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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0 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事业单位考试试卷

《综合基础知识与写作》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选题

1.【答案】B。解析：辨析四个成语的意思：“沾沾自喜”形容自以为不错而得意的样子；“因循守

旧”指死守老一套，缺乏创新的精神；“妄自菲薄”指过分看轻自己，形容自卑；“刚愎自用”指十分固

执自信，不考虑别人的意见。阅读文段可知，填入横线的成语应与后文“应敢于质疑、善于包容、勇于

创新”语意相反，只有“因循守旧”符合语意。故本题选 B。

2.【答案】B。解析：先看第一空，横线处所填词是形容“导游规划行程”，“严密”明显词义过重，

排除 C 项。再看第二空，“企图”侧重意图、图谋，多用于贬义，不符合文段感情色彩，排除 A 项；比

较 B、D 项，“考虑”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试图”更符合语意，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B。

3.【答案】D。解析：先看第一空，“筹措”指谋划筹办，一般形容资金，排除 A项。再看第二空，

由“临事不备”可知，填入横线的词应体现出准备不足，匆忙上阵的意思，“轻装”无法体现出匆忙之

意，“仓促”更符合语意，排除 B、C 项。故本题选 D。

4.【答案】C。解析：先看第一空，联系前文可知，比较系统记载的只有《考工记》和《天工开物》

这两本书，说明其余是不系统的，“罗列”“集中”明显不符合语意，排除 B、D项。再看第二空，“轻描

淡写”多指说话写文章把重要问题轻轻带过，“只言片语”指个别词句或片段的话，侧重少，后者更符

合语意，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C。

5.【答案】A。解析：文段介绍超过半米长的碳纳米管的问世，使其朝应用方向踏出了重要一步，

后文通过在航天领域的应用和电子器件方面的应用两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由此可见，文段意在说明碳

纳米管的应用前景，A项正确。B、C、D 三项均为文段的部分内容。故本题选 A。

6.【答案】B。解析：文段首先讲史前时代的中国戏剧演员多数不识字，传承与传播戏剧主要以口

传心授为主，因此留下来关于戏剧的文字文献极少，接着指出矛盾点所在——考察文字文献却是文学史

和戏剧史研究最受推崇的研究方法，最后表明除了文献以外，戏剧史研究还可以有研究的“新材料”。

由此可见，文段意在强调必须改变旧有的研究理念，创新研究方法，才能挖掘出“新材料”，B 项概括正

确。A 项错误，“对接传统研究”属于无中生有。C 项错误，文段强调的是“文献”“考证考据”之外的

研究材料或方式。D 项错误，“扩大研究领域”文段并未提及，文段仅提到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应探寻“新

材料”。故本题选 B。

7.【答案】C。解析：A 项错误，文段讲的是“大批对艺术品经验欠缺的新投资者”对书画的价值判

断缺乏认知，并非是大多数的投资者。B 项错误，文段仅提及中国古代书画中的许多旷世杰作都是一些

尺幅很小的作品，并非古代书画作品的尺幅越小越具收藏价值。C 项正确，文段讲由于对书画的价值判

断缺乏认知的新投资者热衷于购藏一些毫无价值的“大作”，因此一些书画家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喜好，

便制作大量的“大作”，可见部分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与市场价值密切相关。D 项错误，文段仅讲一些书画

家受市场影响，即部分书画作品的内在质量受到市场的影响，并非所有的现代书画作品的内在质量都易

受到市场的影响。故本题选 C。

8.【答案】D。解析：文段讲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屡打屡犯、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发力不

够，惩处力度偏轻。可见文段主要强调维护食品安全需加大法律惩处力度，D 项正确。A、C 项未涉及“法

律”这一话题；B项未涉及“食品安全”这一论述话题。故本题选 D。

9.【答案】A。解析：文段末句讲“面向军事潜水领域的智能穿戴产品逐渐成为科技工作者的研发

热点之一”，则文段接下来的内容必然与“军事潜水领域”“智能穿戴”有关，只有 A 项提及这一主体，

A项正确。B、C 项文段均已有论述；D项“人工智能技术”文段无从体现。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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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答案】D。解析：观察选项，确定首句。⑥含有指代词“这”，不宜作为首句，排除 A、C项。

再观察②③，③先提出“很适合生物的生长”，②讲到“很快就出现了苔藓、地衣和细草，这些冻土原

始植物引来了驯鹿等动物”，因此③在②前，排除 B 项。验证 D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D。

11.【答案】B。解析：由“很多人都将鳄鱼皮视为财富的象征”可以推出 B 项，富有的人可能会购

买鳄鱼皮制成的提包来显示财富，且 B 项“可能”表述严谨。A 项题干并没有提到鳄鱼皮和黄金、钻石

的价值比较，无法推出，排除。C、D项表述过于绝对，排除。故本题选 B。

12.【答案】A。解析：选项逐一代入。A 项四人全部猜测错误，符合题意；B、C 项小杨均坐在小廖

旁边，小杨猜测正确，不符合题意，均排除；D 项小刘坐在小廖的左手边，小廖猜测正确，不符合题意，

排除。故本题选 A。

13.【答案】C。解析：题干命题可以翻译为：甲：丙是被谋杀→乙谋杀了丙；乙：丙不是自杀→丙

是被谋杀。法官的假定可以翻译为：①甲真∩乙真→丙是意外事故而死；②¬甲真∀¬乙真→丙不是意外

事故而死。假设①正确，甲和乙说的话都为真，丙如果不是自杀，就是谋杀，与法官的假定丙是“意外

事故”相悖，因此①不正确，则②正确，甲和乙有一人撒谎，丙不是死于意外事故。充分同条件假言命

题只有前件为真、后件为假时才为假。假设甲撒谎，即丙是被谋杀的，且不是乙谋杀了丙。乙说的是真

话，所以丙不是自杀，就是被谋杀成立。假设乙撒谎，即丙不是自杀，也不是被谋杀，也即丙是死于意

外事故，与法官的假定相悖，不成立。因此甲撒谎，乙说真话，丙是被谋杀的，且不是乙干的。故本题

选 C。

14.【答案】B。解析：三位学者的预测翻译如下：①大熊猫灭绝→西伯利亚虎灭绝；②北美玳瑁灭

绝→¬巴西红木灭绝；③北美玳瑁灭绝∀¬西伯利亚虎灭绝。充分同条件假言命题否定后件可以推出否定

前件。由②可知，若巴西红木灭绝，则北美玳瑁不会灭绝。不相容选言命题只有一项为真一项为假时才

为真，由北美玳瑁不会灭绝可推出前项为假，因此后项“西伯利亚虎不会灭绝”为真。因此 B项“巴西

红木将灭绝，西伯利亚虎也会灭绝”一定为假。故本题选 B。

15.【答案】D。解析：观察题干，B 国和 C 国被提及次数最多，以此为关键点展开分析。由①②③

可知，C国与 A 国、D 国、E 国均不相临，5 个国家又是一字相逢，因此 C 国只与 B国相临，排在第一或

第五。由①③可知，B 国与 A 国、E国不相临，因此 B 国与 C 国、D 国相临，排在第二或第四，D 国排在

第三。又由②可知，D 国与 E 国不相临，因此 D 国与 A 国相临，A 国排在第二或第四。由④⑤可知，A

国没有内流河，不是排在第一或第四，因此 A 国排在第二。故本题选 D。

16.【答案】D。解析：题干论点：向空中喷洒海水水滴将有效阻止台风的前进，从而避免更大程度

的破坏。论据：向空中喷洒海水水滴，增加台风形成区域上空云层对日光的反射，那么台风将不能聚集

足够的能量。论点和论据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因此需要“搭桥”。D 项台风前进的动力来源于海水表面日

光照射所产生的热量，在台风聚集热量与台风前进造成破坏之间“搭桥”，是结论成立的前提。A、B、C

三项均不是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故本题选 D。

17.【答案】A。解析：题干论点：喝酒的人群中，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升高了。论据：许多流行病学

调查发现，喝酒与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正相关。A项解释了酒精导致癌症发病率升高的原因，可以支持

论点，当选。B项举例补充说明论据，可以支持论点，但仅“东欧地区”范围较小，支持力度不及 A项，

排除。C 项烟草中含有许多致癌成分，酒精与烟草在人体内的代谢物相似，不能说明酒精也含有致癌成

分，排除。D项“戒掉烟酒”不能说明是酒精导致消化道癌还是烟草导致消化道癌，排除。故本题选 A。

18.【答案】B。解析：题干论点：9 世纪的气候变化或许正是玛雅文明消亡的原因。论据：公元 250

年至 800 年，玛雅地区的降水量相对较高，玛雅文明还十分发达，城市繁荣，庄稼收成也很喜人。从公

元 820 年左右起，在连续 95 年的时间里，该地区开始经历断断续续的干旱，有些地方的干旱甚至持续

了数十年之久，玛雅文明开始衰落。B项指出干旱导致农产品减少，玛雅人的社会文明又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农作物，在气候干旱与玛雅文明衰落消亡之间建立联系，最能支持论点。C 项时间重合不能说明干

旱是文明衰落的原因，排除。A、D 项属于无关项，排除。故本题选 B。

19.【答案】B。解析：宣传册的宣传目的是教大家一些预防和治疗腰颈椎疾病的方法。B 项直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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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腰颈椎疾病很难进行自我预防和治疗，宣传目的无法达成，最能对宣传效果提出质疑。A、C、D 项均

与宣传效果无关。故本题选 B。

20.【答案】B。解析：题干论点：格陵兰岛在远古时期可能是一块海底大陆。论据：有大量远古的

岩石化石埋藏在格陵兰岛地下，它们的排列就像是一个整齐的堤坝，也被称为蛇纹石。论点和论据无直

接联系，需要在“海底大陆”和“蛇纹石”之间“搭桥”。假设 A 项不成立，格陵兰岛的蛇纹石与伊苏

亚地区发现的蛇纹石不一致，并不影响结论的得出，因此 A 项不是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排除。B 项介

绍了蛇纹石的成因是“两个大陆板块在运动中相互碰撞时挤压海底大陆”，在论点与论据之间建立联系，

是结论成立的前提。C 项“类似于早期海洋生物”不能说明蛇纹石存在于海底大陆，排除。D 项属于无

关项，排除。故本题选 B。

21.【答案】C。解析：“马蹄莲”形似马蹄，“蟹爪兰”形似蟹爪；C 项“灯笼椒”形似灯笼，“金针

菇”形似金针。其余三项均不符合题干逻辑关系，均排除。故本题选 C。

22.【答案】A。解析：孤傲是一种品质，孤傲是梅的拟人品质；A 项热情是一种性格，热情是火的

拟人品质。B 项团圆不是一种食品，排除。C 项和平不是一种象征，排除。D 项红灯传达的是禁行的信息，

排除。故本题选 A。

23.【答案】B。解析：甲骨文和电纸书都有记录文字的功能，前者是古代出现的且已经不使用了；

B 项烽火台和通信卫星都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前者是古代出现的且已经不使用了。A 项毛笔现今还在使

用，排除。C项弓箭现今还在使用，排除。D 项算盘现今还在使用，排除。故本题选 B。

24.【答案】D。解析：钢铁是金属的一种，D 项馒头是食物的一种。A 项头是身体的组成部分，排

除。B 项武汉市位于湖北省，排除。C 项饼干是食品的一种，但词语位置与题干的相反，排除。故本题

选 D。

25.【答案】D。解析：“峰回路转”和“山穷水尽”为反义关系，D 项“囫囵吞枣”和“融会贯通”

为反义关系。其余三项均不是反义关系，均排除。故本题选 D。

26.【答案】A。解析：“自我知识”的定义要点是“关于某人自己的心智状态的知识，包括关于某

人自己当下的经验、思想、信念或愿望的知识”。A 项“某地正在下雨”不是关于自己当下的知识，不符

合定义要点。B 项“决定换一个工作”即关于某人自己当下的愿望的知识，符合定义要点，排除。C 项

“意识到”即关于某人自己当下的思想的知识，符合定义要点，排除。D 项“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一定会

成功”即关于某人自己当下的信念的知识，符合定义要点，排除。故本题选 A。

27.【答案】A。解析：“新媒体”的定义要点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区别于四大传统意

义上的媒体”。A 项“具有接收新闻功能的 4G 智能手机”属于新的技术支撑下出现的新媒体，符合定义

要点。B 项“电视”属于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不符合定义要点，排除。C 项报纸属于四大传统意义

上的媒体，不符合定义要点，排除。D项“广场上”即户外，属于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不符合定义

要点，排除。故本题选 A。

28.【答案】D。解析：“名词意动用法”的定义要点是“把名词后面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作

这个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A 项“小鲁”“小天下”是主观上认为鲁和天下小，属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排除。B 项只是简单的陈述句，其中不涉及“名词后面的宾语”，排除。C 项“奇其言”“壮其貌”是以

“他”的言谈新奇和外貌壮美来判定“他”的性质，属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排除。D 项“侣鱼虾而友

麋鹿”是把“鱼虾”当伴侣，把“麋鹿”当朋友，属于名词意动用法。故本题选 D。

29.【答案】A。解析：“威客模式”的定义要点：①通过互联网；②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

学习中的问题；③让知识、智慧、经验、技能产生经济价值。A 项“在网络上远程帮助他人修理电脑”

符合①②，让自己的知识、技能产生经济价值，符合③；B 项运用人脉资源实现盈利、C 项依靠在网站

上发布摄影器材广告带来收入，均不是“解决问题”，且不是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

不符合②③；D项“免费回答”没有“产生经济价值”，不符合③。故本题选 A。

30.【答案】A。解析：“文饰作用”的定义要点：①为掩饰不符合社会价值标准、明显不合理的行

为或不能达到个人追求目标时；②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环境中找理由为自己辩护；③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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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以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或愿望。A 项“能力不够，没有报名竞聘”即不能达到个人追求目标时，

①符合，“说自己不屑参加”即在自己身上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以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符合②③，符

合定义。B 项“把自己的手弄伤”不是找理由，不符合②，排除。C 项“串通证人”不是找理由，不符

合②，排除。D项“经过研究”即失败的原因是客观的、合理的，不符合①，排除。故本题选 A。

31.【答案】B。解析：将原数列写成幂指修正形式：1=16，32=25，81=34，64=43，25=52，底数：1、

2、3、4、5、（6），为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指数：6、5、4、3、2、（1），是公差为-1 的等差数列。因

此原数列未知项为 61=6。故本题选 B。

32.【答案】A。解析：原数列是公差为 11的等差数列，因此原数列未知项为 59+11=70。故本题选 A。

33.【答案】C。解析：原数列后项减前项得到：4、8、16、32、64、（128），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

列。因此原数列未知项为 125+128=253。故本题选 C。

34.【答案】D。解析：原数列后项除以前项得到：-5、-2、1、4、（7），是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

因此原数列未知项为 40×7=280。故本题选 D。

35.【答案】B。解析：倒推法。第五次操作之前，袋中有（5-1）×2=8 个球；第四次操作之前，袋

中有（8-1）×2=14 个球；第三次操作之前，袋中有（14-1）×2=26 个球；第二次操作之前，袋中有（26-1）

×2=50 个球；第一次操作之前，即最开始，袋中有（50-1）×2=98 个球。故本题选 B。

36.【答案】A。解析：题干第一组汉字均为左右结构，第二组前两个汉字均为左右结构，则问号处

汉字应为左右结构。观察选项，只有 A 项符合。故本题选 A。

37.【答案】B。解析：题干第一组汉字均为上下结构，第二组前两个汉字均为上下结构，则问号处

汉字应为上下结构。观察选项，只有 B 项符合。故本题选 B。

38.【答案】D。解析：题干第一组汉字读音依次为：qīng、qíng、qǐng，第二组前两个汉字读音依

次为：qī、qí，则问号处汉字读音应为 qǐ。观察选项，只有 D 项符合。故本题选 D。

39.【答案】D。解析：题干各图形封闭空间数均为 2，且上下分布，则问号处图形封闭空间数应为

2，且上下分布。观察选项，只有 D 项符合。故本题选 D。

40.【答案】D。解析：题干图形均含有一条对称轴与图形线条重合，则问号处图形应含有一条对称

轴与图形线条重合。观察选项，只有 D 项符合。故本题选 D。

二、单选题

41.【答案】ABC。解析：“蓝海 101”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是我国海洋渔业科考船体系建设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渔业航母”，是农业农村部迄今投资最多、吨位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海洋渔业

科学调查船，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国之重器”，也是“农业现代化标志性工程”之一。故本题选 ABC。

42.【答案】BCD。解析：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表示，中国将于 2020 年探测火星，通过火星卫

星、火星着陆器、火星车天地联合探测火星，目前火星车已经做好。故本题选 BCD。

43.【答案】BCD。解析：A 项错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没有党自身的特殊利益。B、C、D三项正确，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推进现代化建

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故本题选 BCD。

44.【答案】ABCD。解析：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

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

民主。故本题选 ABCD。

45.【答案】BD。解析：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表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就

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故本题选 BD。

46.【答案】ACD。解析：A 项正确，企业只有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抓

住机遇，加快发展。B 项错误，该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

值”的困境，“低价竞争”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C项正确，企业的信誉和形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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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通过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形成本企业的竞争优势。D 项正确，企业形

成自身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加市场竞争合力，创造稳定的市场。故本题选 ACD。

47.【答案】ABC。解析：《刑法》第 25 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题干

中甲、乙共同对丙实施伤害行为，导致丙身受一处重伤，因此，甲、乙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共犯，并均应

对丙的重伤负责。A、B、C项说法均错误。故本题选 ABC。

48.【答案】BC。解析：A项错误，根据《宪法》第 34 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

公民，都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B项正确，《宪法》第 42 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

动的权利和义务。C 项正确，《宪法》第 46 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D项错误，《宪法》第 55 条第一款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故本题选 BC。

49.【答案】ABC。解析：临川四梦，是临川文学的经典名作，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

钗记》《邯郸记》和《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剧是儿女风情戏，后两剧是社会风情剧。《桃花扇》是

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故本题选 ABC。

50.【答案】AB。解析：秦罗敷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以采桑为生。她忠于爱情，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是古赵邯郸美女的代表。作为邯郸历史文化的著名典故之一，她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乐府诗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中均有提到，是《陌上桑》的主人公，在《孔雀东南飞》中代指聪明贤惠的

黄花闺女。故本题选 AB。

三、单选题

51.【答案】A。解析：2019 年 6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故本题说法正确。

52.【答案】B。解析：2019 年 5 月 6日至 8 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故本题说法错误。

53.【答案】B。解析：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故本题说法错误。

54.【答案】B。解析：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

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故本题说法错误。

55.【答案】A。解析：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故本题

说法正确。

56.【答案】B。解析：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故本题说法错误。

57.【答案】A。解析：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公民

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知情权，这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故本题说法正确。

58.【答案】B。解析：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故本题说法错误。

59.【答案】B。解析：“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原则要求人们把消费控制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之内。故本题说法错误。

60.【答案】B。解析：通货膨胀指的是物价总水平出现持续上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存款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通货膨胀率低于储蓄存款利率之时，储蓄存款不会贬值；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储蓄

存款利率的时候，储蓄存款会贬值。题干中“必然贬值”说法错误。故本题说法错误。

61.【答案】A。解析：收入分配公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体现。故

本题说法正确。

62.【答案】A。解析：社会再生产包括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生产起决定作

用，分配和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故本题说法正确。

63.【答案】B。解析：《国歌法》第 15 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

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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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本题说法错误。

64.【答案】B。解析：根据《宪法》第 9条的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故本题说法错误。

65.【答案】B。解析：根据《刑法》第 384 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为挪用公款罪。本题中，冯某

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故本题说法错误。

66.【答案】A。解析：《集会游行示威法》第 6 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

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

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故本题说法正确。

67.【答案】B。解析：指鹿为马的主人公是赵高。秦二世的时候，赵高驾着一头鹿随从二世出行，

二世问他说：“丞相为什么驾着一头鹿呢？”赵高说：“这是一匹马啊！”二世说：“丞相错了，把鹿当作

马了。”赵高说：“这确实是一匹马啊！（如果）陛下认为我的话不对，希望（陛下允许我）问一问群臣。”

群臣之中一半说是鹿，一半说是马。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不能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只好顺从赵高的说法。

故本题说法错误。

68.【答案】A。解析：王莽篡汉指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建立新朝的历史事件。故本题说

法正确。

69.【答案】B。解析：花木兰形象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的叙事诗《木兰辞》中，该诗约作于北魏。

故本题说法错误。

70.【答案】A。解析：红夷大炮，其原型是欧洲在 1600 年前后制造的舰用长炮，明代后期传入中

国，所有类似设计的火炮都被中国统称为红夷大炮，也称红衣大炮，在引进该类火炮后不久，明朝就仿

制成功。故本题说法正确。

四、申论

71.【参考答案】

一、危害：1.危害学生安全。猥亵性侵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外教非法入境或有逃犯身份，学生安全

难以保障。2.教学质量堪忧。外教资质参差不齐，部分外教并不符合教学资格，未从事过语言教学，无

教学方法且责任心不强，教学质量无法保证。3.扰乱市场秩序。许多中介机构对外教水平审核不到位，

形成市场乱象。

二、看法：“外教热”是许多家长想为孩子寻求纯正的外语学习环境而产生的热衷外教教学现象。

但在外教师资匮乏的当下，盲目追求“外教”反而会让“黑外教”有机可乘。外语培训还是应当走出“看

脸时代”，注重教师的真才实学。为此，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外语机构的监查力度；外语机构

也要对学生负责，对不符合教师资格的外籍教师不予聘任；同时，家长在选择外语机构时还要注意甄别。

如此多方合力，才能共同促进外语培训市场良好发展。（344 字）

五、综合写作

72.【参考范文】

以乐观心态成就美好人生

人生之路不会永远平坦，往往曲折艰险。虽然生活中有无数挫折和磨难，但我们仍要有积极乐观的

心情去面对。正如短视频中登场的众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不完美，但他们依然热爱生活。面对缺憾与

挫折，以乐观心态面对生活的人，终会被生活所珍爱，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

以坚持不懈的信念塑造乐观心态。“乐观者在一个灾难中看到一个希望，悲观者在一个希望中看到

一个灾难。”阿里巴巴创办者马云，考重点中学失败了，大学更是考了三年才考上，想念哈佛大学也没

有成功，但是他从未放弃。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让马云不囿于失败的痛苦，而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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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观地面对未来，成就了自己的商业传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唯有坚持不懈，以

乐观之心处之，方能越过荆棘，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以勇往直前的勇气坚定乐观心态。事物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黑暗后总有光亮，山重水复之后便

是柳暗花明。苦难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颗畏惧挫折的心。勇气让苏格拉底即使要身处窘迫也能无

惧坦荡地维护真理；勇气让欧尔·布里在演出中琴弦崩断也能坦然处之；勇气让霍金即使疾病缠身却依

然能攀登科学高峰……可见，只要有面对挫折依然能泰然处之的勇气，逆境就不会将人打倒。乐观面对

生活的磨难，勇于突破自己，必能迎接更好的未来。

以从容不迫的自信拥抱乐观心态。只有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从心底里认可自己，才会拥有无尽的

力量去面对生活的不完美。流浪街头的修补匠索拉利奥，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像安

东尼奥那样伟大的画家。”这句话让他备受鼓舞，能够满怀激情和信心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之中，

最终他成为了一名超越安东尼奥的著名画家。自信能鼓舞人心，自我肯定能让人乐观地直面自我，让自

信的力量创造出辉煌。

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拥有完美无缺的事物，

而是在于即便有遗憾也能怡然自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保持乐观的心态，我们的人

生才会更加丰富多彩，生活才会更有意义。（83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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