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市2012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文科综合试题
（思想品德：45 分，历史：40 分，地理：35 分考试时间：100 分钟）
第Ⅰ卷选择题(共54 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地球仪是地理学习的重要工具。观察地球仪，回答1—2 题。
1、夏至时，图中甲点可能出现的景象是
A、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B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
C、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D、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落雪纷纷
2、对图中甲、乙两点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A、甲点位于东半球、北半球
B、乙点一年中有两次太阳直射现象
C、乙点位于甲点的西南方向
D、甲点的坐标为120°W，30°N
读下列四幅世界著名海峡图，回答3—4 题。

3、2012 年的英国伦敦奥运会即将举行，图中最靠近举办地的海
峡是
A、丁B、丙C、乙D、甲
4、有关四个海峡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甲、丙海峡都是大洲的分界线
B、乙海峡附近的陆地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C、丙海峡沟通了地中海与大西洋
D、丁海峡是西方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根据某地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回答5—6题。

5、根据表中数据，四位同学分别绘制了该地的气温年变化曲线
图，其中最准确的是

6、该地最可能是
A、南非的开普敦B、希腊的雅典
C、巴西的巴西利亚D、英国的伦敦
话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一日兴起，决定从东海沿北纬30°一路西行，再进行一次

“西天取经”。读图回答7—8 题。
7、师徒四人将沿途的见闻感受发在微博上，其中不可信的是
A、为师拜访了蜀地的乐山大佛、西藏的布达拉宫
B、俺老孙喜欢江南的阴雨连绵，也喜欢拉萨的阳光灿烂
C、俺老猪见识了鱼米之乡的平坦广阔，也见识了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
D、俺老沙发现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上游江面狭窄，滩多流急
8、师徒四人一日在黄冈地区小憩，他们发现黄冈地区位于长江
A、中游北岸B、中游南岸C、下游北岸D、下游南岸
9、严格官员管理，健全监察制度是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的重要
途径。为此，秦始皇时期设立了
A、丞相B、御史大夫C、门下省D、军机处
10、有学者指出：“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
事件，也是迄今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人们普遍
认为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于
A、三国时期B、隋唐时期C、两宋时期D、明清时期
11、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特点是按年、月、日编排
史实，记述历史。下列属于这种体裁的史学著作是
A、《史记》B、《离骚》C、《资治通鉴》D、《红楼梦》
12、为“自强”，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为“求富”，他们又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
下列哪个企业是洋务派为“ 求富”而兴建的？

A、江南制造总局B、福州船政局C、南通大生纱厂D、汉阳铁厂
13、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下列有关它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B、它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C、它引起了社会习俗的新变化
D、它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14、我国在“一五”时期各部门的投资比例表

注：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约为l：7.9。
由此可见，我国当时
A、农 轻重 三业均衡发展B、优先发展重工业
C、优先发展运输交通业D、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5、人类曾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后来世界逐步连成一片，走向整体。在此过程中起决定
性作用的因素是
A、交通事业的发展B、地理知识的积累
C、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D、航海探险家的贡献
16．“诉诸武力的办法是由英王选择的，北美大陆已接受了这个挑战”。与这句话相关的历

史事件是
A、英国资产阶级革命B、法国大革命
C、美国独立战争D、俄国农奴制改革
17、历史结论的提出，必须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下列历史结论，不正确的是
A、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B、“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彻底消除
C、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
D、纳米比亚的独立，宣告欧洲殖民者奴役非洲几百年的历史结束
18、2011 年感动中国人物——孟佩杰从8 岁开始为生计而操劳，12年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侍奉
养母的重任。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①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②孝敬父母应从身边的小事做起：③赡养父母是每一个子
女从小就要履行的法律义务④孝敬父母就要爱父母，帮助父母，为父母分忧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9、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网络谣言也在滋生蔓延。它不仅败坏个人名誉，给受害
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也损害国家形象，影响社会稳定。在净化网络，消除网络谣言的行
动中，

青少年不应该做的是
A、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做网络的主人
B、提高自 己的辨别觉察能力和抗诱惑能力
C、积极参与其中，推波助澜
D、遵守法律和道德，不制造、传播谣言
20、漫画《校车猛于虎》，表明校车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
A、人身自由权 B、生命健康权 C、财产所有权 D、受教育权
21、2011年10月，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60 多
亿
元专项资金，为680个国家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
这一措施
A、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和统一性
B、体现了国家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物质帮助
C、表明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事情，与家庭和个人无关
D、表明义务教育的目的是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权
22、目前一些地方在公开招聘中，出现了为干部子女“量身定做”
招聘条件的事件。图中的漫画《量身定做》就是网友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有力讽刺。这类事

件受到谴责是因为
①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②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③公平总是相对的，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
④使更多的人失去了公平发展的机会
[来源:Z#xx#k.C om]

[来源:学科网 ]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23、2012 年5 月8 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门口，一辆公交车突然失控，冲向刚
刚放学的学生，危急时刻，女教师张丽莉推开学生，自己却被汽车撞成重伤。女教师张丽莉
的事迹感动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人们称她为“最美女教师”。你认为，她“美”在
①热爱学生、关爱学生的崇高师德②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优秀品质③高度的社会责任感④
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24、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由站起来——富起来——逐步强起来的发
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实现由“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的根本原
因是
A、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C、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D、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5、读下面两幅漫画，要解决地球和农民的困惑，我们必须
①实行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
②落实科学发展 观
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④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26、作为当代的中学生，在感受经济生活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应了解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下列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A、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B、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C、现阶段，我国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D、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
27、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
提出的重大战略。下列事件中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是
①国家大力推 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②反腐倡廉，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
③少数制药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有毒胶囊”
④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四黑除四害”行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66 分)
地理部分

28、(9分)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该国是________洲中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整个大陆的国家。(1 分)
(2)从甲图可知，该国地形分为三部分，呈南北纵列分布，西部是广阔低矮的____________；
中部是大面积的平原；东部是自北向南纵贯的______________。(2 分)

(3)从甲图中可知，澳大利亚的地势最高点是________山，最低点是___________湖，两地相
对高度为___________米。(3分)
(4)从乙图中气候分布可知，热带草原气候呈________状分布在热带沙漠气候外围。(1 分)
(5)在乙图中，A 地为_________气候，该地降水明显比B地多，请结合甲图分析其主要原因。
A地降水多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2分)
29、(10 分)我国领土辽阔，区域差异显著。读“北方地区”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的秦岭一淮河一线，与我国1 月_______等温线和______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相吻合。
(2 分)
(2)图中_________海是我国的内海；__________平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平原，并以“黑土地”
著称。(2 分)
(3)图中__________(山脉)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黄土高原地处我国地势的第
__________级阶梯上。(2 分)
(4)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民居是________。(1 分)
(5)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造成这种后果的气候原因是______________(1 分)
(6)要实现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建设。对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你有什
么好的建议？(回答两点即可)(2 分)
我的建 议：
。
历史部分
30、(8 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右图是某老师所绘的《唐蕃关系示意图》：
材料二元朝的统一给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学习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蒙古等族人民成批迁往内
地，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契丹、女真等族人民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杂居相处，
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当时，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迁入中国，同维吾尔、蒙、汉等民族逐
步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摘编自中学历史课本
材料三17 世纪，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勾结沙俄，大 搞分裂，发动叛乱。康熙帝三次率
军亲征，大败噶尔丹。18 世纪，回部首领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平息。接着，清
朝设置伊犁将军，管辖整个新疆地区。
——摘编自中学历史课本
(1)材料一表明，唐朝和吐蕃之间友好交往的主要形式有哪些？吐蕃是我国哪个民族的祖先？
(3 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有何特点？原因是什

么？(2 分)
(3)依据材料三，概括归纳噶尔丹的分裂阴谋不能得逞的主要原因。清朝设置伊犁将军有何重
要意义？（3 分)
31、(7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保护、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提高了民
族资产阶级 的地位，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
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
部环境。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材料二1957—196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发生了严重失误，
但仍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学历史课本
(1)依据材料一，概括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的主要原因。(2分)
(2)材料二中的“严重失误”主要指的是什么？为纠正“失误”，党中央在1960年提出了什么
经济方针？由此，你获得了哪些认识？(5分)
32、(7分)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21年列宁说：“目前很清楚，我们用冲击的方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
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
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从冲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
——引自《苏联兴之史》
材料二：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开始，美国出台了《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联邦紧急
救济法》等700 多个法令，建立了全国工业复兴署、联邦紧急救署等几十个委员会和管理局，
国家支出达350亿美元。
——据历史教材整理
材料三：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苏联)五年计划(1928—1932 年)引起了全
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
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农
业方面的表现是什么？(4分)
(2)材料二中的做法体现了罗斯福新政的什么特点？（1分)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国家对苏联由“怀疑”到“模仿”的原因。(2 分)
政治部分
33、(7分)(维护权益共筑诚信)
材料一2012年1月28日，一位网友发布微博：朋友春节在三亚吃海鲜，3个普通菜被宰近4000
元。邻桌客人点一条大鱼，花费6000多元。此微博迅速引发网民强烈反应。针对此事件，三
亚市工商局迅速行动，封存微博曝光的该海鲜店近期销售台帐，令其停业整顿。
材料二2012年我国“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主题是“共筑诚信，有你有我”。(见右图)
[来源:学科网]

阅读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案例剖析]“三亚宰客”事件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两项权益？(2分)
(2)[依法维权]假如你遇到材料一中的这种情况，你应通过哪些正当、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
权益？(3分)
(3)[建言献策]“共筑诚信，有你有我”。请你说明诚信的基本要求。(2分)
34、(8分)[传承文明繁荣文化]
材料一2011年10月15日，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
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
材料二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世界上80多个国家创办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增进了世界各国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近年来，我国与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开展了互办“文
化周”“文化年”活动，增强了彼此在文化上的交流；当中国歌唱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
中国民歌时，中国的文艺节目“星光大道”上，也出现了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当世界许多国
家饶有兴致地过“中国年”时，“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洋节也开始走入中国人
的生活之中……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时政解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4分)
(2)[观点聚焦]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什么？(2分)
(3)[感悟行动]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大潮中，面对不同文化，青少年应如何做一名友好
往来的使者？(2分)
[来源:Z+xx+k.Com ]

35、(10分)[弘扬精神再铸辉煌]
材料一2011年11月17日，神舟八号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安全着陆。至此，天宫
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见上图)，标志着我国空间技术发展跨入国际先进行
列。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
才队伍，培育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从航天精神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协作的凝聚力和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
材料二在庆祝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 满成功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重
要讲话，强调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万众一心，拼博奉献，满怀
信心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请联系并分析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谈谈你的感受。

历史参考答案
选择题:
9.B 10.C 11.C 12.D 13.D 14.B 15.C 16.C 17.B
非选择题
30（. 1）形式：和亲（或联姻）和会盟。藏族。
（2）特点：出现民族大融合盛况。
原因：元朝实现了全国大统一；元代疆域空前辽阔。
（3）原因：①噶尔丹勾结沙俄分裂祖国的行为是非正义的，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
②康熙帝反分裂态度坚决果断，举措得当。
意义：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新疆经济的
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31.（1）原因：① 辛亥革命的推动（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政策有利于民族工业发者展。）
②“一战”的影响（或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2）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认识：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决克
服急躁冒进情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过程中，
既允许犯错误，又敢于纠正自身的不足和错误；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等等（言
之有理即可）
32（. 1）变化：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表现：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或农民 交税后可自由处理自己的粮食。
（2）国家全面干预经济。
（3）原因：①当时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②西方爆发了严重的
经济危机。
[来源:Zxxk.Com]

政治参考答案
18.B 19.C 20.B 21. B 22.C 23.A 24.D 25.A
26.D 27.D
33.(1)知情权，公平交易权。（2 分）
(2)① 与经营者协商和解；② 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③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④根据与经营
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 分。）
（3）对人守 信，对事负责。（每点1 分，共2 分）
34.(1)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的社会。（2 分）
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保证。（2 分）
（2）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 分）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1 分）
（3）①面对不同的文化，应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尊重因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
异，要善于虚心学习其它文化的优点、长处。（1 分）
②不仅要以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的文化，还要宣传、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飞速
发展的中国，了解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1 分）
35（. 1）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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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 分）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是鼓舞我们
民族迎难而上，战胜困难的不竭动力之源。（1 分）载人航天精神是中
华民族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集中体现。（1 分）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责任、有义务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1 分）（共5 分）
（2）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1 分）
要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弘扬创新精神。
（1 分）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
因素。（1 分）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如果我
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
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1 分）（共4 分）
（3）“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的成功，
是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结
果。我们青少年要大力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和
创新精神，努力学习，立志成才。（1 分）

地理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2 分，共16 分）
题号1 2 3 4 5 6 7 8
答案B D C D B A C A
二．综合题（共19 分）
28、①大洋②高原大分水岭（山地或山脉）
③科西阿斯科北艾尔2244 ④半环
⑤ 热带雨林A 地位于大分水岭东侧，地处山地
迎风坡。（多地形雨），降水丰富（只要答到“山地
迎风坡”或“多地形雨”即可得分）
29．①0℃ 800 ②渤东北③大兴安岭二
④窑洞⑤夏季降水集中，多暴雨
⑥ 植树种草；修建梯田、打坝淤地；退耕还林还
草；合理放牧；加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