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非典”真题精选

一、默写

1.（2003 年陕西 1 题 6 分）根据下面提示默写。(6分，每小

题 2分)

（1）《观书有感》这首诗中用来比喻不断学习新知识、

才能达到新境界的两句诗是： ， 。

（2）王老师已经退休五年了，还一直做我们的课外辅导

员，他的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正如龚自珍的诗句描写的

样： ， 。

（3）在你读过的古诗词中，有许多表达作者理想抱负的

名句，请写出连续的两句。

2.（2004 年陕西 2 题 4分）请你根据下面的提示或要求填空。

（4分）

（1）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结束答记者问时，引用

毛泽东同志长征时期所写《忆秦娥·娄山关》词中“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名句，抒发他不畏艰难、勇

往直前的雄心壮志。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唐代诗人杜甫《望

岳》中的诗句：“ ， 。”

（2）中国古代诗文中，有许多格言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请你写出一则关于品德修养方面的格言。（2分）

二、成语运用

（2003 福建福州 2题 3 分）下列加点的词语运用不当．．的一项

是（ ）。（3 分）

A.2003年中国—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于 6 月 20日在福州圆．

满结束．．．。

B.记者在北京小汤山医院亲眼目睹．．．．了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战

斗中感人的工作场面。

C.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将暴雨警报

广而告之，做到家喻户晓．．．．。

D.神舟发射基地的广大官兵，个个身怀绝技，却因工作的机

密而鲜为人知．．．．。



三、病句辨析

1.（2003 年湖南长沙 3 题）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

A.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非典”疫情慢慢地被控制住了。

B.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高尚的品

质。

C.从他上学的那天起，语文对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D.我将妈妈的一张张笑脸和一句句言语摄入镜头，制成相册。

2.（2003 四川成都 4 题 3分）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

A.白衣天使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他们动人的事迹和牺

牲精神在广大人民心中传扬。

B.在阅读文学名著的过程中，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感悟了人生的真谛。

C.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好属于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

——地球。

D.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非常分外轻逸，似远似近，似近似



远，又似有似无。

四、说明文阅读

（一）（2003 年湖北武汉第 13～15 题 12 分）阅读下文，回

答问题。

病毒——人类的竞争者

（美）斎姆士 •崔费尔

或许有人看过电影《星际旅行》，影片中的医疗技术是非

常先进的。他们的大脑外科手术只需要把一些仪器放在病人

的前额上，就能为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做出完整的诊断和治疗。

虽然有这么精湛的技术，但他们还是治不好日常的感冒。

今天，我们对病毒的研究越深，就越能发现这个电影竟是准

确得令人吃惊的预言。

病毒，可以说是我们所知无生命的东西中最复杂的，或者

说是有生命的东西中最简单的。

到底怎么说好，要看你如何定义“生命”一词。病毒的

构成，是 DNA 的分子或是其近亲 RNA,被包围在由蛋白质构成

的壳内。这外壳能骗过细胞，让它以为病毒是有资格进入其



内部的。

一旦进入细胞内部的作业区域，病毒就脱掉外壳，欺骗

细胞的化学固定运作方式，制造更多的病毒。这个过程一直

进行到细胞的资源用尽为止，这时复制的病毒就移动到细胞

的外面去侵略其他细胞。因此，虽然病毒本身不能像生物一

样复制自己，却能在找到合适的健康细胞时通过复制来繁殖。

病毒的生存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治疗病毒引发的疾病会如

此困难。因细胞侵入而引发的疾病，可以用抗生素来治愈。

许多抗生素的工作原理，是将抗生素本身附着于制作细胞外

壁所必需的分子上，因而可以防止新的细胞壁被复制出来,

但是病毒并没有细胞壁，任何杀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的药物，

也会杀死附近健康的细胞。要和病毒作战，就必须深入到细

胞自身内部的化学运作中，这是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的事。

事实上，目前我们对抗病毒最有效的防制是使用能启动人体

免疫系统的疫苗。利用这样的疫苗，我们终于在全世界消灭

了天花,美国已使小儿麻痹等病毒不再是重大的保健问题。然



而，艾滋病病毒的散布是致命的，它提醒我们知道，在没有

有效疫苗的时候，病毒疾病是如何肆虐的。病毒常用的武器

有病毒的突变和它们从一个病毒转移核酸到另一个病毒的能

力。你身体中的细胞分裂时，就有复杂的“校正”机制运行，

以确保所拷贝的 DNA 是和原版完全相同的，其精确度达到了

平均十亿次才有一次错误的比率。但病毒却是没有校正机制

的。测量结果显示，艾滋病病毒单纯的 DNA 复制所包含的错

误，可以达到每两千次就有一个错误的程度。这就是说，病

毒突变的比率对细胞形态而言，是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此

外，如果两个以上的病毒同时攻击一个细胞，它们还可以交

换 DNA 或 RNA 片段，在过程中制造出一种全新的病毒物种。

这些效应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人类要经常面对新类型病毒的

侵袭。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我们都必须接种新疫苗，以预防新

型的流行性感冒。

当今社会，特别致命的病毒可能会重创甚至完全消灭一

个小区域中的人口——请回想 1995 年在非洲扎伊尔的爱博



拉内出血病毒的流行。不过，这些不幸的灾难也提供给人类

种族的一种保护，因为最后的病毒也会随着最后一位人类寄

主的死亡而同归于尽。然而，今天交通便利，还以“同归于

尽”的方式来保护人类种族的延续，显然是徒劳的，新的病

毒能在我们察知其存在以前，就散播到地球上的各大洲。此

外，当人类对荒野的无限制侵犯以后，策野的界限日益模糊

了，我们也就会遭遇越来越多从前没接触过的病毒，给它们

获得新寄主的机会，而源自野生动物身上的一些病毒，人类

是没有直接防卫能力的。例如原来的艾滋病病毒，据传是由

原本只会感染猿猴的病毒突变而来的；一位猎人在剥制一只

感染了突变病毒的猿猴皮毛时，割伤了手指，就把致命的疾

病散播到全世界了。

想不想知道真实的恶梦是什么样?请你想像一种像是引发

艾滋病的病毒,让病主能活下去，而在他们死亡前的多年时间

散布这种病毒然后再想像这病毒经过空气传播，像是流行性

感冒和日常感冒，在我们能对付它以前，会先死掉几十亿人。



依照诺贝尔奖得主灼书亚•莱德伯格的说法：“在统御地

球上，我们的真正竞争者是病毒。人类的延续存活并不是必

定的。”

1.为什么会经常产生新类型病毒?（4 分）

2.在当今社会，人类特别容易遭受病毒重创的原因是什么？

（4分）

3.依据本文的信息，说说人类最终战胜 SARS 病毒（非典型性

肺炎病毒）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4分）

（二）（2004 年浙江杭州第 15~18 题 14 分）

细菌和病毒都是可以致病的微生物，但它们的特征区别

很大。细菌虽然小，要在光学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但它除

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位核酸之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

套设施。包括作为居住“公馆”的细胞壁，储存营养物质的



“仓库”，以及进行新陈代谢的“化工车间”。依靠这些，

细菌能够摄取外界的物质并加工成需要的能量。

而病毒就更小了，也可怜得多，且不奢谈“库房”和“车

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实际上它只

有一个分子大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整个家当也只

是一条表示生命的核酸而已。如果拿人来做比喻，细菌最起

码也有条裤子，有只讨饭碗，有根打狗棒。所以细茵虽然必

须在人体内部的良好环境中才能繁殖，但处在恶劣环境中仍

能生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病毒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除了

它的生命和一张吃奶的嘴外便一无所有，毫无独立生存的能

力。因而病毒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的细胞内部，靠“窃取”

细胞里的现成营养才能生存。一旦被排出体外，病毒就活不

了几小时。

大部分抗生素对细菌起作用，是因为抗生素可以抑制细

胞繁殖，干扰它们形成新的遗传结构或者细胞壁。而正因为

病毒只能寄生在别人的细胞内，自己不能完成这些生化反应，



所以抗生素对病毒全无作用。

病毒的生存能力既然这么弱，为什么还会那样猖獗呢？

例如埃博拉的感染力极强，病死率可达 80％。实际上大多数

病毒远没有那么可怕，有的也不会使人得病。冠状病毒本来

致病的能力并不强，问题在于“变种”上。变异的病毒和原

来的不同了，它可能是无害的，但也可能变成“杀伤力”更

大的病毒。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因反复变异而使杀伤力次

第增大。因为就杀伤力而言，变异就像赌博，总是有输有赢，

不断地赢下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至少有史以来还没有过

这样的记录。如果有过，可能现在就没有我们的存在了。

必须指出的是杀伤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病毒一方，更重

要的是人群的免疫力。变种冠状病毒之所以为患甚大，很重

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变种后的新病毒。当

人群有足够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

也就小得多了。

1．文章多处运用比喻说明的方法。下列比喻分别具有什么作



用？（4分）

①（病毒）且不奢谈“库房”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

壳的“茅草房”也没有。

②变异就像赌博，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赢下去的几率是微

乎其微的。

2．文章从哪几方面把病毒和细菌作比较？请分点概括回答。

（4分）

3．根据病毒的特征，给病毒下一个定义。（不超过 35个字）

（3分）

4．本文说明的中心是什么？请简要回答。（3分）

（三）（2003 江苏淮安 10~14 题 15 分）



病毒的自述

我们家族的名弥是“病毒，顾名思义，就是能致病的毒物。

因此，人们谈病毒色变。可是，这不能赖我们呀！是你们人

类给我们起了这么一个不雅的名称。

我们也不好怪人类，给我们起这个名称也是有来由的。19

世纪末，烟草得了花叶病，荷兰植物学家比林杰克杷有病的

烟叶捣碎，挤出液汁，用没上袖的瓷过滤器过滤，滤过的液

汁用当时景好的显微镜都查不出有什么细菌，可是它仍然能

让烟草得病。比林杰克认为，这一定是比翎菌还小的微粒在

作怪。他把这类微粒叫做“病毒”，人类就是这样第一次结．

识．了我们。后来发现，人类许多疾病，如流感、麻疹、肝炎、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等等，其罪魁祸首也都是我们，

把我们称作病毒就更有理由了。

人类的本事越来越大，科学家终于看到了我们的真面目。

我们家族最小的成员只有细菌的千分之几那么大，直径只有

百万分之一厘米，大的也只有百万分之二十五厘米。我们的



构造比细菌简单得多。我们根本没有细胞结构，只不过是有

一个核酸分子（一种记录遗传密码的物质）外包一层蛋白质

外売而已。

其实同世界万物一样，我们之中有有害的病毒，也有有益

的病毒。

20世纪初，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家族中有些成员有孙悟

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内的本领，能钻到细菌体内，在那里繁殖，

使细菌死亡，科学家杷它们叫做“噬菌体”。人种了牛痘可以

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力，牛疱就是经过“改造”后毒性减弱的

天花病毒。经过这一番改造,它不仅不再危害人类，还反戈一

击，帮助人类消灭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现在许多种疾病的病

毒都已用来制造疫苗为人类服务了。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些成

员叫做“肠道腐生病毒。它们在婴儿出生以后不久就进入婴

儿肠道，在人一生中始终呆在那里。其中有些是有益的。它

们可以住进入体产生有防治疾病作用的干扰素，抑制能致病

的肠道病毒、流感病毒等等。科学家现在已研制成活肠道病



毒疚苗，它能预防多种传染病，甚至还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哩！

事实说明，我们可以为人类服务。当然，现在我们服务

得很不够，我们家族有些成员还在危害人类。譬如，新成员

SARS 病毒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麻烦。这是因为人类对我们的研

究还不充分。我们相信人类会更加深入地探索我们的奥秘，

使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选自苏教版《自读课本》第四册，有改动）

1.“人类就是这样第一次结识了我们”中的“结识”不能改

成“认识”，为什么？（2分）

2. 第 3段主要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作用是什么？（3分）

3. 病毒与细菌在构造上的不同点是：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3 分）

4. 下列信息与原文不一致．．．的一项是（3分）（ ）



A. 荷兰植物学家比林杰克研究烟草花叶病，将致病的微粒命

名为“病毒”。

B. 病毒分为有害病毒和有益病毒，即使是有害病毒，有的也

能为人类服务。

C.“噬菌体”病毒是一种能够钻到细菌体内，进而繁殖，并

使细菌死亡的病毒。

D.“肠道腐生病毒”是在婴儿出生不久就进人婴儿肠道，并

始终呆在那里的有益病毒。

5. 你读了这篇文章，得到了哪些启示？（4 分）

（四）（2003 江苏南通 11~15 题 13 分）阅读下面一篇文章，

完成 1~5题。

生物细胞是病毒的“家”

①什么是 SARS 致病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布：是病毒，

而不是细菌或衣原体。这就是各种抗菌素对此病无效的原因。



病毒是世界上最小的生物，它比细菌、衣原体的组成简单得

多，仅由一个蛋白质外壳和包在其中的遗传物质核酸分子

(DNA 或 RNA)组成。而细菌是完整的单细胞，有细胞壁、细胞

膜、细胞质、染色体，所含的化学成分主要有脂多糖、蛋白

质、DNA 和 RNA 核酸分子等。衣原体的结构类似细菌，但比

细菌稍小。细菌的大小通常为 0．5 到 5 微米，衣原体为 0.3

到 1 微米，而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 100 多倍。在生存能

力方面，细菌能在自然界独立存活并繁殖；衣原体虽能在自

然界存活，却必须进入被感染生物的细胞后才开始繁殖；而

病毒却在自然界中无法独立生存，它们需要在活细胞中过寄

生生活，并依靠所寄生的活细胞的代谢才能复制扩增。因此

生物细胞是病毒的"家"，在许多情况下，病毒与宿主能够共

存，不会引起明显的疾病。

②SARS 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名称来源于此

类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 )出的一种花冠状外围的形

态。冠状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引起急性、亚急性或慢性疾病，



最典型的是通常于冬季或春季在人群中引发上呼吸道感染。

冠状病毒还有引发胃肠道感染的可能性。在动物中，冠状病

毒会引起啮齿动物传染性支气管炎和猪的胃肠炎。冠状病毒

颗粒的大小为 60-220 毫微米，这就是预防 SARS 需要戴 12 层

以上的厚口罩、杀灭 SARS 病毒需要选用能使蛋白质和核酸分

子失活的消毒剂的道理。

(选自 2003 年 5 月 7日《大河报》，有改动)

1．选出填入第 2 段括号中最哈当的词语。(2分)

A．出现 B. 表现 C．呈现 D．浮现

2.选文第①段从以下两方面将细菌、衣原体和病毒进行比较：

(2分)

（1）从 方面

（2）从 方面

3.作者将生物细胞比作病毒的"家"，是因为病毒

。

(用原文回答)(3 分)



4. 根据上文，可以推测第①段中的“宿主”是指

。(2分)

5.在防“非典”期间，假如你母亲去超市购物，准备戴-个只

有 6 层纱布的口罩，你如何劝说她戴上 12 层纱布的厚口罩?

请将你要说的话写在下面。(提示：①说明理由时可用文中的

原句；②说话要得体；③不超过 40字。)(4 分)

（五）（2003 江苏盐城 22~26 题 12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

回答第 1〜5 题。

人体内有一种淋巴细胞，它们是人的“生命卫士”,担负

着消灭外来入侵病毒的重任，医学上称之为“免疫细胞二人

类二十世纪，这些“生命卫士”遇到了一种强悍凶险的对手

——艾滋病毒。这种病毒十分狡诈，一旦侵入人体细胞组织，

它们就会用“融合”的手段进入免疫细胞内部。原先的“生

命卫士”被迅速异化为病毒感染细胞。并会“走火入魔”发



疯似地复制，病人每天大约会产生 1000 万个变异的病毒颗

粒。由于它的高速的变异和复制，病人即使釆用抗病毒药物

进行剿杀，这些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也马上会针对性地再度变

异，使抗病毒药物在一段时间后失去攻击能力，也就是说病

人很快会出现“耐药”反应。当人体“生命卫士”的组织系

统被瓦解后，病人就会并发多种疾病，直至死亡，所以艾滋

病也被称为人体免疫系统缺陷综合症。

八年前，科学家针对耐药性，变单一抗病毒药物治疗为

多种抗病毒药物的配伍联合用药，创造了 “鸡尾酒”疗法，

虽然有较好抑制病毒的作用，但最终还是不能逃避“耐药”

的黑洞。最近美国和瑞士的科学家共同研制的一种新型的抗

艾滋病病毒药物，有可能使之成为首个能逃避“耐药”黑洞

的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该药的神奇之姓在于它能有效阻断

艾滋病毒融入免疫细胞内部，就像给人体的“生命卫士”穿

上了坚固的防弹衣，使病毒无法进入免疫细胞内部进行“策

反，并无从复制和变异，只能处于“孤立”状态，最终在免



疫细胞和抗病毒药物面前束手待毙。这一新型药物己得到美

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将用于临床。

（选自《新民晚报》2003 年 5 月 25 日）

1.第 1 段开头为什么把人体内的一种淋巴细胞称之为人的

“生命卫士”？（2 分）

2.根据第 1 段内容，为下图的 3 个空白处填写恰当的词语。

（3分）

3. 第 3段“只能处于'孤立'状态”中“孤立”的意思是什么？

（依据文中语句回答）（2分）

4. 第 3段中加点的“有可能”能不能去掉？为什么？（3 分）



5.请用简沽的语言概括这篇文章的大意。（2 分）

（六）[2003 年四川泸州 A 卷二（二）题 10分]

非典型肺炎是指近来世界部分国家和我国局部地区发生

的，原因不明，主要以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为主

的呼吸道传染病。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引起非典型肺

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新种，称为 SARS 病毒。非典型肺炎传

染性较强，病情重，进展快，危害大。

非典型肺炎与普通感冒的症状有所区别，非典型肺炎临床

表现为起病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体温一般高于 38摄氏度，

偶有畏寒，可伴有头痛、关节酸痛、全身乏力、腹泻等；一

般没有上呼吸道其他症状；可有干咳，少痰，偶有血丝痰;

可有胸闷，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加速、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

普通感冒通常是在淋雨、受凉、过度疲劳后，因抵抗力下降，

才容易得。因此，普通感冒往往是个别出现，不会像非典型



肺炎那样流行。普通感冒发病时，多数是低热，很少高热，

病人鼻塞流涕、咽喉疼痛、头痛、全身酸痛、疲乏无力，症

状较轻微，如果没有并发症，一般不会危及生命。

非典型肺炎的潜伏期一般为 2 至 12 天，通常在 4到 5 天。

它的传播方式可能主要是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传播，以及与

病人密切接触感染。密切接触是指：治疗或护理病人、探视

病人；与病人共同生活；直接接触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或体

液。

对非典型肺炎，目前还没有消灭病毒的特效药物和治疗办

法，但经过及时的支持性治疗和对症治疗后，绝大多数病人

可以痊愈康复。

非典型肺炎是可以预防的。个人怎样预防非典型肺炎呢?

主要是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经常洗手，洗手后，

要用清洁的毛巾或紙巾擦干；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孔后要

洗手；不要共用餐具、茶具和毛巾；注意饮食均衡，定期运

动，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増减衣服；注意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尽量不到人口密集、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

场所。

1.本文的说明对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2.本文第一、二段主要运用的两种说明方法是______、

______。本文的说明顺序是_____________。（3 分）

3.非典型肺炎的首发症状是什么?个人怎样预防非典型肺炎?

（2分）

首发症状：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怎样预防：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说明文语言讲究准确性。本文也不例外，请在第 3 段中找

出一例写在下面的横线上。（1 分）

5.下列句子意思与原文不一致．．．的是（ ）（2分）

A.普通感冒如果没有并发症，一般不会危及生命。

B.普通感冒往往是个别出现，而非典型肺炎传染性较强。

C.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物和治疗方法，人



们对它束手无策。

D.为避免传染上非典型肺炎，我们不要与病人密切接触。

（七）（2003 山东东营 15~18 题 12 分）

免疫功能好 抗病能力强

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微生物的包围之中：细菌、病毒、

衣原体、支原体、真菌、 螺旋体……几乎无处不在，最近又

冒出来一个“非典型肺炎”。虽然面临着这么多 威胁，但大

多数人还是能抵挡住疾病，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体有精妙、强

大的免疫 系统，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敢于来犯的外敌。细菌、

病毒等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后，一定会遇到免疫系统的层层

设防和免疫大军的顽强抵抗。

免疫系统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系统，它由免疫器官、免疫

细胞和免疫分子组成。免疫器官主要包括骨髓、胸腺、脾脏

和淋巴结，其中，骨髓和胸腺属于中枢免疫器官，就像部队

的大本营和训练基地；脾脏和淋巴结则属于外周免疫器官，

它们是免疫细胞“作战”的战场。



骨腔中绵软、鲜红的组织就是骨髓，它是各种血液细胞

产生的场所。在成年人体内，大约有 2—3升骨髓，占体重的

2％—5％。其中造血干细胞是各种免疫细胞的“祖先”，在不

同的因子作用下，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免疫细胞。胸腺位于胸

骨后面，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脾脏是血液的主要过滤器

官，也是体内最大的免疫器官。淋巴结的形状像蚕豆，遍布

全身各处，并通过淋巴管串起来。外围淋巴 器官在体内分布

广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外敌”来了，淋巴结内会聚集

大量的免疫“士兵”。如果细菌进入呼吸道造成感染，将有扁

桃体和颈部淋巴结去应对。这时，扁桃体和淋巴结肿大，这

正是免疫细胞和细菌激烈战斗的结果。

免疫细胞的种类很多，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天

然杀伤细胞，等等。它们相当于不同的士兵，各兵种形象不

同、功能不同、任务不同，在与病原微生物的战斗中，不同

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之间相互协作，对病原微生物发起多

方位的立体进攻，限制微生物在体内的生长和繁殖，直至将



它们彻底消灭、清除。

在人体内，淋巴细胞数量高达 1012，个，是保卫身体健

康的特种兵。淋巴细胞在体内不断运动，可以随时发现外敌，

打击敌人。所以，不管是细菌、病毒，还是“非典型肺炎”，

感染的人毕竟是少数，人体相当强的免疫功能能够进行有效

抵抗．不必大紧张。

但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免疫功能也是不同的。老年

人、慢性病人等可能会有免疫功能紊乱和低下的情况，正常

人在身体疲劳时和不良的环境中免疫能力也可能下降。因此，

要保持良好的免疫能力，必须健康、科学地生活，同时也要

锻炼身体，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中医有一句话：“正

气存内．邪不可千。”只要免疫功能良好，就不惧来犯之敌。

1．第一段中加点的“外敌”指的是 。(2分)

2．根据文章内容，完成下面的图表。(3分)



3．写出文中的一个比喻句并说明其表达作用。(3分)

比喻句：

表达作用：

4．最后一段“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的“正气”在文中指

什么?结合全文，谈谈怎样才能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4分)

（八）（2003 山东潍坊 5~7 题 7分）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3

题。

病毒的秘密

①病毒和细菌都是可以致病的微生物，但彼此的特征区



别很大。细菌虽然小，但它除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位核酸之

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包括作为居住“公馆”

的细胞壁，储存营养物质的“仓库”以及进行新陈代谢的“化

工车间”。依靠这些，细菌能够摄取外界的物质并加工成需

要的能量。而病毒就更小了，也可怜得多，且不奢谈“库房”

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它只

有一个分子大小，整个家当也只是一条表示生命的核酸而已。

细菌虽然必须在人体内部（或相当条件）的良好环境下才能

繁殖，但处在恶劣环境中时仍能生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病

毒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除了它的生命和一张吃奶的嘴外便

一无所有，毫无独立生存能力，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的细胞

内部，靠“窃取”细胞里的现成营养才能生存。一旦被排出

体外，离开了安乐窝的病毒就活不了几个小时。

②病毒的生存能力既然这样弱，为什么还会那样猖獗

呢？实际上大多数病毒远没有那么可怕，有的也不会使人致

病，冠状病毒本来致病的能力也并不强。但病毒会“变异”，



变异的病毒和原来的不同了，可能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病

毒。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因反复变异而使杀伤力次第增大，

因为就杀伤力而言，变异就像赌博，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

贏下去的几率是微乎其徽的，至少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

记录，如果有过，现在可能就没有我们的存在了。必须指出

的是“杀伤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病毒一方，更重要的是人

群的免疫力。变种冠状病毒之所以为患甚大，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是人类还没缺触过这变异后的新病毒，当人群中有足够

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也就小得多

了。

1. 文章第①段主要使用了两种说明方法，请从中选择一种，

结合文章内容分析其作用。（3分）

2. 影响病毒对人体的杀伤力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请阅

读文章第②自然段，作简要分析。（2分）



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 病毒和细菌,都只是仅仅拥有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核

酸。

B. 病毒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细胞内部，靠“窃取”取观成的

营养生存。

C. 病毒“变异”之后，就全都变成了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的病毒。

D. 当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病毒对人类就没

有威胁了。

（九）（200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题 19 分）阅读文章，

按要求答题。

认识非典型肺炎

①从医学角度肺炎可分成典型肺炎和非典型肺炎。

②典型肺炎主要指由细菌引起的不具有传染性的大叶肺



炎；非典型肺炎是指近来世界部分国家和我国局部地区发生

的，原因不明，主要以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为主

的呼吸道传染病。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引起本次非典

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科新种，称为 SARS 病毒，传染性

强，病情重，进展快，危害大。

③典型性肺炎不具有传染性，患者的咳嗽中伴有黄痰。

在治疗中，使用一般抗菌药物即可控制病情;而非典型肺炎具

有很强的传染性，患者会持续发烧。伴有没有痰的干咳，同

时有胸闷、呼吸困难、憋气，到医院检查，X 光片上有散状

片状阴影。在治疗中使用一般抗菌药物无法控制病情。

④非典型肺炎的传播方式可能主要是通过近距离空气飞

沫传播，以及与病人密切接触造成的。密切接触是指：治疗

或护理病人、探视病人、与病人共同生活、直接接触病人的

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

⑤在预防方面首先要加强科普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此

病的特征与预防方法，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



具体方法包括：户内经常通风换气，经常清洗空调的隔尘网，

勤打扫环境卫生，勤晒衣服和被褥等；对出现病人的家庭，

应进行医学监测，并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取消毒措施;

出现病例较多的地区，要采取措施，减少人流往来，不举行

群众性集会;社区的商场、超市、影剧院要对有关设备和场所

进行消毒。

⑥同时要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在各种场所

不随地吐痰；要勤洗手，打喷嚏、咳嗽应掩口鼻，之后要洗

手;尽量不聚餐，不要共用餐具、茶具和毛巾；注意饮食均衡，

定期运动，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休息，避免过

度疲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尽量不到人口密集、空气流通

不畅的公共场所。

⑦当家人或朋友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时，应当在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对患者家中或近期曾滞留的

场所进行消毒处理，包括空气、家具、衣物等；为控制疫情，

与患者密切接触者应配合症病控制机构进行医学观察或隔



离，一般为两周；避免探视病人，如必须探视时，一定要戴

口罩，并穿防护服；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不适要

马上到医院检查。

⑧非典型肺炎不仅可以预防，同时也是可以治愈的。

⑨现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广州已经总结了很好的防治经

验，治疗方法主要是采取综合治疗，包括对症治疗、支持治

疗和相对的一些预防感染治疗。对症治疗就是针对它的一些

症状如发烧、咳嗽等等使用一些抗菌药物或者抗病毒的药物

进行治疗。支持性疗法主要是输给氧气，肺发炎了，就会缺

少氧气，人缺氧就跟煤气中毒似的。另外，还可以使用一些

能够促进肌体增强免疫的药物。这样进行综合治疗，是可以

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

⑩人类针对“非典”的科学攻关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引

起“非典”的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已经完

成，快速检测试剂也已研制成功。人类从发现艾滋病病毒到

完成病毒测序用了 3 年，而从发现“非典”病毒到完成基因



测序只用了 3 个月。

1.非典型肺炎主要传播方式和特点是什么？(4分)

①主要传播方式：

②特点：

2.第③段主要介绍了

。(3分)

3.请用简洁语言综合概括⑤至⑦段的内容。(3分)

4.当前我国对非典型肺炎的综合治疗具体包括哪些方法？(3

分)

5.人类对“非典型肺炎”的科学攻关已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

果？(3分)



6.除上文所说之外，你认为防治“非典型肺炎”还有哪些好

的方法？(联系生活实际，不超过 30字)(3 分)

五、议论文阅读

（2003 河南 15~19 题 10 分）阅读下面短文，完成 1~5题。

非典时期的非常感动

①非典肆虐，世人震恐，但我看到的一些镜头给我的震撼

力，远远超过了非典。

②全世界的生物学家和传染病学家，在研究非典的过程中

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忘掉诺贝尔,不计专利，知识共享。

他们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条件，及时公开自己研究的新成果，

以供同行利用开发，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非典冠状病毒

的了解速度之快，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科学家们自觉地

结成了国际联盟，合力征讨非典。这种．．博大的胸怀、同仇敌

忾的精抻，不令人感动吗？



③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的政治文明，在新一届领导人身

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和非典的严峻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

了信息公开的巨大力度，看到了政府的健康、自信和力量，

这个变化在中国是具有震撼力的。虽然和非典的斗争是阶段

性的，但这种政治进步的意义则是深远的，我们不该为此而

感动吗？

④每当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一身白色“戎装”战斗在抗非第

一线的白衣战士，我就充满虔敬，想起了主动请缨为消灭非

典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叶欣、邓练贤、梁世奎；想起他们

“这里危险，让我来!”“我是医生，我不怕！”等令人刻骨

铭心的话语；想起了主动要求以身试毒的 74岁的老军医姜素

椿……他们视疫情为敌情，把医院当战场，在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舍生忘死，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谱写了一

曲曲光辉壮丽的人生赞歌。他们是和平时期的董存瑞、邱少

云、黄继光。特别是在今天，当那些权势的附庸、拜金的奴

才仍在物欲的泥淖中蠢蠢蠕动，奸商们借着这场突如其来的



灾难造假制劣、哄抬物价、残害国人之时，抗非英雄的高风

亮节，不更令人感动吗？

1.第②段中“忘掉诺贝尔”的含义是什么？（2 分）

2.第②段中加点的“这种”在文中具体指代什么？（2 分）

3.写出本文所使用的的两种主要论证方法，并各举一例。（2

分）

4.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文章分别从 、中国

的政治进步、 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论点。（3分）

5.请你给战斗在抗非第一线的白衣战士写上你最想说的话。

（20字左右）（1 分）



六、写作

1.（2003 年广西 27（1）题 50 分）最近，新闻媒体上最震撼

人心的广告语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

典！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都在与“非

典”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在我

们的身边，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发生着许多发人深思的变

化。请你选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讲

述出来，让我们一起分卓它的甘苦。题目自拟。

2.（2003 年湖北恩施 27（2）题 50 分）5 月 23 日，深港科

学家联手初步锁定“非典”病源为果子狸。动物 SARS 样病毒

是人类 SAPS 病毒的前体 驰可显懑槊裕切接触者。紧接着又

从蝙蝠、蛇、猴等动物身上发现“非典”病毒。科学家一再

警告：人类要远离野生动物。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猎捕、滥

杀、乱吃野生动物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请你以“非典与野生动物”为话题，写一篇文章，题目

自拟，角度自定，文体不限。



3.（2003 年四川泸州 A 卷三题 50 分）在“非典”疫情袭来

的时候，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科学防治，共抗“非典”。在这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个人都是战士，为战胜“非典”

无私奉献——白衣天使、公安干警、学校老师、普通公民”,

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感动我们每一天。

请你以“感动”为话题，写一篇作文。若不了解抗击“非

典”的人或事,也可以用你熟悉的别的内容来写这一话题。

要求：①题目自拟。 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③内容具体，

有真情实感。④600字左右，不用续卷纸。⑤文中不得出现

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

4.（2003 海南 26 题 50 分）生命的日子，有晴天、也会有阴

天、雨天、雪天。人生的路上，有平川坦途，也有无舟之渡，

无桥之岸。有人说，磨难是生命的常态。看，今天我们遭遇

着“非典”的袭击，昨天，我们也许曾遭遇过师长父母的误

解苛责、学业的挫折与失败、人生的大小苦难……在人生的

道路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困难？



请以“遭遇困难”为话题，自定角度，自拟文题，写一篇

不少于 600字的作文。可以记叙经历故事，也可以发表议论、

感受，文体不限。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书写务

请工整、清洁。

5.（2003 山东德州四题 50分）在 1950 年的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争中，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被誉为最可爱的人。1979 年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许多

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被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今

年，SARS 病毒侵袭人类，我国部分地区“非典”疫情肆虐，

白衣卫士们勇敢的站了出来，为了人类的健康，不顾生命危

险，义无反顾奔向防治非典第一线，被称为当代最可爱的人。

请你以“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

题材，结合自己熟悉的事例写一篇作文，字数在 600字以上。



参考答案

一、默写

1.（1）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3）答案示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僵卧

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2.（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示例：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或：言必信，行必果。

二、成语

B【解析】“目睹”就是“亲眼看见”的意思，不能与“亲眼”

连用。

三、病句辨析

1.A【解析】B 项成分残缺，在句末加上“的人”；C 项主宾

搭配不当，应改为“他对语文”；D 项分类不当，“言语”

不能制成相册，可将“和一句句言语”删去。



2.C【解析】A 项动宾搭配不当，应删去“心”；B 项成分残

缺，应删去“使”；C 项没有语病；D 项重复赘余，应删去“非

常”或“分外”。

四、说明文阅读

（一）1.因为病毒的高频率突变和两个以上的病毒同时攻击

一个细胞时都可以产生出新类型病毒。

2.交通便利，致使病毒在被察知之前就传播开来；过度开发

大自然，致使人类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没有直接防卫能力的病

毒。

3.研制出抵抗 SARS 病毒的疫苗。

（二）1．①说明病毒没有完整的生命结构。或“说明病毒没

有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②说明病毒不会因反复变异而使

杀伤力越来越大。（4分。各 2分）

2．四方面作比较：①体积大小②生命结构。或“生存的配套

设施”③生存能力④对抗菌素的反应（4 分。各 1分）



3．病毒是没有完整生命结构的毫无独立生存能力的可以致

病的微生物。（3 分。要点齐备，表述符合要求，不超过规

定字数。有欠缺酌扣）

4．说明病毒并不可怕。或：病毒具有致命的弱点，对人类的

威胁是很小的。（3 分。意思符合，表述简明。有欠缺酌扣）

（三）1. 用“结识"说明人类仅仅是刚刚接触病毒，还没有

了解病毒；用“认识”说明人类对病毒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

了解。(4分。意对即可)

2. 列数字、作比较、作诠释(答出其中两点得 2 分);具体说

明了病毒的真面目。(或:具体说明了病毒的体积(大小)和构

造。2 分)

3. 没有细胞结构(或只有一个核酸分子外包一层蛋白质外壳:

或没有细胞结构，只有一个核酸分子外包一层蛋白质外壳)

(3 分)

4.D(3 分)【解析】根据原文“它们在婴儿出生以后不久就进

入婴儿肠道，在人一生中始终呆在那里。其中有些是有益的。”



可知 C 项不正确。

5. 探明病毒的奥秘，利用病毒为人类服务:面对困难，我们

应处变不惊，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遇到问题，我们应团

结一致，众志成城:依靠科学的力量战胜困难:正确对待事物

的两面性，学会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 (答出一点，即得

4分)

（四）1．C (2 分)

2．（1）大小 （2）生存能力 (2分，每小题 1 分)

3．需要在活细胞中过寄生生活，并依靠所寄生的活细胞的代

谢才嫩才能复制扩增(3分)

4．病毒所寄生的活细胞(2分)

5．妈妈，“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 100 多倍”（或“冠状病

毒颗粒的大小只有 60-220 毫微米”）；6 层的纱布口罩挡不住

这么小病毒，起不到预防作用，只有戴上 12层的纱布口罩才

可以阻挡病毒的侵袭，为了您的健康，还是换上 12层的纱布

口罩吧！



（五）1.因为这种细胞能消灭外来入侵的病毒。（或：因为

这种细胞能使人免疫）

2.免疫细胞（内部） 病毒感染细胞 组织系统（每空 1

分）

3.指艾滋病毒无法进入免疫细胞内部，也无从复制和变异。

（意思对即可）

4.不能。“有可能”表示情况不确定，去掉后就变成肯定了。

（或：“有可能”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严密性（很有分寸），

准确地说明了事物的状态，去掉后就不准确了。）

5.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给免疫细胞穿上了“防弹衣”。（或：

说明了艾滋病毒侵入人体，导致死亡的过程，以及新型抗艾

滋病毒药物的神奇功效。或：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将置艾滋

病毒于死地。或：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能有效阻断艾滋病毒

融入免疫细胞内部。）

（六）1. 非典型肺炎（或非典型肺炎的基本知识）（2 分）

2. 说明方法：下定义、作比较、作诠释、列数字。（答对其



中之二即可。）

说明顺序：逻辑顺序。（一空 1 分，共 3 分）

3. 首发症状是：发热。个人预防方法：主要是培养和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一问 1分，共 2 分）

4. 例：“非典型肺炎的潜伏期一般为 2 至 12 天。”这句话中

的“一般”用得准确（只要找出一例即可）。（1 分）

5. C（2 分）【解析】根据原文“但经过及时的支持性治疗和

对症治疗后，绝大多数病人可以痊愈康复。”可知 C项表述有

误。

（七）1．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

2．免疫器官 巨噬细胞 骨髓

3．举例：淋巴结的形状像蚕豆，遍布全身各处，并通过淋巴

管串起来。以蚕豆来比喻淋巴结的形状，使被说明的事物更

加具体、形象。

评分：写对比喻句得 1 分，表达作用回答准确得 2分，共 3

分。意思对即可。



4．良好的免疫功能；健康、科学地生活，提高免疫能力。

评分：本题共 4分。第一问答对得 2分，只答“免疫功能”

得 1分。第二问答对得 2分。意思对即可。

（八）1.作比较：将病毒和细菌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更加突

出病毒体积小、结构简单的特征。打比方枷病毒比喻成刚出

生的婴儿，说明病毒的生存能力弱。把抽象的内容说得通俗

易懂，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趣味性。

2 .（1）病毒的变异（2）人群的免疫力

3. B 【解析】A项错，病毒整个“家当”只有一个表示生命

的核酸，但细菌结构就复杂得多，它除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

位核酸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C项错，原文

中说“变异的病毒"和原来不同了，’可能”变成了杀伤力更

大的病毒，但不是全都变成了； D项错，文中意思是病毒对

“人类的威胁“小得多”而不是“没有”。

（九）1.主要传播方式：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

特点：传染性强、病情重、进展快、危害大。



2.典型肺炎与非典型肺炎的区别。

3.防御非典型性肺炎的办法以及当家人或朋友被确诊为非典

型肺炎患者时应该如何做。

4.对症治疗、支持治疗及一些预防感染治疗。

5.引起“非典型”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已

经完成，快速检测试剂已研制成功。

6.平时多喝水，疫情期间佩戴口罩，不走亲访友、聚会等。

六、议论文阅读

1.真诚与宽容抛弃虚伪，拒绝冷漠，远离邪恶（一空 1分，

共 2分）

2引出话题（引起下文）证明应该“学会欣赏”（或：说明现

实社会中缺少欣赏用来证明论点）

3.举出实例，分析原因，指明危害（一空 1分，意思对即可，

共 3分）

4.具备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真诚与寛容，宏伟的气度，智慧.

（对二至三点 1分，全对给 2分，共 2分）



5.你们是的敬业精神让我敬佩，我要向你们学习，将来做一

个像你们一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