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黑龙江省绥化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请把你的选项在答题卡
上用 2B 铅笔将相应的大写字母涂黑，第 1-6 题，每题 1 分，第 7-14 题，每题 2 分，共 22
分）
1.2015 年 6 月 24 日，全球首家海上丝绸之路______学院在泰国博仁大学正式成立。
（
）
A.孔子
B.老子
C.孟子
D.庄子
解析：2015 年 6 月 24 日，全球首家海上丝绸之路孔子学院在泰国博仁大学正式成立。选项
B、C、D 不符题意。
答案：A
2. 2015 年 7 月 13 日，第四十五届“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我国国
防科技大学研制的______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次位居第一。
（
）
A.天河一号
B.天河二号
C.天河三号
D.天河四号
解析：2015 年 7 月 13 日，第四十五届“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我国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次位居第一。
答案：B
3. 2015 年 7 月 31 日，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 2022 年冬
奥会举办权交给（
）
A.河内
B.莫斯科
C.平壤
D.北京
解析：2015 年 7 月 31 日，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
答案：D
4. 2015 年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______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
A.60
B.80
C.70
D.90
解析：2015 年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答案：C
5.雅典卡罗林医学院 2015 年 10 月 5 日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药学家______，
她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青蒿素的发现”，这是中国医学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
）
A.屠呦呦
B.袁隆平
C.钟南山
D.邓稼先
解析：雅典卡罗林医学院 2015 年 10 月 5 日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药学家屠呦
呦，她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青蒿素的发现”
，这是中国医学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
项。
答案：A
6.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华盛顿总部举行执董会会议，会议决定将
______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篮子，该货币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
。（
）
A.澳大利亚元
B.越南盾
C.人民币
D.卢布
解析：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华盛顿总部举行执董会会议，会议决定
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篮子，该货币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
答案：C
7.下列不利于你积极面对考试的观点是（
）
A.实事求是地调整自我期望
B.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念
C.考不好就辍学打工
D.增强自身实力
解析：当我们面对考试时，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观点与目标，不要过高地给自己设置目标，应
做到实事求是，因此为了提高考试的成绩，可以增强自身的实力，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念，能
让考试有一个正常或者超水平的发挥，所以 ABD 的说法是正确的，C 的说法是自暴自弃的想
法，是错误的，应排除。
答案：C
8.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条件，这项规定保障了消费者的（
）
A.安全权
B.公平交易权
C.依法求偿权
D.自主选择权
解析：本题属于“做个聪明的消费者”这一知识点，消费者较容易受到侵害的权利有：人身
财产安全权、知悉真实情况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这项规定保障了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所以 B 是正确的想想，排除错误的观点 ACD。
答案：D
9.高三学生阳阳沉迷网络游戏。为了能经常去网吧，他多次手持凶器抢劫同学财物。人民法
院认定阳阳犯了抢劫罪，依据刑法判处有期徒刑。根据违反的法律，阳阳的行为属于（
）
A.行政违法行为
B.民事违法行为
C.刑事违法行为
D.违纪行为
解析：本题考查犯罪行为。分析材料，人民法院认定阳阳犯了抢劫罪，依据刑法判处有期徒
刑说明阳阳的行为构成犯罪。犯罪也叫刑事违法行为。C 符合题意；AB 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D 不属于违法行为。
答案：C
10.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
）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C.社会主义制度
D.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解析：题目考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实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国的基本的民族政策，是我国的
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选项 A、B、C 均不符题意，我国的
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民主监督制度，我国的根本制度是
社会主义制度。
答案：D
1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
）
A.共同理想
B.最高理想
C.远大理想
D.人生目标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共同理想。依据教材知识可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族人民
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理想，A 符合题意；我国人民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B 错误；C 表述不科
学、不规范；人生目标是对个人而言，D 不符合题意。
答案：A
12.七岁的多多很有绘画天赋，他的作品被编进儿童美术作品选，出版后他收到了出版社的
稿费，这说明多多依法享有（
）
A.智力成果权
B.名誉权
C.财产继承权
D.人格尊严权

解析：本题属于“法律保护我们的无形财产”这一知识点，智力成果权也称其为“知识所属
权”
，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审题通过描述体现了多多
依法享有智力成果权。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BCD。
答案：A
13.有正义感、为人正直是做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做有正义感的人就应该明辨什么是正
义行为，什么是非正义行为。下列行为属于正义行为的是（
）
A.排除异己
B.见义勇为
C.以权谋私
D.恃强凌弱
解析：本题属于“我们向往公平”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下列行为属于正义行为的
是见义勇为，所以 B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非正义行为的选项 ACD。
答案：B
1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
）
A.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B.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C.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
D.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知识点。依据教材知识可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A 符合题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是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B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A
二、多项选择题
15.小宇课余时间经常有以下几种行为，其中属于高雅情趣都有（
）
A.迷恋电子书
B.爱好弹钢琴
C.坚持练书法
D.喜欢去游戏厅
解析：此题考查了“追求高雅情趣，品味美好生活”这一知识点，要在掌握情趣的类别，培
养高雅情趣的重要性，由题干描述得知，小宇课余时间经常有以下几种行为，其中属于高雅
情趣的有，爱好弹钢琴，坚持练书法，所以 BC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庸俗情趣的选项 AD。
答案：BC
16. 2015 年 10 月 17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
“亚太九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一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是所有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努
力的成果，体现了（
）

A.合作能聚集力量
B.合作能启发思维
C.合作增加了成功的可能
D.合作必须发扬团队精神
解析：本题属于“合作竞争求发展”这一知识点，需要在掌握合作的重要性，竞争的重要性，
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要正确处理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要走好合作之路。由题干描述得知，我
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太九号”通信卫星发射升
空，这一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是所有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体现了合作的重要
性，合作能聚集力量是正确的观点，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BCD。
答案：A
17.异性同学之间的交往是学校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能让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友谊，男女
同学正常交往的益处有（
）
A.增进对异性的了解
B.促进身心健康
C.完善自己的个性
D.增进自己的性别意识
解析：本题属于“花季中的男孩女孩”这一知识点，依据题干，男女同学正常交往的益处有
增进了对异性的了解；促进身心健康；完善自己的个性；增进自己的性别意识，以上观点
ABCD 想都符合题意。
答案：ABCD
18.有一位网名叫田甜的女孩，是一位除了颈部和头部能活动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高位
截瘫患者，向上好学的她从来没有放弃学习知识，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她的作品《圣诞快
乐》在中国首届电脑在线贺卡设计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从田甜身上我们能看到她具备的优
良品质有（
）
A.自尊、自信
B.自立、自强
C.自负、自傲
D.自暴、自弃
解析：该题考查自立的表现；自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依据题干材料，田甜是高位截瘫
患者，但她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她的作品《圣诞快乐》在中国首届电脑在线贺卡设计大赛
中获得了一等奖。从田甜身上我们能看到她具备的优良品质有自立、自强；A 与题干无关；
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B
19.今天，我们在感叹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时间，常常使用这样一个词：小康。但是，我们
还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
）
A.低水平的
B.不全面的
C.发展很不平衡的
D.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解析：本题考查现在小康的现状。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
平衡的小康。根据教材知识，2000 年，我国人民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但我国现在达到的

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ABC 是正确的；我国预计 2020 年建
成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统一的全面小康社会；2050 年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答案：ABC
20.美琳是个爱动脑筋的学生，她观察到路旁的车辆都是顺向停放，为了方便进出，车前后
都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她想，如果车位斜着一定角度安排，就可以节省很大空间，停放更多
的车了。她要提出这项建议的合法渠道有（
）
A.贴大字报
B.通过人大代表建议
C.写信向有关部门建议
D.向人大常委会反映
解析：本题属于“依法治国”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美琳如果车位斜着一定角度安
排，就可以节省很大空间，停放更多的车了。她要提出这项建议的合法渠道有，通过人大代
表建议，写信向有关部门建议，所以 BC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错误的观点 A 和不恰当的做法
D。
答案：BC
三、探究与实践题
21.镜头一：初中生小强和同学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不慎将教室窗户的玻璃撞碎。面对这
种情况，
小强应该：
理由是：
镜头二：家境优越的张伟和家境一般的李华是同桌。课间张伟向李华炫耀自己新买的运动鞋
说：
“你也买一双呗，名牌”面对这种情况，
李华应该：
理由是：
镜头三：初二学生茹茹的母亲病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亲让她辍学打工挣钱，看着同学
们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她哭着说：
“我要读书”
“不行！”父亲态度非常坚决，面对这种情况，
茹茹应该：
理由是：
解析：镜头一，依据材料中的关键词和考查方向可以做如下解答：题干问的是不慎将教室窗
户的玻璃撞碎怎么做；从主动向班主任承认错误，并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玻璃将窗户安装好作
答即可。
镜头二，依据材料中的关键词和考查方向可以做如下解答：题干问的是同桌向自己炫耀如何
做；答案结合教材内容，从不盲目攀比。告诉同桌，穿着只是外在的，内在的气质和才华才
是重要的角度回答即可。
镜头三，依据材料中的关键词和考查方向可以做如下解答：题干问的是父亲不让上学怎么做；
答案从请老师或亲戚劝说父亲，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法律帮助角度作答。
答案：
(1)小强应该：主动向班主任承认错误，并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玻璃将窗户安装好。
理由是：当我们做错事时，承认错误是有勇气的表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2)李华应该：不盲目攀比。告诉同桌，穿着只是外在的，内在的气质和才华才是重要的。

理由是：我们要自尊不要虚荣、抛弃虚荣心，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明确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茹茹应该：请老师或亲戚劝说父亲，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法律帮助。
理由是：我国实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规定年限的教育，否则就是违法的，茹
茹的父亲不让茹茹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是违法行为。
22. 2015 年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二个“国家宪法日”
，也是第十五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其
主题为“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宪法，小凯所在的九年二班准备到附近的社区开展一次宣传活动。
(1)九年二班的同学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宣传宪法？
(2)如果你是小凯，你准备向社区居民宣传有关宪法的哪些内容？
(3)做为中学生的你应该怎样维护宪法尊严？
解析：第一问，依据材料中的关键词和考查方向可以做如下解答：题干问的是九年二班的同
学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宣传宪法；从出黑板报；召开主题班会；开展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作
答即可。
第二问，答案结合教材内容，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规定国
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程序最为严格；宪法是
最高的行为准则等角度回答即可。
第三问，题干问的是做为中学生的你应该怎样维护宪法尊严；答案从学习宪法。领会宪法的
精神实质；宣传宪法，以宪法为行为的最高准则；自觉遵守宪法，依法行使宪法和正确享受
赋予的权利，自觉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自觉维护宪法的权威，同一切违宪行为作斗争等角
度作答。
答案：
(1)出黑板报；召开主题班会；开展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
(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宪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程序最为严格；宪法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3)①学习宪法。领会宪法的精神实质；②宣传宪法，以宪法为行为的最高准则；③自觉遵
守宪法，依法行使宪法和正确享受赋予的权利，自觉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④自觉维护宪法
的权威，同一切违宪行为作斗争。
四、简要回答问题
23.在某敬老院的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孩子，当你还很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慢
慢用汤匙、用筷子吃东西；教你系鞋带、扣扣子、溜滑梯；教你穿衣服、梳头发、擦鼻涕。
如今，我的脚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所以，请你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陪着我，慢慢地就像
当年我带着你一样一步一步地走”
。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感谢父母，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如果让你用行动感谢父母，你想为他们做什么？
(3)请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解析：第一问，题干问的是一句话感谢父母；只要体现对父母的感恩即可。例答：爸爸妈妈，
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
第二问，题干问的是如何用行动感谢父母；答案结合教材内容，从体谅父母，不乱花父母的
钱；不提无理的有求；不惹父母生气；父母生病时给与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好好学习，
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等角度回答即可。

第三问，题干问的是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答案从父母不仅赋予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哺
育我们成长，教我们做人，父母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应当得到爱的
回报，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孝敬父母，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子女应尽的道德
义务和法律义务等角度作答。
答案：
(1)爸爸妈妈是你们爱的到来让我的生活陡然增色，是你们的爱让我体验了无私的母爱和父
爱，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更加充满自信，是你灿烂的笑脸让我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
(2)①体谅父母，不乱花父母的钱；②不提无理的有求；③不惹父母生气；④父母生病时给
与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⑤好好学习，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3)①父母不仅赋予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哺育我们成长，教我们做人，这种恩情要永
远铭记在我们心中。父母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应当得到爱的回报，
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②孝敬父母，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子女应尽的道德义务
和法律义务。成年子女如果不履行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不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还要受到
法律的惩罚。
24.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和民族，就有多少种独特的文化习俗，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文化，
把大千世界装扮成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现在请你踏上国际旅游列车去游览世界文化大花
园。
(1)第一站在中国，你会看到或听到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下一站来到埃及，在那里
你会看到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埃及文化？（各举一例）
(2)面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彩文化，你怎样做一名文化友好往来的使者？
解析：第一问，题干问的是中国和埃及有代表性的文化；从中国代表性文化：茶、瓷器、昆
曲、秦始皇陵兵马俑、长城等；埃及代表性文化：象形文字、金字塔、木乃伊、神庙等作答
即可。
第二问，题干问的是怎样做一名文化友好往来的使者；答案从我们不仅要以开放的心态尊重
不同的文化，还有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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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文化等角度作答。
答案：
(1)①中国代表性文化：茶、瓷器、昆曲、秦始皇陵兵马俑、长城等；②埃及代表性文化：
象形文字、金字塔、木乃伊、神庙等。
(2)我们不仅要以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的文化，还有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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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初中生优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上网查资料、聊天，分享学习、生活中的心得。有时也会
对网友产生好奇心，甚至产生见面的冲动。
(1)请你简要回答网络交往的利与弊？
(2)请你谈谈在网络交往中如何保护自己？
解析：第一问，题干问的是网络交往的利与弊；从网络交往超越了空间，扩大了我们的交往
领域和对象，改变了以往的交往方式，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验。网络是虚拟的，迷恋网络会
影响现实人际交往；迷恋网络也会影响身心健康成长作答即可。
第二问，题干问的是在网络交往中如何保护自己；答案从中学生在网络交往中保护自己，必
须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轻易泄露个人资料，不随意答应网友的要求。现实生活中的
问题，尽可能找熟悉的朋友或师长帮助解决，不要仅仅依赖网友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以

免受骗上当。中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辨别觉察能力，提高自己的抗诱惑能力，才能保护
自己等角度作答。
答案：
(1)①网络交往的好处：网络交往超越了空间，扩大了我们的交往领域和对象，改变了以往
的交往方式，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验。
②网络交往的弊端：网络是虚拟的，迷恋网络会影响现实人际交往；迷恋网络也会影响身心
健康成长；网络环境的复杂带来的危险性，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成瘾症、诱惑欺诈等都会
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2)中学生在网络交往中保护自己，必须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轻易泄露个人资料，
不随意答应网友的要求。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尽可能找熟悉的朋友或师长帮助解决，不要仅
仅依赖网友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以免受骗上当。中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辨别觉察能
力，提高自己的抗诱惑能力，才能保护自己。
26.近年来，
《长征》
、
《延安颂》
、
《井冈山》、
《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优秀电视剧，在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以独具的艺术特色，产生了激励斗志、凝聚人心的作用，为构建和谐
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1)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民族精神？
(2)中华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体现，请任举三例。
(3)青少年应该怎样弘扬民族精神？
解析：(1)依据民族精神的含义作答；
(2)此题旨在考查学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识。根据教材知识，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期有着
不同的内容，根据教材知识列举即可。
(3)从思想、情感、行动等方面作答。
故答案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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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长征精神；抗战时期形成了抗战精神；新时期的航天精神等；
(3)以积极的态度，自觉接受民族精神的教育。
阅读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读物，从中理解民族精神的内涵，感悟民族精神的伟大。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培育自强不息、团结合作、勤劳勇敢的思想品
质，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从日常生活做起，从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做起，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
以实际行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五、评析题
27.中学生小芳利用假期和同学们外出旅游。在景点，她大声喧哗，并攀爬到一雕塑上拍照。
同学们批评她的不文明行为，她却说：“享受美景是我的权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请依据所学知识，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角度对小芳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观点鲜明，分析
透彻。表述完整）
解析：依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以及公民怎样依法行使权利的内容作答。
答案：
小芳的观点错误；
我们每个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公民在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人权利；

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
利；要以合法方式行使权利。故中学生小芳的观点是错误的。
六、分析说明题
28.材料一：八年三班的子晴同学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非常爱她，为了能给子晴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子晴的妈妈把打麻将的瘾也戒掉了，子晴的爸爸也戒了酒，父母
的呵护让子晴每天都能高高兴兴去上学。
本学期子晴的学校多次组织火灾现场逃生、地震灾害应急避险等安全演练活动，子晴每天过
的可开心了。
材料二：2016 年 4 月 15 日早晨，17 岁的小李在上学途中，遇到两名歹徒对其实施抢劫，勇
敢的小李与两名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刀刺成重伤。
(1)请你说说材料一涉及到了对未成年人的哪两种特殊保护？
(2)请你列举两部专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名称。
(3)党和国家为什么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4)材料二中小李的行为给我们哪些启示？
解析：(1)材料一涉及到了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
(2)列举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两部即可。
(3)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和国家的发展两个角度作答；即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由于年幼、能力欠缺和经验不足，生命健康较容易受到侵犯。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既要学会斗勇、又要学会斗智等角度作答。
答案：
(1)家庭保护、学校保护；
(2)《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3)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由于年幼、能力欠缺和经验不足，生命健康较容易受到
侵犯。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未成年人在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
争时，既要学会斗勇、又要学会斗智，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受侵害为前提。
七、论述题
29.材料一：黑龙江省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拥有世界三大黑土资源之一，还拥有丰富的森林
资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钢铁资源、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为我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
材料二：山西省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由于多年无序的掠夺式开采，导致地表裸露、植被破坏、
地层下陷，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制约了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材料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环
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我们一定要实
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请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性。（要求观
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流畅）
解析：从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实现以及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之路等角度作答。

答案：
①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②国家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和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才
能构建和谐社会、顺利实现全面小康，才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
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