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北省随州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
1.（2 分）高雅的生活情趣不是天生的，它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积极的和美的感受。
其实，生活本身充满着欢乐，生活处处有情趣。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 ）
①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
②正当的兴趣爱好
③丰富的文化生活
④好奇与从众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生活中要学会辨析高雅情趣和庸俗情趣，庸俗的情趣危害身心健康，影响我们的进步
与发展积极追求高雅的情趣；高雅的情趣有益于身心健康，高雅的情趣有助于开发智力和激
发创造力，高雅的情趣有助于提高道德和文化修养。我们要追求高雅的情趣，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正当的兴趣爱好，丰富的文化生活，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
项不能盲目从众，排除。
答案：A
2.（2 分）2018 年 1 月 5 日，旅客罗某以等丈夫为由，强行阻止车门关闭，造成 G1747 次列
车延迟发车，公安机关认定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论输”违反《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并依据该条例第 95 条规定，对罗某处以 2000 元罚款，对于罗某“拦高铁”的
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 ）
A.是民事违法行为
B.只是不道德行为
C.是刑事违法行为
D.是行政违法行为
解析：此题考查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认识。把握题文信息，联系教材知识分析。乘客罗某以等
丈夫为由阻拦工作人员关闭车门，造成 G1747 次列车延迟发车，触犯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对罗某处以 2000 元罚款。罗某受到的罚款属于行政处罚，所以其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D
符合题意；A 不符合题意，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是民事违法行为；B 错误，错在“只”；C
不符合题意，刑事违法行为也称为严重违法行为，即犯罪，罗某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不属
于犯罪行为。
答案：D
3.（2 分）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过愚人节，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洋
节日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忘，对此，你（ ）
①这是在吸收外来文化，丰富我们的生活
②保护本民族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③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迷失自己，不能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要珍爱自己的精神

家园
④对于外来文化，不能照抄照搬，向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解析：题干描述是吸收外来文化，丰富我们的生活，启示我们要对待外来文化要批判地继承，
不能“全盘否定”
，也不能“全盘吸收”。正确态度是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要宣传、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这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①②③④都符合题意。
答案：D
4.（2 分）2017 年 11 月 29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7 年“双 11”网络购物商品价
格跟踪调查体验报告》显示，在“双 11”整个体验周期内，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价”
随意标注价格的情况较突出，这些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 ）
①安全权
②公平交易权
③自主选择权
④知情权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②④
D.③④
解析：题干中商家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价”、随意标注价格等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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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④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①③材料中没有
体现，不合题意。
答案：C
5.（2 分）
《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指出：期以来，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
采取切实有力举措，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保障各族人
民基本权利。新疆的发展变化得益于（ ）
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②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③“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④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A.②③④⑤
B.①②④⑤
C.①②③④⑤
D.①②③
解析：新疆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新疆发展变化得益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性，①符合题意；我
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②符
合题意；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基本方针，③不符合题意，排除；我

国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④符合题意；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⑤符合题意。
答案：B
6.（2 分）对于启动“全面二孩”政策，下面认识正确的是（ ）

A.是为了满足国民的生育需求
B.是对中国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
C.是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D.说明中国不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
解析：漫画中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国家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现实人口国情，对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完善和调整，旨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A 说法错误，是为了优化人口结构；B 说法错误，这也是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的体现，并不是否定计划生育政策；D 说法错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作为解决我国
人口问题的唯一途径，必须长期坚持。
答案：C
7.（2 分）2018 年 3 月 2 日，
《厉害了，我的国》震撼上映，影片中不不仅记录了中国桥、
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的超级工程，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
镜 FAST、海上最大的钻并平台“蓝鯨 2 号”
、磁悬浮列车的研发、5G 技术等引领人们走向新
时代的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这说明（ ）
A.我国已基本实现现代化
B.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大大增强，科技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C.我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D.在尖端技术的掌握和创新方面，我国已建立起坚实的基础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表明在尖端技术的掌握和创新方面，我国已建立起坚实的基础，D 是正确的选项；A
选项我国还没有基本实现现代化；B 选项我国科技总体水平比较落后；C 选项我国的科技水
平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排除。
答案：D
8.（2 分）2017 年 9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强调发挥企业家作用，
明确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下面对企业家精神理解正确的（ ）
①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②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③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企业家精神体现了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本色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企业家精神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和
发展，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精神体现了爱国
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本色，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②选项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爱国
主义，排除。
答案：D
9.（2 分）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 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完成了宪法
修改的崇高任务，审议通过了监察法，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
他报告，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上述材料说明（ ）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②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立法权、监督权和任免权
④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A.①②③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解析：题文材料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改、监察法，表明我国坚持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②符合题意；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宪法修改、监察法是依法行使立法权，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是依法
行使监督权，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是依法行使任免权，③符合题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①错误；④本身正确，但题文材料未体现，排除。
答案：B
10.（2 分）绘制思维导图可以明晰概念之间的关系。下列图示正确的是（ ）

A.
B.基本路线

主要矛盾

总任务

C.
D.基本国情

基本经济制度

分配制度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A 图示错误；为解决我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了我国的总任务，进而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B 错
误；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
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并列关系，C 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基本经
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分配制度，D 正确。
答案：D
11.（2 分）鲁迅年轻时，看到列强海军侵略中国，曾想当海军；后来想用实业救国：毕业
后面对中国现实，他转而学医：在日本学医期间，又认识到中国急需治疗的不是身体，而是
灵魂于是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去唤醒亿万民众。鲁迅个人理想的改变，表明他（ ）
A.没有主见，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
B.根据自己认识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理想
C.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
D.不重视自己的理想
解析：分析鲁迅的经历，表明了鲁迅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连在一起；启示我们要以祖
国利益为重，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投身到社会生产中去。B 符合题意；
其他选项与题干内容不符。
答案：B
二、解答题（共 2 小题，满分 18 分）
12.（8 分）明辨是非 理性思考
情境一：小明自从进入初中以来，开始迷上“王者荣耀”游戏，无心学习，无论父母怎样劝
阻，都无济于事，并多次与父母发生冲突，学习成绩不断下滑。
A.如果你是小明的同学，你认为小明应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你会对小明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境二：小明在放学回家途中，路过王阿姨的小卖店，他递给王阿姨 20 元钱要买一瓶饮料，
王阿姨却找给了她 45 元，原来王阿姨错把 20 元当成了 50 元。
A.此时，小明应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他这样做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有很多的优势，了解时事、学习知识、与人沟通、
休闲娱乐等；另一方面，网络也有可能造成很多伤害，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成瘾症、诱惑
欺诈。从网络有很多的优势的角度作答；为我们了解时事、学习知识、与人沟通、休闲娱乐、
等提供便捷的条件；从网络的弊端的角度作答，如沉迷网络会荒废学业，影响身心健康，甚
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题干中的小明因为迷恋网络游戏而无心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不断下滑，
为此，他应该虚心听取父母的意见，主动与父母沟通，自觉抵制良不良诱惑。据此作答。
(2)诚信是为人之本，是与人交往的通行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为人处世、与人

交往，要讲究诚信，
“诚”就是诚实做人、做事，实事求是，诚实无欺、表里如一；故小明
应该把多找的钱退给王阿姨。
故答案为：
(1)
A.如果你是小明的同学，你认为小明应该：专心学习。
B.你会对小明说：学习是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还要学会换位思考，主动
与父母沟通。
(2)A.此时，小明应该：把多找的钱退给王阿姨。
B.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为人处世、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
13.（10 分）新时代 新阶段 新征程
材料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赋予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丰富内
涵和重大意。
(1)请结合所学知识和生活实际，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主要表现。（3 分）
(2)党和国家提出二〇二〇年以后的两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2 分）
(3)习近平主席作出“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一“庄严的承诺”，
有什么重大意义？（2 分）
(4)为了兑现这个庄严的承诺，你认为我们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3 分）
解析：(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
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材料二 十九大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二 0 年全面建成
康社会后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究整勾
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
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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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强调：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是我们庄严的承诺。一诺千金。
”脱贫是庄严的承诺，它有利于全面小康的顺利建成；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4)实现脱贫需要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健康扶贫工程及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
保实现脱贫目标；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在扶贫开发中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电
力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推进扶贫开发法治建设，切实保障贫困人口合法权益。
故答案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促进
世界各国的发展和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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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全面小康的顺利建成；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4)建立和完善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贫困地区

经济的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