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陕西省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小题）
1.（2 分）2018 年 3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 ）修正案》
，产生了国家（ ）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完成了各项议程后，在
北京胜利闭幕。
A.刑法
安全
B.刑法
监察
C.宪法
安全
D.宪法
监察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 日在
北京召开。3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
，产生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完成了各项议程后，在北京胜利闭
幕。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D
2.（2 分）2018 年 5 月 4 日，纪念马克思诞辰（ ）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千年第一（ ）”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A.120
思想家
B.200
思想家
C.120
理论家
D.200
理论家
解析：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2018 年 5 月 4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纪念马克思，
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
信念。马克思为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B
3.（2 分）2018 年 5 月 14 日，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川航客机，因前风挡玻璃脱落而处于紧
急危险状态。机组成员沉着冷静、规范操作，成功将飞机安全备降在成都双流机场。机组成
员（ ）
①果断处置，具有高超的职业素养
②珍爱生命，保护了乘客的生命健康权
③自信自强，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④恪尽职守，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机组成员的行为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是具有高超的职业素养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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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珍爱生命，

保护了乘客的生命健康权，恪尽职守，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②④是正确的选项；
③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B
4.（2 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师大教师座谈时强调，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下面做法符合习总书记要求的是（ ）
①3 月 5 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
②4 月 24 日，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③5 月 4 日，学校组织部分团员赴延安革命圣地开展研学活动
④5 月 12 日，学校开展防震演练活动
A.①③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告诉我们，人无
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符合习总书记立德要求的是选项①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选
项③赴延安革命圣地开展研学活动，故应选择 A；选项②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与立德无关、选
项④开展防震演练活动属于自护自救，与立德无关，故应排除 B、C、D。
答案：A
5.（2 分）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答记者问时指出，保护产权必须要尊重合
同，政府不能把合同当废纸，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这表明政府（ ）
①应弘扬契约精神，崇尚法律权威
②应维护自身利益，行使权力不能任性
③应信守承诺，取信于民
④保护产权所有者合法权益的态度不会变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契约精神。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政府尊重合同，不能把合同当废
纸，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这表明政府弘扬契约精神，崇尚法律权威，政府应信守承诺，取
信于民，政府保护产权所有者合法权益的态度不会变，所以选项①③④的观点是正确的，故
应选择 B；选项②的观点不符合题意，故应排除 A、C、D。
答案：B
6.（2 分）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开通了“我向省长说句话”栏目。班长请同学们就“如何减
负”提建议。下面建议与这一要求不相符的是（ ）
A.小新：
“老师可以设立作业超市，我们按需选择。
”
B.小莉：
“学校应减少考试次数，不要公开学生排名。
”
C.小杰：
“我们支持减负，享受快乐学习。
”
D.小勤：
“政府应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禁止超前超纲补课。
”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处理学习与娱乐的关系。分析题干与选项得知，本题同学们就“如何减
负”提建议，应从国家有关部门、学校和老师角度。
“政府应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禁止超前

超纲补课”
、
“老师可以设立作业超市，我们按需选择”、
“学校应减少考试次数，不要公开学
生排名”属于同学们就“如何减负”提的建议，但不符合题意；“我们支持减负，享受快乐
学习”属于青少年拥护减负政策，不属于从“如何减负”提的建议，但符合题意。
答案：C
7.（2 分）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七条规定：奏唱国歌时，
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个别同学却在奏唱国歌时嬉笑打
闹，你会用哪些法律知识去说服他们（ ）
①明辨是非，提高自控能力
②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③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决不做
④公民应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A.②③
B.①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明辨是非。个别同学在奏唱国歌时嬉笑打闹，是违法行为，国歌
是国家的象征，我们应该在奏国歌时严肃注视履行尊重国歌的义务，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
决不做。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①选项不是法
律知识；④选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答案：A
（4 分）思想品德课上，老师为同学们展示了下面两则材料。请你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

材料二：
你们默默无闻，却让我们屹立于世界；
你们走进历史，却让我们拥抱未来
英雄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英雄是平常日子鞠躬尽瘁，
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英雄永被传颂，英雄永不独行！
8.同学们围绕漫画展开了讨论。下面观点不正确的是（ ）
A.小新：
“漫画中的人物侵犯了英烈的名誉权。
”

B.小莉：
“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了英烈的合法权益。
”
C.小勤：
“侵犯英烈权益的行为都会受到刑罚处罚。
”
D.小杰：
“保护英烈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解析：分析漫画可知，漫画中的人物侵犯了英烈的名誉权。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有利于保护英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用行动弘扬
继承革命传统文化，捍卫国家精神象征。A、B、D 是正确的观点，不符合题意；C 选项侵犯
英烈权益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处罚，犯罪行为会受到刑罚处罚，观点错误，符合题意。
答案：C
9.阅读材料二，同学们被英雄的气概所震撼。下面感慨不正确的是（ ）
A.小新：
“昨天你们用赤诚捍卫我们，今天我们用真情铭记你们。”
B.小勤：
“英雄事迹气壮山河，英烈精神光照未来。
”
C.小杰：
“英雄足迹不容磨灭，英雄形象不容玷污。
”
D.小莉：
“英雄用生命筑起精神长城，我们用鲜血维护英雄尊严。”
解析：本题考查了传承民族精神的知识点。阅读材料二我们被英雄的气概所震撼，让我们一
起努力，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由此分析选项 A、B、C 三位同学的感慨
是正确的，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英雄们的优良传统，捍卫英雄形象，选项 D 小莉的观
点是不正确的，英雄用生命筑起精神长城，我们应用法律和实际行动维护英雄尊严。所以选
项 D 的观点符合题意。
答案：D
10.（2 分）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有效破解，
“巡回法庭”开在了百姓家门口，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今天的中国，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法治的温度。这（ ）
①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②表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又向前迈进一步
③有助于公民依法履行监督义务
④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满意度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有效破解，“巡回法庭”开在
了百姓家门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属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容，体现了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满意度，①②④是正
确的选项；③选项有助于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排除。
答案：B
11.（2 分）社会正义是干出来的。我们应该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下面古语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 ）
①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③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④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分析材料可知，启示我们要做一个正义感的人。以此
分析选项可知，①选项体现了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选项体现了以实现仁为己任，死
而后已；③选项意思是道路虽近，不走就不可能到达；事情虽小，不做就不会成功；④选项
体现了只希望得到而不将希望付诸行动。①②③选项符合题意。
答案：B
12.（2 分）2018 年 4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首都少年儿童一起挥锹铲土、填入树苗、
培实新土…种下了白皮松、西府海棠、红端木、玉兰、紫叶李。习主席（ ）
①启示公民应自觉履行植树造林的义务
②说明我们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建设美丽中国
③表明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④有利于青少年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好”的观念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生态文明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主席之尊亲自植树表明我国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积极建设美丽中国，这启示我们要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好”的观念，自觉履行植树造林的义务，①②④符合题意；题文材料未体现节约资源
的基本国策，③排除。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13.（7 分）走进新时代
【认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______________。
（1）请你将空白处补充完整。（1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时代理解，属于是什么问题。本小题是对十九大有关内容的考查，依
据十九大有关知识回答即可。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答案：历史方位。
【探究新时代】
时间
会议
1956 年

党的八大

1981 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2017 年

党的十九大

主要矛盾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
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2)请你概况上面表格，说说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变化？（2 分）
解析：此题考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变化，属于是什么问题。本小题是对党的历次
会议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述变化情况的考查，依据本题表格中材料的内容归纳回答，符合
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个方面即可。例答：人民提出更高质量、更全面的需求；社会生产
力水平总体提高，但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答案：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个方面即可。例答：人民提出更高质量、
更全面的需求；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提高，但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选做题：以下两小题，请你任意选一题作答。（如果两题都答，按①小题计分）（2 分）
①请列举两例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②请列举两例我国目前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解析：此题考查列举两例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表现。属于开放性试题，只要
符合题意，列举两例，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如：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发
展不平衡；我国还有 3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我国还存在上学难等问题。
答案：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例答：①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②我国还有 3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我国还存在上学难等问题。
(4)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请你写出破解这一矛盾的“密码”
。
（至少答出两点）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破解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密码”
。本题属于从国家角度怎样做问
题，考查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归纳能力。依据课本知识，结合材料，可以从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等角度答题即可。
答案：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例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
14.（12 分）谱写新篇章
【劳动绘新篇】
1956 年 8 月 10 日，1000 多名交通大学教职工、学生等，为响应党的号召，毅然离开了繁华
的大上海，登上了“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如今的交大人不忘初心，为西部发展、国家富
强再创辉煌。
(1)交大人身上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哪些必备品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优秀品质分析。材料中交通大学的教职工、学生等未来祖国的需要，支援大
西北，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答案：爱国、奉献等。
【精神助新篇】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
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2)请写出你对其他三个伟大精神内涵的理解。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认识和理解，①奋斗精神
的体现可从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扎实苦干等方面考虑作答，②团结精神可从同舟共济、团
结协作等方面考虑作答；③梦想精神可从志存高远、远大理想等方面考虑作答，言之有理即
可。
答案：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即可。例答：①自强不息；②同舟共济；③志存高
远。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条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五条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十四条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第三十三条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七条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
行，不受逮捕。
【宪法护新篇】
(3)学宪法，谈认识。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分别说明了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宪法规定内容的认识，宪法第五条体现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故选，说明了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第三十三条体现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说明了权利和
义务的一致性；第三十七条体现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答案：第五条说明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等。第三十三条说明公民
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公民即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等。第三十七条
说明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等。
(4)用宪法，说做法。
（2 分）
①依据宪法第四条规定，在生活中，青少年应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依据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在生活中，青少年应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①宪法第四条体现了民族团结，所以能体现维护民族团结要求即可，如三个尊重等；
②宪法第十四条体现了勤俭节约，如一水多用等。
答案：①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做法可行即可。例答：与其他民族同学互帮互
助。
②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做法可行即可。例答：纸张双面使用。

(5)从上一题的作答中，你悟出了哪些道理？（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感悟，能体现宪法的重要性即可。
答案：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例答：宪法是我们的最高行为准
则；宪法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15.（7 分）展现新气象
【法治新气象】
小秦在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中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为印证这一
观点，他收集了以下资料。
资料：①2017 年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较 2012 年下降 51.8%。
②老百姓的安全感大大提升，比如，公共场所小偷小摸不见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请结合你的生活体验，补充资料②的内容。
（1 分）
解析：此题考查我国治安状况的认识。符合题意即可。
答案：放学路上独自回家不怕了。
(2)请你运用所学法律知识，探究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2 分）
解析：此题考查我国治安状况好转的原因，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
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原因在于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公民法治观念增强，
违法犯罪行为得到遏制。
答案：①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②我国大力开展普法教育；③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增强等。
【乡村新气象】
今天的乡村邻里纠纷少了，欢声笑语多了；自私自利少了，顾全大局多了…处处呈现出一派
新时代的新气象。
(3)请你从道德角度，概况材料中新气象“新”在哪里？（2 分）
解析：此题要求从道德角度分析新农村建设的成就。符合题意即可。
答案：①村民相互尊重，和谐相处；②村民集体意识增强，关爱集体等。
(4)我省正在开展“美丽乡村，文明家园”活动。请你仿照样例，为所在乡村（社区）拟写
两条公约。
（2 分）

解析：此题要求为美丽乡村建设计公约，考查知识运用能力。按照题目限定的角度设计即可。
答案：①孝敬父母，勤俭持家。②遵守秩序，保护环境。
16.（10 分）踏上新征程
【改革开放新征程】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过去，“中国的大门要不要打开”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今天，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承诺给世界经济吃了一颗“定心丸”
。

(1)40 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打开大门？（2 分）
解析：此题考查对外开放的原因，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自我封闭的危害、对外
开放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等方面作答。
答案：①闭关自守只能导致愚昧、落后；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③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等。
(2)今天，中国的承诺为什么如此重要？（2 分）
解析：此题考查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
的承诺之所以重要是由我国的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决定的，表明我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提
高。
答案：①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②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③中国是和平、
合作、负责任的大国等。
为了赢得下一个 40 年，我们应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高举________________伟大旗帜。
让承载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
望的明天！
(3)请将空白处补充完整。
（1 分）
解析：此题考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考查识记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春梦想新征程】

(4)请你阅读上述材料，以“我和 2035 有个约”为主题，写出你的感想。字数在 100 字左右。
（5 分）
内容要求：①写出 2035 年我国的奋斗目标；②描绘我国 2035 年的美好景象；③为了这一约
定，你应该怎么做。
解析：此题要求以“我和 2035 有个约”为主题谈感想，考查知识运用能力。按照题目要求，
联系教材知识组织答案。
答案：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
活更加宽裕；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美丽。为了这一目标，我们青少年应勤奋学习，提高
自身素质；树立远大理想，增强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