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政治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30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60 分 )

1.思想 政治 课程 模块 设置 的主 要依 据是 ( )。

①德育 课程 的独 特性 质

②主要 着眼 于学 生升 学需 求

③先进 性和 广泛 性的 结合 需求

④反映 本课 程在 人文 与社 会学 习领 域中 的特 有价 值

A.①② B.②③ C.①② ④ D.①③ ④

2.课程 资源 是课 程设 计、 编制 、实 施和 评价 等整 个课 程发 展过 程中

可以 利用 的一 切人 力、物力 及自 然资 源的 总和 。张老 师利 用网 络资 源进

行教 学， 这一 做法 属于 开发 利用 资源 中的 ( )。

A.信息 化资 源 B.教科 书资 源

C.人力 资源 D.实践 活动 资源

3.思想 政治 教育 的正 确与 否， 要以 ( )为根 本标 准。

A.能否 帮助 人们 树立 坚定 的社 会主 义信 念

B.是否 有利 于培 养社 会主 义建 设者 和接 班人

C.是否 有利 于提 高我 国的 综合 国力

D.是否 符合 社会 历史 发展 的必 然趋 势和 要求

4.“一切 合法 的劳 动收 入和 合法 的非 劳动 收入 ，都应 当得 到保 护。”

下列 各项 中属 于合 法的 非劳 动收 入的 是 ( )。



①机关 、事业 单位 人员 的工 资和 奖金 ②股金 分红 、技术 股份 分红 和

房屋 租金

③农民 出售 各种 农产 品获 得的 收入 ④国债 利息 和购 买彩 票获 得的

奖金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别人 冷时 我正 热， 市场 缺时 我正 有 ”“ 市场 切忌 赶”“ 逢快 莫

赶， 逢滞 莫丢 ”。这 个规 律启 示我 们 ( )。

A.应努 力提 高劳 动生 产率

B.应诚 实守 信， 合法 经营

C.应生 产科 技含 量高 的优 质产 品

D.必须 遵循 价值 规律 ，适 应市 场供 求关 系的 变化

6.小明 在体 育用 品专 卖店 购买 篮球 时发 现， 随着 羽毛 球拍 供应 量的

增加 ，羽 毛球 的供 应量 也随 之增 加。 这是 因为 ( )。

①羽毛 球拍 与羽 毛球 是互 补商 品

②羽毛 球拍 与羽 毛球 互为 替代 品

③某商 品需 求量 增加 ，其 互替 品的 需求 量会 随之 减少

④某商 品需 求量 增加 ，其 互补 商品 的需 求量 会随 之增 加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2017 年 6 月 20 日， 《人 民日 报》 载文 指出 ，合 理的 差距 能激 发

劳动 者提 高效 率，不合 理的 差距 则可 能激 化矛 盾。现实 中 ，不同 行业 之

间、不同 群体 之间 、高管 与员 工之 间的 差距 仍然 偏大 ，常引 发热 议。针

对收 入差 距过 大的 问题 ，可 采取 的合 理措 施是 ( )。



①提高 劳动 报酬 在再 分配 中的 比重

②提高 企业 一线 劳动 者的 工资 水平

③逐步 实现 城乡 基本 公共 服务 平均 化

④强化 竞争 ，打 破行 业垄 断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8.中国 人民 银行 定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发 行 2016 年猴 年贺 岁普 通

纪念 币一 枚， 面额 为 10 元。 该纪 念币 ( )。

A.不能 用于 购买 商品 B.是商 品但 不是 货币

C.其本 质是 一般 等价 物 D.有价 值却 无使 用价 值

9.“一只 站在 树上 的鸟 儿， 从来 不会 害怕 树枝 断裂 ，因 为它 相信 的

不是 树枝 ，而 是它 自己 的翅 膀。 ”这句 话给 劳动 者的 启示 是 ( )。

A.制定 积极 的就 业政 策 B.坚持 多种 方式 就业

C.依靠 国家 政策 实现 就业 D.提高 自身 的素 质和 技能

10.近年 来，我国 大力 发展 清洁 能源 。截至 2017 年上 半年 ，我国 各

类可 再生 能源 发电 新增 装机 3700 万千 瓦 ，占全 部电 力新 增装 机的 70%

左右 ，可再 生能 源发 电装 机突 破 6 亿千 瓦 ，水电 、风电 、光伏 发电 装机

容量 稳居 全球 首位 。我 国发 展清 洁能 源 ( )。

①是坚 持生 产发 展、 生态 良好 的文 明发 展道 路的 要求

②是贯 彻科 学发 展观 协调 可持 续的 根本 方法 的表 现

③是坚 持把 绿色 发展 作为 发展 根本 落脚 点的 表现



④有助 于调 整能 源结 构， 有效 缓解 资源 环境 压力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1.越来 越多 的人 开始 将微 博、微信 作为 寻找 商机 的“ 敲门 砖”，靠

手机 推广 ，无需 门面 租赁 ，超时 空坐 享更 大的 客户 市场 ，成本 低的“微

商机 ”成就 了不 少人 的“无本 买卖 ”，低门 槛、低成 本的 推广 模式 下的

形象 展示 、软广 告植 入，让更 注重 价值 传递 、内容 互动 和精 准定 位的“微

营销 ”开启 了新 一轮 “ 圈子 商机 ”。 “圈子 商机 ” 说明 ( )。

①信息 化促 进市 场经 济发 展 ② 降低 成本 是营 利的 关键

③生产 未消 费创 造动 力 ④ 消费 是生 产发 展的 动力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④

12.2035 年中 国将 进入 深度 老龄 化社 会， 养老 问题 日益 突出 。大 力

推进 社会 化养 老，逐渐 减少 养老 对家 庭的 依赖 ，是解 决我 国养 老问 题的

重要 措施 。从个 人角 度来 看 ，就“如何 促进 社会 化养 老 ”，以下 说法 正

确的 是( )。

①人大 代表 认真 行使 提案 权、 决定 权， 促进 相关 法律 制度 的制 定和

完善

②公民 通过 社情 民意 反映 制度 等途 径参 与决 策， 使政 府决 策更 加科

学民 主

③政协 履行 民主 监督 、参 政议 政职 能， 为社 会化 养老 事业 的发 展建

言献 策

④共产 党员 进社 区宣 传社 会化 养老 的方 针政 策， 推进 政策 新规 的贯

彻落 实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②③

13.2017 年 4 月 7 日， 国家 主席 习近 平在 美国 佛罗 里达 州海 湖庄 园

同美 国总 统特 朗普 举行 了中 美元 首会 晤 。习近 平向 特朗 普介 绍了 中国 坚

持走 和平 发展 道路 ，不 奉行 你输 我赢 的发 展理 念。 双方 同意 共同 努力 ，

扩大 互利 合作 领域 ，在相 互尊 重的 基础 上管 控分 歧 。中美 双方 达成 许多

重要 共识 ( )。

①表明 国家 间利 益的 一致 性是 国家 之间 合作 的重 要基 础

②说明 中美 两国 求同 存异 ，努 力把 矛盾 点转 化为 合作 点

③说明 和平 共处 五项 原则 已经 成为 世界 各国 遵循 的准 则

④说明 只有 摒弃 “ 零和 博弈 ”思维 ，才 能实 现合 作共 赢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4.党中 央历 来高 度重 视民 族工 作和 民族 地区 发展 。全 国 19 个省 市

对口 支援 新疆 ，是 新疆 脱贫 攻坚 力量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 今年 1—5 月，

新增 到疆 资金 112.8 亿元 (不含 兵团 )，占全 年计 划援 助资 金 144.8 亿元

的 77.9%。2016 年援 疆项 目已 开工 927 个，占年 度计 划新 建项 目 1725

个的 53.7%。国 家对 少数 民族 的帮 扶 ( )。

①是协 调少 数民 族特 殊利 益与 国家 整体 利益 的表 现

②是保 证民 族自 治地 方享 有更 多自 治权 的措 施

③是提 高少 数民 族政 治、 经济 地位 的首 要举 措

④是发 展平 等团 结互 助和 谐民 族关 系的 重要 举措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15.7 月 24 日， 国务 院法 制办 将《 快递 暂行 条例 〈征 求意 见稿 〉》

全文 公布 ，向 社会 征求 意见 。有 关单 位和 各界 人士 可通 过网 站、 信函 、

电子 邮件 等方 式提 出意 见。 这一 做法 ( )。

①有利 于公 民通 过重 大事 项社 会公 示制 度参 与民 主决 策

②有利 于公 民通 过社 情民 意反 映制 度参 与民 主监 督

③有助 于决 策充 分反 映民 意， 广泛 集中 民智

④有助 于完 善决 策制 度， 提高 公民 决策 水平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6.2017 年 7 月， 国家 主席 习近 平在 汉堡 金砖 国家 领导 人非 正式 会

晤时 的讲 话中 指出 ，我们 要毫 不动 摇地 奉行 多边 主义 ，共同 推动 各方 以

政治 和和 平方 式解 决地 区冲 突和 争端 ，努力 实现 各国 和平 共处 、合作 共

赢。 习近 平的 观点 ( )。

①表明 我国 是建 立国 际新 秩序 的积 极倡 导者

②旨在 巩固 金砖 国家 间的 同盟 关系

③体现 了我 国外 交政 策的 基本 准则

④体现 了我 国在 国际 事务 中的 主导 地位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7.第 11 届奥 运会 首次 通过 电视 实况 转播 .共有 16.2 万观 众观 看了

转播 ;第 14 届奥 运会 ，英 国广 播公 司以 3000 美元 获得 电视 转播 权， 伦

敦周 围 80 千米 内约 有 50 万人 观看 了转 播;第 18 届奥 运会 首次 通过 卫星

向全 球进 行实 况直 播，人们 可以 在第 一时 间了 解比 赛进 程 ，如同 身临 其



境;第 26 届奥 运会 电视 实况 转播 覆盖 了 214 个国 家和 地区 ，累计 观众 达

196 亿人 次。 以上 事实 说明 ( )。

①大众 传媒 已日 益成 为文 化传 播的 重要 手段

②大众 传媒 已取 代旧 的传 媒

③大众 传媒 显示 了文 化传 递、 沟通 、共 享的 强大 功能

④大众 传媒 克服 了旧 的传 媒的 局限 性

A.①② ③ B.①② ④ C.①③ ④ D.②③ ④

18.据央 视调 查，天价 彩礼 使大 批农 村家 庭“ 婚不 起”甚至“脱富 致

贫” 。“ 天价 彩礼 ”是 ( )。

①落后 文化 的表 现 ② 腐朽 文化 ，要 坚决 抵制 、依 法取 缔

③农村 习俗 ，应 顺其 自然 ④文化 中的 糟粕 ，要 予以 改造 或剔 除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9.由中 宣部 组织 编辑 的《重读 抗战 家书 》收录 了吉 鸿昌 、赵一 曼等

32 位抗 战英 烈的 珍贵 家书 。本 书使 人们 在了 解波 澜壮 阔的 抗战 史的 同

时，还能 感受 到抗 战英 烈们 的浩 然之 气和 浓厚 的家 国情 怀 ，为教 育民 众 、

增强 理想 信念 提供 了最 生动 和最 有说 服力 的教 材。 可见 ，抗 战家 书 ( )。

①包含 着中 华民 族独 特的 精神 标识 ，是 民族 生存 与发 展的 根基 和动

力

②为抗 战精 神提 供了 物质 载体 ，是 中华 民族 精神 薪火 相传 的重 要见

证

③包含 着丰 润社 会的 道德 ，是 建设 社会 主义 核心 价值 体系 的宝 贵资

源



④承载 着中 华民 族的 精神 基因 ，能 砥砺 人们 追逐 民族 复兴 之梦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20.一个 木桶 能装 多少 水，取决 于最 短的 一块 板。在工 业化 时代 ，这

个理 论非 常有 效。但在 全球 互联 网时 代 ，这个 理论 早已 破产 。把桶 倾斜 ，

你会 发现 长板 (核心 竞争 力)决定 了木 桶能 装多 少水 。这 说明 ( )。

A.真理 性的 认识 是不 存在 的

B.真理 在发 展中 不断 被推 翻

C.真理 是具 体的 、有 条件 的

D.真理 与谬 误没 有明 显界 限

21.取消 文理 分科 、考 生具 有更 大自 主选 择性 的新 高考 制度 于 2017

年秋 季开 始分 三年 在全 国推 行 ，而上 海和 浙江 先作 为全 国高 考改 革制 度

的试 点，已经 于三 年前 开始 试点 ，取得 经验 后 ，在全 国推 广 ，这样 做是

基于 ( )。

①认识 规律 才能 更好 地利 用规 律 ② 实践 的目 的在 于获 取真 理性 的

认识

③矛盾 普遍 性存 在于 特殊 性之 中 ④ 在试 点基 础上 获得 的认 识才 是

真理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22.金砖 国家 合作 机制 建立 以来 ，取得 了巨 大的 成就 ，有力 地推 动了

世界 经济 的发 展与 稳定 ，金砖 国家 合作 的目 的和 初心 也得 到了 很好 的实

现。 金砖 国家 合作 的目 的与 初心 得到 实现 说明 ( )。

①意识 活动 能够 把观 念的 存在 转化 为现 实的 存在

②主动 反映 客观 世界 的意 识更 能促 进事 物的 发展

③意识 的目 的性 是人 能动 地改 造世 界的 内在 动力

④真理 性的 认识 是对 客观 事物 及规 律的 正确 反映

A.②③ B.①② C.①④ D.③④

23.下面 对人 民群 众的 认识 ，正 确的 有 ( )。

①人民 群众 就是 指广 大劳 动群 众

②人民 群众 指一 切对 社会 历史 起推 动作 用的 人

③人民 群众 在不 同的 国家 范围 不同

④人民 群众 在同 一国 家的 不同 历史 时期 范围 不同

A.①② ④ B.①② ③ C.②③ ④ D.①③ ④

24.在 2017 年的 《政府 工作 报告 》中 ，李克 强总 理强 调 ：做好 今年

政府 工作 ，要贯 彻稳 中求 进工 作总 基调 ，保持 战略 定力 。稳是 大局 ，要

着力 稳增 长、保就 业、防风 险 ，守住 金融 安全 、民生 保障 、环境 保护 等

方面 的底 线，确保 经济 社会 大局 稳定 。在稳 的前 提下 要勇 于进 取，深入

推进 改革 ，加快 结构 调整 ，敢于 啃“硬骨 头”，努力 在关 键领 域取 得新

进展 。这 体现 的哲 学道 理有 ( )。

①整体 功能 总是 大于 部分 功能 之和 ，要求 树立 全局 观念 ，立足 整体 ，

统筹 全局



②物质 世界 是绝 对运 动和 相对 静止 的统 一， 要求 方针 、路 线既 要相

对稳 定又 要因 时而 变

③主要 矛盾 对事 物发 展起 决定 作用 ，要 求我 们善 于抓 重点 ，集 中力

量解 决主 要矛 盾

④量变 是质 变的 必要 准备 ，质 变是 量变 的必 然结 果， 要求 我们 注重

量的 积累 ，抓 住时 机， 促成 质变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25.物质 的唯 一特 性是 客观 实在 性。 这里 的 “ 客观 实在 性” 是指 ( )。

A.物质 固有 的根 本属 性 B.世界 上一 切物 质的 共性

C.世界 上社 会存 在的 共同 属性 D.事物 发展 中确 定不 移的 基本 秩序

26.鲁迅 先生 说，有一 回拿 破仑 过阿 尔卑 斯山 ，说 ：“ 我比 阿尔 卑斯

山还 要高 !” 这何 等英 伟， 然而 不要 忘记 他后 面跟 着许 多兵 。下 列说 法

与鲁 迅先 生观 点一 致的 有( )。

①历史 者英 雄之 舞台 也， 舍英 雄几 无历 史

②历史 活动 是群 众的 事业

③得民 心者 得天 下

④大人 物心 理之 动稍 易其 轨， 而全 部历 史可 以改 观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7.库布 其沙 漠是 中国 第七 大沙 漠 。当地 居民 采用“甘草 固氮 治沙 改

土”技术 ，把大 面积 沙漠 变成 有机 土壤 ，构建 了甘 草、肉苁 蓉中 草药 产

业链 ;同时 ，还 充分 利用 沙漠 丰富 的光 、热 资源 ，大 规模 发展 了以 大棚

和节 水灌 溉农 业为 主的 现代 农业 ，种植 出了 沙漠 西瓜 、沙漠 香瓜 、沙漠



黄瓜 、沙漠 西红 柿等 。开创 了一 种由“ 治沙 、生态 、产业 、扶贫 ”平衡

驱动 的可 持续 发展 模式 。这 一事 例表 明 ( )。

①要善 于根 据事 物之 间的 固有 联系 建立 新的 联系

②充分 发挥 主观 能动 性就 能消 除客 观环 境的 制约

③人为 事物 的联 系是 在主 客观 条件 相互 作用 下形 成的

④科学 技术 是推 动认 识发 展的 根本 动力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8.法律 不是 凭空 出现 的，而是 产生 于特 定时 代的 物质 生活 条件 基础

之上 。下 列社 会没 有法 律规 范的 是 ( )。

A.原始 社会 B.奴隶 社会 C.封建 社会 D.社会 主义 社会

29.小赵 、小李 为某 大学 同寝 室学 生 ，二人 经常 看对 方不 顺眼 而起 争

执。一天 ，小赵 打算 给小 李点 颜色 看看 ，又怕 自己 理亏 ，故意 假装 不小

心碰 了一 下小 李，小李 发怒 打了 小赵 某一 拳，突然 小赵 拿起 棍子 将小 李

打成 植物 人。 请问 ，小 赵的 行为 属于 ( )。

A.防卫 过当 B.正当 防卫 C.紧急 避险 D.防卫 挑拨

30.“鸦有 反哺 之义 ，羊有 跪乳 之恩 ，尊敬 老人 、孝敬 父母 是我 们每

一个 炎黄 子孙 都应 弘扬 的传 统 … … ”这是 某中 学上 “ 孝敬 课” 时的 内容

之一 。上 “孝敬 课 ”( )。

A.与公 民基 本道 德规 范的 要求 是一 致的

B.在市 场经 济的 社会 没有 必要

C.对中 学生 没有 多大 实际 意义

D.只需 要在 家庭 教育 中进 行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12 分， 共 24 分 )

31.习近 平同 志在 贵州 省黔 南州 贵定 县甘 溪林 场实 地考 察时 强调 ，要

处理 好生 态建 设和 林业 效益 相结 合、 天然 林保 护与 农民 生活 的关 系问

题， 国家 和各 级的 生态 保护 补偿 制度 要不 断健 全， 补偿 规模 还要 加大 。

总的 来讲 ，既要 金山 银山 又要 绿水 青山 ，还要 在更 高境 界上 做到 绿水 青

山就 是金 山银 山， 要把 这个 关系 处理 好。

(1)我们 要处 理好 生态 建设 和林 业效 益相 结合 、天然 林保 护与 农民 生

活的 关系 的辩 证唯 物论 依据 是什 么 ?

(2)我们 在处 理绿 水青 山与 金山 银山 的关 系时 ，怎样 做到 一切 从实 际

出发 ，实 事求 是?

32.简述 教师 选择 和运 用教 学方 法的 依据 。

三、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20 分， 共 40 分 )

33.材料 一： 新课 程改 革的 理念 ： “ 一切 为了 每位 学生 的发 展” 。

材料 二： 新课 程下 的高 中思 想政 治课 教学 是以 当代 社会 发展 和高 中

学生 成长 的需 要为 出发 点，具有 时代 感 、针对 性，实效 性和 主动 性，使

学生 掌握 高中 思想 政治 课的 基础 知识 与基 本技 能和 成为 学会 学习 、学会

做人 和形 成正 确的 世界 观、 人生 观和 价值 观的 过程 。

通过 上述 两个 材料 ，试 从高 中思 想政 治学 科出 发， 说明 树立 以学 生

发展 本的 教学 理念 的必 要性 。

34.材料 ：张老 师在 思想 品德 课日 常教 学中 经常 进行 教学 反思 ，每节

课都 要简 单记 录授 课感 受和 学生 反应 ，一 个阶 段后 还要 进行 阶段 性总

结。



问题 ：请 运用 思想 品德 课程 与教 学论 的相 关原 理对 张老 师的 做法 进

行简 要评 价， 并谈 谈思 想品 德课 教学 反思 的主 要内 容。

四、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26 分)阅读 材料 ，按要 求完 成任 务 。

35.以下 是人 教版 高中 思想 政治 必修 四《 生活 与哲 学》第一 单元 第二

课第 二框 第二 目《 唯心 主义 》内 容， 阅读 以下 内容 ，写 一篇 教学 简案 。

唯心 主义 把意 识视 为世 界的 本原 。由 于对 意识 有不 同的 理解 ，形 成

了两 种基 本形 态： 主观 唯心 主义 和客 观唯 心主 义。

主观 唯心 主义 把人 的主 观精 神 (如人 的目 的 、意志 、感觉 、经验 、心

灵等 )夸大 为唯 一的 实在 ，当 成本 原的 东西 ，认 为客 观事 物以 至整 个世

界， 都依 赖于 人的 主观 精神 。

客观 唯心 主义 把客 观精 神(如上 帝 、理念 、绝对 精神 等 )看作 世界 的主

宰和 本原 ，认 为现 实的 物质 世界 只是 这些 客观 精神 的外 化和 表现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河北教师资格网（www.

hbjszgw.com）

或关注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政治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一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