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请在下列每题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意的一项，每小题 1 分，共 16 分。
1.（1 分）2018 年 1 月 8 日在火炸药研究方面的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的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
，荣获 2017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A.侯云德
B.王振义
C.王泽山
D.师昌绪
解析：2018 年 1 月 8 日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泽山，在火炸药研究方面的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C
2.（1 分）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2017 年 12 月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对（ ）作出全面部署。
A.土地改革战略
B.乡村振兴战略
C.特色小镇战略
D.城乡一体化战略
解析：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B
3.（1 分）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清代诗人袁枚的小诗《苔》
今年曾一度刷爆朋友圈，
《苔》启发我们做人要（ ）
A.自尊自强
B.宽容友善
C.诚实守信
D.知耻记耻
解析：该题考查自尊和知耻。《苔》启发我们做人要自我尊重与爱护，积极向上，追求自强
人生，所以 A 符合题意；B 属于宽容，与题干不符；C 属于诚信，与题干不符；D 属于知耻，
与题干不符。
答案：A
4.（1 分）2018 年 2 月，连云港市市民孙晓建成功为一名 8 岁白血病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使孩子获得新生。下列与孙晓建行为诠释的人生价值观相一致的是（ ）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B.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C.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D.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解析：该题考查关爱他人的知识。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讲的是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
助自己，符合题干的主旨，选项 B 符合题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述的是要设身处地
为对方着想，自己不愿意的，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不切合题干主旨，选项 A

不符合题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描述的是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每位公民都是有责任的，
与题干主旨不切合，选项 C 不符合题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讲述的是要学习人家的长
处，选项 D 与题意不符。
答案：B
5.（1 分）学习有法，而无定法，贵在得法。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 ）
①学会自主学习
②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③善于发现问题
④照搬他人的学习方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学会学习。初中生要想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必须学会自主学习、
善于发现问题，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效率、科学安排时间。因而①②③的说法是
正确的，第④种学习方法不一定适合自己，因而应排除。
答案：A
6.（1 分）中学生肖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受到几名社会青年的敲诈，对此肖某应该（ ）
A.不顾一切，与其搏斗
B.现场配合，事后伺机报复
C.忍气吞声，任其勒索
D.巧妙周旋，事后寻求救助
解析：此题考查善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方法。中学生肖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受到几名社
会青年的敲诈，对此肖某应该巧妙周旋，然后想办法求助或报警，选项 D 做法正确；不顾一
切与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搏斗，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与违法犯罪分子斗争，要争取把损失降到
最小，保住最大的合法利益，选项 A 做法错误；事后在找人伺机报复，会侵犯他人合法权利，
是报复行为，选项 B 做法错误；忍气吞声会助长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选项 C 做法错误。
答案：D
7.（1 分）当家庭遇到如图所示情况时，作为子女应该（ ）

A.针锋相对，坚决不能低头服软
B.封闭自己，用沉默来对回应父母
C.调适逆反心理，一味顺从父母
D.理解体谅父母，积极主动沟通
解析：该题考查与父母交往的艺术。子女与父母是两代人，生活经历不同，这就使得子女与
父母在家庭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导致亲子冲突，影响家

庭的和睦；这就需要彼此之间的沟通，需要父母与子女共同努力。双方应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结合漫画内容可知，D 项符合题意；A 选项不利于矛盾的解决；B 选项不利于自己的成
长；C 选项父母也会犯错误，不能一味顺从父母，排除。
答案：D
8.（1 分）50 多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
沙地上默默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 ）
A.承担责任就是要放弃个人的一切权利
B.不应该承担那些没有任何回报的责任
C.人尽其责才能共同建设和谐美丽社会
D.逃避责任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积极承担责任。题干中的建设者，用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与责任
担当，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启示我们要积极承担责任，恪尽职守，才能建设和谐
美丽的社会。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A 说法错误，承担责任要付出代价，但不是放弃个人
的一切权利；B 说法错误，没有任何回报的责任也要承担，因为承担责任不图回报；D 说法
错误，只有触犯法律才受法律制裁。
答案：C
9.（1 分）2017 年 11 月，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成功入
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华文化再一次进入国际视野。这表明（ ）
A.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B.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C.传统文化总是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D.要消除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华文化。题干中我国的“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说明了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B 说法正
确，符合题意。A 说法错误，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C 说法错误，过于绝对，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也有冲突的地方；D 说法错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要保持世界
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答案：B
10.（1 分）十年前，一场天灾将汶川夷为平地；十年后，一个美丽活力的新汶川屹立起来。
汶川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创造了新生活。这主要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 ）
A.爱国主义
B.自强不息
C.团结统一
D.爱好和平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民族精神。题干中汶川人民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体现了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他选项题干中没有体现，不合题意。
答案：B
11.（1 分）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这句话启示我们要（ ）
A.加强合作，团结互助
B.牺牲他人，保全自己

C.审时度势，扬长避短
D.相互对立，直面竞争
解析：本题考查对团结合作的理解。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只要团结，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但反之，有再大的外在条件都是徒
劳！故 A 是正确的选项；B 选项不利于交往；C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D 选项相互对立，是错
误的竞争观，排除。
答案：A
12.（1 分）2018 年 3 月 17 日，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轻按宪法，紧握右
拳，庄严宣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国家主席首次进行的宪法宣誓。实施宪法宣誓制
度（ ）
①凸显了宪法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②能够预防和惩治腐败官员，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滋生
③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增强宪法意识，捍卫宪法尊严
④有利于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履行宪法使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维护宪法权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目的是警示和激励国家工作人员遵守宪法，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凸显宪法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进而引
导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宪法实施，①③④符合题意；②“从根本上杜绝”说法绝对。
答案：D
13.（1 分）3 万多字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00 多次提到“人民”一词。字里行间，贯穿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 ）
A.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B.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同步富裕
C.始終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D.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00 多次提到“人民”一词。
字里行间，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思，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A 是正确的选项；B 选项同步富裕是错误的观点，
应该是共同富裕；C 选项中国共产党不行使国家权力；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A
14.（1 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过去 40 年我们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未来的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是（ ）
①我国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
②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③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A.①②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依据教材知识可知，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改革是社会发展
的直接动力，①④符合题意；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②排除；发展是解
决我国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③排除。
答案：C
15.（1 分）2018 年 5 月，江苏省在全省中小学启动新一轮援疆、援藏教师遴选工作。选派
优秀教师对民族地区进行教育帮扶体现了（ ）
A.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C.各个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
D.我国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民族关系。选派优秀教师对民族地区进行教育帮扶表明我国坚持民族
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D 符合题意；A、B、C 本身
正确，但题文材料都未体现，排除。
答案：D
16.（1 分）2017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中国主场外
交活动精彩纷呈，为全球治理各个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表明（ ）
A.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B.合作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C.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D.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矛盾已不复存在
解析：该题考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治理各个领
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表明我国是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促进世界发展
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 C
是正确的选项；A“主导作用”错误；B 错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D 错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矛盾依然存在。
答案：C
二、问题探究（12 分）
17.（12 分）材料一：公交车上吃带有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地铁中给孩子把尿、公园里攀枝
析花……这一幕幕时常上演的活剧，看似生活中的小节，但实质上折射着个人教养，挑战着
社会秩序。
材料二：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混乱走向和谐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个人对社会秩序的
敬畏。今天，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社会秩序
的守护需要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阅读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如果要为文明有教养的人群画像，你应该抓住那些特征？（5 分）
解析：该题考查文明的特征，结合材料，从懂礼节，尊重别人，提升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作
答。
答案：①懂礼节，有礼貌；②有宽广的胸怀，不盲目自大；③懂得尊重别人；④注意生活细

节；⑤能够将人类的各种优秀品质，转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⑥不断学习和锻炼，提升自己
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
(2)针对材料二，有同学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只需人人仰望崇高的道德准则。请你评析
这一观点。
（7 分）
解析：该题考查对道德准则与秩序的认识，结合材料、仔细分析，答出题干观点是片面的。
从德治与法制的作用，维护秩序需要道德和法律共同发挥作用作答。
答案：①这个观点是片面的；②该观点认识到了德治能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成员的
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从而有利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系；③但该观点忽略了法律在社会秩
序维系中的作用。法治能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在社会秩序维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④在社会秩序维系中，需要道德和法律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把法治建设
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实践创新（12 分）
18.（12 分）习近平主席曾寄语当代青少年：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
来回忆的。
”某校九(1)班同学以“拥抱青春放飞梦想”为主题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请你与
同学们一起，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实践技能解决相关问题。
[青春的脉动]
“佛系”一词在校园的悄然流行引起了同学们的关注。他们进一步探究了解到，当下部分年
轻人推崇的“佛系”生活，指的是一种看破红尘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交流讨论中同学们
达成共识：这种对生活的消极情绪，容易消磨人的意志，挫伤人的锐气，使人颓废。
(1)请你给持“佛系”生活态度的人介绍几种保持乐观心态的方法。
（4 分）
解析：该题考查保持乐观心态的方法，结合实际，从热爱生活，善于从身边寻找快乐，正确
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参加运动保持健康，要学会”爱”别人，宽容别人作答。
答案：①要认识到每个人的心态都是自已选择的；②要热爱生活，善于从身边寻找快乐。只
要用心，都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③要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④可以借助运动保持健康；
⑤要学会”爱”别人，宽容别人。
[智慧的启迪]
活动过程中，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正在热播。总决赛中“外卖小哥”雷海为的夺冠
给了同学们巨大的心灵震撼。虽历经艰辛却仍直面生活，雷海为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完成
了由打工仔到诗词达人的完美逆袭。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的获奖感言使
同学们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
(2)生活难免有挫折，你能从雷海为的成长中获得哪些启迪？（4 分）
解析：该题考查对挫折的认识，结合课本知识，从挫折的双重影响，面对挫折的要求作答。
答案：①他使我认识到，挫折对人具有双重影响。或者给人打击，带来损失和痛苦；或者给
人以一种教育和磨练，使人奋起和成熟；②我会坚定地选择，在挫折中迎难而上，理智地分
析，努力寻求克服挫折的时机与良策，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梦想的绽放]
时代匆匆。奔走的是青年的脚步，写下的是青春之歌，青春之中国充满希望。青年当立时代
潮头，用破茧成蝶的成长，给世界惊喜。
(3)活动总结时，学习小组欲向全校同学发出“世界因我而精彩”的主题倡议。现请你拟出
倡议的内容要点。
（4 分）

解析：倡议书，按要求即可，从理想、精神、才能等不同角度作答。
答案：①树立远大理想，增强社会责任感；②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③必须与时俱进，努力增长才干，让自己在不懈的追求中迅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