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福建省漳州市八校第四次联考试题政治
一、选择题
25.据某网上商城数据显示，随着雾霾天气长期大范围持续，空气净化器日益走进普通百姓
家庭，售价看涨的走势成为该行业发展的催化剂。不考虑其他因素，能正确反映这种变动传
导效应的是（注：D、S 为变动前，D1、S1 为变动后）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
“日益走进”表明需求增加价格不变，故选①，而“售价”看涨表明价格上升促进供
给增加，故选④。答案为 B。
答案：B
2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
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
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
参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①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②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③有利于巩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④表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A.①③
B.②③
C.①②
D.②④
解析：③错误，主体地位只针对公有制而言；④表述错误，根基是公有制经济。
答案：C
27.2014 年 2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这
意味着 (
)
①中国消除了城乡差别
②改革开放的红利是这一变化的基础

③农民工转为市民更为方便，城镇化进程加快
④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②③
解析：①说法错误；④说法与材料无关。
答案：D
28.西方政治学有个“塔西佗陷阱”定律：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
样地得罪人民。这一定律给我们政府的启示是(
)
①倾听群众呼声，科学民主决策
②切实履行职责，树立政府权威
③迎合群众需要，限制政府权力
④严格依法执政，自觉接受监督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政府不受欢迎时，无论好的坏的政策都得罪人民，因此要树立政府威信，即启示政府
要树立威信。③与定律意思不一致，④“执政”与政府的主体不一致。故选 A。
答案：A
29.漫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
①树立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
②坚持以人为本，积极行使国家职能
③不断增强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
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保持先进性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②党不能行使国家职能，错误；③群众路线强调的民主执政，而不是依法执政。
答案：B
30.百姓希望每位人大代表都应发挥“一盏灯”的作用，敢于照亮自己，也乐于照亮别人；
会当经济发展的参谋员，勇当经济发展的监督员，善当经济发展的推动员。这需要人大代表
(
)
①积极行使立法权，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②积极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协商
③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
④积极提案，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A.③④
B.①②

C.②④
D.②③
解析：①错误，人大代表没有立法权，立法权的主体应该是人大；②错误，人大代表代表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不是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后者的主体一般是各民主党派或人民政协。
答案：A
31.漳州八宝印泥创始于清康熙年间 ，由药商魏长安在制作八宝药膏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现
今漳州生产的八宝印泥闻名于天下，是中国书画家酷爱的文房用品。现在已经被评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表明 （ ）
①八宝印泥是闽南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
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③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④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①说法错误，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述指的是庆祝民族节日。故选 D。
答案：D
32.图中的汉字作画，将汉字结构和韵律的形式美与中国画的意境结
合起来，独特的美感跃然纸上。汉字作画的成功在于（ ）
①遵循规律，效法古人
②突出特色，营造妙境
③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④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汉字作画是一创新，
“效法古人“说法错误；④强调的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原则，
而材料只涉及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故不选。
答案：C
33.网友“空游无依”在新浪微博发了一张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被人用中文刻上“丁锦昊
到此一游”的照片，并评论道“在埃及最难过的一刻，无地自容”。
“到此一游”远涉重洋，
国内不文明言行的“输出”实在让人尴尬。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
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
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对此我们应该（ ）
①积极推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华文化
②加强文化自觉自省，在自我砥砺中走向文化自强
③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维护国家的荣誉
④见贤思齐，努力追求自我价值
A.②③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④与材料无关，材料强调要“反思”现有的文化劣性，而①说的是要走出去，材料
并没有说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故无所谓“见贤思齐”，④不选。
答案：A
34.“天上的一切星宿，地上的一切陈设，总之.构成大宇宙的一切物体，在心灵以外都没有
任何存在”
。 该观点属于
(
)
A.朴素唯物主义
B.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C.主观唯心主义
D.客观唯心主义
解析：
“在心灵以外都没有任何存在”即心外无物，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答案：C
35.物体的温度实际上是由于组成物体的原子不断运动、互相碰撞产生的。如果给物体持续
降温，则原子运动不断减弱直至停止， 温度也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原子所能达到的最低
温度极限，我们称为绝对零度（-273.15℃）。材料表明（ ）
A.绝对零度是物质运动的临界点
B.绝对零度是一切质变的临界点
C.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可以认识和控制的
D.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解析：绝对零度只是在物理学科上探讨的，此“绝对”其实只是哲学上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
不发生某种运动，即相对静止。因而选 D。
答案：D
36.清朝有一首钓鱼歌诀：
“钓鱼钓鱼，心神专一。春钓浅滩，夏钓树荫，秋钓坑潭，冬钓朝
阳。春钓深，冬钓清，夏池秋水黑阴阴。春钓雨雾夏钓早，秋钓黄昏冬钓草。深水钓鱼，浅
水钓渊，雨季鱼靠边……"这强调了（ ）
A.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
B.要善于分析事物存在和变化发展的条件
C.事物间的联系是具体的、本质的、必然的
D.认识是客观与主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解析：A 与材料无关，材料反映的是不同时令下钓鱼有不同的特点；C 错误，联系并不一定
是本质的、必然的，也有现象的、偶然的；D 错误，其一是主观与客观，其二应是正确的认
识或真理。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39.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
材料一：淘宝天猫一天实现 350 亿元
中国今年来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13 年的“双 11”促销活动，淘宝天猫仅一天就实现了 350

亿元的销售额，创历史新高。同时，电子商务领域仍存在从业者素质不高、虚假促销、贩卖
伪劣商品、快递变慢递、不开发票、监管不利、维权困难等现实问题。
材料二：微博——改变生活的力量
微博最大的优势是方便、快捷，从吃、穿、住、行到揭幕时弊、参政问政，已经涵盖了生活
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微博已成为加快传播、拓展文化空间的极好工具，为各项建设发挥着
正能量，政府开始大胆尝试使用微博平台，用微博传递正能量，以期形成更好的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不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这就是“微博文化”喜忧参半的原因。
材料三：“网络民主”需要公民保持理性
网络反腐的成效被形象地称为“小鼠标绊倒大贪官”
，为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拓宽了渠
道、创新了形式，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民意表达和网络监督。但“网络民主”同时存在不同程
度的虚假性、 欺骗性。
(1)结合材料一，分析发展和完善电子商务产业将会怎样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2
分）
(2)结合材料二，运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有关知识，阐述 公民如何使“微博”在政
治生活中发挥正能量。
（10 分）
(3)结合材料二，运用文化生 活的相关知识，谈谈“用微博传递正能量”的作用。（9 分）
(4)（满分 11 分）有人说“谣言倒逼真相”，你赞同这个观点吗（1 分）？请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说明理由（2 分）
，并运用矛盾 分析的方法说明决策者对待“网络民主”应持有的正确
态度。
（8 分）
解析：(1)注意问题指向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注意“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
必修 2 第 2 课的标题，也即知识范围的限定；(3)注意审题不要出错，切忌把问题看成了“微
博的作用”
，而就 是“正能量”的作用，亦即文化的作用或优秀文化的作用或思想道德建设
的作用；(4)注意 矛盾分析法不只是指一分为二的观点。
答案：(1)结合材料一，分析发展和完善电子商务产业将会怎样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
答题要素：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三大产业+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2 分）
①发展电子商务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拉动消费，扩大内需，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由依靠投资、
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或“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拉动”
）
②电子商务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发展电子商务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带动一二产业发展，促进
经济增长由一二产业拉动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协调拉动转变。
③发展完善电子商务需要依靠互联网环境和科技支持，将促进科技进步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高。
（或答成“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道路”也可得分。）
④完善电子商 务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将促进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
（每点 4 分，答满 3 点，可得满分）
(2)结合 材料二，运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有关知识，阐 述公民如何使“微博”在
政治生活中发挥正能量。
（10 分）
①公民积极参与民主决策（2 分）
，通过微博为政府决策提出建议，对科学决策发挥积极的
作用。
（1 分）
②公民通过舆论监督制度（1 分）进行民主监督（1 分）。通过微博参与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监管。
（1 分）
③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2 分），公民要负责地行使监督权利，
必须采取合法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2 分），不散播谣言，不传播虚假信息。
（若答“在
法律允许范围内”
、
“遵守宪法和法律”等也可等 2 分。）
(3)结合材料二，运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谈谈“用微博传递正能量”的作用。（9 分）

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有推
动作用。
②用微博传递正能量，传播健康向上的优秀文化，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
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③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用微博传递正能量，有助于调动其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培育文明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④有利于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
动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
（答满 3 点即得满分，学生须从三角度回答，文化对人的作用，3 分；对社会的作用，3 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推动思想道德建设，3 分。
）
(4)（满分 11 分）有人说“谣言倒逼真相”，你赞同这个观点吗（1 分）？请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说明理由（2 分）
，并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说明决策者对待“网络民主”应持有的正确
态度。
（8 分）
答案一：不赞同（1 分）
。谣言是对客观事物的虚假和歪曲的反映，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
碍作用。谣言可能会误导公众，使政治判断和评价发生偏差。
（2 分）
答案二：赞同（1 分）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决策者通过分析谣言，澄清
事实，可以揭示事物真相。
（2 分）
态度：①对网络民主的影响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它增加了行政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
为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拓宽了渠道，创新了 形式；但网络谣言可能会误导公众，使政
治判断和评价发生偏差。②对网络民主的内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甄别，去伪存真。
③对网络民主的发展态势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虽然网络谣言和情绪
式民主会产生负面影响，应予以纠正和引导，但网络民主已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
号，更应扶持发展。
（每点 4 分，理论 2 分，结合材料 2 分，答满两点即得 8 分。
）
42.4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提到中国愿与欧洲
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促进全人
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我们共同坚持市场开放，构建亚欧
大市场，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建设文明共荣之桥，中国主张“和而不
同”
，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
，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1)下列对欧盟的认识正确的有（ ）
（4 分）
①欧盟被称为“经济联合国”
②欧盟是区域性、政府间、一般性的国际组织
③欧盟以促进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
④欧盟是当今世界 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①错误，经济联合国指的是世贸组织；④错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
性的国际组织指的是联合国。
B

(2)结合材料分析中欧如何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6 分）
解析：考查的是国际关系、文化多样性、中国的主张的知识点。
答案：①中欧应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多边主义，互尊互信，求同存异，促进政治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②中欧各具经济优势，互补性强，应坚持互利互惠、平等协商的原则，深化经贸合作，推动
共同发展。
③中欧双方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扩大人文交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
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每点 2 分，答 3 点即得满分，学生应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四角度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