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舟山市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本题有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2 分）2018 年 2 月 26 日，世界______大会在巴塞罗那开幕，来自全世界的 2300 多家企
业发布和展示了最新的通信产品和技术。
（ ）
A.互联网
B.移动通信
C.通信装备
D.网络技术
解析：
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
来自全世界的 2300 多家企业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在巴塞罗那开幕。所以 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B
2.（2 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11 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__
修正案》
。
（ ）
A.刑法
B.民法总则
C.环境保护税法
D.宪法
解析：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8 年 3 月 11 日下午经投票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D
3.（2 分）如图漫画给我们的启示是（ ）
①与别人竞争时，不忘合作
②只有竞争才能够超越别人
③适度竞争能帮助我们进步
④与别人合作需要牺牲自我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合作就会缺乏活力，就会变

成一潭死水。由于竞争对手的激励，人们才会不断进取，奋力向前。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
找出差距，弥补不足，从而自己进步、发展的更快，漫画告诉我们适度竞争能帮助我们进步，
但与别人竞争时，不忘合作，合作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笔财富；善于合作，有助于事业的成
功；善于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故①③符合题意；②④显然绝对。
答案：C
4.（2 分）中学生陈某经常彻夜上玩游戏，导致精神萎靡。后在老师帮助下，摆脱了游戏的
诱惑，利用网络学习网页制作，并在市比赛中获得二等奖。这说明（ ）
A.网络交往扩大了我们生活空间
B.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学生不应上网
C.网络是把双刃剑，要合理利用
D.网络规则应遵守，安全防范需加强
解析：依据题干材料，学生陈某沉迷于网络游戏，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解脱出来，利用网络
学习网页制作，这说明网络交往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我们要学会抵制网络上的不良诱惑，
善于利用网络技术，做有益的事，C 是正确的选项；A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B 选项忽略了网
络的积极影响，排除。
答案：C
5.（2 分）的哥王某发现一只乘客落下的皮包，怕乘客着急，及时送还。这告诉我们要（ ）
A.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B.敬业乐群，公而忘私
C.实事求是，勇担过错
D.抵抗诱惑，保护隐私
解析：换位思考能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有助于理解他人、欣赏他人，才能与人为善。的
哥王某发现乘客落下的皮包，怕乘客着急，及时送还，这正是换位思考，与人为善的表现，
我们应向的哥王某学习，所以选项 A 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应选择之；选项 BCD 的观点不符合
题意，故应排除之。
答案：A
6.（2 分）在一次禁毒行动中，警方发现并铲除了张某为治牙痛种的 52 株罂粟，依法对其
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张某的行为（ ）
A.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B.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C.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D.是行使生命健康权的表现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一般违法和犯罪的认识。由题文中“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说明张某
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是一般违法行为，所以 C 法符合题意；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张某只是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可见不是
犯罪行为，AB 不符合题意； D 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排除。
答案：C
7.（2 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被执行
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一条内容（ ）
A.增强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B.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C.增强了未成年人诚实守信意识
D.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
解析：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等依法履行职责，
对未成年人实施专门保护措施。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题干中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故 B 符合题意；ACD 与题干内
容不符。
答案：B
8.（2 分）沈家门夜排档每个摊位都设置了电子显示屏（如图），这一举措主要维护了消费
者的（ ）

A.依法求偿权
B.安全权
C.获得教育权
D.知情权
解析：“沈家门夜排档每个摊位都设置了电子显示屏”的做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维护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D 符合题意。ABC 都不符合题意。
答案：D
9.（2 分）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到朝鲜、日本；上世纪中叶起，全球先后掀起针灸热、
中药热。未病先防、天人相应、阴阳调和等理念引领着人类健康发展方向。这反映了（ ）
①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特点
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③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动力
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A.①④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解析：针灸、中药、未病先防、天人相应、阴阳调和等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干
中的描述，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着深刻影响。①④说法
正确，符合题意。②说法错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③材料中没有体现，不
合题意。
答案：A
10.（2 分）舟山有座现代雕塑建筑——“江海直达 1”，它是为纪念去年舟山自行设计建造
的国内首艘 2 万吨级江海直达船成功接水而建，该船设计者们经过 180 多个日夜的拼搏，成
功解决了大型海船过南京长江大桥等难题。该建筑镌刻了舟山人（ ）

①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②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③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
④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舟山的现代雕塑建筑——“江海直达 1”，体现了舟山人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体现了舟山人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舟山的自主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体现了舟山人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材料没有体现，
排除。
答案：A
二、非选择题（本题有 6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60 分）
11.（10 分）世界因生命而精彩，生命因独特而绚丽。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霍金 21 岁时，患上不治之症，最后全身瘫痪，不能言语。但他并未消沉，他说：
“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宇宙弄个明白，”他全身心投入到宇宙论和黑洞研究中，目前，
“霍金辐射”理论深刻影响着全世界。
材料二：舟山 77 岁的郭玲娣，一直热心公益，她组织志愿者巡视值勤，对三轮车乱停乱放
等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为圆农民工子女的艺术梦，她和她的团队坚持为孩子们免费辅导。
她认为服务社会开启了人生第二春。
(1)依据材料一，指出霍金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战胜挫折的方法。
（4 分）
(2)联系材料二，从维护正义角度，分析郭玲娣行为的价值。（4 分）
(3)霍金和郭玲娣的事迹启示我们应如何展现自己独特的生命魅力？（2 分）
解析：(1)此题考查霍金霍金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战胜挫折的方法。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
题的能力。依据教材结合材料分析可知，霍金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尊重、悦纳、珍爱自已的
生命；战胜挫折的方法：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激发探索创新的热情。
(2)此题考查从维护正义角度分析郭玲娣行为的价值。属于分析说明类试题，考查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依据教材维护正义的知识，结合材料有效信息，从正义要求、
遵守社会规则和程序、做有正义感的人、维护了社会正义等角度回答即可。
(3)此题考查应如何展现自己独特的生命魅力。属于教材重点识记知识，考查学生对知识的
再现能力，学生依据教材，从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选择一条适合 自
己的成长之路两方面即可。
答案：
(1)尊重、悦纳、珍爱自已的生命；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激发探索创新的热情。
(2)正义要求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遵守社会规则和程序，做有正义感的人。郭玲娣劝导
市民遵守社会规则，免费为农民工子女辅导。尊重他们的受教育权，维护了社会正义。
(3)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优势，
选择一条适合 自己的、独特的闪光的成长之路，努力为社会作出贡献。
12.（10 分）维护法律尊严，是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于今年 4 月
27 日通过，该法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1)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材料一是如何体现其特殊性的？（4 分）
材料二：今年 5 月，江苏淮安消防战士谢勇在一次救火中牺牲，公安部批准他为烈士。曾某
散布不实言论污蔑谢勇烈士。当地人民检察院对曾某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联系材料一，二，从履行义务角度，分析曾某被提起诉讼的原因。（4 分）
(3)从依法自律角度，说说曾某的行为对我们的警示。
（2 分）
解析：(1)此题考查法律特征，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依据教材知识
可知，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特殊行为规范。材料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英烈保护法，表明法律由国家制
定或认可；该法规定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体现法律靠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据此作答。
(2)此题要求从履行义务角度分析曾某被提起诉讼的原因，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公民自觉履行义务，就要做到法律禁止做的坚决不做。材料中曾某污蔑烈士的
言行损害烈士人格尊严权，没有履行公民义务。据此分析作答。
(3)此题考查树立法治观念，考查理解能力。曾某违反法律受到法律处罚的行为警示我们要
增强法治观念、做到依法自律。据此作答。
答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体现法律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该法规定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体现法律靠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2)法律禁止做的坚决不做，这是重视履行义务的重要体现。曾某污蔑烈士的言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没有履行维护烈士人格尊严权的义务，做出了法律禁止的
行为。
(3)我们应自觉树立法律意识，维护法律尊严，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做一个守法的人。
13.（10 分）助力乡村，振兴舟山。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今年，我市各县区开展了“整洁村庄”活动，设立《整洁村庄红黑榜》，定期在网
络、报纸等加以公示。村民生活的环境愈来愈好。
材料二：普陀登步乡党委开展“特色党建+助农增收”活动，成立种植协会，具体指导瓜农
种植。登步乡还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登步黄金瓜专业合作社，专营黄金瓜的种
植销售。黄金瓜成为了登步渔农民的致富果。
(1)概括材料一，二中我市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好做法。（4 分）
(2)这些好做法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哪一发展思想的落实？（2 分）
材料三：

(3)材料二的做法对解决材料三反映的问题有何现实意义？（4 分）
解析：(1)此题考查对出来的分析概括能力。材料一开展了“整洁村庄”活动体现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材料二普陀登步乡党委开展“特色党建+助农增收”活动体现党的领导，成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发展集体经济，专营黄金瓜的种植销售体现符合乡情村情的发展
道路。据此分析组织答案。
(2)此题考查发展理念，考查理解能力。材料中的做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符合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3)此题考查对材料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能力。材料三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发展不
协调。材料二发展特色经济等做法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据
此作答。
答案：
(1)①坚持党的领导；②发展集体经济；③加强环境监督，保护环境；④走符合乡情村情的
特色振兴之路。
(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材料二的做法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
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