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贵州省黔南州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
1.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即将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各少数民族
代表人数占代表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这体现了我
国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民族平等。材料中涉及到的课本知识点是（
）
①我国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
②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我国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
人大代表中，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占代表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比例，表明我国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①符合题意；题文材料反
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③符合题意；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④符合题意；题文材料未反映我国的基本国情，②排除。
答案：C
2.当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农村和老、少、边地区，为消除贫困，“十三五”规
划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精准扶贫”的政策措
施有利于（
）
①实现小康目标
②促进社会公平
③促进民生改善
④保护青山绿水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民生问题。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题干
中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扶贫措施，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能增
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实现小康目标，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不
符合题意，排除。
答案：A
3.中华民族是富于哲理的民族。
“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句名言告诉我
们，要实现人生理想就必须（
）
A.人不能没有理想
B.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C.有诗还要有远方
D.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含义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
做起，启示我们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必须落实在每一天的具体行动中；B 符合题意。AC 与题
意不符；D 错误，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答案：B
4.唐诗宋词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代表，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独在异乡
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此两句诗文中指的是中国的什么传统节日？对于传统节日，
国家实施（
）
A.中秋节 清明节 例行假
B.端午节 清明节 例行假
C.端午节 中秋节 法定假
D.清明节 中秋节 法定节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文化。依据课本知识分析材料可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是指清明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指中秋节；对于传统节日，
国家实施法定节假日，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C.。
答案：D
5.中学生小英说：
“自从我妈生了弟弟后，我就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他们很偏心。我不懂
为什么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对此，正确的理解是（
）
A.我国已取消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B.我国人口大国已经变成人才强国
C.我国的人口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D.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彻底得解决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全面两孩”政策是我国基于人口发展新形势对计
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目的是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C 符合题意；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是长期坚持的国策，A 错误；B 错误，我国未建成人才强国；D“彻底”说法绝对，
排除。
答案：C
6.“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
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说明（
）
①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③我国是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
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由题干描述得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
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体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是一个和平、合作、
负责任的大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华民族历来以爱

好和平著称于世，所以②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①选项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排除。
答案：D
7.朗读、背诵是中学生必备的基本功。作为一名“朗读者”，你曾经阅读、朗诵的下列经典
课文中，具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功”忧国忧民思想的文章是（
）
A.《岳阳楼记》
B.《六国论》
C.《赤壁怀古》
D.《沁园春•雪》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文化。本题考查了中华文化。依据事实可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
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
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其中的
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功”忧国忧民思想。排
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BCD。
答案：A
8.记者在人民广场对市民进行随机采访问道“什么是幸福”时，市民谈到了“降价放价、稳
定物价和增加收入”就是幸福！你认为政府要解决这些民生大事的根本途径是（
）
A.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B.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机制
C.坚决打击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
D.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不能满足
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解决这些民生大事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
产力，D 符合题意；ABC 是具体措施，不是根本途径。
答案：D
从刚刚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
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重要意义。据此完成 9-10。
9.在我国，人民行政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主要集中表现在（
）
A.通过行使监督权，监督党的各级干部
B.通过行使提案权，向人民代表提交议案
C.通过行使选举权，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
D.通过行使决定权，参与决定国家或社会重大问题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公民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它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我国，人民行政使管理国家的
权利主要集中表现在通过行使选举权，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
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故 C 符合题意；ABD 与题意不符。
答案：C
10.它启迪并告诉我们，下列关于依法治国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B.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
C.依法治国是司法机关的事，与我们学生无关

）

D.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据教材知识可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AB 正确；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
治久安的客观需要，D 正确；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要求国家、社会及全体公民共同努力，学生
也要为依法治国做贡献，C 错误。
答案：C
11.一位外国记者在观看黔南平塘电望远镜后感慨地说：
“射电望远镜不仅是黔南人民的骄傲。
也是贵州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骄傲，它必将会成为黔南旅游发展的又一颗明珠”。这简短的
赞美体现了（
）
A.只须重视旅游，不必重视环保
B.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C.坚持不开发自然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态理念
D.坚持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把黔南旅游事业放在首位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学发展观。黔南平塘电望远镜的建造表明黔南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B 符合题意；A 说法错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不开发自
然资源人类无法生存与发展，C 错误；D“把黔南旅游事业放在首位”说法错误，把教育放
在发展的首位。
答案：B
12.一则视频调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的青年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四
大发明”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移动网购。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
）
①在科技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②目前正逐渐成为创新型国家
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
④科技进步对国防建设的贡献日益强大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依据材料分析表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成果显著，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表明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目前正逐渐成为
创新型国家，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A
13.黔南州某中学开展“科技创新大赛”赛前“品对联韵味，知发展战略”
，当主持人读出“科
技提升助国威，
教育发展国兴旺”
的时候，很多同学立即举手说出了这幅对联的横批是（
）
A.科技创新
B.科教兴国
C.依法治国
D.人才强军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教兴国战略。科技繁荣千秋旺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教育发展百业兴强调的是教育的作用，教育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民
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所以最适合这幅对联横批的是科教兴国，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CD。
答案：B
14.当代青年学生都知道“有国才有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我们在树立人生理
想时，应当首先作出正确的抉择是（
）
A.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B.服务人民，获得实惠
C.实现理想，获取利益
D.孝敬父母，敬爱亲朋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关系。依据课本内容，在我国，国家和公民个人
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同
时也要兼顾个人利益；所以，我们在树立人生理想时，应当首先报效国家，奉献社会；A 符
合题意；B“获得实惠”错误；C“获取利益”错误；D 与题意不符。
答案：A
15.都说“高手在民间”
。“创客”这一网络热词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
为现实的人。它多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学生强强也有自己的“创客”梦，为了梦
想成真他必须（
）
A.勤思善考，有效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兴趣和爱好
B.善于观察、敢于质疑，不必提高自身的探究能力
C.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实现“创客”梦打好基础
D.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大学毕业就能实现“创客”梦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培养创新品质。中学生要实现自己的“创客”梦，就要培养创新能力，
要正确把握好奇心、培养爱发明的兴趣；需要注意观察生活、见微知著，这是培养创新思维
的前提；学会发散思维，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源头；还需要学以致用、勇于实践，所以 C
是正确的选项；A 选项不能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兴趣和爱好；B 选项要提高自身的探究能力；
D 选项太绝对，排除。
答案：C
16.“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
。曾经在中国流行一时的“韩流”
，如今却因为“萨德”导
弹防御系统的布置而遭遇“寒潮”
，中国网民自发的抵制“韩货”及取消赴韩国观光旅游的
行为，体现了中国公民的（
）
A.爱国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
B.集体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
C.公民主题意识在不断增强
D.人民主题意识在不断增强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没有国家的安
全，公民个人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心、维护国家安全，是我
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也是青少年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以此分析材料可
知，中国网民自发的抵制“韩货”及取消赴韩国观光旅游的行为体现了我国公民的爱国主义
意识在不断增强。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BCD。
答案：A
17.据调查，近年来校园欺凌案件有所上升。某校初中女生兰兰住校期间，因邋遢引起同室

女生的公愤，进而遭群殴致残：某校初三男生被同学欺凌近 2 年之久：某校初一女生被同学
扇 25 巴掌等也不断见诸媒体，这些校园暴力欺凌案件警示我们（
）
①应强化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
②加强道德教育，提高文明素养
③加强法治宣传，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④学法、守法、树立法治观念，明于依法维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防范校园暴力。校园暴力会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也会使施暴者因此
受到法律的惩罚，会给双方家庭带来伤害，不利于校园的和谐，会败坏社会风气。校园暴力
危害大。我们应该远离校园暴力。这警示我们应对青少年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应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当遭遇校园暴力，应依法维权。①②④是对的。③不对，
加强法治宣传，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选项 B 是对的。
答案：B
18.某校同学在一次郊游活动中，同学们把吃剩下的饭菜丢得满地都是，既不环保也很浪费，
老师说“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应当传承的光荣传统。但小明却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我们讲什么“艰苦奋斗”
”
。对此，你的正确理解应当是（
）
①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都是优秀的传统美德
②艰苦奋斗是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③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识
④艰苦奋斗是不同时代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实际来定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新时期艰苦奋斗的内涵。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几千年
来，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历经沧桑而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艰苦奋斗是一种迎难
而上、坚忍不拔、克勤克俭、顽强拼搏、不畏艰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
质；艰苦奋斗是一种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都是优秀的传统
美德，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艰苦奋斗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排除。
答案：A
19.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并时代星火相传。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下面能够体现
出“家国情怀”的是（
）
①欣闻屠呦呦获诺奖，为国自豪
②只卖国产商品，抵制外国商品
③谴责窗台行径，期盼祖国统一
④升国旗时应庄严肃穆，行注目礼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爱国主义。注意抓住题干中的关键信息“和平年代的今天，能够体现出
家国情怀”
，以此分析题肢可知，屠呦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她的研究也全部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和一项历史突破，作为有家国情怀
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故①正确。让国产商品与外国商品公平竞争，激励国产厂家不
断提高产品性能与制作工艺，这才是爱国之道；只买国产商品而抵制外国产品，是对国产商
品的过度保护，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故②错误。台独行为是妄图分裂我国领土的非法行
为，作为一名有国家意识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对台独丑恶行径进行谴责，努力维护祖国统一。
故③正确。国旗是一个国家的符号与象征，升国旗是庄重严肃的行为，因此我们在升国旗时
一定要庄严肃穆，目视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绝不能随意散漫、嬉皮笑脸。故④正确。排除②
选项。
答案：C
20.为迎接“旅发大会”的召开，黔南州某校中学生社会实践调查小组，通过认真调查后认
为：城市建设规划一定要从整体上把握并结合本土文化特色，才能打造出具有地方民族文化
特色的旅游品牌，才能更好的推动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由此，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以下做法正确的是（
）
A.张贴大字报，号召市民抵制错误建设
B.向人民代表反映情况，提出反对意见
C.给有关国家机关写信，打 110 电话或者直接投诉
D.通过网络、新闻媒体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依法行使建议权和监督权。题干体现通过网络、新闻媒体公开发表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是行使监督权的好方式，所以 D 符合题意；A 错误，行使监督权不能以张
贴大字报的方式；BC 与题干不符。
答案：D
21.外地游客对黔南的整体印象是：
“生活摇篮，醉美黔南”。都认同黔南是全国游客休闲、
娱乐、度假、享受生活的好地方。为了黔南“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必须抓好资
源能源的降低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两个约束性指标。由此，我们必须（
）
①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②把“节能减排”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③提高“节能减排”环保意识
④加大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执法力度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态文明建设。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表明为我国坚持落实
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高“节能减排”环保意识，
加大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执法力度，所以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②选项经济建设是一切工
作的中心，排除。
答案：C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装警察部队是保卫国家的中流抵柱。
“八·一”飞行队的女飞行员余
旭，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乐章。她的事迹告诉我们
（
）
①要倾力奉献社会，报效祖国
②只有在服务社会中才能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③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从社会获得的多少
④只有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才能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实现人生价值。创造和奉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要
求。一个真正懂得珍爱生命价值的人在享受现实生活的给予的同时，更会积极地为他人，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能为他人带来欢乐和幸福，为社会做出
贡献，他的生命就有价值。余旭的无私奉献行为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是服务社会、奉献
社会的体现，不仅积极承担了社会责任，有助于他人和社会，还延伸了生命的价值。其行为
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品质。因此选项①②④正确；选项③观点错误，因为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
于他对社会奉献的多少。
答案：B
23.“梦娃”系列公益广告以天津人张作品“梦娃”为形象依托，从“国是家，善做魂、勤
养德、诚立身、孝当先、和为贵”7 个方面传递“共圆中国梦”的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
）
①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②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③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④公平
公正
公开
守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以①②③选项符合题
意。④选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答案：A
24.临近中考，黔南州某中学校长在作励志讲话时说：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时代赋予青年崇高而又神圣的使命是（
）
A.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B.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不懈努力
C.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D.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而不懈努力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实现民族复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

时代赋予中国当代青年的崇高使命。所以 C 项正确；ABD 项不符合题意。
答案：C
25.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0 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
了会议。会议在合作、平等、互利、共赢的氛围中进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称赞和好评，
扩大了世界各国科技、文化、政者和经济等广泛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体现了我国什么
基本国策（
）
A.科教兴国
B.一国两制
C.计划生育
D.对外开放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我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在科技、
文化、政者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表明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D 符合题
意；科教兴国是战略，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和平统一的方针，AB 排除；计划生育是基本国
策，但不符合题意，C 排除。
答案：D
二、简答题
26.（4 分）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呈“喷诵”态势，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如：平塘“大射电——天眼”
（
“FAST 望远镜”）
、“神舟十一号”、“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
机”等。一国际知名学术刊物（自然）发布的“自然指数 2016 年新星榜显示：中国科研机
构正引领全球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在全球 100 家产出最多的，在全球 100 家产出最多的科
研机构中，有 40 家来自中国。
阅读上述材料后请你进行微点评。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技的重要性；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题文材料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成
就，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成果，是科技工作者积极创
新的成果，因此青少年要努力成为创新型人才，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据
此分析作答。
答案：①我国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取得重大成果。我国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依靠科技
进步促发展的良好氛围。②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创新，勇于探索，提高了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③建设科技强国，人才最重要。④青少年要成为创新型人才，学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
究学习。
27.（4 分）好消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决定每天上午 9：00——12：00，下
午 14：00——17：00 向公众免费开放。州民族博物馆是一个专门从事收藏、展出文物，弘
扬民族文化的地区级综合性博物馆，收藏、展出的文物有如：民族服饰、生产生活用具、历
史文献、革命历史文物中的各种兵器、红军长征经过黔南时写下的标语、党的一大代表邓恩
铭烈士用过的书桌等等。
对此举有何感想？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发展先进文化。本题考查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向公众免
费开放的重要性，用有利于的句式，从提高个人素养，弘扬中华文化，培育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播先进文化等角度组织答案即可。
答案：(1)有利于人们感受民族历史，获取知识，提高个人素养。

(2)有利于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他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3)它是政府提供给市民的一种文化福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4)有利于充分发挥博物馆宣传、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等。
三、辨析题
28.（7 分）近日，网传一段“肉松由棉花制成”的视频，给涉事蛋糕店造成了不良影响和巨
大损失。公安局侦测通报，两名六旬老太某和黄某，因编造并发布该视频，被行政拘留五日。
请对上述材料辨析。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自己负责；遵守网络规则；树立法治观念；正确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本小题考查了学生的辨析能力，题干中两名六旬老太某和黄某的行为错误，没有正确行使自
己的权利。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得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不能在合法权利之外谋取非法
利益。因此，两名六旬老太某和黄某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答案：(1)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承担自己的行
为法律责任。
(2)食品安全需要全社会关注，通过网络媒体监督食品安全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也是公
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体现。但在具体行使权利时，公民不能违法编造、制造、散布、传播
谣言。
(3)我国已进入大数据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同社会生活一样，不存在“法外之地”
，任何违法
犯罪，编造、制造、散布、传播谣言的违法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4)王某和黄某虽然六旬，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年龄而成为特殊公民，逃避和免除
惩罚。依法行使职权，打击违法犯罪是我国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
四、实践探究题
29.（5 分）黔南州某校九年级师生在观看（舌尖上的中国）记实片后深受启发，为迎接国内
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的“旅发大会”做好充分准备，举办了一场以“热爱家乡、品舌尖上的
黔南”主题摄影评比活动及船厂民族歌曲的演唱活动。
请你为游客推介具有黔南民族特色代表性的美食（至少三项）和代表性的歌曲（至少二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本题考查了具有黔
南民族特色代表性的美食和代表性的歌曲，依据事实回答即可。如毛尖茶，花米饭，酸汤鱼；
《好花红》
，
《远方的客人你留下来》等，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
毛尖茶，花米饭，酸汤鱼；
《好花红》，
《远方的客人你留下来》
。
30.（5 分）请列举公共场所和旅游景区需要拒绝的十大不文明雅观行为（至少五个）？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遵守和维护公共秩序。本题考查不文明现象，开放性试题，根据生活实
际作答即可。如大声喧哗、破坏环境、践踏草坪、乱刻乱画、随地吐痰、破坏公物等。
答案：①乱丢纸屑；②随地吐痰；③乱停乱放；④乱涂乱画；⑤乱采乱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