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中考第二次模拟政治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32 分）
1.（2 分）我国首款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 ）
，2017 年 12 月 24 日在
广东珠海成功首飞。
A.AG6OO
B.AG800
C.AG900
D.C919
解析：我国研制生产的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在
广东珠海成功首飞。AG600 是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
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AG600 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
在水面上起降。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A
2.（2 分）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______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
基地举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______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
化的______，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的全新亮相。（ ）
A.80
首
实战阅兵
B.90
首
沙场点兵
C.100
第二
沙场点兵
D.50
第三
实战阅兵
解析：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
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的全新亮相。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B
3.（2 分）2018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 ）
A.王泽山 侯云德
B.张存浩 程开甲
C.赵忠贤 屠呦呦
D.于敏 谢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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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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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9 时，中国共产党第_______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体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______________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 ）

A.十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B.十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C.十八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十九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析：根据时政知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体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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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D
5.（2 分）2017 年 2 月，
《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中 16 岁的武亦姝夺冠圈粉无数，她从小就
对古诗词感兴趣，并针对诗词储备量进行自我强化训练，即使遇到困难也从未放弃。她得成
功启示我们（ ）
①对任何事情都要产生兴趣
②拥有恒心才能战胜困难和挫折
③要培养高雅情趣，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④有必胜的信心就不会遇到挫折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
解析：
《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中 16 岁的武亦姝夺冠的成长历程告诉我们，要培养高雅情趣，
不断提升自身素养，拥有恒心才能战胜困难和挫折，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能放弃，所以选项②
③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应选择 D；选项①④的观点都带有绝对性，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要产生
兴趣，要学会区分良莠；有必胜的信心也会遇到挫折，故应排除 A、B、C。
答案：D
6.（2 分）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话主要告诉我们（ ）
①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②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教育永无止境
③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公民生存发展的需要
④接受教育就能获得良好的就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
D.①②
解析：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起
着重要的作用，为人的一生幸福奠定良好的基础，是每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①③符
合题意；②是从国家和民族角度讲，不符合题意；④说法绝对，接受教育不一定获得良好的
就业。
答案：C
7.（2 分）2017 年 9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强
调指出，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主要源于（ ）

①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③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材料中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这种制度自信主要源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所以①②④符合题意；③错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
答案：B
8.（2 分）2017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在北京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论坛发来贺信。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罗马尼
亚前总理蓬塔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孙家正分别致辞。近 60 个国家约 100 名
代表、近 90 名中方代表参会。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利于（ ）
①我国深化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②增强丝路沿线国家人民的联系
③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发展、合作共赢
④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题干中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的举行，有利于加强丝路沿线各国民
间交流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有利于国深化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①②③说法正确，
符合题意；④说法错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等。
答案：A
9.（2 分）2017 年 12 月 3 日 7 时 44 分，东航最后一班接巴厘岛滞留旅客回国的航班在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稳稳降落，标志着有关部门协助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乘坐商业航班回国的工作
已经顺利完成。这（ ）
①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②表明了强大的祖国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③彰显了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
④能够解决所有海外中国公民遭遇的安全隐患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有关部门协助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乘坐商业航班回国的工作顺利完成，

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
提高、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越性，表明强大的祖国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
项太绝对，排除。
答案：C
10.（2 分）2017 年 10 月 5 日晚，中央有关部门组织拍摄的七集大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在中央电视台首播。不忘初心，我们必须继续（ ）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②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的根本基点
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④坚持以发展民主政治为中心
A.①③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解析：材料中不忘初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等，不忘初心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改革开放做为强国战略，①③符合题意；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我国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②④错误。
答案：A
11.（2 分）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是因为（ ）
①改革是推动发展的直接动力，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中心和关键
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③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要发展进步，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中国梦，就不能离开改革
开放，②③④符合题意；解决所有问题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关键是发展，①错误。
答案：C
12.（2 分）2017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国务院任命的 39 个部门的 62 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这是因为（ ）
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②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③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其他法律的总和
④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替代其他法律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我国进行宪法宣誓制度是宪法地位和重要性决定的，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一切组
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①②符合题意；宪法不是普通法律总和，③错误；宪法具有最高
法律效力，但不能替代其他法律，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根本问题，普通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
④错误。
答案：A
13.（2 分）因交通违法不及时处理，法院强制执行又拒不履行罚款义务，2017 年 6 月 27
日，平顶山市将首批 7 名因交通违法不及时处理的人员依法纳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行联
合信用惩戒。这告诫我们（ ）
①要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法律禁止的事情坚决不做
②要加强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做诚实守信的人
③不讲诚信是违法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
④不讲诚信的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A.①③
B.①②④
C.③④
D.①②③
解析：平顶山市将首批 7 名因交通违法不及时处理的人员依法纳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
行联合信用惩戒。这告诫我们要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法律禁止的事情坚决不做，要加强道
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做诚实守信的人，不讲诚信的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①②④符合题
意；③错误，不讲诚信的行为，有轻有重，不能都受到刑罚处罚。
答案：B
14.（2 分）2017 年是双创周举办的第三年，主题为“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动能”。这说明创
新创业（ ）
①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②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
③有利于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伟大复兴
④能够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所有问题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体现了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创业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有
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伟大复兴，所以①②③
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太绝对，排除。
答案：A
15.（2 分）近年来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保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一些地区水源地环境安全
隐患依然突出。2018 年 2 月 24 日，环保部宣布，将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开展着这一行动（ ）

①彰显了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
②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③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切实维护国民饮水安全
④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解析：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题干中环保部开展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利于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有利
于保护环境，有利于社会和谐，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①②③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④说法错误，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答案：D
16.（2 分）遭遇火灾时，我们要冷静机智地运用自救与逃生的知识，来保护自己。下列做
法正确的有 （ ）
①木头、纸张、棉布等着火，可直接用水扑灭，也可以用土、沙子、浸湿的衣被等迅速盖在
起火处
②家用电器或线路着火，应先切断电源，然后迅速泼水灭火
③如果被大火围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身体貼近地面前行
④身上着火后千万不能跑，迅速把衣服脱掉，然 后浸人水中或用脚踩灭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生活中我们要掌握火灾逃生常识，注意保护自身安全。题干中①③④说法正确，符合
题意；②说法错误，电器线路着火，要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不可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
答案：C
二、情景材料分析题（24 分）
17.（12 分）南仁东，FAST 的倡导者、设计者和建设者，是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
师。FAST 的落成启用，见证了南老师“心中有梦、勇敢逐梦、坚毅筑梦”的 22 年不平凡的
历程。
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与会外国科学家提出，要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
接收更多来自宇宙的讯息，稳固西方国家在天文研究领域的霸主地位。南老师一听便坐不住
了，中国要在宇宙探索中迎头赶上，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必须要搞自己的大射电望远镜！
南老师的这条逐梦之路，异常艰辛。单为 FAST 选址，就耗用了他 12 年的生命。建设 FAST
的理想台址是在大山深处、远离电磁干扰的山谷洼地。为了寻找这样合适的台址，南老师带
着 300 多幅卫星遥感图，几乎走遍了中国西南的所有大山，踏遍了大山里的所有洼地。几十
个大大小小的村寨，南老师去了！一些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的山路，南老师去了！一些从未
有人踏足的荒野，南老师也去了！在实地勘察了 80 多个洼地后，终于，南老师和他的团队
找到了建设 FAST 的最佳台址——贵州平塘的大窝凼！
台址选好后，南老师和他的团队又开始了建设 FAST 的逐梦之旅。2007 年，经过南老师的不

懈努力，FAST 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从倡议到立项，时间过去了 13
年，大窝凼的草木愈发葱翠，而南老师的头发却愈发花白。南老师是团队的主心骨，他是一
个通才，工程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总是找南老师商量，每次都能通过南老师找到解决办法。
南老师自称“战术型老工人”
，长期待在施工现场，睡工棚，跑工地，爬高塔，身体力行，
直接参与一线建设。克服了各种技术障碍，克服了经费缺口等重重难关。2016 年 9 月 25 号，
FAST 工程如期完工。
南老师视 FAST 如生命！22 年如一日，他带领他的团队在艰苦创新之路上砥砺前行，科技报
国、筑梦苍穹，建成了“中国天眼”
，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奇迹”，重新标定了中国在世界
天文学的地位。他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宏伟的“中国天眼”，他那宽广的人生格局和坚韧的人
生态度，更是一座宏伟的精神丰碑！
为什么说他的“宽广的人生格局和坚韧的人生态度，更是一座宏伟的精神丰碑？”
解析：材料中南仁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兢兢业业，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自强不
息、敢于创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据此作答。
答案：因为南仁东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淡泊
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敢于创新，艰苦创业的优秀
品质。
18.（12 分）棋以明智柯洁，少年开始学习围棋棋艺，凭借“永不服输”的劲头，千锤百炼，
终于成为了世界围棋冠军。在代表人类和机器人“阿尔法狗”进行围棋对战时，由于客观因
素的存在和怕输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输给了机器人。但他毫不气馁，说到“我是柯洁，永不
服输的柯洁！
”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谈谈“我是柯洁，永不服输的柯洁！”这句话对我们的成长有何
启迪？
解析：
“柯洁，凭借“永不服输”的劲头，千锤百炼，不断超越自己，失败了他毫不气馁，
说道：
“我是柯洁，永不服输的柯洁！
”这说明他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具有自信和自强不息
的坚强的品质，能够悦纳自己等，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①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挫而不折；②正确对待竞争，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③自强
不息，做生活的强者；④乐观自信，悦纳自我等。
三、价值判断题（每题 6 分，共 24 分）
19.（6 分）打赏网络主播成为“时尚”，许文永 14 岁的儿子小明为了让自己的游戏人物变
大高大上，花了父母积蓄 30770 元打赏 5 名游戏主播，为自己代玩手机游戏。
判断：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题干中的案例，说明了生活中部分青少年不能正确对待流行，盲目跟风，会浪费时间、
流费金钱，浪费精力；使人虚荣心大增，形成不良的攀比之风。应该正确对待流行，合理消
费。
答案：
判断：错误。
理由：网络打赏是新鲜事物，我们要学会鉴别不同的兴趣爱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盲目从众。跟着“群体”参加无意义甚至对身心健康有害的活动，会使我们陷入庸
俗的生活情趣，不利于我们身心健康发展。
20.（6 分）的哥王超朋对于乘客遗忘在出租车内的任何东西，总是交到公司由公司寻找失

主。
判断：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的哥王超朋的做法既是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践行了法律的要求，是诚实
守信的正义行为，是真善美的行为，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所以的哥王超的做法正确。
答案：
判断：正确。
理由：王超鹏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正义行为；真善美行为；弘扬了良好
的社会风气，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21.（6 分）张和说：
“长大后我一定要找一份体面的、高尚的工作，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追
求”
。
判断：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依据课本内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只要社会需要，能为社会做贡献，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光荣的；我们应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念。故题干表述错误。
答案：
判断：错误。
理由：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社会需要，能为社会做贡献，从事
任何职业都是光荣的。从平凡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坚持做好工作、生活、学习中的每一
个细节，就会一步一步实现人生的追求。
22.（6 分）山东提前完成 2017 年“气代煤、电代煤”改造。
判断：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首先明确做法正确，理由可从“气代煤、电代煤”改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科
学发展观、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等方面组织答案。
答案：
判断：正确。
理由：实施“气代煤、电代煤”改造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是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绿色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积极执政为民的惠民工程，对于改善大气质量和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
具有重要意义。
四、探究实践（20 分）
23.（20 分）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为了学好报告。领会其精神实质，某
中学九年级(1)班同学举行了一次主题班会活动，请你也参与其中，共同探究以下问题。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
【我思考】从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从 2020 年到本世纪
中叶可以分哪两个阶段来安排？
解析：党的十九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可
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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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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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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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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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
中有更多获得感。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其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等战略并列。
【我分析】党和政府为什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证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解析：党和政府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共
同富裕，这是人民地位和党的先进性决定的。据此分析组织答案。
答案：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中国共产党立党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党和政府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
青春焕光彩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勇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
发出绚丽光彩！
【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当
代青年应该怎样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
解析：此题考查青少年如何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考查知识的运用能力。青少年要为国家建设
做贡献，必须有远大理想、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创新能力要强，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据
此分析组织答案。
答案：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增强自身素质；树立远大理想，从
社会需要和自身实际确立成长目标；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报效祖国；肩负实现民族复兴的
使命，自觉投身社会实践，让青春焕发绚丽光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