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汛期恶劣的环境，也让查找堤坝渗漏部位和渗漏入、出水口极为困难。

而如能及时对管涌渗漏进行快速________，确定其具体位置、形状，采取相应

有效措施，就能够________洪灾中可能发生的溃坝风险。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防堵  回避 

B. 封堵  避免 

C. 监测  避让 

D. 检测  规避 

 

2.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任务，需要________地推进。就当前而言。则

需要针对突出问题加以解决。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大刀阔斧 

B. 持之以恒 

C. 贯穿始终 

D. 一劳永逸 

 

3.执行力的强弱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世界级优秀企业总是



能够让那些令人振奋的战略规划________地得到落实，达到甚至超出预期目

标。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一丝不苟 

B. 不遗余力 

C. 分毫不差 

D. 滴水不漏 

 

4.英国车，汽车工艺的代表，处处________出高贵、优雅、灵动、恒久的

艺术气质。而这一切，源自于英国人一直________的传统造车技艺——始终以

手工进行装嵌。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彰显  迷恋 

B. 展示  擅长 

C. 流露  秉承 

D. 体现  坚守 

 

5. 近几年，一度________的神经网络算法开始复兴。这个算法在一定程度



上________了生物神经分层的构架，不仅能够不断调整优化各项行动的逻辑权

重，还能够进行结果的________，把结果重新作为输入进行训练。 

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沉默  模仿  回馈 

B. 沉沦  仿真  回应 

C. 沉寂  模拟  反馈 

D. 沉凝  仿照  反应 

 

6.  对于社会性动物人类来说，社交的重要性________，而社交活动中必

不可少的技能就是要认清别人的脸。不幸得脸盲症的话，真是会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不言而喻  窘态百出 

B. 无庸赘述  贻笑大方 

C. 昭然若揭  见笑于人 

D. 显而易见  羞愧难当 

 

7. 没错，我们的科学研究________远远没有达到看透一切的程度，我们地

球生命离不开水，________我们也没法确定说离了水就不能有别的生命形式。



从逻辑上讲这是对的，问题是：科学研究还需要一个延续性，科学必须站在已

有知识的基础之上，________不能是胡思乱想。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还  但  而 

B. 却  可  并 

C. 也  而  并 

D. 并  却  可 

 

8.虽然没有法律强制力支撑的道德是虚妄的，但是法律在面对道德问题

时，也总是会显得________，这种力不从心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法律的外在属

性与道德的内在属性之间的矛盾。社会秩序的大厦是法律与道德共同支撑的，

如果道德不立，人心善变，那法律终会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相形见绌  回天乏术 

B. 爱莫能助  孤立无援 

C. 左支右绌  独木难支 

D. 捉襟见肘  力所不逮 

 



9. 我国农业面临的成本上涨、价格倒挂、增收趋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

个根本制约是________________。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多时，“家家包地、

户户种田”的经营方式，就能激发农村的活力，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

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培育懂农村、有闯

劲且留得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方式开始落后 

B.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农业合作化发展滞后 

C. 农村适龄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 

D. 农村大部分劳动力流向城市，农业增长方式依旧落后 

 

10. 迁都是件大事，有“牵一发动千钧”的效果。不仅迁都国家的政治经

济格局将随着新都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将依照新都的情况而改变与

这个国家的联络方式，比如驻该国的使馆要迁到新都，随着该国家政治经济和

人口分布的改变，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变化等等。因此，迁都实际上牵扯到

许多人的现实利益，________________，由于众口难调，实施起来就格外困

难。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A. 会有连锁反应 



B. 堪比世界难题 

C. 是个系统工程 

D. 易致恶性循环 

 

11.如今，欧洲几乎不再铺设新线路，但中国的高铁建设不仅没有止步，还

________了国际市场。发达国家目前只是在________如何提速，但中国则将铁

路速度的提升与铁路网络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闯入  琢磨 

B. 进入  捉摸 

C. 占领  研究 

D. 垄断  钻研 

 

12.信息共享已经在路上，________。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________

各种共享障碍，才能让“放管服”改革的红利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

位公民。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木已成舟  跨越 



B. 大势所趋  破除 

C. 势不可当  超越 

D. 覆水难收  消除 

 

13.“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大国的兴衰必须有强大的

军队作________。纵观世界历史，无数国家的兴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

________的真理。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支持  一成不变 

B. 支撑  颠扑不破 

C. 前提  原封不动 

D. 基础  不易之论 

 

14.年画所承载的内容也________，摹画出百姓的理想王国，反映着他们对

生活的期盼。生活中五光十色的故事、传说、神话、戏剧，甚至包括变化的时

事都能________画幅之中，内容无比丰富。他们是老百姓创造的、农闲时自娱

自乐的生活文化。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源远流长  加入 

B. 琳琅满目  归入 

C. 异彩纷呈  纳入 

D. 动人心魄  划入 

 

15.阳光透过廊道的玻璃________而下，缀于布幅、饰品上的绵竹年画更显

灵动，将冬天的阴冷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照射  缓和 

B. 闪耀  驱逐 

C. 播撒  赶走 

D. 倾泻  驱散 

 

 

 

 

 



 

1.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第一空，通过后文“确定其具体位置、形状”，可知文段强调

用指定的方法和技术对管涌渗漏进行定位和测试，填入“检测”、“监测”合

适。A项“防堵”和 B项“封堵”均强调“阻挡”，如果是先进行了封堵，再确

定渗漏的位置和形状，逻辑不成立，故 A和 B排除。 

第二步，观察第二空，“规避风险”为常见搭配，“规避”是指设法避免；

“避让”是指躲避、让开，多搭配“车辆、行人”等相对具体的事物，“风险”

相对抽象，此处不搭配，且文段中强调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风险来了才去躲

避，故答案为 D。 

 

2.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结合语境，排除最易排除项。根据“一项长期性任务”可知，结

构性改革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做好的。“大刀阔斧”比喻办事果断有力，与语

境不符，故排除 A项。“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用费力

了，与语意相反，故排除 D项。 

第二步，进一步结合语境，辨析词义选答案。由“需要……推进”可知，



结构性改革要不停地进行，强调的是过程，“贯穿始终”意思从开始贯穿到结

束，与语境不符，故排除 C项。“持之以恒”指用心坚持下去，不间断，不松

懈，正好与“长期性任务”、“推进”呼应，故本题答案选 B项。 

 

3.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提炼关键信息。文段强调：执行战略规划的目的是

“达到甚至超出预期目标”，即预设的条件（战略规划）必须与最终的结果一一

对应，执行过程不能出丝毫差错，才能“达到”甚至“超常发挥”（超出预

期）。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一丝不苟”侧重认真、细致的态度，排除 A

项。B项“不遗余力”形容做事卖力，但“卖力做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

标”。因为不排除“磨洋工”的可能，且执行过程若“差之毫厘”则结果“谬以

千里”，更遑论“超出预期目标”。此外，“不遗余力”搭配主语为人，而非“规

划”，排除 B项。C项“分毫不差”强调没有一点差错，与此相符。D项“滴水

不漏”搭配对象为人，而非“规划”，排除。故本题选 C项。 

 

4.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第一空与“气质”搭配，“体现”搭配某种性质或现象，比如精

神、思想等。不能与之搭配，故排除 D。 

第二步，根据文中“一直”“传统”“始终”可知造车技艺时间之久，并搭

配“技艺”，A项“迷恋”指对事物的爱好，没有时间之久的含义，故排除。B

项“擅长”指在某方面有特长，不能体现时间长的意思，排除。“秉承”指继

承，可以体现“一直”“传统”“始终”之意。答案为 C。 

 

5. 【答案】C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之后说“神经网络算法开始复兴”可知，第一个

空所填的词语意思与“复兴”相反。“沉默”专指人无言的行为状态，搭配对象

是人，与“复兴”意思不相反，排除 A。“沉凝”意思是凝滞，不流动，与“复

兴”意思不相反，排除 D。 

第二步，第二个空处需填入动词，“仿真”是名词，排除 B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反馈”的意思是指发出的事物返回发出的起始点并

产生影响，与语境“把结果重新作为输入进行训练”相对应，因此答案为 C。 

 

6.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对于社会性动物人类来说……”可知，要

填的词语说明社交的重要性很明显。“不言而喻”“毋庸赘述”“显而易见”这三



个成语都含有“明显”的意思，保留 A、B、D。“昭然若揭”形容真相大白，文

中并未涉及“真相与假相”，排除 C。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前文“认清别人的脸是必不可少的……”和“得脸盲

症……”可知，第二句的意思是“得了脸盲症会认不清别人是谁，从而会在公

众场合处于尴尬的境地”。“贻笑大方”指意见、看法比较拙劣，被行家、内行

人所笑，语境中看不出被行家所笑的意思，排除 B项。“羞愧难当”侧重于羞

愧，文中仅仅表达了尴尬而已，相较而言“羞愧难当”语义过重，排除 D项。

“窘态百出”形容尴尬难堪的样子，符合语境，因此答案为 A。 

 

7.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第一空之前的“没错”，表示第一句对之前的内容是肯定

的，而非转折关系，排除 B。“并”后面通常不跟“远远”，直接说“并没有”，

排除 D。 

第二步，第二空前后之间有转折关系，剩下的词语都有转折关系，不好排

除。 

第三步，第三空，该空前面说“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后面说“不能是胡

思乱想”，可以构成反向并列关系，“并”是同向并列，排除 C。所以本题答案

为 A。 

 

8. 【答案】C 



【讲授说明】 

第一步，第一空的主语是“法律”，“爱莫能助”指虽然同情，但无力帮

助，搭配对象为“人”，不能与“法律”构成主谓关系，且根据后文“这种力不

从心……”可知，该空体现的是心里想做，但能力不足，没有同情的意思，排

除 B项。“相形见绌”指和同类事物相比，显得不足，文段没有对两种事物进行

对比，排除 A项。 

第二步，根据“……是法律与道德共同支撑的”可知，法律和道德是缺一

不可的，因此“如果道德不立时”，法律也就难以长久。第二空应体现难以支撑

之意。“力所不逮”指能力达不到，无法体现难以支撑的意思，排除 D。本题答

案为 C。 

 

9. 【答案】C 

【解析】第一步，通读全文，发现横线位于文段第一句。根据横线前“一

个根本制约是”，横线处应填入一个农业方面的问题。横线后出现一个转折词

“但”，转折之前描述的是原来经营方式能激发农村活力，转折之后是现在的经

营方式出现了问题。所以前文横线处所填语句应该表示“经营方式有问题”。 

第二步，对比选项，与后半部分阐述的问题相对应，只有 C项“农业经营

方式转变滞后”较符合，故答案为 C项。 

 

10.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根据前后的语境，横线前面说“迁都实际上牵扯到很多

人的现实利益”，后面说“由于众口难调”，可知迁都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和

困难的工作。 

第二步，C项“系统工程”既可以与“复杂”“实施困难”等相对应，又能

体现前文“牵一发动千钧”的语意，故正确，本题答案为 C。 

 

11.【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实词辨析。第一空，“不仅……还……”表示递进关系，

空格应该跟没有“止步”含义相关，且程度更重，但“占领”“垄断”语义太

重，文段并没有相关语境表明中国具有绝对优势，故排除 C、D选项；第二空，

“捉摸”一般用于否定句，排除 B选项。因此，选择 A选项。 

 

1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实词与成语综合辨析。第一空根据“信息共享已经在路

上”可知，信息共享正在发展。A项“木已成舟”和 D项“覆水难收”比喻事

成定局，无法挽回，与语境中的“正在发展”不符，排除。第二空与“障碍”

搭配，“超越”与“障碍”搭配不当，排除 C项。因此，选择 B选项。 

 

13.【答案】B 



【解析】从第二空入手，这里的“这一真理”指的是“大国的兴衰必须有

强大的军队”，根据空前“已经充分证明了”可知，“这一真理”是正确的，且

该空修饰“真理”。“一成不变”表示一旦形成不再改变，文中并未体现“一旦

形成”这一结果；不符合文意。“颠扑不破”指言论、学说等牢固可靠，永远不

会被驳倒；符合文意。“原封不动”表示保持原来的样子，不符合文意；“不易

之论”表示不能更改的言论，与“真理”语义重复。因此，选择 B项。 

 

1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实词与成语综合辨析。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解释说明，

可知第一空应该表示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源远流长”“动人心魄”不符文

意，排除 A、D选项，“琳琅满目”跟具体事物搭配，排除。验证第二空，“纳

入”画幅之中，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C选项。 

 

15.【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实词辨析。第一空“照射”“闪耀”与“而下”不能搭

配，排除 A、B选项；“阳光”做主语，与“播撒”搭配不当，排除 C项。第二

空阳光与“驱散”搭配合适，符合散文的语体风格。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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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