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河北省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本卷共 23 题，1～19 题每题 2 分，20～23 题每题 3 分，共 50 分。在每题 列
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公务员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商家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热
心上去搭把手。这些行为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① 敬业
②自由
③诚信
④友善
A.①②
B.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社会主义梭心价值观的含义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题文中公务员、商家等都是个
人层面，体现的是敬业、 城信、友善，所以答案选 C。②自由尾于社会层®，在题文中没有
体现。
答案：C
2.杭州图书馆从 2003 年开始，允许乞讨和拾荒者入内阅读，已有 10 多年。当有人质疑图书
馆向乞讨者开放有碍观瞻时，馆长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得出的正确认识是
①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②社会需要公平
③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
④法律具有强制性
A.①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题文中允许乞讨和拾荒者进入，体现了社会公平。馆长的话，体现了公民平等地享有
受教肓权。所以答案选 B。①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④法律具有强制性，在题文中都没有提
到，不符合间题。
答案：B
3.在某城市，一群大妈因为跳广场舞，音响开得特别响，竟遭到小区居民泼粪的“礼遇”
。
大妈们深感委屈，
“我们不就跳个舞吗？碍着谁了？”下列选项所示道理，有助于减缓大妈
们委屈的是
①跳舞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②善于调控情绪有益于身心健康
③每个人都要增强公德意识
④享有健身权不能妨害别人的休息权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解析：本题可用排除法来做，间题是有助于减缓大妈们委屈的做法，跳舞是每个公民的合法
权益的说法不利于减缓大妈们的委屈，是错误的。所以答案选 A。
答案：A
4.下边漫画显示出

①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
②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权
③人民群众民主、权利意识增强
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
A.①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题文中漫画说明人学科网民有杈监督官员的行为，说明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人
民群众民主权利意识增强，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所以答案选 D。①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
权，在漫画中没有体现。
答案：D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
，粮食生产和消费事关国计民生。回答 5～6 题。
5. 2013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6 亿吨大关，达 12038.7 亿斤，实现连续十年稳定增长。
据你对我国国情的了解推断，促进粮食产量未定增长的因素是
①土地面积持续增加
②农村人口不断增长
③国家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
④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A.②③
B.③④
C.①②
D.①③④

解析：题文中我国精神产重稳定增长的因素是国家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水平不断
提高，带动了粮食产重的增长。①土地面积持续檔加，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国的土地面积没
有增加。②农村人口不断增长，说法与题文不符，农村人口正逐步减少。所以答案选 B。
答案：B
6.在某中学的餐厅的餐桌上都放着一个宣传牌，牌上印有一首名为《一滴汗一粒粮》的小诗：
“一日不吃饿得慌，一季不吃饿断肠，手拍胸膛想一想，节约粮食理应当。”
“节约粮食理应
当”的“理”是
①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②节约资源人人有责
③粮食是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
④艰苦 奋斗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A.①④
B .②③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解析：题文中体现是的要节约，因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为公民，
应该积极承担节约资源的责任，尊重农民辛勤的劳动成果。所以答案选 D。
答案：D
7.在思想品德课上，小海同学讲述了智能语音这一高新技术创造的神奇：回到家，不用找钥
匙，说一句“芝麻开门”
，门上装置就会自动识别主人声音；看电视，不再用遥控器按来按
去，说出想看的频道节目，自动搜索就可以实现换台……。小海是想说明
①科技改变生活
②中国是科技强国
③科技促进社会进步
④民族素 质的提高完全依靠科技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现代科技给生活带来新变化，我们现在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科技
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力。题文中小海讲述的事情体现了科技对生活和社会的作用。所以答案
选 A。②中国是科技强国，说法错误。中国还不是科技强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④民族素质的提高完全依靠科技，说法本身是错误的，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依靠科技，还要
靠教育。
答案：A
8.2000 年，响应国家西 部大开发的号召，河北保定学院 15 名毕业生毅然放弃多家用人单位
的录用及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来到新疆且末县中学任教。他们扎根西部边陲，关爱民族学
生，与当地各民族教师、民族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下列对这一支教群体的评价，正确的
是
①为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
②自觉履行了受教育的义务

③落实了党和国家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④在为新疆的发展奉献中实现了人生价值
A.①②④
B.②③
C.①④
D.①③
解析：题文中河北保定学院的学生放弃机会，到新疆任教，并与当地各民族老师、家庭建立
了深厚的情谊。体现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为新疆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重，实现了人生
的价值。所以答案选 C。 ②自觉履行了受教育的义务，说法与事实不符，他们去任教，不
是去学习的。③落实了党和国家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与题文不符，他们去做支教，并不是
国家的干部政策。
答案：C
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是华夏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回答 9～
10 题。
甘肃省现有 55 个少數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 241. 05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9.4%，东乡族、
裕固族、保安族为甘肃的独有民族，省内现有 2 个民族自治州、7 个民族自治县和 35 个民
族乡（镇）
，民族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39.8%。
9.有测试小海在报纸上读到的介绍甘肃的内 容。由此可知我国
A.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C.人口众多，分布不平衡
D.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含义：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题文中有 2 个民族自治州、7 个民
族自治县和 35 个民族乡（镇）
，说明他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答案选 A。BCD 在题
文中都没有体现。
答案：A
10.甘肃省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纸、期刊的 扶持力度，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节
目的自办率。这一做法进一步印证了
①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②党和国家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③普通话是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通用语
④党和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A.①④
B.②④
C.②③
D.①③④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途径：要实现民族平等，需要加强各民族间的相
互交流与沟通，了解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里感情，充分尊重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语言等。题文中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扶持力
度，体现了党和国家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节目的自办率，体
现了党和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以答案选 B。①③的说法在题文中都没有

体现。
答案：B
如果说有一个 词沉淀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人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着未来 30 多年中国人的希望
和梦想，这个词一定非“改革”莫属。回 答 21～22 题。
22.2014 年伊始，老师让同学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对新一年的期待。小海同学选了“深化改革”。
使小海做出这一选择的主要依据是
A.“嫦娥三号”探测器实现月面软着陆
B.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C.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
D.我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解析：本题属于时事政治题。
答案：B
23.小海坚信，我们伟大祖国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美好”主要体现
在我国未来
①国力更加强盛
②社会更加公 正
③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④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①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②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③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
国家；④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⑤成为对外更
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题文中美好主要体现在我国未
来的变化，希望综合国力更加强盛，社会更加公正，经济 发展更具活力。因此答案选 c。
④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已经实现了，所以不符合问题。
答案：C
二、非选择题（共 70 分）
28 大众话题评说。(6 分)

(1) 据漫画，简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与“法律惩罚”之间的联系。
(3 分)
解析：题文中漫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违反法律，受到法律惩罚。
体现了法律意识淡漠，没有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样的人容易造成社会危害，侵犯他人的合
法权益，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
答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法律意识淡漠的体现， 在这种思想的支
配下，人的言行很容易造成社会危害而触犯法律，最终受到法律惩罚。
（3 分）
(2)据漫画和所学，从道德建设的视角，简评“网络大 V”的行为。(3 分)
解析：从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说，
“网络大 V”的行为，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体现了他们没有
社会责任感，败 坏社会风气。对他人来说，是不诚信的，破坏社会诚信建设。侵犯他人的
合法权益，说明他们缺少社会正义感，破坏社会公平。
考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答案：缺乏社会责任感，败坏社会风气；缺失诚信，破坏社会城信建设；缺少正义感，损害
社会公正。
（3 分）
29.生活热点分析。(9 分)
霾，席卷中国多个省市，天地变色，人所共愤。人，历数霾的万千罪状。霾， 感觉异常园
冤屈，开始了自己的诉说……
诉说一 我是你们请来的，没有那些浓烟滚滚的烟囱，没有那些爬满城市的汽车……就没有
我。是你们为我提接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诉说二 近来，霾家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就说我的“老根椐地”京津冀地区吧，你们的一场
“呼吸保卫战”已经悄然打响，你们炸毁烟囱，拆除高炉，缩减燃煤，减少产能。宁愿栖牲
GDP，也要削减我的实力。
诉说三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有些规定，对我的烕胁很大，实在让我忧心仲仲。

(1)从霾的诉说中能得出什么结论？（2 分）
解析：根据题文中浓烟滚滚的烟囱，没有那些爬满城市的汽车，是导致霾的直接原因，说明
人类的不合理排砍，造成大气污染。
答案：人类的不合理排放造成大气污染。(2 分)
(2)这场“呼吸保卫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你认为人们赞同的理由是什么？（3 分）
解析：题文中呼吸保卫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霾的危害。这样
做可以改善空气质量，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以牺牲 GDP，来保护环境，坚持了环保原则，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答案：能够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改善空气质量，保护人们的健康，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 分)
(3)结合右图所示，谈谈《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为何使霾忧心忡忡？(2 分)
解析：题文中国家制定《环境保护法》一方面可以促使公民增强环境保护的权利意识。另一

方面有利于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动，依法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
答案：促使公民增强环境保护的权利意识，促进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动，更有利于打击
污染环境的行为。(2 分）
(4) “呼吸保卫战”仍在进行。在解决霾的问题上，你希望后代对我们有一个怎样的评价？
(2 分)
解析：希望后代对我们的做法赞同，如前辈们坚决治理雾霾，才使我们能够呼吸上洁净的空
气。前辈们坚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使我们的家园如此美丽。
答案：示例一：前辈们坚决治理雾霾，才使我们能够呼吸上洁净的空气。（2 分）
示例二：前辈们坚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使我们的家园如此美丽。（2 分）
示例三：前辈们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使民族永续发展。（2 分）
(评分说明：2 分。其他符合题意的答案也可酌情给分）
26.社会现象探究。(10 分)
近十几年来，旅游已成为国人休闲生活的重要内容，出境游人 数快速增长。2012 年我国公
民出境游人数已达 8300 万人次，2013 年增至近 9000 万人次。
我国一些游客出境游不雅行为剪影

(1)探究一：据“权威 发布”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可以推断出怎样的结论？(2 分)
解析：从探究一中，出境游人数快速增长，说明人们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同时体现了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答案：探究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2)探究二：综合“权威发布”和“陋习扫描”，分析归纳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怎样的
不协调。(2 分)
解析：从探究二漫画中我国一些游客出境游不雅行为，说明我国公民的文明素质不高，与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协调。
答案：探究二：我国一些公民的文明素质与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
程度）不协调。
（2 分）
(3)探究三：阅读表格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在序号①、②后分别填写恰当内容。(4 分)
文明旅游倡议

依据

不乱写乱画、不插队加塞

遵守公共秩序、社会公德是公民基本义务
公民依法享有建议权

①
坚决 抵制损害游客权益的行为

②

解析：从探究三中公民依法享有建议权，正确的做法行使这一权利，如积极向有关部□提出
改善旅游环境的建议。坚决抵制损害游客权益的行为，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做法。因此

依据是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答案：探究三：①示例：积极向有关部□提出改善旅游坏境的建议。②示例：消费者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
（4 分）
(4)探究四：结合以上探究，以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迫切性为主题，写出自己的感言。(2 分)
解析：要紧扣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迫切性为主题，只要符合题意即可。如塑造中国良好形象，
亟待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答案：探究四：示例一：塑造中国良好形象，亟待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2 分）
示例二：构建和谐社会，亟待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2 分）
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依法行使权 利，自觉履行义务。
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原因。
30.阅读材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18 分)
材料一：17 世纪，英国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家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而
不是神……”
“限制君主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制”
。英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
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18 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高潮，启蒙思想家提倡“天赋
人权”
“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启
蒙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波及到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材料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贴近，如此便利，如
此全面地感知世界文化的丰富。在新形势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化而孤立地
发展 。一方面，我们应注重引进来，大胆、主动、积极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其成为
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养分；另一方面，要大胆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世界分享
自身优秀的文化成果。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启蒙思想在英法资产阶级统治确立过程中发挥的共同作用是
什么。(2 分)19 世纪，欧洲、美洲许多国家成功践行了启蒙思想，其主要史实有哪些？(6
分)
解析：本题属于历史题，根据历史教材回答，思想基础是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描绘了蓝
图。 法国拿破仑颁布《法典》
；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了黒人奴隶；俄国 1861 年改革，废除
了封建农奴制；拉美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等。
答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描绘了蓝图。（2 分）法
国拿破仑颁布《法典》
；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了黑人奴隶；俄国 1861 年改革，废除了封建农
奴制；拉美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等。
（6 分）
(2)材料二划线句子反映了一种现象，结合所学，分析其 出现的主要条件有哪些? (4 分)
解析：题文中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人从来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贴近，如此便利，
如此全面地感知世界文化的丰富。说明中国与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加快了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
答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或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信息技术（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
（4 分）
(3)据材料二，推断“引进来”
“ 走出去”的必然结果。(4 分)
解析：题文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化而孤立地发展，体现了我国文化也要实行
对外开放，这样可以不断壮大发展中国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中
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考点：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答案：不断壮大发展中国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不断加深其他国家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4 分）
(4)综合以上材料及问题，概括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2 分)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有利于互相借鉴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
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文化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
以概括回答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推动文化交流。
答案：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推动文化交流。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