗？请结合选文内容说明
理由。（4分）

四、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茶非人人可饮 喝对了才养生

①现在已进入冬季，喝上一杯暖暖的茶是不少人的休闲
享受。的确，喝茶养生，是中国人的传统。与各式各样的饮
料相比，喝茶不仅能帮助人体补充水分，其中还含有像茶多
酚、茶多糖、儿茶素、锌、硒、铜、锰、铬等对人体有益的
成分。很多研究证明，喝茶具有一定的降脂减肥功效，还有
抗辐射、调节血脂、强健骨骼、抗氧化等作用。

②但喝茶也要讲究体质和方法，只有喝对了，茶才能起
到真正的养生作用。关于喝茶，以下几大常识，你是否知晓
呢？

③喝茶时注意水温别太高。喝茶的水温至关重要，茶水
温度应介于 56℃至 60℃，对健康较为有利。水温太高，食管
黏膜容易受到慢性热损伤，长期损伤后会增大癌变风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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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爱好抽烟喝酒的人，如果喝热茶（65℃以上），会损害
食道抵御酒精与尼古丁毒素的能力，患癌风险更高。

④每日用茶的量要控制在 12克左右。一般来说，对于有
喝茶习惯的健康人，每日用茶可在 12克左右，分 3至 4次冲
泡较合适。爱喝茶、饮食油腻的人可适当增加；孕妇、儿童
及神经衰弱、心动过速的人要少饮茶或不饮茶。

⑤喝茶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所喝的
茶也不尽相同。未发酵茶（绿茶如龙井、碧螺春、毛尖等）
具有清热、利尿、生津等作用，但因为偏凉，胃寒或有慢性
胃病人群不宜饮。而半发酵茶（青茶如铁观音、乌龙茶等）、
全发酵茶（红茶）和后发酵陈茶（黑茶、普洱茶）有消食去
滞、助消化、提神等作用，这些茶性味平和，比较适合大多
数人群。

⑥当然，喝什么茶除了要看体质之外，也要看习惯。即
使体质不太适合，但如果喜欢喝某种茶，也可以少量、适当
地喝一些。

⑦喝茶也要与季节匹配。春夏两季，可以喝绿茶和乌龙
茶，能起到清热解暑的作用。秋冬季节，适合喝红茶或普洱
茶，这两种茶是温热性质的，可以起到驱寒的作用。

⑧以下四类人不宜喝茶：
⑨身体虚弱之人不宜喝茶（特别是绿茶）。患有胃溃疡

的病人，茶叶中的茶碱会影响胃酸分泌，影响溃疡愈合，从
而加重病情。

⑩便秘的人不宜饮茶。因为茶中的鞣酸和咖啡因等物质
能减少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同时有收敛作用，减缓肠管蠕
动进而诱发便秘，长期便秘者饮茶需慎重。

○11 儿童和孕产妇不宜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鞣酸，
可能影响身体对钙、铁及其他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可能影
响胎儿及儿童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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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在服药的人不宜饮茶。茶叶中的鞣酸会与含多种金
属离子或含生物碱的药物在胃中结合生成难以溶化的化合
物，服药后若饮茶过多，会影响药物吸收。

（选自《今晚报》2019 年 12 月 13 日，有删改）
1.第②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 分）

2.文章第④段画线句使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
分）

3.小明的奶奶一直身体不好，患有胃溃疡，但她特别喜欢喝
绿茶，请你运用本文中的知识帮小明劝劝他的奶奶。（3 分）

4.结合文章材料和【链接材料】，简要谈谈你对“茶文化”
以及喝茶的认识。（4分）
【链接材料】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
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从中国出发，
穿越历史、跨越国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今天，
她已在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割”了 30多亿“铁粉”。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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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5 分）
当铁成为“燃料”

——从方便米饭的加热包说起
①近几年来，带加热包的方便米饭得到了很多人的热捧。

加热包加上水，热乎乎的水汽就立刻上来，十来分钟后饭做
好，菜也热了。不用电、也不烧气，就能够放出大量的热，
很是方便。

②这种加热包发热所需能量的来源，主要来自铁的氧化
反应。换句话，从根本上说，就是铁被氧化，生成三氧化二
铁，也就是说，与炉子里炭的燃烧相类似，只是这里的“燃
料”是铁。说具体点，就是铁锈。

③有人会问，我们见过铁锈，可是没有发现它发热啊。
因为铁生锈的化学反应速度太慢了，放出来的热量很快又被
环境吸收，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现在我们在方便米饭的发热
包中把这个氧化反应速度极大地加快了，于是我们感到了热。

④那么，怎样才能把铁的氧化反应速度加快呢？
⑤我们知道，无论化学反应的中间过程怎样，反应肯定

在铁的表面进行。同样的条件下，反应物之间的接触面积越
大，参与反应的分子就越多，一定时间内放热反应所产生的
热量也就大。我们平时见到的铁器如铁锅是个体体积相对较
大的物体，而加热包内参加化学反应的铁都是细小的铁粉。
总体积相同的两个物体，一个是整个的，另一个则被粉碎成
很多小的组分，那么，后者的表面积要远远大于整个的物体。
总的体积虽然没有变化，但表面积却增大了。这样可能发生
化学反应的分子相遇的机会也就多了。所以，铁粉发生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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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速度就会比我们见到的铁锅等物体的氧化要快得多。
⑥其次是表面的粗糙和疏松程度对氧化反应也有影响。

有的物体表面比较光滑和致密，如铁锅、铁钉，它们一般都
是在较高温度时制造，然后冷却而成。在高温冷却的过程中，
铁的表面已经生成了或薄或厚的氧化层，所以即使是看上去
是锃光瓦亮的，但由于表面已经有了氧化层，所以普通的铁
器可以进行氧化反应的铁原子并不多，常温下氧化缓慢就是
必然的。

⑦加热包里的铁粉则不是这样，它们的制取是用还原法
直接把氧化铁的粉末，如铁矿精粉、轧钢铁鳞（高温下铁氧
化的产物）等用炭或水煤气（氢气和一氧化碳）之类的还原
剂还原而成的海绵状铁粉。放大了看，其表面是粗糙而带有
海绵状．．．空洞的。所以当这样的所谓“还原铁粉”遇到了氧气
和水蒸气之后，其氧化的速度就比一般．．的铁器快了不知多少
倍。由于方便米饭的加热包需要在水里更迅速地发热，所以，
在它的加热包里另外掺加了铝粉、石灰等少量其他成分。铝
粉比铁粉更加活泼，更容易氧化发热。加石灰则是使得水溶
液成为强碱性，在这种情况下，铁粉的氧化速度更加迅速，
可以在十几秒的时间内把水温提高到沸腾的程度。

⑧同样的一个化学反应，由于反应条件的不同，使得整
个反应的速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给它的效应或
应用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别。同是铁的氧化反应，它可以是铁
器的锈蚀，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可以把铁当作“燃料”，氧化时放出热量，方便我们的生
活。我们的化学世界，还真是有趣得很。

（有删改）
1.简要概括把铁的氧化反应速度加快的方法有哪些？（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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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文第③段主要运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3.第④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 分）

4．简要分析第⑦段中加点词“海绵状”“一般”的表达效果。
（4分）

六、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3 分）
与冬有关的瓷器

黑王辉
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韵味。哪怕天寒地冻的严冬也自有它美妙的意趣，
因此，就连惯于展现美丽与优雅的瓷器也与冬多有关联。今
天，就以笔者和藏友收藏的几件藏品为例，对与冬有关的瓷
器进行赏析。

②有一种釉色，叫冬青釉。明代在仿制宋元龙泉窑青瓷
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青中透绿、苍翠欲滴的青釉，因和冬
青树的叶子较为相似，便被后世称为冬青釉。就像青釉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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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天被冻住一般，闪现出迷人的光泽，因此也叫冻青釉。
笔者收藏有一只清代的双耳瓶，便施以冬青釉，使瓷瓶看起
来颜色纯净，光泽照人。它仿照商周青铜尊的造型，六棱，
大敞口，长束颈，颈有方形双耳，腹部微隆，高圈足，口径
14.3 厘米，底径 15.4 厘米，高 38.7 厘米。瓶上雕刻多种暗
纹，颈部上方有花卉纹，下部有蕉叶纹，腹部雕刻龙凤纹、
夔龙纹、饕餮纹等纹饰，使得这只瓷瓶看起来具有青铜器般
的威严。

③有一种纹饰，叫忍冬纹。忍冬，即金银花。作为一种
外来纹饰，忍冬纹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因忍冬凌冬不凋，
花开黄白二色，宛如金银，从而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它因
为纹饰优美、寓意吉祥而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的卷草纹、
缠枝纹、缠枝花卉纹等都有忍冬纹的影子。笔者的好友老张
便收藏有一只元代的忍冬纹釉里红玉壶春瓶，瓶身装饰忍冬
纹，只见在翻卷的叶子中间，盛开着瓣蕊分明的忍冬花，显
然妖娆动人。

④有一种器型，叫冬瓜罐。冬瓜罐因形似冬瓜而得名。
在明代永乐年间，冬瓜罐这种器型便在龙泉窑中出现。不过，
到了清代道光年，它才流行开来，从而成为清代中后期的一
种主流器型。在当时，具有生活情趣的冬瓜罐不仅成为平民
百姓的常用物，就连达官贵人也深为喜爱。藏友老马收藏有
一只清代的青花冬瓜罐，瓶身绘制博古纹，只见圆凳上放置
盆栽花卉，茶几上放置新鲜水果，瓶中插着孔雀翎和兰草，
矮几上摆放着酒壶、笔筒和画筒，具有风雅醉人的情趣。

⑤有一种冬景，叫踏雪寻梅。瓷器上多有展现冬天景致
的画面，其中，以踏雪寻梅最为雅致。据明末作家张岱所著
《夜航船》记述：“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
‘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踏雪寻梅，从此成为风
雅一景。这般美丽的景致，在清代瓷器上多有表现。藏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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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收藏有一只民国时期的粉彩印盒，盒盖上绘制的图景便
是踏雪寻梅。画面中，只见一个古代文士骑着驴子，正朝江
边的梅树缓缓走去，江面上雪落茫茫，远处山峦一片朦胧，
意境极为优美。在盒盖上方，有隶书“踏雪寻梅，文襄作”
的款识，看来，应出自近现代粉彩名家、“雪景大王”余文
襄之手。

⑥可见，春夏秋冬皆可入景，亦可入瓷。这些与冬有关
的瓷器，既光彩照人，又风采动人，适合观赏，也适合把玩。

（选自《春城晚报》2019 年 12 月 12 日）
1．根据文章内容完成下列表格。（4 分）

2．第③段画线句使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分）

3．选文运用了什么说明顺序？有什么作用？（3分）

4．阅读全文，概括选文的主要内容。（3分）

七、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4 题。（12 分）
千里江山一图展

名称 类型 特征

冬青釉 釉色
和冬青树的叶子较为相似，寒冬会
出现迷人的光泽

忍冬纹 纹饰 纹饰优美、寓意吉祥
冬瓜罐 器型 A
踏雪寻梅 冬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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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农
①《千里江山图》全图构图周密，用笔精细，色彩鲜艳，

是绘画史上青绿山水画的著名代表。王希孟创作完这幅作品
不久，就因病逝世。

②王希孟学习和创作绘画的时期皆在宋朝徽宗的时候。
宋徽宗是一个好画家和艺术赞助人。他设立翰林书画院，将
大批画家召入宫廷，授以官职。成立专门机构搜集、收藏古
代书法名画。这一切．．．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王希
孟十几岁时便在画学为生徒，宋徽宗从他的画中看出他绘画
艺术的天赋，亲自教授王希孟绘画技艺。半年之后，王希孟
就创作了这幅流传千古、影响深远的《千里江山图》。牧仲
的《论画诗》记载说：“宣和供奉王希孟，天下亲传笔法精。
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断肠太师京。”作注说：“希孟天资
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
十余。”

③王希孟生长和学习的年代，正是山水画创作开始崇古
的年代。当时的山水画以古拙简朴为目标，追求古雅精工的
效果。王希孟所学的显然不是古拙简朴的一路，而是精工浓
艳一派。

④《千里江山图》采用近乎俯视的视角，描绘了气势磅
礴的千山万水。画中的万峰千壑，星列棋布，重重叠叠，都
浸在大江之中，岛屿相叠，大江旷远，水天相接，汀渚绵延；
或一山孤处，或大山堂堂高峙，众多冈丘林壑分布其次；或
二岳相望，或叠嶂层峦起伏峥嵘而各异。其山间岭上、汀旁
岸边都有丛树林竹、寺观庄院、茅舍瓦屋，且皆有道路可通
可寻。水中舟楫亭榭，繁密穿插，人物如蚁，不可胜数。总
之，场面浩大，景物繁多，前无古人。这种场面是通过一种
诗意的想象，将千里江山的神貌艺术地再现。从诗意中寻找
绘画题材正是宋徽宗朝画院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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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千里江山图》画法还比较明显，画山石，先用浓、
淡墨线条勾出轮廓和大概形体，再用柔软圆润的长短线条加
皴。高峰皴法略近荷叶。上部用苦绿接染。山石的下部多保
留赭石色。上部用苦绿接染后，再以浓厚的石青或石绿色覆
盖。浓厚的石绿或石青到赭石、苦绿接染处亦渐淡，愈到山
头、石顶处愈浓。石绿和石青多是交替使用，前一个山头用
石青，则后一个山头或邻近的山头用石绿。再后或旁边的又
使用石青，以显见前后左右的关系清楚。石绿和石青的颜色
很厚，皆原色，十分灿烂艳灼。这在以前的青绿山水中是少
见的。水纹用笔纤细，峰头纹一览无尽。水面尽染苦绿色，
似乎背后加衬石青和石绿。天空用石青。水天交接处以赭色
接染，气氛浑然一体。房屋多淡赭色墙，浓黑屋顶，或浓黑
中又皴以深重石青、石绿色，以引起观者注意，同时也加重
画面的分量。人物多用粉画。汀渚皆用浓石绿和石青横抹。
水草用黑青绿点写，或加石绿提醒，柳树用浓墨色写杆枝，
鲜艳的石绿色刷写一组一组的叶条，杂树干亦以浓墨写之，
或用苦绿点叶，或加点深重的石青。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
的基调中，气氛调和，色彩浓饱，分量沉重，光彩夺目。

⑥《千里江山图》通过绚丽的色彩、大气的构图、气势
磅礴的题材，表现的是一种灿烂辉煌的美，反映着典型的宫
廷的审美情趣。它构思的周密，用笔的精细，色彩的浓艳，
标志着大青绿山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代表着北宋后期
山水画的杰出成就。

（节选自《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自读课本》八上）
1. 通读全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千里江山图》的特点。（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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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②段“这一切．．．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句中
加点的“这一切”指代什么？（3 分）

3.第③段画线句子是如何突出王希孟绘画特色的？有怎样的
效果？（3分）

4.本文语言生动细致，富有文采。请结合文章内容具体分析
该特点是如何体现的。（3 分）

八、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4 题。（13 分）
让海天相依相随的“海藻”

尹小椿
①“像一棵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浪花

里舞蹈……”浩瀚无垠的天空和碧波荡漾的大海一直相互守
望，还是相互依存？让一棵神秘的“海藻”带我们一探究竟
吧。

②它像一把把小小的降落伞，能够长期停留在空中;它虽
然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却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它的身体包裹
在碳酸钙外壳之内，这些外壳像是镶着花边的盘子，精致而
美丽，宛如云雀的歌声一般，令人愉悦。它就是赫氏圆石藻，
一种存在于海洋之中的浮游植物，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维
持者。春夏两季时，赫氏圆石藻形成的乳白色水华在世界各
地的海洋上飘荡，远远望去，恰似印在铜版纸上的精致大理
石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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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最近，以色列科学家发现，赫氏圆石藻在病毒的侵袭
下，能够改变地球云层的特性。被病毒感染后，赫氏圆石藻
会向大气释放出粉状外壳。这是一种气溶胶，它不但能够反
射阳光，还能够影响云层的形态和运动。这种粉状外壳的主
要成分是白垩质碳酸钙，是海洋气溶胶的一种。海洋气溶胶
通常由海水浪花蒸发形成，可充当云的凝聚核，许多化学反
应都能够在其表面进行。因其有很高的反射率，在地球的太
阳辐射平衡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④科研人员发现，单位容积的赫氏圆石藻气溶胶不但排
放量极高，而且它们的颗粒大小远超预计。数量和颗粒物体
积同时增加，不仅使它们具有更高的反射率，还使它们有能
力对云层的其他特性产生强烈影响。研究人员原本估计找到
的气溶胶直径不会超过 1微米，但实际测得的气溶胶直径在
3至 4 微米之间。

⑤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发现，在海洋和大气之间存在如此
之多的大型颗粒物。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被这些气溶胶结
构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空气动力学特点的影响力惊呆了。

⑥这些气溶胶的外形像降落伞，它们的碳酸钙结构极为
精巧，内部容纳了大量空间，所以它们能够在大气中停留很
长时间。这一发现表明，地球大气的状态，实际上也取决于
它和海水的相互作用。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地球
的气候变化十分重要。众所周知，由于气候变暖，导致冰山
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
胁着人类的生存。科学家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也许在不久的
将来，这种赫氏圆石藻可以大量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
渐渐让全球气候恢复正常。

⑦因为在研究中，科学家发现赫氏圆石藻每年可繁殖500
代，把它们放入预测 22世纪中期可能会达到的较高气温与海
洋酸化环境中，仍可茂密生长。赫氏圆石藻是海洋生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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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食物来源，它们生长时，吸收了大量主要是温室效应气体
的二氧化碳。所以依靠这种小小海藻，也许我们在不久的将
来，就能实现大气与海洋的平衡、冰山不再融化、海平面不
再升高的目标，大自然和人类将和谐共生。

⑧但是，海洋学研究中心的罗希也在报告中发出警告，
这只是在实验室里、没猎食者与疾病的水中测试的结果。他
说，结果不代表全球变暖不如预期严重，所以这种神奇的“海
藻”只是让全球气候不再变暖、海平面不再升高的一个方面，
而爱护赖以生存的环境仍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努力。
1. 选文从海藻的 美说到赫氏圆石藻气溶胶对气
候的积极作用，再说到对海藻的大胆预测和 ，运
用了 说明顺序。（3分）
2.第②段中画线句子使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3.请简要说明说明赫氏圆石藻能够反射阳光的原因。（4 分）

4.请简要分析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作用。（3 分）
科学家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赫

氏圆石藻可以大量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渐渐让全球气
候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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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4 题。（15 分）
一朵藏着“宇宙”的大波斯菊

顾静怡
①当微信 ios 发布了 7.0 版，更新后第一次开屏画面变

成了一朵随风摇曳的花朵，柔美的花朵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有人说它是野菊花，也有人说它是格桑花，其实都不对。这
是一朵秋英，也叫大波斯菊（学名为 Cosmos bipinnatus
CAV.）。你别小瞧了这朵大波斯菊，它可是一朵藏着“宇宙”
的花朵，因为它那高大上的属名 Cosmos 和“宇宙”的英文
cosmos 一词的拼写一模一样。

②大波斯菊是著名的观赏植物，虽然名字里带着“波斯”，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原产于墨西哥高原的一年生草本菊科植
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大波斯菊像玉米等南美作物
一样开始漂洋过海，向世界各地传播。不过，因为大波斯菊
当时只不过是一种野花，无法像粮食作物那样受到人们的重
视，直到 18世纪末，它才被欧洲国家正式引种。它的首次亮
相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植物园，名字也是该植物园园长安东
尼奥·何塞·卡瓦尼列斯所赐。

③大波斯菊茎叶纤细，花朵艳丽，在海拔 2700 米以下都
能生存。作为一种受人欢迎的草本植物，它在世界各地广有
栽培，在我国栽培也很广泛，云南、四川西部都有大面积种
植。人们在路旁、田埂、溪岸处都能见到它美丽的身影。因
为极具观赏性，近年来，大波斯菊被一些城市作为观赏植物
大面积种植。人们看着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柔美花朵，既欣
赏了田野的野趣，又获得了身心愉悦的体验。不过，也正因
为它平易近人的身姿随处可见，所以很多人误认为它是野菊
花。

④大波斯菊株高 1～2 米，直径为 3～6 厘米。它的花期
较长，一年可开两次花，一般从 5 月开始到 10月霜降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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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天气炎热或养殖不好，它也可能一年只开一次花。它
喜欢光照，尤其在花季。要想让它多开花，在花期时，一定
要保证充足的光照，光照可以使它的叶子很好地进行光合作
用，也可以让它增添花色、增多花蕾。大波斯菊怕阴、怕冷、
怕热，但是繁殖能力强。总的来说，它算是非常好养活的植
物。美貌决定了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园艺花卉，所以它被大
量地种植在花坛、花径中。此外，在合适的环境中，大波斯
菊能很快地枝繁叶茂，形成大面积的“花海”，备受人们的
宠爱。

⑤因为大波斯菊的重瓣花形与格桑花很相似，所以它经
常被人们误认为是格桑花。其实，它们除了有着具有八片花
瓣的特征之外，大波斯菊与来自青藏高原的格桑花一点儿关
系也没有。大波斯菊是波斯菊种类中的“美丽天后”，任何
波斯菊在它面前都是衬托。它那柔软而华丽的花瓣，好似蝴
蝶妖娆的翅膀在风中扑闪，它那细小的花蕊，犹如新生婴儿
般娇嫩的肌肤。它是人们心中一种难以割舍的柔情。

⑥“因你看见，所以存在。”微信 ios7.0 版凭借一朵小
花，一句轻轻的开机问候，很有诗意地向人们传达了蕴含其
中的无限寓意。不娇、不媚，搭配着蓝天、白云、绿树，朴
实无华的大波斯菊在自然中散发着万种风情，吸引人们前来
一亲芳泽……
1.请概括选文是从哪些方面对大波斯菊进行介绍的。（4 分）

2.第⑤段画线句子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各有何作用？（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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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选文内容来看，你认为微信 ios7.0 版选用大波斯菊作为
开屏画面的原因可能有哪些？（3 分）

4.如何理解选文标题的含义？（4 分）

十、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4 题。（13 分）
大气越来越“闷”将使人类越来越蠢？

张楷欣
①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长时间待在人员拥挤的

室内会让人感到昏昏沉沉。室内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导致
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有研究者推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的整体升高也可能提升室内二氧化碳水平，进而对人类的
认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②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持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
视的趋势。2019 年 12 月 3 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WMO
全球气候状况临时声明》，其中提到 2018 年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达到了创纪录的百万分之 407.8，并在 2019 年继续上升。
而进入 2020 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山火排放的二氧
化碳达到 4亿吨。

③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认为非常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会对大脑造成损害。“以前我们认为，如果所处环境中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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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含量过高的话，人就会发疯，甚至连 2 加 2 等于几都算
不出来。”科罗拉多大学海洋科学教授卡诺斯卡斯认为，基
于同样的道理，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影响地球上的人。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化石燃料，使得大气
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ppm 突增到了如今的
410ppm。

④但关于二氧化碳浓度影响认知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
⑤在 2016 年的一篇研究中，丹麦科学家将室内二氧化碳

浓度提升到 3000ppm，即为现今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 7倍多。
实验发现，25位被试者都没有受到认知上的损害或者出现健
康问题。只有当科学家将这样的气体注入其他的微量化学成
分和人体排放的有机化合物时，被试者们才开始感觉不适，
并告知科学家他们感到“头疼、疲劳、困倦，很难清楚地思
考”。

⑥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呈现了不那么乐观的结果。美国
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科学家测量了二氧化碳对于
24位宇航员的影响。他们发现，当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1200ppm
时，这些被试者的决策能力会降低。但是，被试者的认知能
力好像没有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变得更差，而且二氧
化碳浓度对于认知技能的影响的强烈程度会因人而异。

⑦2019 年 9 月，该研究领域一些科学家回顾了从 2012
年以来关于该课题的全部 10篇论文。他们发现，二氧化碳含
量对于认知能力的影响的相关证据还比较模糊，但他们注意
到“大量的但是不一致的证据”表明，在中等二氧化碳浓度
的情况下，人们在特别具有挑战性问题上的表现会变差。比
如当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1200ppm 时，飞行员在飞行模拟器上
的表现开始变差。换句话说，有证据表明二氧化碳的浓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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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害最复杂且最有挑战性的认知。但我们还不知道这背后
的原因。

⑧对此，卡诺斯卡斯表示，这个问题的很多方面仍然有
待探究。例如，二氧化碳会使得其他导致脑损伤的污染物变
得更糟吗？此外，没有人探究过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对于儿童、
老年人或者有健康问题的人的影响。同样地，目前的研究只
是使人暴露在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当中几个小时，还不知道
更长时间的暴露(比如几天)会有什么影响。

⑨波特兰州立大学研究人员盖尔认为，现代人类作为一
个物种只有 30万年的历史，但是在我们演化进程中的大多数
时间里，环境中的二氧化碳都远低于现今的二氧化碳浓度。
有没有可能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整体下降了呢？

⑩无论如何，一个大规模的实验正在悄然进行，人们都
是实验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正在
逐年上升。不如趁现在记录一下自己的认知能力吧，也许 20
年之后，你将失去这些头脑清醒的时刻。

（选自 2020 年 2月 7 日《科技日报》，有删改）
1.通读全文，简要概括科学家们关于二氧化碳对人的认知能
力的影响进行了哪些研究？（3分）

2.第①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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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④段和第⑤段能否调换位置？为什么？（3 分）

4.第⑦段运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分）

说明文阅读参考答案

一、1.（4 分）①病毒寄生于宿主细胞内，杀死病毒的同时，也会使细胞死亡；

②病毒感染初期难以确诊，一旦确诊后治疗就十分困难；③病毒总是在不断变异；

④病毒的传播方式众多，防治困难。（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2.（4分）运用了下定义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2分）通过给“病毒”下定义，

准确地说明了病毒的体型、结构以及增殖方式，并将其与最小的细菌作比较，突

出强调了病毒的形体之微小，使说明更准确、直观。（2分）

3.（3 分）“几乎”表示差不多，表明病毒神通广大，能感染自然界中大部分的

生物，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严密性。（意思对即可）

4.（3 分）①积极防护，远离病原体，避免与病毒感染者接触；②注重个人卫生，

戴口罩、勤洗手；③远离人群聚集地，一旦有疑似症状产生，及时采取正确方式

就医或自行隔离观察。（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https://baike.sogou.com/v184764825.htm?fromTitle=%E6%96%B0%E5%86%A0%E7%8A%B6%E7%97%85%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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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4 分）内容上：点明说明对象——无人机，揭示说明说明内容——无人

机的发展历程；表达效果上：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新颖别致，吸引

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每点 2分。意思对即可）

2.（2 分）①引出本文所要说明的对象——无人机；②引用时事，激发读者的阅

读兴趣。（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3.（4分）（1）“真正”是“确实，的确”的意思，说明在美国人之前，还没有

其他国家将无人机真正用于实战。（1 分）“真正”一词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

确性。（1分）

（2）“所有”是“全部”的意思，说明在遇到拥堵的情况下，没有一架无人机

不可以垂直起飞。（1 分）“所有”一词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1 分）

4.（4 分）列数字、分类别、举例子。（3 分）作者采用列数字、分类别、举例

子的说明方法，指出了目前美军无人机的架次与种类，突出了其架次多、种类全

的特点。（1 分）

三、1.（3 分）运用设问引发思考；引出说明对象——人类没有尾巴的原因；激

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

2.（3分）萎缩、进化、消失。（意思对即可）

3.（3 分）①人类已经会直立行走，不需要尾巴来保持平衡；②人类进化出了长

长的手臂，可以轻松地伸到身后驱赶蚊虫；③在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状态下，尾巴

是一种累赘。（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4.（4分）不会。（1分）因为牛的尾巴可以左右甩动,在奔跑时起了很好的平衡

作用。牛的尾巴是一个驱赶蚊蝇的附属器官。在炎热的夏季,苍蝇蚊子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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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的牛舍更是苍蝇蚊子的聚集地,这时候牛尾巴就会发挥其驱赶蚊蝇的作用。

（3 分）

四、1.（4 分）内容上：强调了在喝茶时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选择适合自己体

质的茶，才能真正起到养生的作用；结构上：第②段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紧

承前文中“喝茶养生，是中国人的传统”以及喝茶的好处这一话题，开启对下文

喝茶要讲究体质和方法、喝茶的一些常识展开详细叙述。（每点 2 分。意思对即

可）

2.（3分）列数字。（1 分）句中列举“12 克左右”“3 至 4 次”这些具体的数

字，科学、准确地说明了有喝茶习惯的健康人的每日用茶量，使说明准确直观，

更具说服力，也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2 分）

3.（3 分）示例：奶奶您好，您喜欢喝绿茶，但是您患有胃溃疡，茶叶中的茶碱

会影响胃酸分泌，影响溃疡愈合，会加重您的病情，所以建议您少喝普洱、黑茶，

有助于您的身体健康。（意思对即可）

4.（4 分）示例：茶文化自古以来就在我国非常盛行，并远传世界各地。但是，

喝茶应讲究体质和方法，选择适合个人体质的茶，不能一味从众或求异。（意思

对即可）

五、1.（4 分）①选择反应物之间的接触面积大的铁粉。因为反应物之间的接触

面积越大，参与反应的分子就越多，一定时间内放热反应所产生的热量也就大。

②选择反应物表面粗糙和疏松的“还原铁粉”。因为表面粗糙和疏松程度更大，

遇到氧气和水蒸气之后，其氧化的速度就比一般的铁器快了很多倍。（每点 2分。

意思对即可）

2.（3 分）作比较。（1 分）把铁生锈的化学反应速度和方便米饭的发热包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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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应速度作比较，突出强调了后者氧化反应速度极大地加快的结果。（2分）

3.（4 分）①承上启下，承接上文方便米饭的发热包中铁的氧化反应速度极大地

加快，引出下文“怎样才能把铁的氧化反应速度加快”的论述；②用疑问句式，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4.（4 分）“海绵状”，运用摹状貌的方法，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用还原法直接把

氧化铁的粉末还原完成后的形状；“一般”表限制，准确地说明了“还原铁粉”

氧化的速度比其他的铁器氧化的速度快许多倍。（每点 2分。意思对即可）

六、1.（4分）A 具有生活情趣 B景致美丽、风雅（每空 2 分。意思对即可）

2.（3 分）打比方。（1 分）突出了忍冬纹历史悠久与美丽雅致的特征，揭示了

它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2分）

3.（3 分）逻辑顺序。（1 分）全文运用“总－分－总”的逻辑顺序，条理清晰

地说明了与冬有关瓷器的种类、特征，便于读者理解。（2 分）

4.（3 分）本文介绍了与冬有关的四种瓷器，（1 分）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2 分）

七、1.（3 分）①色彩绚丽（色彩浓艳，色彩浓饱）；②构图大气（构图周密，

用笔精细）；③题材气势磅礴（场面浩大，景物繁多）。（每点 1 分。意思对即

可）

2.（3 分）“这一切”指宋徽宗重视艺术尤其是美术的创作，设立翰林书画院，

成立专门机构搜集、收藏古代书法名画。（意思对即可）

3.（3 分）运用作比较的说明方法，（1 分）将王希孟“精工浓艳”的绘画特点

与当时山水画“古拙简朴，追求古雅精工的效果”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王希孟

绘画精工浓艳的艺术特色，使说明更具体深刻。（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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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①引用古诗文，引用牧仲的《论画诗》，富有文学色彩；②大量使用

四字词语来描绘《千里江山图》画面的磅礴气势；③大量运用细节描写来描绘《千

里江山图》的画法。（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

八、1.（3分）外形 罗希的警告 逻辑（每空 1 分）

2.（3 分）打比方，（1 分）将海藻比作降落伞，将它的外壳比作“镶着花边的

盘子”，将它带给人的愉悦感比作云雀的歌声带给人的愉悦，生动形象地说明了

海藻外形的美丽。（2 分）

3.（4 分）赫氏圆石藻被病毒感染后，会向大气释放出粉状外壳，这种粉状外壳

是一种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可充当云的凝聚核，有很高的反射率，所以能够反射

阳光。（意思对即可）

4.（3 分）“也许”表示不是很肯定，说明在将来赫氏圆石藻也可能无法大量吸

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严密性。（意思对即可）

九、1.（4分） 原产地、名字由来、外形特点、栽培范围、种属、花期、生长习

性、繁殖能力等。（意思对即可）

2.（4 分）①作比较，将大波斯菊与其他种类的波斯菊进行比较，突出了大波斯

菊在波斯菊种类中“美丽天后”的尊崇地位；②打比方，将大波斯菊比作“美丽

天后”，将其花瓣比作蝴蝶翅膀，将其花蕊比作新生婴儿娇嫩的肌肤，生动形象

地说明了大波斯菊外形柔美的特点。（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3.（3 分）①它的属名 cosmos 高大上，和“宇宙”的英文 cosmos 一词的拼写一

模一样；

②它是著名的观赏植物，花朵艳丽柔美，栽培范围广泛，随处可见，繁殖力强，

容易养活，备受人们宠爱；③它所蕴含的不娇、不媚、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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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深深吸引着人们。（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

4.（4分）①表层含义是指大波斯菊的属名和“宇宙”的英文 cosmos 一词的拼写

一模一样；②深层含义是指微信的使用功能强大，包罗万象。（每点 2 分。意思

对即可）

十、1.（3分）（1）①在实验室内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观察普通人的认知能力变

化情况；②通过测量二氧化碳对于宇航员的影响，发现二氧化碳浓度对于认知技

能的影响的强烈程度会因人而异；③通过研究证据表明二氧化碳的浓度只会损害

最复杂且最有挑战性的认知，但尚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每点 1 分。意思对即

可）

2.（4 分）内容上：说明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可能会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结构上：引出本文论题：二氧化碳浓度是否会影响人类认知能力，有助于

后文论述的展开。（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3.（3 分）不能。（1 分）因为这两段是以先总说后分说的逻辑顺序说明的，第

④段承接上文中研究人员对二氧化碳浓度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的看法，引出了

二氧化碳对人的认知能力是否有影响的实验；第⑤段主要写了关于二氧化碳浓度

不会影响人的认知的实验，且第⑥段也是关于二氧化碳浓度对人的认知是否有影

响的实验。因此不能调换。（2 分）

4.（3 分）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1 分）说明了二氧化碳的浓度会损害最

复杂且最有挑战性的认知，使说明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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