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安徽省阜阳市中考模拟政治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 4 个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意的。请你将该选项代号
写在下面答题框的对应题号下，写在其他位置无效。共 24 分，12 小题，每题 2 分）
1. 2016 年 10 月 17 日，____神舟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于 19 日凌晨与天宫____成功对接，
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开展较大规模空间应用的基础条件。（
）
A.十一号、二号
B.十号、一号
C.十二号、二号
D.十号、二号
解析：本题考查时事政治，2016 年 10 月 17 日，十一号神舟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于 19 日
凌晨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开展较大规模空间应用的基础条件。
答案：A
2.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______和______共同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A.赵忠贤、程开甲
B.赵忠贤、屠呦呦
C.赵忠贤、王小谟
D.屠呦呦、程开甲
解析：本题考查时事政治，赵忠贤、屠呦呦共同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答案：B
3.面对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最好的选择应该是（
）
A.课余时间去找小学同学玩，对不认识的同学敬而远之
B.主动向新同学介绍自己，敞开自己的心扉，尽快融入新的班集体之中
C.能沉默时则保持沉默，等待新的同学主动来找自己玩
D.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同学取笑，不让同学伤害到自己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初中新生活的认识。我们进入新的初中生活，要积极的与老师同学交
往，尽快融入新集体，所以 ACD 的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答案选 B。
答案：B
4. 2016 年 11 月 12 日，空军歼-10 女飞行员余旭，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因为能歌善舞，
余旭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金孔雀”
，但为了能够在自己钟爱的蓝天上驾驶战鹰完成完美的空
中之舞，余旭几乎放弃了所有自己的业余时间，全心投入到了飞行之中，即使面临着飞行中
的风险。余旭的行为（
）
A.没有珍爱自己生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B.是为了被更多人知道能够成名的表现
C.表明为了获得回报一定要先付出代价
D.是积极承担责任实现自身价值的表现
解析：本题考查积极承担责任实现自身价值的知识点，余旭热爱自己的职业，精益求精是实
现自身价值的表现。

答案：D
5.青春是美好的，但也是令人烦恼的。面对青春，下列行为正确的是（
）
A.为避免别人说闲话，小刚从不与异性同学交往
B.小雨情绪比较暴躁，他经常提醒白己遇事要冷静
C.小花每天涂抹妈妈的化妆品，以遮住脸上的“痘痘”
D.小薇通过穿奇装异服、模仿明星说话来让自己成为班级同学关注的焦点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青春的认识。进入青春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变化，是正常的。在
青春期，我们与异性同学正常交往，理性追星，对于长痘痘等生理现象，要正确对待，所以
ACD 观点错误；B 是调解心理矛盾的表现，有利于身心健康，是正确的，所以正确答案选
B。
答案：B
6.下边漫画中这位沉迷于网络的同学，如果不及时改正，发展下去（

）

①会危害身心健康
②会影响进步和发展
③可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④会丧失自我保护的技能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沉迷网络的危害的认识。漫画中沉迷网络的同学，会影响学习成绩，
危害身心健康发展，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是④观点错误，正确答案选 A。
答案：A
7.央视有段公益广告词：文明是一种力量，就好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在每一个人手中传递，
也能够汇聚所有人的热情，我相信你，更多地来发现，来释放自己文明的热情。传递这股文
明的力量，需要我们（
）
①做文明礼貌、懂礼仪的人
②提高公民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④积极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明礼貌的认识。题文中传递文明，需要我们懂文明讲礼貌，提高社
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与不文明行为作斗争等，所以①②③④都符合题意，
正确答案选 D。
答案：D
8.平时成绩不错的小丽，一到月考就非常紧张、焦虑，这导致她多次考试发挥失常。为了克
服月考焦虑症，小丽应该（
）
A.降低学习目标和要求
B.充分认识到月考的重要性
C.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D.调整作息时间，晚上不再看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怎样克服考试焦虑的认识。面对考试焦虑，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念，调整自我期待，克服考试焦虑，其中 ABD 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答案选 C。
答案：C
9.中学生小张每当遇到伤心事，总是劝勉自己“忧愁于事无补，还是想想怎样面对吧。”他
调控情绪采用的是（
）
A.注意转移法
B.合理发泄法
C.理智控制法
D.幽默化解法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调控情绪的方法的认识，题文中的小张自己劝勉自己，是给予自己积
极的暗示，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属于理智控制法，其中 ABD 不符合题意，所以正确答
案选 C。
答案：C
10.“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向
前进，就必须（
）
A.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支撑
B.缩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C.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情趣
D.增强平等意识，平等对待他人
解析：本题考察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认识。题文中强调的“信仰”，即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其
中 BCD 观点不符合题意，正确答案选 A。
答案：A
11.“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
日子将会来临。
”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这首诗告诉我们（
）
①面对挫折困境，要善于调节情绪
②要有广泛的兴趣
③要有乐观的生活态度
④学会正确认识与评价自己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普希金的这首诗说明了一个人要有乐观的生活态度，
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善于调节。①③的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②④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但材
料中并没有体现。
答案：B
12.观察漫画，下列观点正确的是（

）

①提高意志力，对外来不良诱惑坚决说“不”
②克服自身欲望和冲动，拒绝一切诱惑
③增强法制观念，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④进去看一看没有关系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抵制不良诱惑知识点。面对不良诱惑我们要防微杜渐，坚决抵制。
答案：D
二、非选择题
13.【透视漫画提高认识】
观察漫画，探究回答。

(1)“认识自己是智慧”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认识自己，获得这份“智慧”？
(2)“智慧”人生从认识自己开始。说说认识自己对于我们的成长有何意义。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认识自己的途径的认识，根据所学，结合漫画，认识自己的途径，
可以从自我观察、他人的评价和集体的评价等方面认识自己。

(2)本题考查学生对认识自己对我们成长的意义的认识。根据所学，从完善自己、发掘潜能、
树立目标，获得成功等方面回答，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答案：(1)自我观察；他人的评价；集体的评价。
(2)帮助我们完善自我，树立自信；发掘自身潜能；调整自我期待，根据自身实际确立成长
目标，从而获得成功；等等。
14.【健全身心·全面发展】
青春期的我们会演绎出一个个青春故事，这些故事能否书写好，对我们一生的成长都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
故事一：我喜爱写作，但是每次投递稿件都是石沉大海；我认为自己的歌唱的很好，但是在
大赛中总是不能取得较好的名次。我开始怀疑自己，对生活有些悲观失望。
(1)经过老师的开导，我终于懂得了要这样面对挫折：
故事二：学校前一段时间开展了防震演练、观看交通安全专题片和防溺水宣传活动，我们的
安全意识明显增强，乘车、上下学都变得井然有序。我的青春健康快乐成长……
(2)我们学校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有：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战胜挫折的方法的认识。如何面对挫折，即战胜挫折的方法，根
据所学，从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采取恰当的解决方法、激发探索的热情、学会自我疏导等
方面回答即可。
(2)本题考查学生对珍爱生命的认识。题文中学校进行防震演练，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安全意
识，其理由，可以从珍爱生命、善待生命、生命健康权的地位等方面回答，言之有理即可得
分。
答案：(1)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正确认识挫折，采取恰当的解决方法。激发探索创新的热
情。会自我疏导，善于自我排解，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增添战胜挫折的勇气。
(2)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们要倍加珍惜；珍爱自己生命，善待其他人的生命；
生命健康权居于首要地位；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受特殊保护等。
15.【情境探究明理导行】
以下是中学生小芸生活中的三个情境，请你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探究。
情境一：晚上聊 QQ 时，突然弹出一个页面，上面有许多让小芸面红耳赤的不良信息。
小芸应该怎样做？理由是什么？
情境二：期中考结束，小芸的数学又没有考好，她很灰心。
小芸应该怎样做？理由是什么？
情境三：上学路上，小芸发现几个社会青年正在敲诈小同学。
小芸应该怎样做？理由是什么？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不良诱惑的认识，题文中的不良信息，属于不良诱惑，我们要学
会辨别并自觉的加以抵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关掉，理由从抵制不良诱惑和远离庸俗情趣等
方面回答即可。
(2)本题考查学生对自信的认识。自信有助于成功，自信是成功的基石，题文中考试失利导
致灰心，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树立自信，理由从自信的作用回答即可。
(3)本题考查学生对怎样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认识。题文中敲诈他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所以
正确的做法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机智方法回答即可，理由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是，每个人
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回答即可。
答案：情境一：关掉页面抵制不良诱惑；远离低俗情趣；等等。
情境二：树立自信，改进方法，努力提高成绩自信有助于成功等。

情境三：记住他们的相貌，向老师反映情况；拨打“110”报警青少年要敢于并善于同违法
犯罪作斗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16.【关注家乡·亲近社会】(14 分)张华同学对安徽的发展十分关注，经常收集自己的所见
所闻发表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以下是其中的几个片段……。
【绿色篇】
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多发，公众从求温饱到要环保，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优
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省委、省政府提出，坚持绿色富皖、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发展建立在
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1)我省提倡“绿色发展”的依据是什么？
【文化篇】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启动建设
公共文化省级示范区、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中心村农民文化乐园试点。大运河（安徽段）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8 部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居全国第 3 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
(2)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有何重要意义。
【创新篇】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观看了高新地区企业科技成果集中展示。在智能语音、智能机器人、装备制造业、新材料、
生物医药、智慧新能源等展区，总书记对科技人员说，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
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是创新的高地。
(3)“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实践篇】
2017 年阜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 2 月 28 日举行，我市各地青少年积极报名参加。
(4)结合自身实际，谈谈你可以为推动创新发展做些什么。
解析：(1)本题考查我国的环境形势。根据所学知识，当前我国（省）环境资源形势比较严
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相协调发展。上述原因决定了必
须重视环境问题。
(2)本题考查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关知识。解答此题，要注意考虑“这件事对哪些方面有意义”
，
经过认真思考可以从重视文化事业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对该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组织答
案。如有利于丰富我省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发展我省文化产业，促进我省文
化软实力发展；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
(3)本题考查建设创新型国家知识点。解答此题要注意“从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几个方面
入手，习总书记的话，说明了什么道理？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如：①合肥市重视
技术人才重视创新，并且取得显著成就。②人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资源。③创新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科技创新是提高一个国家
的战略支撑。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等。④我们要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4)本题考查怎样提高自己创新能力。解答此题可以从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两方面入手。如
何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刻苦钻研敢于质问，敢于向传统权威挑战，积极参加科技创新
和科技小发明活动等。
答案：(1)我省当前环境资源形势也比较严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

口环境资源相协调发展。
(2)有利于丰富我省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发展我省文化产业，促进我省文化
软实力发展；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
(3)①合肥市重视科技人才，重视创新，并且取得显著成就；
②人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资源；
③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科技创新是
提高一个国家的战略支撑；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等；
④我们要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4)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刻苦钻研，敢于质疑，敢于向传统权威挑战，积极参加科技
创新和科技小发明活动等。
17.【展望十三五青春勇担当】
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会议
审查和批准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大会指出，“十三五”时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和部署，准确把握国内外发
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上述材料反映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2)我国政府确保“十三五”顺利进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来自哪里？
(3)假如学校准备在各班举办以“决胜十三五·家乡在巨变”为主题的班会，你认为可以通
过哪些方法收集有关家乡巨变的资料？
(4)结合所学知识和生活实际，谈谈青少年能为完成这一目标做些什么。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题文中在全国人大上通过相关决定，
表明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做过决定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
制度。
(2)本题考查学生对实现全面小康的信心的认识。首先要认识到实现全面小康的信心，即实
现全面小康的原因；然后根据所学，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综合国力的增强、
民族精神以及国家的国策战略等方面回答，角度多元化，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3)本题考查收集资料的方法，如问卷调查、网上查询、实地考察等。
(4)本题考查学生对实现全面小康青少年应该怎么做的认识，只要从树立理想、努力学习、
发扬精神、增强责任意识、积极进取，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等方面回答，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答案：(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是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
国力不断增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人民有凝聚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等。
(3)问卷调查、网上查询、实地考察等。
(4)努力学习，培养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多种能力；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积极
参加公益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抓住有利条件，发挥自身才能，积极进取，努力创业，实
现自我价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