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南省长沙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
小题 3 分，共 72 分）
1.（3 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______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
A.美好生活
B.物质文化
C.健康生活
D.先进文化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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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选项 A 正确；
选项 BCD 不符题意。
答案：A
2.（3 分）2018 年 4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
题为《》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 ）
A.坚持合作创新携手安全治理
B.深化伙伴关系开辟光明未来
C.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
D.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解析：2018 年 4 月 10 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要顺应
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
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亚
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因此选项 C 正确；选项 ABD 不符题意。
答案：C
3.（3 分）2017 年 5 月 3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______院士宣布，我国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世
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______，标志着我国在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
A.潘建伟 微电子计算机
B.施一公 微电子计算机
C.施一公 光量子计算机
D.潘建伟 光量子计算机
解析：2017 年 5 月 3 日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科研团队宣布光量子计算机成功构建。潘
建伟团队在多光子纠缠领域始终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
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
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因此选项 D 正确；选项 ABC 不符题意。
答案：D

4.（3 分）“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报我以幸福吗？我是一只凌
空飞翔的燕子。报我以不幸吗？我是一根劲竹经得起千击万磨……”从汪国真的诗中能读到
（ ）
①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
②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
③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④得过且过的随意性格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解析：从汪国真的诗中能读到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质，所以选项①②③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应选择 D；选项④的观点是错误的，得过且过的
随意性格是一种消极的表现，故应排除 ABC。
答案：D
5.（3 分）每当客人来访，鲁迅先生都会亲自为客人倒茶。客人告辞，如果是在晚上，先生
总是要端着灯将客人送至门外，直到客人走远。先生的行动告诉我们（ ）
①尊重他人要从小事做起
②诚信是做人的准则
③待人接物要谦和有礼
④友善是中华传统美德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客人来访，鲁迅先生都会亲自为客人倒茶；客人告辞先生总是送至门外，直到客人走
远，先生的行动告诉我们友善是中华传统美德，待人接物要谦和有礼，尊重他人要从小事做
起，所以选项①③④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应选择 C；选项②的观点不符合题意，故应排除 ABD。
答案：C
6.（3 分）“忽如一夜春风来，裤脚纷纷卷起来”。卷裤脚、露脚踝成了部分中学生追逐的
“时尚”，甚至寒冬时节也如此。对此，你想对这些学生说（ ）
①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②追求时尚，不能伤了身体
③中学生不宜追求个性
④标新立异才是真正的酷
A.①④
B.②③
C.①②
D.③④
解析：材料中卷裤脚、露脚踝成了部分中学生追逐的“时尚”，甚至寒冬时节也如此是错误
的，是典型的盲目从众行为。容易沾染不良嗜好，抵制不住不良诱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
道路，生活情趣低级、庸俗，不利于自身成长。表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追求时尚，不

能伤了身体，①②是正确的选项；③选项中学生可以追求个性；④选项标新立异不是真正的
酷，排除。
答案：C
7.（3 分）马克思说：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人。与
这句话表达的思想相近的有（ ）
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③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材料中“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人。”马克思这句话表达
的思想相近的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所以①②④符合题意；③属于正确认识自己的名言，不符合题意。
答案：D
8.（3 分）阳阳的妈妈加入了一个名为“开心购物”的微信群，只需微信付款给群主，就可
送货上门。可妈妈最近却开心不起来，因为群主擅自将她的真实姓名、收货地址等信息公布
在群里，所购商品也有质量问题。对此，下列做法可取的有（ ）
①不予理会，毕竟没有蒙受重大损失
②告知群主，这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③如法炮制，在群里公布群主的秘密
④保留证据，便于日后维权
A.①④
B.②④
C.②③
D.①③
解析：题干中的真实姓名、收货地址等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群主的做法，侵害了他人隐私权，
阳阳的妈妈应该知群主，这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隐私权，
要注意保留好证据。②④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①说法错误，缺乏维权意识；③说法错误，
报复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答案：B
9.（3 分）2017 年 11 月 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宣布，长沙正式加入全球“创
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这（ ）
①提升了长沙的城市知名度
②彰显了长沙产业发展的特色
③有利于长沙建设创新型城市
④标志着长沙全面实现小康目标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长沙市正式入选 2017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媒体艺术之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表明中华文化不仅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了长沙的城市知名度，彰显了
长沙产业发展的特色，有利于长沙建设创新型城市，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长沙还没
有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排除。
答案：B
10.（3 分）吐鲁番是湖南对口援疆地区，与长沙同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2017 年
8 月 25 日，长沙市与吐鲁番市签约缔结为友好城市。长沙与吐鲁番加强合作，有利于（ ）
①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②深度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③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
④消除两地差距，实现同步富裕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分析材料可知，长沙与吐鲁番加强合作，有利
于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两者深度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同步富裕观点错
误，应该是共同富裕，排除。
答案：A。
11.（3 分）健康是幸福的基石。下列图片中，属于健康生活方式的有（ ）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我们要健康成长，需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题干中②③④有
利于身体健康，都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符合题意。①不利于身体健康，服药要遵从医嘱，不
能擅自加大服用剂量。
答案：B
12.（3 分）2017 年夏天，长沙地区遭遇严重的洪水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当洪水灾害发生时，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

A.如果时间充裕，可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
B.如果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门板等做水上转移
C.如果洪水突然来临，最有效的逃生办法是单身游泳转移
D.如果发现高压线塔倾倒，要远离低垂或断折的高压电线
解析：当洪水灾害发生时，我们要及时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要充分利用浮力较大的物
品，要远离低垂或断折的高压电线，防止触电。ABD 说法正确。C 说法错误，单身游泳转移，
力量有限，发生危险时得不到他人援助，容易发生意外。
答案：C
二、判断题（判断下列行为和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错误的&#215;.本大题共 5 小题，
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3.（2 分）受到校园暴力侵犯以后，不能忍气吞声，也不能以暴制暴，要及时将事情告诉
老师、家长或报警。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本题考查了正确对待校园暴力，依据课本知识分析材料可知，面对校园暴力，我们应
该理智的采取回避的态度，尽可能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学会自我
保护，受到暴力侵犯后不能忍气吞声，要寻求父母、老师的帮助。
答案：正确。
14.（2 分）公平的合作，必然是互惠的合作。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合作需要公平，公平是良好合作的前提。坚持合作公正也是促进和谐社会的一个条件。
合作可以扬长避短，最充分、最有效地使用人力和资源，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合作
可以互惠互利，共享成果，所以题干描述正确。
答案：正确。
15.（2 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权利与义务密不可分，没有无义务
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答案正确。
16.（2 分）公安局的警官到某初中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
护。错误（判断对错）
解析：由于未成年人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的关爱与保护，“公安局的警官
到某初中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
答案：错误。
17.（2 分）长沙市某区决定将辖区内部分以数字命名的街道重新命名，一批反映当地地域
特点、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路名得以恢复。正确（判断对错）
解析：长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地名命取也颇多地受到历史人文的影响，并表达出
长沙不同阶段的历史人文信息。这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答案：正确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8.（8 分）
【爱在屋檐下】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弟子规》
亲子之间有温暖的牵挂、真切的关怀，也有甜蜜的碰撞……与父母交往也是要讲艺术的，请
你谈谈与父母交往的艺术。
（8 分）
解析：此题考查与父母交往的艺术。本题属于教材识记类知识，考查了学生的识记能力和再
现教材知识的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回答即可。结合教材知识，从赞赏父母、认真聆听、帮助
父母、与父母不必太计较、要宽容等方面回答即可。
答案：
父母交往要讲究艺术，赞赏父母，赞赏中增进亲情；认真聆听，聆听中获得教益；帮助父母，
用行动感动亲人；在家庭交往中，与父母不必太计较，要宽容。
19.（8 分）
【梦在田野上】
著名科学家袁隆平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为何能带领团队攻克杂交水稻
技术难关，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得到一些启发。请你依照示例补充表格。
（8 分）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此题开放性较大，考查学生分
析概括能力，学生依据教材归纳回答，言之有理即可。即：(1)由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
我的毕生追求得知，要心系人民，要把个人理想融汇于国家、人民需要中去。(2)由要挑战
自己，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得知，要敢于自我激励，自强不息，勇于
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和挫折，争取更大地生理。(3)由成功没有捷径，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
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得知，事业成功，实现梦想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和不懈
追求。(4)由工作之余，我喜欢打球、游泳、下象棋，还喜欢拉小提琴、阅读等得知，培养
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热爱生活。
答案：
(1)要心系人民，要把个人理想融汇于国家、人民需要中去。(2)要敢于自我激励，自强不息，

勇于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和挫折，争取更大地生理。(3)事业成功，实现梦想靠脚踏实地、艰
苦奋斗和不懈追求；(4)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热爱生活。
20.（8 分）
【法在我心中】
2018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
部分内容的建议》
，建议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3 月 20 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
法相关内容及表述与新修定的宪法相衔接、相统一。3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
会揭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先后进行宪法宣誓。
请你谈谈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依宪治国要求的。（8 分）
解析：仔细阅读材料，抓住其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依据课本内容组织答案。材料中修改宪
法的流程，说明了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更为严格，是说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因之
一，修改宪法，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立法活动，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进行，表明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依
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据此解答即可。
答案：
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②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④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⑤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⑥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四、分析说明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38 题 14 分，第 39 题 16 分，共 30 分）
21.（14 分）
【缤纷社团青春飞扬】
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是学校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广受同学们期待和欢迎。
场景一：招兵买马
学校“柠檬树”心理剧社准备发展一批新成员，作为剧社组织委员的小丽准备制作一份招新
海报，内容见右图。

(1)请你帮小丽完成海报中“成员要求”的相关内容。
（6 分）
场景二：排练现场
根据计划，“柠檬树”心理剧社这次的活动内容是排练心理剧，备战学校的社团节活动展演。
全体成员按时到场，排练有序进行。中场休息时，小军说今晚有他最喜欢的球赛转播，未经
团长小宁同意而提前回家。排练虽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预期排练任务仍顺利完成。大家一
起在学校吃晚饭，饱餐一顿后，看着大量的剩饭剩菜，小真默默地打扫起来……
(2)依据场景二，请你代表小宁对本次活动中大家的表现进行点评。
（8 分）

解析：(1)本题考查了为“柠檬树”心理剧社发展一批新成员设计要求，符合题意，具有正
能量即可，如具有团队精神，有合作意识，有时间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等，以此作答即可。
(2)仔细分析场景二，抓住其实质，依据课本内容组织答案。“全体成员按时到场，排练有
序进行”，体现了同学们时间观念强，具有责任感。“中场休息时，小军说今晚有他最喜欢
的球赛转播，未经团长小宁同意而提前回家”，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没有规则意识，是不负
责任的表现，没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饱餐一顿后，看着大量的剩
饭剩菜，小真默默地打扫起来”，大量的剩饭剩菜，是浪费是表现，没有做到勤俭节约；小
真默默地打扫起来，是责任感强的表现马伊琍与保护环境，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
(1)①具有团队精神，②有合作意识，③有时间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等。
(2)“全体成员按时到场，排练有序进行”，体现了同学们时间观念强，具有责任感。“中
场休息时，小军说今晚有他最喜欢的球赛转播，未经团长小宁同意而提前回家”，是个人主
义的表现，没有规则意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
系。“饱餐一顿后，看着大量的剩饭剩菜，小真默默地打扫起来”，大量的剩饭剩菜，是浪
费是表现，没有做到勤俭节约；小真默默地打扫起来，是责任感强的表现马伊琍与保护环境。
22.（16 分）
【美丽乡村特色发展】
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某校组织学生开展以“走进新农村”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一“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食仓储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农村粮食仓储情况如何？九年级(1)班调查小组走访了宁乡老粮仓镇 27 户农家，得到如下信
息：在 27 户农家中，20 户有自家粮仓，但容积普遍偏小，有 7 户没有粮仓，也没有储粮的
打算；农民自家粮仓储存的粮食霉变比较严重，一年下来粮食损耗较大；为防止虫咬和老鼠
偷吃粮食，农户将毒性较强的杀虫剂喷洒在粮仓周围等。
(1)针对调查中反映的问题，请你向当地政府提出几条解决问题的建议。
（8 分）
活动二“英雄闪光文家市，红色基因代代传。”浏阳文家市镇是秋收起义会师圣地，也是杨
勇将军和胡耀邦总书记启蒙成长之地。文家市镇的乡村建设如何？九年级(2)班调查小组了
解到该镇确立了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革命纪念馆得到修缮，革命传统教育得
以普及，红色旅游资源得以开发，“长沙市文明村镇”、“湖南特色景观名镇”等荣誉称号
先后花落该镇。
(2)阅读材料，请你说说文家市镇走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的合理性。（8 分）
解析：(1)本题属于建议类问题，具有可操作性即可。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市每个单
位对应帮助一个村庄发展经济，发展相关加工产业，据此解答即可。
(2)走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有
利于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农民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答案：
(1)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市每个单位对应帮助一个村庄发展经济。发展相关加工产业，
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2)①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②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③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④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