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青岛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2 分）2017 年 10 月 18﹣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十
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的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A.和平、发展、绿色、共赢
B.改革、发展、合作、共赢
C.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D.竞争、发展、合作、共赢
解析：2017 年 10 月 18﹣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十九
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
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C 说法正确，
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C
2.（2 分）2017 年，时速 350 千米的“（）”高铁列车“开跑”，C919、AG600 首飞成功，
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世界级创新成果涌现，科研创新成绩单让世界瞩目。
A.和谐号
B.复兴号
C.蛟龙号
D.辽宁号
解析：2017 年，我国重大科研成果丰硕，从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诞生、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列车“开跑”，到 C919、AG600 陆续首飞成功，再到
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移动支付等诸多领域的世界级创新成果涌现，科研创新成绩单让世界
瞩目。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B
3.（2 分）青山连碧海，岛城聚远朋。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召开，将进一步展示这座城
市的文明与活力。假如你是一名志愿者，遇到外宾应该（）
①热情友好
②谈吐文雅
③彬彬有礼
④有求必应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对外交往要掌握一定的礼仪常识，遇到外宾要热情大方，谈吐文雅，彬彬有礼，不卑
不亢，充分展示我国是礼仪之邦。①②③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④说法错误，不符合现实。
答案：A

4.（2 分）2018 年初，两则新闻引发了社会关注。一则是某市取消了城市路桥收费站，该站
下岗女职工找到领导讨要说法：“我已经 36 岁了，现在什么也学不会了！”另外一则是
淘宝网招聘老年产品体验师，年薪 40 万，选出的李奶奶 83 岁，酷爱学习，是位身手不凡的
网购达人。上述材料共同说明（）
A.年轻人渴望职业稳定无可厚非
B.网络可以让老年人生活得更精彩
C.真正的稳定是来自体制的庇护
D.只有终身学习才有更好的未来
解析：题干材料共同说明我们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活到老、学到老，所以 D 符合题意；A
错误，年轻人他要敢于追梦；B 错误，让老年人生活得更精彩的方式很多，并非一定是网络；
C 错误，真正的稳定不一定是来自体制的庇护。
答案：D
5.（2 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18 年 3 月，某校师生带着研学课题踏上“长征路”，
开启了研学
之旅。师生们拜访了“屯堡文化之乡”，接受了遵义红色基因的洗礼……本次活动的目的是
知识科普、体验考察、励志拓展、行知合一。这一研学活动（）
①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学以致用
②搞噱头，冲击了课堂教学
③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研学活动有利于增强责任意识，激发爱国爱乡之情；有利于了解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有利于树立刻苦学习的观念，转变学习方式，提高学习和实践能
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②选项研学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全面发展，
意义重大，排除。
答案：C
6.（2 分）下列选项中属于履行公民义务的是（）
①小萍到了上学年龄，父母送她到学校上学
②小杰发现某网站上的中国地图不完整，马上举报
③小伟年满 18 周岁，参加了区人大代表的选举
④小凡尽管工作繁忙，但每周都去陪伴照料父母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忠实履行义务应做到法律鼓励做的，我们积极去做；法律要求做的，我们必须去做；
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决不做。①履行了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②履行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的义务；④履行了孝敬父母的义务；③属于行使选举权的表现。
答案：B

7.（2 分）今年两会上，按照宪法规定，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举行了庄
严的宪法宣誓仪式。其意义在于（）
①保证全体公民遵守宪法
②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
③激励国家公职人员恪守宪法原则
④彰显宪法权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是国家机
关及工作人员最高的行为准则；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有利于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观念，激
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彰
显宪法权威，②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①选项不符合实际，排除。
答案：D
8.（2 分）张某和孙某因业务往来产生了矛盾。张某在朋友圈用粗俗的语言辱骂孙某，给孙
某造成很大的困扰。孙某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其道歉并赔偿。张某侵犯了孙某的（）
A.姓名权
B.隐私权
C.名誉权
D.荣誉权
解析：“张某在朋友圈用粗俗的语言辱骂孙某”的做法显然侵犯了孙某的名誉权，应该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故 C 符合题意；ABD 与题意不符。
答案：C
9.（2 分）2018 年起，我国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
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此举（）
①解决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②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④能迅速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材料中从 2018 年起，我国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
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此举体现了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①④选项太绝对，分别
错在绝对词“解决”“迅速”的表述，排除。
答案：B
10.（2 分）皮皮鲁是童话故事《皮皮鲁与鲁西西》中的男主角，多年前被郑州一家餐厅抢

注为商标。2018 年 2 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解释，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餐
厅的“皮皮鲁”商标无效。此案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
A.肖像权
B.人格尊严权
C.智力成果权
D.私有财产权
解析：皮皮鲁作为作者创作的人物形象，是作者的智力成果，原作者依法拥有智力成果权。
郑州一家餐厅抢注为商标，侵犯了原作者的智力成果权，此案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智
力成果权。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都与商标无关，不合题意。
答案：C
11.（2 分）记者调查发现，今年“3.15”过后，多家在线差旅平台再次出现订票捆绑搭售
的情况，除了设置自动勾选、隐匿取消方式等手段，还出现了强制消费者看广告的新花样。
上述做法 侵犯了消费者的（）
①知悉真实情况权
②自主选择权
③获得知识权
④依法求偿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题干中的在线差旅平台，订票捆绑搭售，设置自动勾选，强制消费者看广告，违背经
济活动中的自愿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隐匿取消方式，违背诚信原则，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①②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③④材料中没有体现，不符合题意。
答案：A
12.（2 分）合肥某学校门口，因停车不便，接送孩子的家长连续被电子警察抓拍到违法停
车。家长在接受处罚的同时，给交警部门提出了建议。经实地考察，交警部门及时对该路段
停车问题 进行了整改。这体现了（）
①家长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②交警部门正视群众需求
③交警部门尊重公民的监督权
④交警部门缺乏公信力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学生家长和交警部门的行为，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其中家长
依法行使了监督权，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交警部门及时对该路段停车问题进行了整
改，正视群众需求，交警部门尊重公民的监督权，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材料体现了
交警部门具有公信力，排除。
答案：A

13.（2 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多年来，创造了新中国民族工作史上众多第一和先进经验，
书写了“最好牧场为航天”“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建包钢”“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历史佳话。这反映出（）
A.各族人民实现了同步富裕
B.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C.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已经消除
D.各民族生活习俗完全相同
解析：题文材料中“最好牧场为航天”“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建包钢”“草原英雄
小姐妹”等事迹反映了各民族巩固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B 符合题意；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A 错误；民族差别客观存在，C 错误；D 不符合事实。
答案：B
14.（2 分）2018 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
道，中 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下列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 果的是（）
A.邓小平理论
B.“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C.科学发展观
D.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2018 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马
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所以 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D
15.（2 分）下列人员的工作单位属于个体经济的是（）
A.小宁夫妻经营的小餐馆
B.小红就职的国有企业
C.小君工作的村办企业
D.小安应聘的外资企业
解析：依据基础知识判断，小宁夫妻经营的小餐馆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体劳动为主的
经济成分，属于个体经济，A 符合题意；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村办企业是集体经济，外资
企业是外资经济，BCD 排除。
答案：A
16.（2 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这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A.最高监督权
B.最高立法权
C.最高任免权
D.最高决定权
解析：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
。这是国家立法工作，表明全国人大依法行使最高立法权，B 符合题意；题文材
料未体现最高监督权、最高任免权和最高决定权，ACD 排除。

答案：B
17.（2 分）五十多年前，“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是河北塞罕坝林场的真实写照。林
场建设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创造了一个变荒原为林海、让沙漠成绿洲的奇迹。塞罕坝精神启
示我们要（）
①无私奉献，不考虑个人利益
②继承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③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从身边小事做起
④把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结合起来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塞罕坝精神体现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塞罕坝奇迹的创造启示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②符合题意；塞罕坝林场的奇迹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因
此我们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结合起来，为建设美丽中国做贡献，
③④符合题意；①“不考虑个人利益”说法绝对。
答案：D
18.（2 分）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展示了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该片上映
后，掀起了观看热潮，观众纷纷点赞，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表达内心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这部纪录片（）
①彰显了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
②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已经赶超发达国家
③有利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④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
《厉害了，我的国》展示了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我国
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故①
③④符合题意；②错误，我国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
答案：C
19.（2 分）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下列
诗句中体现伟大创造精神的是（）
A.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B.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
C.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D.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解析：本题考查了伟大创造精神。分析选项可知，A 选项意思是：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
凭借风力直上九天云外。B 选项体现了艰苦奋斗，珍惜时间。C 选项意思是不赶潮流、媚世

风，自辟新路，体现了伟大创造精神。D 选项意思是我奉劝天帝（这里是指朝庭）能重新振
作精神，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C 选项符合题意。
答案：C
20.（2 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思想，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受到国际社
会的高 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②凸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④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这一思想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说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国家，意味着中
国声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①②④符合题意；③“主导作用”错误。
答案：B
二、问答题第Ⅱ卷（共 40 分）
21.（9 分）崇德向善大爱至美
青春校园，温馨有爱；暖心故事，动人瞬间。美在平凡细微处，美在无私奉献中。

(1)凡人善举，薪火相传。请你运用所学知识，说说如何向这两位身边的榜样学习，心向阳
光，积极传递正能量。
（6 分）要求：紧扣事迹，联系实际，观点正确，角度多维，层次清
晰。
(2)在人生最闪亮的日子里，我们用汗水书写难忘的故事，用泪水记录成长的悲欢。回顾我
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请分享一个你与老师、同学之间的暖心故事。
（3 分）要求：言简意赅，
请勿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
解析：(1)本题考查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要求，结合教材知识，从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
立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等方面作答即可。
(2)开放性试题，传递正能量的表现，结合实际举例。
答案：

(1)①我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热爱祖国，报效祖国。 ②我们要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人。
(2)照顾生病的同学，帮助给同学补课。
22.（12 分）学法用法与法同行
法律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法律就在我们
身边。
情境一：丁丁在网上发现一款学习软件，下载该软件过程中，网络平台除了要获取姓名、年
龄、身份证号、QQ 号、手机号等信息外，还要求开通自动定位权限。
(1)你认为丁丁应该提供这些信息吗？请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说说你的理由。
（3 分）
情境二：一天傍晚，丁丁放学回家。刚进单元门，楼道里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让他警觉起来，
他立刻挨家挨户查找气味源头，最后锁定在 302 户。该户没人在家，而车停在楼下，丁丁和
邻居们都没有房主的联系方式……机智的丁丁想方设法，最终避免了一场火灾！众人纷纷为
他点赞。
(2)丁丁可以用哪些办法避免这场火灾？（3 分）
(3)丁丁的行为维护了该楼居民的哪些权利？（4 分）
(4)通过这件事，丁丁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准备利
用暑期开展研究性学习。请你帮丁丁拟定一个研究性学习的题目。
（2 分）
解析：(1)本题考查对自我保护等知识的认识。解答此题需认真阅读材料，从中提取有效信
息，与教材相关知识点相结合，确定答案。分析材料并结合教材知识可知，丁丁提供这些信
息自己的隐私权容易受到侵犯，丁丁应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据此解答即可。
(2)本题考查了丁丁避免这场火灾的方式，可以拨打电话报警，以此作答即可。
(3)分析材料可知，避免了一场火灾，有利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据此解答
即可。
(4)本题考查了设计研究性学习的题目，符合题意即可。如关注安全隐患，维护群众安全。
答案：
(1)不应当。我国法律保护公民隐私权。公民姓名、年龄、身份证号、QQ 号、手机号等信息
属于公民个人隐私。平台要求获取姓名、年龄、身份证号、QQ 号、手机号等信息，要求开
通自动定位权限，侵犯公民隐私权。
(2)打电话报警。
(3)财产权、生命健康权。
(4)关注安全隐患，维护群众安全。
23.（9 分）创新发展国运所系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颠
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引发产业分工重大调整。在可见的未来，
新一轮科技变革将以海啸般的力量席卷全球并重塑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格局。为抢占科技制高
点，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我国正在抢抓机遇，全国各地积极行动起来，齐鲁大地转方式调
结构，风鹏正举。
(1)阅读材料，请写出国家或你的家乡正在大力实施的相关的战略举措。
（2 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国内某通讯公司是一家生产智能手机的企业，在是否自主研发手机芯片的问题上，有两种 不

同的意见：一是认为手机芯片是手机的“大脑”，核心技术应该自主研发；二是认为在全球
化时代，再牛的企业也不能包打天下，手机芯片的研发投入高，风险大，造不如买。
(2)假如你是该公司的决策者，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并说说你的理由。
（3 分）
【放飞梦想开创未来】
未来的一天清晨，机器人“小萌”唤醒了睡梦中的大鹏。听着“小萌”耍贫嘴，大鹏乐了，
从被窝里爬了出来。吃过“小萌”做的早餐，大鹏准点坐上无人驾驶校车去学校……
(3)请你展开想象的翅膀，续写大鹏的一天。（2 分）
(4)少年强则国强。为早日成为祖国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你会从哪些方面做起？（2 分）
解析：(1)本题考查了国家或你的家乡正在大力实施的相关的战略举措，依据事实回答即可。
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此作答即可。
(2)实现选择观点，然后回答理由。考查了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3)主观性问题，符合题意即可。如大鹏在学校，老师采取电脑授课的方式上课，机器人布
置作业，讲评作业，同学们做飞机去空中课间休息，晚上回到家看完视频讲座，大鹏进入了
梦乡。
(4)具体阐述青少年如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贡献，依据教材知识，从理想、学习、创新精
神培养的具体措施等方面组织答案，要多角度解答。
答案：
(1)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2)核心技术应该自主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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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地缩小差距，赶超发达国家，关键是靠创新；只有把科技进步
的基点放在增强自主创新和持续创新能力上，才能实现我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真正掌握发
展的主动权。没有创新，就要受制于人，没有 创新，就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
(3)大鹏在学校，老师采取电脑授课的方式上课，机器人布置作业，讲评作业，同学们做飞
机去空中课间休息，晚上回到家看完视频讲座，大鹏进入了梦乡。
(4)在学习中要敢于质疑，培养求异思维；应刻苦学 习，努力探索，注重实践，养成勤于动
脑的好习惯；善于发现问题，积极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4 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
24.（10 分）关山万里终将辉煌
【深化改革千帆竞发】
40 年春风化雨，40 年沧海桑田。一个个“春天的故事”，让中华大地春意盎然的画卷不断
延展。在中华儿女眼里，改革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在“麻辣小龙虾”余总的眼里，改革是办
证“最多跑一次”；在马大爷的眼里，改革是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在高一学生小文眼里，
改革是文理不再分科……
(1)在我的眼里，改革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
。
（2 分）
【扩大开放合作共赢】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向世界张开了怀抱，从世界工厂变成了研发
基地。一方面，中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大量的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优质国际资本涌入；
另一方面，中国高铁、核电、工程机械等也成功地走上了世界舞台。进入新时代，“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正能量。
(2)请结合材料，谈谈为什么“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6 分）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广大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
力 军，生逢其时，责任在肩；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在升旗仪式上，同学们分享着自
己的中国梦﹣﹣翔宇：“2035 年，我 33 岁，我要成为一名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里进行
太空育种实验。”梦媛：“2050 年，我 48 岁，我要成为一名画家，用娴熟的笔触、多彩的
线条向世界展示东方大国的风采。”
(3)我：2020 年，17 岁，我的中国梦是考上理想高中，为了实现我的中国梦，我会实现梦想
的具体行动：规范自己的学习习惯；做好学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努力。
（2 分）
解析：(1)此题考查改革的重要性。本题既考查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考查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解答此题需认真阅读材料，从中提取有效信息，与教材相
关知识点相结合，确定答案。分析材料并结合教材知识可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与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2)此题考查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实行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
择等方面作答即可。
(3)此题考查对个梦想的认识。此题为开放性试题，应根据材料中示例，结合自身实际回答。
如：到 2020 年，我 17 岁，我的中国梦是 考上理想高中；我实现梦想的具体行动从规范自
己的学习习惯、做好学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努力等方面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2)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行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
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根据自身实际回答，如：2020；17； 考上理想高中；实现梦想的具体行动：规范自己的
学习习惯；做好学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