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陕西中考试题思想品德与历史
A卷
第Ⅰ卷 选择题
1.2011 年 7 月 19 日，以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出席了
和平解放
周年庆祝活动。
（ A ）
A.西藏
60
B.新疆
60
C.西藏
55
D.新疆
65
2.2011 年 9 月 19 日，农业部专家组宣布，由
指导的“Y 两优 2 号”百亩试验田平
均亩产首次突破
公斤，创下世界杂交水稻较大面积亩产最高记录。（ C ）
A.袁隆平 1000
B.谢家麟
1000
C.袁隆平 900
D.吴良镛 900
3.2012 年 3 月 27 日，第
届核安全峰会在韩国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通过了《
公报》
。 （ B ）
A.一
首尔
B.二 首尔
C.一 釜山
D.二 釜山
4.“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失控客车撞向学生的刹那间，用柔弱的身体推开了学生，自己却
被碾在车轮下。那一瞬间爆发的勇敢与忘我让世人震撼。张丽莉的行为（ C ）
①是关爱集体的表现 ②表现了她大爱无私的品质 ③印证了师德的高尚 ④说明她具有
自 强的品质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针对漫画《扶？不扶？》
，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请
回答 5～6 题。
[来源:学科网 ZXXK]

5.正方观点：应该扶起老人。下面说法不能支持
．．．．正方观点的
是（ A ）
A.小丽：
“扶起老人可能会付出代价，但必定会有所回报。”
B.小翠：
“扶起老人是真善美的行为。”
C.小强：
“扶起老人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
D.小明：
“扶起老人是尊老扶弱的表现。
”
6.反方观点：不应该扶起老人。下面说法不能支持
．．．．反方观点的是（ D ）
A.小琴：
“医生说老人晕倒是不能随便扶的。”
B.小红：
“如果没人给我作证，我不扶，但我会拨打 120。
”
C.小金：
“我担心老人倒地是个骗局，不敢扶。”
D.小艺： “这不是法律所提倡的，所以我不扶。
”
7.2012 年 5 月 18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走私犯罪集团首要犯罪分子赖昌星作出一审判
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说明（ B ）
①法律是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 ②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③凡是违法行为必
受刑罚处罚 ④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④
材料一 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
案）
》
。
材料二 在陕西省开展的“接送流浪儿童回家”专项行动中，公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拐
卖、拐骗、胁迫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护了流浪未成年人。
8.上述两则材料共同
．．说明了（ C ）
[来源:学科网]

①学校保护给未成年人成长铺就成长的阶梯 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保护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司法保护 ④政府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③

9.实名制越来越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银行开户、购买火车票、网上开微博等都要使用真
实的个人身份信息。实名制的推行（ C ）
①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②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③需要国家建立健全有关
公民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④需要公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防止个人信息被盗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0.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在网络上编造谣言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李某等人依法予以拘留，对
在网络上传播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教育训诫。这一案例（ B ）
①说明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 ②告诫我们不能割裂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③表明
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④警示我们要自觉遵守网络公德，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1.首尾分离三百载、隔海相望六十年的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富春山居图》，在两岸同
胞的共同努力下，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这一展出（ D ）
①有利于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 ②说明文化交流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③得益于两
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④表达了中华儿女实现两岸统一的共同心愿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2.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陕西省委在全省开展了“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民忧、解民怨、解民困”的“三问三解”活动。这一活动的
展开（ D ）
①有利于公民行使建议权和监督权 ②体现了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③有
利于提高升为省政府的决策水平 ④表明人民有权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大事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13、隋朝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 C ）
A、以关中为中心统治全国
B、开凿了大运河
C、开创了为后世沿用的制度
D、为统治者提供了教训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据此回答 14—15 题。
14、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中，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下
列表述完全正确的是（ D ）
①中共一大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②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③中共七大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召开
④1956 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15、下图反映的是中 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对两图反映的政策理解不正确的是
（ A ）
[来源:学+科+网]

[来源:Z.x x.k.Co m]

图一 1950 年农民丈量分配土地
图二 农民领取土地承包合同
A、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实施
B、图一实行的是农民土地所有制，图二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图一使少地农民奋分到了土地，图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

D、都解放了农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
16、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
“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
结束了。
”材料中“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结束”的因素有（ A ）
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②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
③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 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7、
《共产党宣言》之所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主要原因是（ D ）
A、由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
B、确立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
C、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张
D、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8、1882 年 4 月 19 日，达尔文因病逝世，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把他葬在牛顿的墓旁。
这主要是因为（ B ）
A、达尔文和牛顿都是文艺复兴的先驱
B、达尔文和牛顿一样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C、达尔文发展了牛顿的经典力学
D、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 远远超过了牛顿经典力学
[来源:Z|xx|k.Com ]

[来源:学科网]

第Ⅱ卷

非选择题

1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
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 武帝时，西域内属， 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
又置戊己校尉。
——《后汉书·西域传》
材料三 碑文曰：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壬申，
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往日贞观十年，初通和好，
远降文成公主入藩。以后景龙二年，重为婚媾，金城
公主因兹降藩。自此以来，完事休贴。见者边吏不谨，
互有侵轶，越在遐荒，因之隔阂。今遵永旧，咸与维
新，帝式藏用，不违厥旨 。
⑴从材料一划线处课看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重用人才 。秦统一后，丞相的
主要职责是 分管行政 ，延续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在 明朝 （朝代）被废除。
⑵选做题：以下两个小题，请任选一个作答。
①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是如何使“西域内属”的？有何意义？
措施：打败匈奴；张骞出使西域；设置“使者校尉”管理 。
意义：沟通了与西域各族的往来，开拓了我国西北边疆。
②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藩 之间的关系。《唐蕃会盟碑》有何历史价值？
关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姻亲关系；合同为一家；有过冲突，以和为主。
价值：此碑是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见证。
⑶综合上述材料，你能得到哪些认识？
认识：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日益巩固；促进发展是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各
民族对祖国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2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近 500 年来发生过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欧洲）的崛起，
此转变始于 15 世纪，在 19 世纪急剧加速；第二次转变发生在 19 世纪末美国的崛起……20
世纪的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和理念，大半时间由美国主导；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则是现代
时尚的第三次权力转变，或可称为“群雄竞起”的时代。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
材料二 哈佛大学的专家史迪威大胆猜测，我们或许正生活在“自我们这个物种存在以来最
和平的时期”
。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
材料三 不论你愿意与否，全球化进程都会不断深入地发展……甚至连反全球化也经历了一
个“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过程。

⑴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 世纪“大半时间由美国主导世界”的因素。
因素：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世
界大战中大发战 争财。
⑵材料二中“当今我们生活在最和平的时期”的论断，你是否赞同？简要说明理由。
赞同。理由：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发展；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等。
不赞同。理由：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核威胁；恐怖主义
威胁等。
⑶综合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材料三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的认识。
认识“全球化”
：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交流，要顺应
潮流，把握给予；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存在 着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给世界带来了新
的挑战，要改变不利 条件，争取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反全球化运动”
：有利于认识全球化的弊端，防止全球化不利影响的蔓延；促使国际社会
正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促使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更加合理；其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运动。
21、某校九年级⑴班同学，以“向海洋进军”为主题开展了探究活动，请你参与。
【文明差异】
材料一 两千多年前，地中海孕育了希腊雅典舰队，成为近代海军的摇篮，导致海权意识的
早熟……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达， 投入农业经营的人口占绝大多数，政府的赋税也主要来
源于农业……海军和海权意识在中国很难萌发出发。
⑴依据材料一，指出“海军和海权意识在中国很难萌发”的原因。
原因：农业文明发达；长期封建保守。
【两种选择】
材料二 十七世纪是中英 两国发展的分水岭。英国选择了民主，而中国
选择了专制；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选择了陆地……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此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清政
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多处通商口岸。右图是近代被
迫开放的主要通商口岸分布图。
⑵材料二中“英国选择了海 洋，而中国选择了陆地”对两国各自的发展
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
[来源:学科网]

英国：争夺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成为世界海洋霸主。
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遭到外 来侵略；逐渐脱离世界工业化大潮。
⑶读《近代被迫开放的主要通商口岸》图，指出 A、B 分别是《马关条约》开放的哪两个通
商口岸？通商口岸在分布上有何特点？
口岸：A 为苏州 B 为重庆。特点： 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由沿海向内地推进。
【晚晴海防】
材料三 右图为《大国崛起》中插图
⑷透过材料三，你获得了那些重要历史信息？
信息：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历程；开始重视海洋主权，洋务
运动中建立了近代海军；政治制度腐败，甲午战争失败没有实
现国家强大；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不利的外部 环境。
【进军海洋】
材料四 1987 年邓小平吹响了进军海洋的号角……仙子阿中国
已经置身于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从开普敦到巴芬岛，到处都是忙碌着的中国人的身影。在
上海的街头，你放佛深处曼哈顿广场，中国拥抱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
⑸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拥抱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因素。通过上述探究你得到了哪
些认识？
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具有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
环境。
认识：不同文明致使海权意识不同，海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应增强全民海权意识；发展经
济与军事并重，应加强海军建设；深化改革，发展海洋经济，进一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来源:学科网]

[来源:学科网 ZXX K]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为此，小善所在学校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5 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小善正在制作“坚定信念跟党走”的宣传
板报。其中还有 5 处尚未完成，请你补充完整。
【旗帜篇】

【思想篇】

【行动篇】

旗帜就是方向，高举中国

中国共产党经历 90 多个

沐浴在党的阳光下的青少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

春秋，战胜各种灾难，带领中

年，应以实际行动跟党走，力

要坚持①

国 人 民 实现 中 华 民族 伟 大复

争做到：

②

和
。

兴，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思想上：④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③

。
学习上：⑤

。

[来源:学科 网]

答案：22.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③科学发展观 ④热
爱中国共产党；树立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志向等 ⑤努力学习，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本
领等
23.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7 分）
理想是蓝图。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三强一富一美”为主要标志
的全面建设西部强省的五年奋斗目标。小善和同学们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探究性学习。
蓝图一 经济强——全省生产总值比 2011 年翻一番……
科教强——科技进步指数大幅提升，率先在西部地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文化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

探究一

（请从蓝图一中任选一“强”作答
．．．．．．．．．．．．．．）
要实现这一“强”
，陕西省政府应该怎么做？（2 分）
我选择“
强”作答。
蓝图二 百姓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 2011 年力争翻一番，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探究二 为什么要提出“百姓富”这一奋斗目标？（2 分）
蓝图三 生态美——空气质量明显提高，三秦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探究三 这一“美 ”体现我省坚持什么战略？你能为实现这一“美”做些什么？（3 分）
答案：23.探究一：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例答：经济强：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科教强：实施科教兴陕、人才强省战略；加大科技
投入等。文化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大文化投入等。
（2 分）
探究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
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需要等。
（答出两点即可）
（2 分）
探究三：①可持续发展战略。
（1 分）②只要学生围绕“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的角度作答，
观点正确，做法可行即可。例答：不是用一次性用品；节约用纸；多乘坐公交车等。
（2 分）
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11 分）
时代 需要精神，精神需要传承。小善和同学们一起阅读了三则新闻。
新闻一 为了挖掘学生创造潜质，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陕西省教育厅实施了“春笋计
划”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春笋计划”成果展示会上，中学生设计制作的“利用百度地
图开发的西安市智能交通系统”
“渗透吸水模拟装置”等研究成果，得到与会专家的一直好
评。
（1）这一计划的实施对中学生的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2 分）
（2）中学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享有什么权利？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尊重他人的这项权
利？（3 分）
新闻二 2012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赵乐
际提出，要大力弘扬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陕西精神 。
（3）在全省弘扬“陕西精神”有什么意义？（2 分）
（4）作为陕西的中学生，应如何彰显“陕西精神”？（2 分）
新闻三 2012 年 5 月 9 日，针对菲律宾 在我国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的行为，我国
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强调，中方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当事事态的立场没有变化，希望菲方停
止一切挑衅。
（5）我国政府这一立场体现了教材中的哪些观点？（2 分）
答案：24.（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爱科学的热 情等。
（答出两点即可）
（2 分）
（2）①知识产权或智力成果权。
（1 分）②只要学生所答符合题意，观点正确，做法可行即
可。例答：拒绝盗版；不抄袭、不 剽窃他人作品；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作斗争等。
（2 分）
（3）只要学生围绕“陕西精神”的重要性作答，观点正确，答出两点即可。例答：增强我
省的向心力、凝聚力；为我省经济、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提高我省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是促进陕西腾飞的不竭力量之源等。
（2 分）
（4）只要学生围绕“陕西精神”的内涵作答，观点正确即可。例答：爱省爱家乡；传承中
华美德；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
（2 分）
（5）我国是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等。（答出两点
即可）
（2 分）
[来源:Z+xx+k.Com]

[来源:学科网][来 源:学§ 科§网 ]

2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
小善组织了“知荣明耻，行荣拒辱”的主题班会活动，请你一起参加。
【以服务人民为荣】
《雷锋日记》摘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我看到一位同志做了一件损 公利己的事情，立即
批评和制止了他。这事我不能不管，今后还应该大胆地管。”
（1）上述材料体现了雷锋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2 分）
（2）以雷锋为榜样，你准备如何做一名服务人民的好少年？（2 分）

【以
为荣】
（3）根据上面这组漫画共同反映的主题思想，请将上面小标题补充完整。并针对漫画
主题谈谈你的看法。
（4 分）
【以遵纪守法为荣】
各合作学习小组展示了自己撰写的法制宣传标语。

（4）奋进组让我们牢记的法律是
。
（1 分）
（5）你如何理解知行组的标语？（2 分）
（6）法治社会共建设，我们能为建设法治陕西做些什么？（2 分）
答案：（1）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社会正义感等 。（答出两点即可）（2 分）
（2）只要符合题意，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例答：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等。
（2 分）
（3）以诚实守信为荣（1 分） 只要围绕“诚信的重要性和做法”作答，观点正确，言之
有理即可。例答：诚信是金，缺乏诚信你会使个人产生信任危机，使企业失去信誉和形象，
败坏社会风气。我们应诚信做人，诚信做事。（3 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分）
（5）只要符合题意，观点正确即可。例答：不良诱惑会影响身心健康，影响学业和进步，
可能会诱发违法犯罪。我们应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2 分）
（6）只要符合题意，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例答：宣传法律；为建设法治陕西建言献
策；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
（2 分）
[来源:Zxx 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