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北省咸宁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
1.（2 分）2017 年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
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A.丝路精神
B.创新精神
C.合作精神
D.担当精神
解析：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14 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是中国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主题是
“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A
2.（2 分）2016 年 9 月 1 日起，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 ）“三科”教材，在
全国投入使用，计划 2019 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教材。
A.道德与法治、数学、历史
B.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
C.语文、数学、英语
D.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
解析：2016 年 8 月 28 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语文和历史三科教材，将于今年 9 月 1 日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
入使用。2017 年秋季学期，全国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教材，2018 年
覆盖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2019 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教材。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B
3.（2 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 ）
A.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B.“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C.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D.中国共产党领导
解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 D 是正确

的选项；ABC 选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答案：D
4.（2 分）牛顿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常被同学嘲笑。有次他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带到学校，
却被同学讽刺不懂其中原理，从此以后他变得肯动脑筋，爱学习了。凭着这股爱钻研、爱思
考的劲头，他终于成为学习的强者、科学的巨人。这个故事充分说明自强的关键是（ ）
A.追求理想
B.战胜自我
C.扬长避短
D.坚定信念
解析：题干这个故事充分说明自强的关键是不断战胜自我，克服自身缺点，挖掘潜能，所以
B 符合题意；ACD 都是自强的表现，但不是自强的关键。
答案：B
5.（2 分）2018 年 5 月，在咸宁市开展的警示教育中，市纪委公布了一批领导干部贪污腐化、
最后锒铛入狱的案例。这些案例中领导干部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是（ ）
A.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B.触犯了刑法
C.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D.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领导干部贪污腐化
行为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C 符合题意；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不是犯
罪特征，A 排除；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特征，但不是最本质特征，BD 排除。
答案：C
6.（2 分）脑科学研究表明：男性喜欢运用大脑中的灰质思考，灰质中富含大量的神经元，
而女性则擅长用大脑中的白质思考，白质包含更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体，这种差异导致了男
女在思考方式上的不同。这一研究成果说明男女生正常交往可以（ ）
A.把握交往分寸
B.消除性别差异
C.扩大交往范围
D.学习对方长处
解析：男女生正常交往可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特长，完善自我，所以 D 符合题意；AC
属于异性交往要求，与题干不符；B 错误，不能消除性别差异。
答案：D
7.（2 分）某广告公司未经某体育明星同意，擅自以该明星的名义进行广告宣传活动，来抬
高公司的知名度，以获取更多利益。体育明星以广告公司侵犯其姓名权为由将该公司告上法
庭，法庭审理认为，广告公司的行为确实属于（ ）了体育明星姓名的侵权行为。
A.冒用
B.盗用
C.干预
D.混淆
解析：公民的姓名是区别于其他公民的称号或代号，一般情况下，还包括公民的曾用名、别

名、笔名等。公民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
假冒。以此分析材料可知，广告公司的行为盗用了体育明星姓名，侵犯了体育明星的姓名权，
B 是正确的选项；AC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B
8.（2 分）关于我国民法对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维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财产所有权归属发生争议，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所有权
B.财产被他人非法占有拒不返还，可请求人民法院强令不法占有人赔偿损失
C.财产受到不法侵害已经毁损或灭失，可通过协商要求侵权人恢复原状
D.财产被国家行政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时，可要求行政赔偿
解析：此题考查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依据教材可知，确定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极其重
要。它是实施法律规定的其他各种保护合法财产所有权方式的前提。财产所有权归属发生争
议时，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所有权，所以 A 符合题意；BC 不符合题意；
D 错误，应是当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没收财产的行政处罚，违法对财产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时，可以要求依法撤销裁决，或予以行政赔偿。
答案：A
9.（2 分）中国古代有很多表现做人优良品德的诗句，如欧阳修的“正直者不可屈曲”，杜
甫的“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陆游的“白发向人羞折腰”。这些诗句都形象地说明了
找们（ ）
A.每个人都要遵守社会规则
B.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C.每个人都要有合作和竞争意识
D.要正确对待不公平现象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欧阳修的“正直者不可屈曲”，杜甫的“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
陆游的“白发向人羞折腰”，都体现了正义感，做有正义感的人，不仅要求我们明辨什么是
正义行为，什么是非正义行为，更重要的是去感悟，以升华道德境界；去践行，以伸张正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会为自身、为他人的正义去努力，更会为集体的正义去奔走，为国
家的正义而奋斗。B 是正确的选项；AC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B
10.（2 分）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代表
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
A.历史方位
B.历史阶段
C.历史时期
D.历史高度
解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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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
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A

11.（2 分）国家安全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每个公民都要树立总体国家
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以（ ）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A.经济安全
B.信息安全
C.人民安全
D.国土安全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总体国家安全
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
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位一体，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
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C
12.（2 分）某校九年级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又到毕业季，回首三年时光匆匆而过，发现自
己已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面对选择，我们正确的态度应是
（ ）
①弄清自己的真实需要
②考虑目标的重要性和实现的可能性
③照搬别人的成功模式
④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提高选择能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初中毕业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要弄
清自己的真实需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和优势，考虑目标的重要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并总结成
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提高选择能力，所以选项①②④的观点正确，故应选择 D；选项③
忽略了符合个人实际的要求，故应排除 ABC。
答案：D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52 分）
13.（6 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七年级《思想品德》上册有关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人的特长往往是人某个方面潜能的表现，还有许多潜能隐藏在角落里，未被发现，
未被发掘。就算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天才人物，一生中也不过远用了他们不到 2%的潜能力
量。
材料二：有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用沙子堆城堡。一位长者走过来问：“你在玩沙子吗？”孩子
说：“不，我是设计师，在建一座美丽的城堡。”多年后，这个孩子果真成了一名著名的建
筑设计师。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研究证明，每个人至少有七个方面的智能，请列举两例。
(2)材料二反映了哪一种发掘潜能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哪些方法发掘自己的潜能？
解析：(1)人身上的七种基本智能：①语言智能；②音乐智能；③数理逻辑智能；④空间智
能；⑤身体运动智能；⑥人际交往智能；⑦自我认识智能。
(2)发掘潜能，要经常给予自己积极的暗示，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信心和勇气，能帮助我们发
掘潜能。在心中想象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我”形象，能够激励自己的斗志，有利于释放自

己的潜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激发潜能。要培养有利于激发潜能的习惯，从小事做起。材料
二反映的挖掘潜能的办法是在心中想象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我”形象，激励斗志，释放潜
能。
答案：
(1)①材料一说明人的潜能犹如一座有待开发的巨大金矿，蕴藏丰富，价值连城；
（或人的潜
能是巨大的，1 分）②每个人至少有七个方面的智能：语言智能、音乐智能、数理逻辑智能、
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
（答出任意两个方面即可得满分
2 分）
(2)材料二反映的挖掘潜能的办法是在心中想象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我”形象，激励斗志，
释放潜能；
（1 分）另外挖掘潜能的方法有：①经常给予自己积极的暗示，提高自己的信心
和勇气；②在实践中激发潜能，培养有利于激发潜能的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分）
14.（6 分）阅读材料，结合八年级《思想品德》上册有关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刘举人村替夫还账、信守不渝的郭俊华荣获 2017 年“全国诚
实守信道德模范”称号。六年前，郭俊华的丈夫因病去世，留给郭俊华因为治病而欠下的
20 多万元债务。在很多人看来郭俊华本来可以一走了之，可郭俊华却不这么认为，她将借
款与善款一笔笔详细记录，每天早出晚归打工赚钱，用坚强、勤劳、执着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一笔笔的还款账目，是她最淳朴的承诺。
(1)郭俊华用坚强、勤劳、执着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2)从郭俊华的事迹中我们认识到诚信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3)请给道德模范郭俊华写一段颁奖词。
解析：(1)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与他人合作、交往
的通行证。能信守诺言，履行约定，为人诚实，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重。诚
实守信，实实在在地做事，这是一个人在社会立足、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据此分析作答。
(2)本题考查诚信的基本要求。答出对人守信，对事负责即可。
(3)颁奖词的内容符合诚信的重要性，体现材料中人物的品质即可。
答案：
(1)①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践约守信是我们诚实做人的核心；（1 分）
②交往中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失信于人，会产生信任危机；
（1 分）③为人诚实，言而有信，
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是自身道德的升华。（1 分）
(2)诚信的基本要求是对人守信。对事负责。（1 分）
(3)示例：你把诚信的种子播撒在大地，用坚强的阳光照耀，以勤劳的汗水浇灌，用执着的
土壤滋养，终于培养出了这践约守信的文明之花，芬芳着华夏的每一处角落。
（2 分）
15.（7 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九年级《思想品德》有关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要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五个建设，坚定实施七大发展战略，使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报告同时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
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材料二：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雄安新
区的设立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补齐区域发展短板；
2017 年 7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
动方案》指出，2017 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
服务水平。

(1)进入新时代，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分哪两个阶段来安排？
(3)材料二体现了我国正在实施哪两大发展战略？
解析：(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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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党的十九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
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3)“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体现了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提质升级行动方案》”体现了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答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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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2)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 分）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
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 分）
(3)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2 分）
16.（7 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九年级《思想品德》有关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修订后的宪法第 27 条增加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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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
战书等分别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
材料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为加强宪法的宣传和贯彻，国家确定每年的 12 月 4
日为国家宪法日，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2017 年全国法制宣传日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1)结合材料一，谈谈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会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2)结合材料二，说说 2017 年全国法制宣传日为何要把“维护宪法权威”作为主题。
(3)请你为国家宪法日拟一条宣传标语。
解析：(1)该题考查宪法宣誓的积极影响，结合课本知识，从增强宪法观念，维护宪法的权
威，形成尊重宪法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作答。
(2)该题考查 2017 年全国法制宣传日为何要把“维护宪法权威”作为主题的原因，结合知识，
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总章程，是根本活动准则，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作
答。
(3)本题考查了设计宣传标语，符合题意即可。如树立宪法意识，养成守法习惯；践行依宪
治国，培养法治思维，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
(1)①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宪法权威；②有利于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宪法意识，激励他们忠于和维护宪法；③有利于公民提高宪法意识，培养宪法情感；④
有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权的氛围。（答出任意 2 点即可得满分

2 分）
(2)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②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③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④宪法制定和修改的
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⑤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
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答出任意 4 点即可得满分 4 分）
(3)答案示例：①树立宪法意识，养成守法习惯；②践行依宪治国，培养法治思维；③学习
宪法，尊崇宪法等等。
（简洁明了，文字通顺，符合题意即可得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