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南省邵阳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 2 分，
共 40 分）
1.（2 分）中国共产党第（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至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习近平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报告。
A.十六
B.十七
C.十八
D.十九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至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以 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D
2.（2 分）2017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并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
，居民收入增长 7.3%，增速均比上年有所加快。
A.6.3%
B.6.5%
C.6.9%
D.7.2%
解析：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17 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并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9%，居民收入
增长 7.3%，增速均比上年有所加快；工业增速回升，企业利润增长 21%；进出口增长 14.2%，
实际使用外资 136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与质量、结构、效益相得益
彰的良好局面。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C
3.（2 分）2018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得 2017 年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是（ ）
A.王泽山、侯云德
B.师昌绪、王振义
C.孙家栋、谷超豪
D.于敏、程开甲
解析：2018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南京
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获得 2017 年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A
4.（2 分）2017 年 11 月 1 日，
（ ）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我
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A.北京

B.上海
C.长沙
D.广州
解析：2017 年 11 月 1 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长沙从全球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
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
号的城市。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C
5.（2 分）2017 年 5 月 14 日，
（ ） 宣誓就任法国新总统，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A.默克尔
B.卡梅伦
C.马克龙
D.特朗普
解析：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中间派“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以 65.5%
对 34.5%的得票率击败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马丽娜•勒庞，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
2017 年 5 月 14 日，马克龙宣誓就任法国新总统，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因此选项
C 正确；选项 ABD 不符题意。
答案：C
6.（2 分）可可西里是我国目前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
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唤起更多人的关心与参与。这说明
（ ）
A.野生动物的生命最具有智慧
B.人类与其他生命共生共存、息息相关
C.生命是顽强的，应让其自生自灭
D.生命的价值在于保护动物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珍爱大自然的生命。可可西里是我国目前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唤起
更多人的关心与参与。这说明人类与其他生命共生共存、息息相关所以 B 符合题意；A 的说
法错误，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人与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我们要珍爱大自然的生命，不
能肆意对待，因此 C 错误，只有人类的生命最具有智慧，排除；C 错误，错在“让其自生自
灭”表述，对于珍稀，濒临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生命应采取保护措施和人工干预政策；D
错误，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奉献，排除。
答案：B
7.（2 分）现代诗人顾城在《毛虫和蛾子》中写道：“毛虫对蛾子说：你的翅膀真漂亮。蛾
子微笑了，是吗？我的祖母是凤凰。蛾子对毛虫说：你的头发闪金光。毛虫挺自然，可能，
我的兄弟是太阳。”这首诗启示我们要学会（ ）
A.认识自我，拒绝赞赏
B.察言观色，取悦他人
C.彼此尊重，追求真理
D.欣赏他人，悦纳自己
解析：
《毛虫和蛾子》中毛虫和蛾子的对话启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看到知己的优点和长
处，学会欣赏他人和悦纳自己，所以选项 D 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应选择 D；选项 AB 的观点

是错误的，认识自我，不能拒绝赞赏；不能察言观色，取悦他人不利于平等交往；选项 C
的观点不符合题意，故应排除 ABC。
答案：D
8.（2 分）
《王者荣耀》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作为游戏，
《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
对于社会，它却不断地释放负能量。青少年沉迷于《王者荣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有（ ）
①学习成绩下降
②身心健康受损
③学到更多历史知识
④造成财产损失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痴迷网络游戏这一不良诱惑对个人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危害个人的健康和发展，纪
律涣散、不思进取、好逸恶劳、投机取巧，极易诱发各种犯罪，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家
庭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危害，影响家庭幸福，甚至家破人望亡；对社会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
危害，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秩序，扰乱社会治安。因此选项①②④正确；选项③观点不
符题意，题干中问的是不利影响。
答案：B
9.（2 分）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明确提出要严格落
实中小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的规定。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 ）
A.家庭保护
B.学校保护
C.社会保护
D.司法保护
解析：社会保护的基本要求是：全社会创造一种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施
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事业组织、机关团体以及社会人士。材料中教育部提出“要严格落实
中小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等规定。这一条例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C 符合题意；
ABD 与题意不符。
答案：C
10.（2 分）2017 年 7 月 19 日，徐玉玉电信诈骗案一审宣判，主犯陈文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 6 名被告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 3 至 15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判决中属于主刑的是（ ）
①无期徒刑
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③有期徒刑
④罚金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
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题干中①③属于主刑，符合题意。②④属于附加刑，不
合题意。
答案：D
11.（2 分）如图漫画告诉我们（ ）

A.有竞争就不可能合作
B.竞争中要以成败论英雄
C.要尊重竞争对手，向竞争对手学习
D.只要敢于竞争，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解析：题干中的漫画体现了竞争的意义：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由于竞争
对手的激励，人们才会不断进取，奋力向前。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找出差距，弥补不足，
从而使自己进步、发展的更快。因此，我们要尊重竞争对手，向竞争对手学习。选项 C 正确；
选项 ABD 错误，因为竞争与合作既对立又统一；竞争不以成败论英雄；敢于竞争仅是成功的
一个方面。
答案：C
12.（2 分）2018 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在《万紫千红中国年》的歌舞中拉开帷幕，
《年夜饭》的
歌声传遍千家万户。下列不属于春节习俗的是（ ）
A.贴春联
B.赛龙舟
C.压岁钱
D.吃水饺
解析：本题考查了春节习俗，包括拜年、贴春联、挂年画、贴窗花、放爆竹、发红包、穿新
衣、吃饺子、守岁、舞狮舞龙、挂灯笼。分析选项可知，ACD 选项属于春节习俗；B 选项属
于端午节的习俗，符合题意。
答案：B
13.（2 分）义务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其他教育，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
A.强制性、自愿性、公益性
B.自愿性、公益性、统一性
C.强制性、公益性、统一性
D.强制性、自愿性、统一性
解析：此题考查义务教育的特征。依据教材知识，义务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其
他教育，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统一性、公益性，所以 C 符合题意；
因自愿性不是义务教育的特征，故 ABD 错误。
答案：C

14.（2 分）身份证异地办理、公积金全国联通、开单位发票须填“税号”……2017 年 7 月
1 日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这一系列新的规定（ ）
①是以正义的制度维护社会公平
②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③能彻底杜绝非正义行为的发生
④有利于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制度本身是人们获得结果公平的前提和条件，没有正义制度的支
持，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是人们获得公平的制度保障。所以材料中这一
系列的新规定是以正义的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有利于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①②④是正确的选项；③选项彻底杜绝，太绝对，排除。
答案：D
15.（2 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对马克思这句话的理解正确的
是（ ）
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
②道德义务必须履行，法定义务不必履行
③我们每个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
④我们既要依法行使权利，又要依法履行义务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说明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
每个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公民既要正确行使权利，又要自觉履行
义务。因此选项①③④正确；选项②错误，法定义务必须履行。
答案：A
16.（2 分）感动中国 2017 年度人物卢永根说：“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
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这启示我们（ ）
①珍惜青春，创造美好人生
②放弃学业，尽早融入社会
③爱岗敬业，承担社会责任
④牺牲自己，成就他人梦想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解析：此题考查珍惜青春、报效祖国和承担责任。依据所学知识，题文中感动中国 2017 年
度人物卢永根说“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这启示我们要珍惜青春，创造美好人生，热爱祖国，积极报效祖国，爱岗敬业，承担社会责
任。①③符合题意；②错误，放弃学业是不履行受教育义务，是违法行为；④做法不对，成
就他人梦想，不一定要牺牲自己。
答案：C
17.（2 分）香港回归 20 年来，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得益于我国创造性地实施了“（ ）”的
基本方针。
A.和平统一
B.一国两制
C.中西合璧
D.区域自治
解析：香港回归 20 年来，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得益于我国创造性地实施了“一国两制”的基
本方针。今天的香港更加繁荣昌盛，充满活力，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和最
自由的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
护神”。故 B 符合题意；A 不完整；CD 与题干内容不符。
答案：B
18.（2 分）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贴在水瓶上的标签成为“网红”。这个标签用来给自己
的水瓶做记号，在这个绿色标签上，印有中英文的“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完”，喝不完的
还鼓励带走。对这一举措认识正确的是（ ）
①能够为解决大气污染尽一份力
②有利于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③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体现
④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题干中的标签内容，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有利于节约水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有利于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这是坚持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体现。
②③④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①题干内容与大气污染没有关系，不合题意。
答案：C
19.（2 分）2017 年我国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慧
眼”遨游太空，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行测产……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
①要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
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③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④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已经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解析：“慧眼”遨游太空，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行测产都属于我国在科技领域内

容取得的成就，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高科技水
平，故②③符合题意；①错误，发展经济是当前的中心工作；④错误，不符合我国的科技国
情。
答案：C
20.（2 分）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这启迪我们（ ）
A.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已成为全民自觉行动
B.追求美好生活有悖于艰苦奋斗的要求
C.发扬实干精神就一定能实现人生理想
D.艰苦奋斗精神在新时代仍需坚持
解析：“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体现了艰苦奋斗精神，表明艰苦奋斗精神是
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艰苦奋斗精神在新时代仍需坚持，青少年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D 是正确的选项；A 选项已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太绝对；B 选项追求美好生活与艰苦奋斗的
要求比违背；C 选项就一定能实现人生理想，太绝对，排除。
答案：D
二、判断题（下列说法中，正确的√，错误的&#215;，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21.（1 分）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等引起的感染，只要不要和艾滋病
患者进行血液传播，不要用公用的针头，不要性交，如果要输血要严格控制，所以题干描述
是正确的。
答案：正确。
22.（1 分）乘车时要注意，不要把身体伸出窗外。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此题为判断类选择题，把握题文信息，联系教材知识分析。联系教材知识分析可知，
乘车时要提要掌握一些安全知识，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伸出窗外，以免后面来车赶上来碰着，
发生意外事故。题文观点正确。
答案：正确
23.（1 分）常见的气象灾害有：寒潮、干旱、洪涝、冰雹、泥石流等。错误（判断对错）
解析：“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
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我国常见的气象灾害主要有洪涝 （洪涝/地震）、干旱、台风和
寒潮等。
答案：错误。
24.（1 分）我们要坚持锻炼身体，不吸烟，不喝酒，不吃生冷食物。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锻炼身体，不吸烟，不喝酒，
不吃生冷食物，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观点正确。
答案：正确。
25.（1 分）天气炎热时，我们可以私自下河、塘、水库游泳。错误（判断对错）
解析：此题考查自我保护的相关知识。属于判断题目。根据所学知识，天气炎热时，我们不
能私自下河、塘、水库游泳。要和大人一块去，带好救生圈，不到不明水情的河、塘、水库
等游泳。所以观点错误。

答案：错误。
26.（1 分）申请成为禁毒志愿者的年龄要求是 18 周岁以上。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申请成为禁毒志愿者的年龄要求是 18 周岁以上，所以题
干描述正确。
答案：正确。
27.（1 分）非法持有海洛因 1 克以上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错误（判断对错）
解析：非法持有海洛因十克即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答案：错误。
28.（1 分）发现吸毒情况，向公安机关举报应拨打 120.错误（判断对错）
解析：公安机关举报电话号码是 110，所以发现吸毒情况，向公安机关举报应拨打 110。
答案：错误。
29.（1 分）利用儿童贩卖毒品的，按照刑法以贩卖毒品罪从重处罚。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在刑法中，儿童特指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此时，儿童
在贩卖毒品过程中相当于工具，而非共犯，行为人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被追诉刑事责任.根据
最高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以下，
即从重处罚.
答案：
正确
30.（1 分）鸦片颜色是棕色或暗褐色。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本题考查了课本的基础知识，依据课本内容可知，毒品不光指海洛因，还包括鸦片、
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使人上瘾的麻醉剂和精神药品。鸦片颜色是棕色或暗褐色的，
题干描述正确。
答案：正确。
三、阅读材料，简要回答（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31.（8 分）磨砺意志，陶冶情操
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一路过关斩将击败北大硕士获得总冠军的是一位看上去平凡朴实的
外卖小哥——雷海为！雷海为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工作是送外
卖。他任何时候都带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等餐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别的同事都在拿着
手机玩游戏，他却拿出《唐诗三百首》背。董卿这样感叹道：“你所有在日晒雨淋，在风吹
雨打中的奔波和辛苦，你所有偷偷地躲在那书店里背下的诗句，在这一刻都绽放出了格外夺
目的光彩。”身在井隅，心向璀璨，再平凡的生命都有权利追寻平凡的光芒，而雷海为就是
最好的激励。
(1)雷海为靠着意志和实力夺冠，请你说说在生活中我们要怎样磨砺坚强的意志呢？（4 分）
(2)雷海为用诗词提升生活的品味，我们又将如何追寻高雅的生活情趣呢？（4 分）
解析：(1)考查学生对怎样磨练坚强的意志的内容的掌握情况，应该从树立目标，持之以恒，
勇敢面对挫折，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等方面回答即可。
(2)此题旨在考查学生对怎样追寻高雅的生活情趣，主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运用，设问

中为追寻高雅生活情趣提建议，即怎样追寻高雅生活情趣，可以从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培
养正当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提升情趣陶冶情操等四个方面回答即可。
答案：
(1)①必须树立明确的目标。
②从细微之处做起，从小事做起。
③善于管理自己。
④要主动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每点（2 分）
，共（4 分）
。答对 2 点即给满分（4 分）
，其他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
(2)①要有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
②培养正当的兴趣爱好。
③参加丰富的文化生活。
④提升情趣，陶冶情操。
（每点（2 分）
，共（4 分）
。答对 2 点即给满分（4 分）
，其他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
32.（8 分）改革开放，筑梦中国
材料一：2017 年 7 月 1 日，十集大型政治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该片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 13 亿中国人民攻艰克难、砥
砺前进，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将改革进行到底，筑梦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
(1)请你谈谈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2 分）
材料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18 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
年。
40 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6 分）
解析：(1)此题考查改革开放重要性，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中关于改革开放地位和重要
性的阐述作答。
(2)此题考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考查知识综合能
力。依据教材知识，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四方面作答。
答案：
(1)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动源泉。
（每点（1 分）
，共 2 分）
(2)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每
点（2 分）
，共（6 分）
。
）
33.（8 分）理性消费，拒绝误导
一位名叫刘洪滨的“老专家”被发现多次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健康医药”节目中，参与推
广的药品其功能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苗医传人，有时候是蒙医传人，偶尔还会客串一下
北大专家和医院退休的老院长……由于刘洪滨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身份完全不同，也被网友
戏称为“虚假医药广告表演艺术家”。随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官方机构介入，这位
“百变神医”的“演艺之路”走到了尽头。
(1)“百变神医”刘洪滨代言假药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些权利？（4 分）
(2)如果买到假药，你将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4 分）

解析：(1)本题考查消费者的权利。材料中刘洪滨代言假药，会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全权，违背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
交易权。据此作答。
(2)本题考查消费者维权途径，结合教材知识，从与经营者协商、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等非
诉讼途径及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途径作答即可。
答案：
(1)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每点（2 分）
，共（4 分）
。答对 2 点即给满分，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2)①与经营者协商解决；②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③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④根据与经营
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每点（2 分）
，共（4 分）
。答对 2 点即给满分，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四、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每小题 13 分，共 26 分）
34.（13 分）建法治国家，做守法公民
材料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写道：“国家工作
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材料二：2018 年 3 月 17 日至 1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分别举行第五、第六、第七
次全体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之后，分别举
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仪式。
材料三：“六•一”儿童节，萌萌一家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绥宁黄桑玩了一天，领略了神奇
绿洲的美景。
他们返程即将进入县城时，只见交警拦住了前方的一辆小轿车，并要求驾驶员对着一个仪器
吹气。
萌萌好奇地问爸爸：“交警叔叔为什么要拦车检查？”爸爸解释道：“交警叔叔是在执行公
务，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这也是在保护我们每个出行人员的安全啊。”萌萌说：“爸
爸，我懂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1)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家工作人员、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就职时为什么要选择宪法作为宣
誓对象？（4 分，请从宪法的地位、作用等角度回答）
(2)请设计三种普及宪法知识的活动形式。
（3 分）
(3)在生活中，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6 分）

解析：(1)此题要求分析宪法宣誓的原因，考查理解能力。国家领导人选择宪法作为宣誓对

象是由宪法地位和重要性决定的，依据教材中关于宪法地位和作用知识点作答。
(2)此题要求涉及普及宪法知识的活动形式。符合题意即可。
(3)此题考查公民如何树立法治观念，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弘扬法治精神、学
法知法守法护法用法等方面组织答案。
答案：
(1)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②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③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
本活动准则。
（每点（2 分）
，共（4 分）。答对 2 点即给满分，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
给分。
）
(2)①出一期宣传宪法知识的黑板报。②举办宪法知识讲座。③张贴宣传宪法知识标语。
（此
题为开放性试题，只要有三种合法的普及宪法的活动形式即可给满分（3 分）
。）
(3)①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③学法尊法守法用法；④依
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答对 3 点，即给满分（6 分），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
可酌情给分。
）
35.（13 分）贯彻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
材料一：2018 年 2 月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
《意
见》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
材料二：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是“全国生态文化村”、湖南省“美丽乡村”、湖南省十大“平
安村”。近年来，清水村坚持“旅游活村、产业富村、生态亮村、平安护村”的发展战略，
以扶贫为中心，以旅游建设为抓手，以平安建设为保障，县、乡、村三级联动，统筹建设，
真抓实干，砥砺前行。乡村在发展中振兴，村民在振兴中分享喜悦。
(1)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何重要意义。
（6 分）
(2)结合材料二，说说清水村是怎样发展振兴的。（3 分）
(3)根据本地及自身实际，你打算为建设美丽乡村做哪些努力？（4 分）
解析：(1)此题考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本题属于开放性知识点，学生可以从解决好
“三农”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深入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落实中国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促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等角度回答，符合题意即
可。
(2)由材料近年来，清水村坚持“旅游活村、产业富村、生态亮村、平安护村”的发展战略，
以扶贫为中心，以旅游建设为抓手，以平安建设为保障，县、乡、村三级联动，统筹建设，
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可知清水村采取旅游活村、产业富村、生态亮村、平安护村的发展战
略。
(3)此题解答围绕美丽乡村重在美丽，也就是环境美好，那就需要从保护环境方面努力。可
从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投入“美丽乡村“宣传活动中。积极参加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美化环境，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努力成
为环保小卫士。针对“清洁乡村“活动中存在的不法行为，敢于提出批评，或举报，或制止
等来阐述答案。
答案：
(1)①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②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③有利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
（每点（2 分）
，共（6 分）
，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2)清水村实施了①旅游活村；②产业富村；③生态亮村；④平安护村的发展战略。

（每点（1 分）
，答对三点即给满分（3 分），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酌情给分。）
(3)①爱护环境，美化环境，不乱扔果皮纸屑等；②积极参加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从小事做
起；③加强对美丽家乡的宣传；④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建设家乡打下坚实的知识
基础；⑤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此题为开放性试题，每点（2 分）
，答对 2 点即给满分（4 分）
，其它言之有理的答案，可
酌情给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