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湖南省岳阳市中考真题生物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在 A、B、C、D 中选一项最佳答案)
1.下列叙述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
A.钟乳石慢慢长大
B.禾苗茁壮成长
C.汽车在奔驰
D.机器人在演奏
解析：A、钟乳石没有生命的特征，不属于生物，因而“钟乳石在缓慢的”不属于生命现象。
A 错误；
B、禾苗茁壮茁壮成长，体现了生物的生长现象，B 正确；
C、汽车不是生物，所以汽车奔驰不属于生命现象，C 错误；
D、机器人不是生物，所以机器人在演奏不属于生命现象，D 错误。
答案：B.
2.下列属于生物影响环境的是( )
A.沙漠中的骆驼排尿少
B.寒冷海域中的海豹皮下脂肪厚
C.蚯蚓能疏松土壤
D.荒漠中的骆驼刺根系发达
解析：A、骆驼能生活在荒漠，排尿少，可以减少体内水分的消耗，适应干旱缺水的环境。A
错误；
B、寒冷海域中的海豹皮下脂肪厚，是海豹对寒冷环境的一种适应，B 错误；
C、蚯蚓能疏松土壤，体现了蚯蚓(生物因素)影响了非生物土壤的结构，C 正确；
D、荒漠中的骆驼刺根系发达是骆驼刺对缺水环境的一种适应，D 错误。
答案：C
3.如图中点 A 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像，欲将其移动到视野正中央，玻片标本移动的方向
是( )

A.向上移动
B.向下移动
C.向左移动
D.向右移动
解析：物像的移动方向和玻片标本的移动方向相反。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像在视野上方，
由于显微镜成倒立的像，玻片标本实际位于视野下方，要使物像移至视野中央，玻片标本应
向上方移动。
答案：A.
4.植物根尖的结构中，属于分生组织的是(

)

A.成熟区
B.伸长区
C.分生区
D.根冠
解析：A、成熟区也叫根毛区；在伸长区的上部，细胞停止伸长，并且开始分化，表皮一部
分向外突起形成根毛。根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主要部位，A 错误；
B、伸长区在分生区上部，细胞逐渐停止分裂，开始迅速伸长，是根伸长最快的地方，是根
深入土层的主要推动力，能够吸收水分和无机盐，B 错误；
C、分生区被根冠包围着，属于分生组织，细胞很小，细胞壁薄，细胞核大，细胞质浓，具
有很强的分裂能力，能够不断分裂产生新细胞，向下补充根冠，向上转化为伸长区，C 正确；
D、根冠位于根的顶端，属于保护组织，细胞比较大，排列不够整齐，像一顶帽子似地套在
外面，具有保护作用，D 正确。
答案：C.
5.下列植物中没有根、茎、叶分化的是( )
A.水绵
B.墙藓
C.肾蕨
D.银杏
解析：A、水绵属于藻类植物，结构简单，无根、茎、叶的分化，A 正确；
B、墙藓属于苔藓植物，有茎、叶的分化，B 错误；
C、肾蕨属于蕨类植物，有了根、茎、叶的分化，体内有输导组织，C 错误；
D、银杏属于裸子植物，有了根、茎、叶的分化，D 错误。
答案：A
6.男性既能产生精子，又能分泌雄性激素的器官是( )
A.阴茎
B.膀胱
C.附睾
D.睾丸
解析：A、阴茎是排出精子的通道，A 错误。
B、膀胱属于泌尿系统，暂时贮存尿液，B 错误。
C、附睾有贮存精子的作用，C 错误。
D、睾丸是男性的主要的性器官，能产生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D 正确。
答案：D
7.如图为小刚同学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小鱼尾鳍内血液流动情况，你认为此血管是(

A.动脉
B.毛细血管
C.静脉
D.主动脉

)

解析：用显微镜观察小鱼尾鳍时，判断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的依据是：从主干流向分支的
血管是动脉，由分支汇集而成的血管是静脉，红细胞单行通过的是毛细血管。其中毛细血管
的特点是：管腔最细，只允许红细胞单行通过；管壁最薄，只有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血流速
度最慢；这些特点都有利于血液与组织细胞间进行物质交换。
图中是由分支汇集而成的静脉血管。
答案：C.
8.下列结构中流动脉血的是( )
A.上腔静脉
B.左心室
C.肺动脉
D.右心室
解析：血液循环的途径如图所示：

由图示可知：在肺动脉、上腔静脉、左心室、右心室四个结构中，流动脉血的是左心室。
答案：B
9.对原尿中的全部葡萄糖、大部分水和部分无机盐有重吸收作用的是( )
A.肾动脉
B.肾小球
C.肾小囊
D.肾小管
解析：当血液流经肾小球时，除了血细胞和大分子的蛋白质外，其他的如水、无机盐、尿素、
葡萄糖会滤过到肾小囊腔形成原尿；当原尿流经肾小管时，其中大部分水、部分无机盐和全
部的葡萄糖被重新吸收回血液，而剩下的如尿素、一部分无机盐和水构成了尿液的成分。所
以，对原尿中的全部葡萄糖、大部分水和部分无机盐有重吸收作用的是肾小管。
答案：D.
10.下列反射活动属于人类特有的是(
A.叩击膝下韧带，小腿跳起
B.酸梅入口，分泌唾液
C.抓到烫手馒头，立即松手
D.见到老师，主动问好

)

解析：ABC、叩击膝下韧带，小腿跳起、酸梅入口，分泌唾液、抓到烫手馒头，立即松手，
都是具体条件刺激的简单反射，人和动物共有，ABC 不正确；
D、见到老师，主动问好是通过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形成的人类特有的反射，D 正确。
答案：D.
11.下列动物中身体呈辐射对称，有口无肛门的是( )
A.草履虫
B.珊瑚虫
C.血吸虫
D.蛔虫
解析：A、草履虫属于原生动物，A 错误；
B、珊瑚虫属于腔肠动物，生活在水中，身体呈辐射对称，体表有刺细胞，体壁由内胚层、
外胚层和中胶层构成，体内有消化腔，有口无肛门。B 正确；
C、血吸虫属于扁形动物，C 错误；
D、蛔虫属于线形动物，D 错误。
答案：B
12.下列有关动物先天性行为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先天性行为是生来就有的
B.先天性行为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C.先天性行为与学习行为对动物的生存都有重要意义
D.先天性行为是可以遗传的
解析：A、先天性行为是生来就有的，A 正确；
B、先天性行为是生来就有的，是一种本能；而通过学习获得的行为是学习行为，B 不正确；
C、先天性行为是动物生存的基础，学习行为提高了动物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因此先天性
行为与学习行为对动物的生存都有重要意义，C 正确；
D、先天性行为是由动物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的行为，因此先天性行为是可以遗传的，D
正确。
答案：B.
13.下列关于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叙述不正确的是( )
A.能制造有机物
B.维持生态平衡
C.促进物质循环
D.帮助植物传粉
解析：A、动物不能制造有机物，靠现成的有机物为食物。A 叙述错误；
B、动物是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其数量的变化会引起其他生物数量的变化，在
维持生态平衡中起关键作用。B 叙述正确；
C、动物的呼吸作用能够分解有机物，释放无机物归还无机环境，促进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C 叙述正确；
D、有的动物如蜜蜂采蜜的同时帮助植物传播了花粉。D 叙述正确。
答案：A

14.地衣中的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有机物，真菌为藻类提供水和无机盐。地衣中的
藻类与真菌的关系是( )
A.共生
B.寄生
C.竞争
D.捕食
解析：地衣中的藻类含有叶绿体能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为真菌提供有机物，真菌通过
分解作用可以产生水、无机盐和二氧化碳，能为藻类提供水、无机盐，这种对双双彼此都有
利的生活方式叫共生，因此地衣中的藻类和真菌属于共生关系。
答案：A.
15.小刚同学将六种动物根据某一标准进行分类，结果如表。你认为他分类的依据是(
类群 I
蝴蝶
河蚌
蚯蚓
类群 II
鲫鱼
蜥蜴
金丝猴

)

A.生活环境的不同
B.体温是否恒定
C.生殖方式的不同
D.脊柱的有无
解析：A、蚯蚓生活在潮湿的陆地，蜥蜴、金丝猴生活在干旱的陆地，鲫鱼和河蚌生活在水
中，蝴蝶能够在空中飞行，故按生活环境分不合适。A 错误；
B、金丝猴属于恒温动物，其他都是变温动物，因此按体温是否恒定来分不合适。B 错误；
C、金丝猴是胎生，其他都是卵生，因此按生殖方式的不同来分也不合适。C 错误；
D、根据动物的体内有无脊椎骨构成的脊柱可以把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
脊椎动物的体内有由脊椎骨构成的脊柱，如表格中的类群 II：鲫鱼、蜥蜴、金丝猴。无脊
椎动物的体内无脊椎骨构成的脊柱，如类群 I：蝴蝶、河蚌、蚯蚓。D 正确。
答案：D
16.家蚕发育过程中取食桑叶的时期是( )
A.卵
B.幼虫
C.蛹
D.成虫
解析：家蚕属于昆虫，家蚕的发育过程经过受精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且幼虫和成
虫的形态结构差别明显，这样的发育过程叫完全变态发育。发育过程中取食桑叶的时期是幼
虫。
答案：B.
17.如图，把基因组成为 aa 的桃树枝条嫁接到基因组成为 AA 的桃树上，嫁接后的枝条上所
结桃子的果肉基因组成是( )

A.Aa
B.AA
C.aa
D.Aa 或 aa
解析：嫁接成活后，能够保持亲本的优良性状，接穗的基因为 aa，所以所结桃子的可食部
分的基因组成为 aa，性状表现为接穗的性状。所结桃子果肉的基因组成 aa，C 正确。
答案：C
18.下列变异现象中不能遗传的是( )
A.杂交获得的高产抗倒伏小麦
B.经太空漫游后培育的太空椒
C.转基因技术培育的高产优质棉
D.用模型培育出的方形西瓜
解析：由分析可知，杂交获得的高产抗倒伏小麦、经太空漫游后培育的太空椒、转基因技术
培育的高产优质棉都是遗传物质改变引起的变异，因此是可遗传的变异；用模型培育出的方
形西瓜是环境影响产生的变异，遗传物质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是不可遗传的变异。
答案：D.
19.自然选择学说的创立者是( )
A.达尔文
B.孟德尔
C.巴斯德
D.米勒
解析：A、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在探究生物进化奥秘的过程中，
具有重要贡献，他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被恩格斯赞誉为“19 世纪自然科学三
大发现”之一。A 正确。
B、孟德尔，1822 年 7 月 20 日出生于奥地利西里西亚，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
传学之父。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B 错误。
C、巴斯德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通过实验证明细菌等微生物只能来自微生物，
而不能凭空产生。他做的一个最令人信服、然而却是十分简单的实验就是“鹅颈瓶实验”。
巴斯德发现了酵母菌以及保存酒和牛奶的巴氏消毒法，鉴于他对微生物学的贡献，被称为
“微生物学之父”。C 错误。
D、米勒，美国学者，1953 年模拟原始地球的条件和大气成分，将甲烷，氨，氢，水蒸气，
等气体泵入一个密闭的装置内，通过进行火花放电(模拟闪电)，合成了多种氨基酸，证明了
生命起源的第一步，从无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小分子物质，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是完全可
能实现的，米勒并没有制造出原始生命。D 错误。
答案：A
20.下列属于传染病的是(

)

A.坏血病
B.近视眼
C.肺结核
D.侏儒症
解析：A、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C 形成的，不属于传染病，A 不正确；
B、近视眼是晶状体的凸度增大，或眼球前后径过长，引起的疾病不具备传染病的特点，不
属于传染病，B 不正确；
C、肺结核是病原体结核杆菌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属于传染病，C 正确；
D、侏儒症是幼年时期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形成的，不属于传染病，D 不正确。
答案：C.
二、判断题：(10 分)判断下列句子的对与错(在横线里对的打“√”，错的打“&#215;”)。
21.中国是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国家。_______(判断对错)
解析：我国裸子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现代裸子植物分属于 5 纲，9 目，12 科，71 属，近 800
种。我国是裸子植物种类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 5 纲，八目，11 科，41 属，236 种。
其中引种栽培 1 科，7 属，51 种。有不少是第三纪孑遗植物，或称“活化石”植物。占世界
已知种数的 26.7%，居全世界的首位，因此，中国素有“裸子植物故乡”的美称。
答案：√
22.建立濒危物种的种质库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_______。(判断对错)
解析：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要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生物的栖息环境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保护了生物的栖息环境，即保护了环境中的生物，环境与生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构成
生态系统，因此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
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答案：×
23.蝗虫体表有气门，是呼吸时气体进出的门户。_______。(判断对错)
解析：在蝗虫腹部第一节的两侧，有一对半月形的薄膜，是蝗虫的听觉器官。在左右两侧排
列得很整齐的一行小孔，就是气门。从中胸到腹部第 8 节，每一个体节都有一对气门，共有
10 对。每个气门都向内连通着气管。在蝗虫体内有粗细不等的纵横相连的气管，气管不断
分支，最后由微细的分支与各细胞发生联系，进行气体交换。因此，气门是气体出入蝗虫身
体的门户，气管才是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
答案：√
24.青蛙的生殖和发育可以摆脱对水环境的依赖。_______。(判断对错)
解析：两栖动物的生殖是有性生殖，卵生。雌雄抱对时将两性生殖细胞产在水中，在水中结
合形成受精卵。两栖动物的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成体既能生活在水中也能生活在潮
湿的陆地上，主要用肺呼吸，两栖动物的幼体和成体在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上差异很大，属
于变态发育，幼体要经过变态发育才能上陆生活，由此可见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必须在水中
进行，故此题说法错误。
答案：×。
25.家兔的牙齿有门齿、臼齿的分化。_______。(判断对错)
解析：家兔是草食性动物，只具有门齿、臼齿的分化，无犬齿，因此题干的说法正确。

答案：√
三、综合题：(共 50 分)
26.(5 分)如图为叶片横切面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
(1)植物根吸收的水分绝大部分以水蒸气的形式从_________(填图中标号)散失，这种生理过
程叫_________作用。
(2)图中[①]_________中有导管，能将水运送至叶肉细胞进行_________作用，制造有机物。
(3)构成叶片的所有活细胞，都具有的能量转换器是_________。

解析：(1)植物体内的水分通过叶片的气孔以水蒸气的形式散发到植物体外的一个过程叫蒸
腾作用。因此蒸腾作用主要通过叶片的气孔来完成，气孔是叶表皮上一对保卫细胞之间的空
隙，是叶片散失水分以及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门户”；
(2)叶脉中含有导管和筛管，导管运输水和无机盐，筛管运输的是有机物，植物进行光合作
用制造有机物；
(3)植物细胞中的能量转换器有叶绿体和线粒体。叶绿体中的叶绿素能吸收光能，将光能转
变为化学能，储存在它所制造的有机物中；线粒体能将细胞中的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分解为
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释放出来，供细胞利用。
答案：(1)⑤；蒸腾作用；(2)叶脉；光合；(3)线粒体和叶绿体。
27.(5 分)如图是肝、胆、胰、十二指肠的相互关系示意图，请据图回答：
(1)图中[①]是_________，它具有分泌胆汁、_________(只写一种即可)等功能。
(2)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的主要场所是_________，它的起始部位是图中的_________(填图中
标号)。
(3)既能分泌胰液，又能分泌胰岛素的结构是_________(填图中标号)。

解析：(1)①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能够分泌胆汁。解毒作用：人体代谢过程中所产生
的一些有害废物及外来的毒物﹑毒素、药物的代谢和分解产物，均在肝脏解毒。
(2)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的主要场所是小肠，小肠的起始部位是十二指肠。
(3)胰腺具有内分泌部和外分泌部，其内分泌部是胰岛，分泌物直接进入腺体内的毛细血管
里，是内分泌腺，外分泌部分泌的胰液通过导管进入十二指肠，是外分泌腺；因此胰腺既具
有外分泌功能又具有内分泌功能。

答案：(1)肝脏；解毒作用；(2)小肠；④；(3)③。
28.(5 分)如图为三种微生物的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

(1)图_________(填图中标号)是细菌，它的生殖方式是_________生殖。
(2)制作慢头时，_________(填图中标号)产生的_________气体会在面团中形成许多小孔，使
馒头膨大和松软。
(3)没有细胞结构，只能寄生在活细胞中的生物是_________(填图中标号)。
解析：(1)细菌与酵母的根本区别在于真菌具有成形 7 细胞核，细菌没有成形的细胞核，只
有 DNA 集中的区域。其中图甲是细菌，图乙是酵母菌，图丙是病毒。你的判断依据是细菌没
有成形的细胞核，细菌的生殖方式是分裂生殖，一个分成两个。
(2)做馒头时，经常要用到乙酵母菌，酵母菌经过发酵可以分解面粉中的葡萄糖，产生二氧
化碳，二氧化碳是气体，遇热膨胀而形成小孔，使得馒头暄软多孔。
(3)丙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不能独立生存，只有寄生在活细胞里才能进行生命活动，主要的
利用宿主活细胞内的营养物质，用自己的遗传物质来进行复制、繁殖新的病毒。
答案：(1)甲；分裂；(2)乙；二氧化碳；(3)丙。
29.(5 分)如图是鸡卵的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
(1)鸡卵受精后，将来发育成雏鸡的结构是图中的[②]_________．图中的[③]_________是
卵细胞的主要营养部分，图中的[④]_________也能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物质和水分。
(2)从商场买回家的新鲜鸡蛋一般都不能孵化出小鸡，是因为_________。
(3)“孔雀开屏”描述的是鸟类繁殖行为中的_________行为。

解析：(1)②卵黄上的小白点叫做胚盘，含有细胞核，内有遗传物质，将来发育成胚胎。③
卵黄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④卵白既有保护卵细胞又有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和水分。
(2)从商场买回家的新鲜鸡蛋一般都不能孵化出小鸡，是因为没有受精。
(3)孔雀开屏是求偶行为。
答案：(1)胚盘；卵黄；卵白；(2)没有受精；(3)求偶。
30.(10 分)如表是“探究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的实验设计，请据表回答：
烧杯编号
种子数
种子所处的环境条件

A
50 粒
适量的水、25℃
B
50 粒
①、25℃
C
50 粒
适量的水、4℃
(1)若探究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应选择作对照的两组烧杯是_________(填烧杯的编号)．若
每组种子数量都是 1 粒，你认为是否科学？_________(选填科学或不科学)。
(2)若 A 与 B 对照，探究水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表中①处应填的条件是_________(选填干
燥或适量的水)。
(3)预期种子能正常萌发的是_________烧杯．若此实验选择的是水稻种子，则其萌发所需营
养来自种子的_________。
解析：(1)A 组实验中种子所处的环境是适量的水和 25℃的环境，而 C 组实验中种子所处的
环境是适量的水和 4℃的环境，如果探究温度对种子的萌发有没有影响可以选择 A 和 C.
实验过程中 1 粒种子发不发芽具有偶然性(这一粒种子可能已经不具有完整而有活力的胚及
供胚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或过度休眠)，只用 1 粒种子实验结果就不准确，因此放入的种子
越多实验就越准确。例如：放入 50 粒种子。
(2)若 A 与 B 对照，探究水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则实验的变量为水分，A 组实验中种子所
处的环境是浸湿的有一定的水，则 B 中①处应填的条件是干燥。
(3)通过(1)解答可知，预期种子能正常萌发的是 A 烧杯，因为 A 具备种子萌发的条件。
水稻等单子叶植物的种子由种皮和果皮、胚、胚乳组成，胚由胚芽、胚轴、胚根和两片肥大
的子叶组成，胚乳中储存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当种子萌发时，首先要吸水，胚乳中的营养物
质转运给胚根、胚芽、胚轴，随后胚根发育，突破种皮，形成根，胚轴伸长，胚芽发育成茎
和叶。因此，在水稻种子萌发初期所需要的营养来自胚乳中。
答案：(1)A、C；不科学；(2)干燥；(3)A；胚乳。
31.(10 分)仔细阅读下列材料，分析回答有关问题：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中国的主题为“向污染宣战”，旨在进一步增强公众环保
意识，倡导全社会共同行动，打一场治理污染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6 月 4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介绍环境质量状况
时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严峻，对 74 个城市空气中 PM10、PM2.5、S02、N02、CO
和 03 六项污染物进行监测评价，达标率仅为 4.1%。
“雾霾”成为 2013 年度十大关键词。雾霾中含有大量的颗粒物，一旦进入呼吸系统，轻则
会造成鼻炎等，重则会造成肺部硬化，甚至造成肺癌。雾霾天气还易诱发心血管疾病。
专家建议：市民在雾霾天气应减少出门；家中门窗紧闭时可用空气净化机净化空气；雾霾天
气出门时尽量戴有特殊功能的口罩等。
(1)雾霾对人类健康最直接的危害是增加_________系统的发病率。
(2)呼吸道能对吸入的气体进行处理，使到达肺部的气体变得温暖、湿润、_________。但呼
吸道对气体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空气中的颗粒可以透过_________壁和毛细血管壁进入血
液，易诱发心血管疾病。
(3)作为中学生，遇到雾霾大气，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_________。(答出一条即可)
(4)在我国不少地区雾霾天气频繁出现，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健康．对治理雾霾，
你有何建议？(请答出两条)①_________；②_________。
解析：(1)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来源汽车尾气，煤炭燃烧，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等，严重影
响空气质量，进而危害人体健康，悬浮颗粒物会随着呼吸进入呼吸系统，引起呼吸系统的疾
病。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两部分。呼吸道的组成由上到下依次是鼻腔、咽、喉、气管和

支气管，外界的空气进入肺依次经过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最后进入肺，在肺里完
成气体交换。
(2)呼吸道保证了气体的畅通；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鼻腔内鼻粘膜分泌的黏液可以湿润空
气；鼻腔中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可以温暖空气；鼻腔中有鼻毛可以阻挡灰尘，黏液可以粘住
灰尘，对空气有清洁作用。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吸入的气体对呼吸道和肺的不良刺激。但呼吸
道对空气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吸气时，外界空气进入肺泡，即空气中的颗粒可以透过肺泡
壁和毛细血管壁进入血液，易诱发心血管疾病。
(3)在雾霾天气中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或戴口罩出行或在家中紧闭门窗等。
(4)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急剧增加，使全球气温升高，雾霾
天气越来越严重，旱涝等灾害频繁。减少开私家车及骑摩托车出行，采用步行、骑自行车及
乘公交车等出行方式，可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候的排放，减少雾霾天气的发生。
答案：(1)呼吸；(2)清洁；肺泡；(3)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答案合理即可)；
(4)减少开私家车及骑摩托车出行；采用步行、骑自行车及乘公交车等出行方式。
32.(10 分)仔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红网长沙 2014 年 5 月 28 日讯：岳阳小伙骨髓配型成功，顺利来长沙捐献造血干细胞。5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许，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邓勇双手静脉插着导管，平静躺在病床，浓稠的
血浆一点点出现在采集袋里。邓勇是岳阳的小伙子，这一次他是为一名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住院的小女孩捐献造血干细胞。
(1)小女孩接受的造血干细胞，会在体内经过细胞的分裂和_________形成各种血细胞，从而
恢复健康。
(2)捐献造血干细胞就像献血一样，一到两周细胞数就恢复正常，不会影响健康．采集造血
干细胞时，医生是在邓勇的两个胳膊的_________(填血管类型)上插针，一个胳膊出，一个
胳膊回，通过血细胞分离器把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
(3)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与受体要进行配型，是为了防止受体把输入的造血干细胞当作
_________(选填抗原或抗体)排斥。
(4)造血干细胞主要是由红骨髓产生的。骨髓与胸腺、淋巴结、脾脏都是_________器官，它
们和免疫细胞(如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一种)组成人体的第_________道防线。
解析：(1)造血干细胞是保留有分裂和分化能力的细胞，造血干细胞通过细胞分裂和分化形
成了形态、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的血细胞。
(2)动脉血管压力太大，抽血以后不容易止血，毛细血管一般比针头还细、血量少，且流动
最慢，静脉血管一般都位于浅表部位，且压力小，容易止血，所以采集造血干细胞时，医生
是在邓勇的两个胳膊的静脉血管。
(3)造血干细胞是外来物物质，相当于抗原，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现并攻击，进而造成免
疫排斥反应。
(4)人体的第三道防线由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主要是淋巴细胞)组成，其中免疫器官有胸腺、
淋巴结和脾脏等。
答案：(1)分化；(2)静脉血管；(3)抗原；(4)免疫；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