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 2013 年初中毕业暨高中招生考试

思想品德试题（B 卷）
一、选择题 下列 1—6 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7—10 小题的备选
答案中，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意的，请选出。（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2012 年诺贝尔________奖获得者揭晓，莫言成为该奖项首位中国获奖者
A．医药
B．文学
C．化学
D．物理学
2．2013 年 3 谫 22 日至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首访国家是________接着又
访问了坦桑尼亚、南非等国家，并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A．印度
B．巴西
C．美国
D．俄罗斯
3．漫画《老少同心》中老人和儿童的善举表明
①只有捐款才能体现爱心
②他们帮助别人，服务社会
③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④奉献精神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4．2013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所有为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园服务的校车信息采集工作，做到县不漏校（园），校（园）不漏
车，车不漏人，此项举措
A．是加强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体现
B．是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体现
C．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
D．可以彻底避免校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5．吴望夫妇外出旅游突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的遗产主要有住房一套和 10 万元人民币。此
时，吴望的儿子吴明、女儿吴芳、弟弟吴贵、妻子的妹妹张英都认为自己对这笔遗产有继
承权。依照我国继承法，能在第一顺序继承吴望夫妇遗产的有
A．吴贵 张英
B．张英 吴明
C．吴明 吴芳 D．吴贵 吴芳
6．杨昆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市政府发展微型企业政策的支持下，获得了 5 万元资金，与同
学合作创办了一个洗车场，不但很快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还有了稳定的收入。这说明
A．我国即将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B．个体经济在我国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C．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D．政府把民生事物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7．2012 年 8 月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关于异地高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紧急叫停农村
盲目并校等系列文件。这些政策
A．有利于公民履行受教育的义务
B．表明我国只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C．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正义
D．有利于充分保障我国公民的
8．2008 年至 2012 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五年共立案侦查
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165787 件（办案线索相当多的来自网络举报）218639 人，其中厅局级
950 人、省部级以上 30 人。这表明
A．我国的一切权利属于网民
B．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C．网络已成为当前反腐的一种手段
D．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为抗议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的购岛行为，一些青年在反日游
行中，愤然砸、烧日系汽车，宣传抵制日货，要求断绝与日本的所有交往、对于这些青年

的言行，初三学生张浩若表示不赞同，其理由正确的有
A．经济全球化使中日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B．中日经济技术交流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C．维护国家安全，履行爱国义务不能参与反日游
行
D．公民应依法行使权利，不得孙红雷他人的合法
利益
10．右边漫画《新生》给我们的启示有
A．创新能不断推动技术的进步
B．发展科技是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途径
C．科学技术能挖掘出资源利用的巨大潜力
D．循环利用资源有利于解决我国的能源不足
二、简答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
11．为了参加第 28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生陈发和金明各自都在悄悄地准备
参赛作品、比赛临近了，他们各自闭门造不出“车”，于是便相约在一起，交流创作思路
和技能。之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下，他们终于发明了保护视力的新型节能台灯。该
作品参加区级比赛获得一等奖，被推荐参加第 28 届重庆市青少年创新大赛。
陈发和金明的发明过程以及获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4 分）

12．右边是某班 QQ 群中滴滴嗒嗒与几位同学的聊
天记录。
运用所学知识，结合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聊天中，悠然剑客侵犯了滴滴嗒嗒的什
么权利？（1 分）你想对悠然剑客说些什么？（2 分）
（2）面对这种情景，滴滴嗒嗒该怎么办？（1 分）

13．姚雪同学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自主创建了下面的知识图表。请你
帮助姚雪同学完成表内横线处的内容。（4 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
奋斗目标

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实现的途径和方式

经济

（1）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_____；科学技术水平、
民族文化素质不高；社会主义具
体指导还不完善。（1 分）

（2）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路线，其核心内
容是：①_____；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②_____。（2
分）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政治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政治体制不完善；公民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意识不强。

（3）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_____制度；
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

……

……

……

三、分析说明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14．为增强建设美丽中国的责任感，某校九年级（3）班开展了“建设美丽中国 共筑和谐家
园”的主题班会。下面是三位同学在班会活动中的对话。
小李：浪费在我们身边十分普遍，食堂里的剩菜剩饭，每天都要装几大桶；本可再
用的纸却变成了污染环境的垃圾。
小张：邻居张阿姨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为了有一个男孩，硬是生养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的吃饭、读书都成了问题！
小王：近年来，各地的私家车急剧增加，不但造成交通拥挤，更重要的还在于汽车
排放的尾气，使空气在的 PM2.5 浓度急增。
……
（1）请结合小张的话，谈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2 分）

（2）请结合小李和小王的对话内容，分析说明我国资源和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2 分）

（3）结合材料谈一谈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应该坚持哪些基本国策和战略？（2 分）

15．阅读漫画，回答下列问题：

（1）请评析漫画《心“态”狠》中女同学的言行。（3 分）

（2）请为漫画呢《心太狠》中被侵权的女同学提出合理化建议。（3 分）

四、活动探究题（本大题共 1 小题，6 分）
党的十八大再次吹响民族振兴的号角，我们扬帆启航，去追寻承载着 13 亿中国人民共同
理想的中国梦。某校九年级（6）班开展了“我的中国梦”黑板报编辑活动。下面是该班
梁晨同学创编的黑板报。现请你运用所学知识，解读梁晨同学的一些创意。

（1） 道路是旗帜，道路
是方向，道路照亮未来。
请说说“中国道路”指的
是什么？（1 分）

（2）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是升腾中国梦的巨大动力。请
在①处的横线上写出符合本栏
目意思的小标题。（1 分）②你
认为实现中国梦，我们有哪些
“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2 分）

（3）红花还需绿叶扶，
共同信念，由“梦”凝
聚。为实现民族振兴的
大梦想，请说说如何规
划和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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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试题(B 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D

A

C

C

A

ACD

BCD

ABD

ABCD

二、简答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
11．陈发和金明相约在一起，交流创作思路和技能，获得成功的过程表明：合作与竞争是
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合作中竞争，要尊重竞争对手，向竞争对手学习，是
互帮互学、互相提高的过程。在竞争中合作，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实现“双赢”。(2
分)陈发和金明合作，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下，完成创作并获奖说明，他们能够处理好
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团结合作、乐于助人的品质。(2 分)
12．(1)悠然剑客侵犯了滴滴嗒嗒的隐私权。(1 分)我要告诉悠然剑客：你公开传播他人隐
私，既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又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我们要充分尊重他人的隐
私，不窥视、打探别人的隐私；不泄露、传播他人的隐私。(2 分)(2)滴滴嗒嗒可以要求悠
然剑客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也可以请求老师的帮助，还可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1 分)
13．(1)生产力水平不高。(1 分)(2)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 分)②坚持改革开放。(1 分)(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 分)
三、分析说明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14．(1)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张阿姨家超生，导致
人口过多，将影响孩子受教育和健康成长，这既不利于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又不利于
我国提高人口素质。(2 分)(2)小李说的情况，反映了我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合理、不科学，
由此造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问题。小王说的情况，反映了我国污染排放总量很
大，远远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城镇生活污染明显加重的问题。(答对一个得 1 分，共 2
分)(3)小李的话告诉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小张的话告诉我们要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小王的话告诉我们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三人的对话告诉我们要坚持可
持续发展战略。(答对一个得 1 分，共 2 分)
15．(1)女同学脱离家庭实际，盲目攀比，属于非理性消费；女同学应注重自己精神上的
需求；女 同学应勤俭节约，适度消费。(3 分)(2)女同学购买电脑时应当索取发票和购物
凭据。当自 身权益受到侵犯时，要依法维权。图中经营者拒绝退换电脑，女同学可以请
求消费者协会调 解；调解不成，可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申诉仍不能解决，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3 分)
四、活动探究题（本大题共 1 小题，6 分）
16．(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分)(2)①例如：腾飞的中国梦；高飞的中国梦；飞向未
来的 中国梦；腾飞的中国龙；龙马精神；中华民族奔向复兴之路；中华民族向共同理想
进发；中国 力量助推中国梦；中国精神托起中国梦等。(1 分)②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
族人民大团结的 力量。包括党的基本路线；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
经济制度；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外开放、计划生育、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基本国策等。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以及艰苦创业的精神等。(答对一个得 1 分，共 2 分)(3)①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规
划，树立个人的远大理想。②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全力以赴，努力学习，从小事做起，

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答对一个得 1 分，共 2 分)
注：二、三、四大题属开放性试题，答案是多元的。考生若从不同角度回答。只要符
合题意。言之有理，均应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