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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A2_86_E5_c25_222489.htm 一、下列每题的选项

中，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

涂黑。(每小题1分，共15分) 1.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宇宙之

砖”、“万物的始基”、“原初物质”的哲学是 A. 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 B. 庸俗唯物主义 C. 近代唯物主义 D. 宗教哲学 2.“

时间、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这是 A. 机械唯物主义的

时空观 B. 唯心主义的时空观 C.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D. 客

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 3.计算机网络技术既对社会发展有巨大

的作用,又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哲学上看，这体现了

A. 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 B.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

观点 C.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D.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

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4.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这里的“客观实在”是指 A.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B. 物质

的具体形态和结构 C.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D. 不能被人们所

认识 5.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是 A.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 B. 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 C. 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 D.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6.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实质是 A. 获取剩余价值 B. 使劳动力成为商品 C. 以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 D.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7.在资本运动中不仅能占有剩余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剩余价值

的资本是 A. 产业资本 B. 货币资本 C. 生产资本 D. 流动资本 8.

资本国际化的根本动因是 A. 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 B. 推动世界

经济的共同发展 C. 争夺国外市场 D. 生产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9.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是 A. 坚持土地革

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 B. 坚持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

的建设 C.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D. 有无群众的观点

10.我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好形式是 A. 整党 B. 整风

C. 自我批评 D. 理论联系实际 11.“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是

A. 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 B. 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C. 

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D.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12.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是 A.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 坚持改

革开放 C.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D. 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 1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三者之间关系，处理这三者关系的结合点是 A. 推进改革 B. 坚

持发展 C.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D. 把改革发展保持在社会

可承受的程度 1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所有制的核心和主

要内容是 A. 产权 B. 维护公有财产权 C. 保护私有财产权 D. 推

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15.2003年10月8日,中国和东盟国家领

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

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 A.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伙伴关系” B. “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C. “建设性合

作伙伴关系” D. “战略协助伙伴关系” 二、下列每题的选项

中，至少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

母涂黑。少选、多选、错选，该题不得分。(每小题2分，

共30分) 16.哲学和一般人的世界观的区别是 A. 前者是自觉建

立的，后者是自发形成的 B. 前者是系统的理论体系，后者是

零碎的观点 C. 前者能指导实践，后者对实践不起作用 D. 前

者有阶级性，后者无阶级性 E.前者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后者是人生的意义 17.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主要



环节是 A. 实践决策 B. 实践目标的制定 C. 实践的组织与管理

D. 实践结果的检验 E.使用劳动工具 18.马克思指出：“一个商

品的等价形式，并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这段话说明，

在1只绵羊=2把石斧的等式中 A. 石斧用其使用价值表现绵羊

的价值 B. 石斧不是劳动产品 C. 石斧没有价值 D. 石斧处在等

价形式上 E.石斧的价值没有得到表现 19.借贷资本作为转化为

资本的货币，其使用价值是 A. 商品的使用价值 B. 货币的使用

价值 C. 资本的使用价值 D. 产业资本的使用价值 E.商业资本

的使用价值 20.现代企业制度中出资者的所有者权益包括 A. 

资产受益权 B. 重大决策权 C. 资产支配权 D. 选择管理者的权

力 E.经营自主权 21.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 A. 人们对生产资

料的支配关系 B.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C. 人们对生产资

料的使用 D. 人们对资产的组织形式 E.人们对资产的经营方式

22.近代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原因是 A. 国际帝国主

义不允许 B. 国际社会主义力量不允许 C. 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不允许 D. 国内无产阶级政党不允许 E.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

弱性 2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 A. 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 B. 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C. 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 D. 表现在毛

泽东的实践活动中 E.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中 24.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之所以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因为 A. 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方

法论 B. 具有统一的目标、宗旨 C. 具有统一的国内外历史背景

D. 具有统一的价值观 E.具有统一的理论品质 25.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表现在下列方面 A.

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 B. 就业方式和分



配方式多样化 C. 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日趋明显 D. 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E.群体的不同利益要求越来越多

26.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 A. 立党之本 B.

三大作风 C. 执政之基 D. 优良传统 E.力量之源 27.胡锦涛指出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主要是指A. 无

产阶级政党一切植根于人民，坚持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的鲜明政治立场 B. 一切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C. 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以

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 D.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

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 E.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28.温家宝总理提出新一届政府工作要解决好的重

大经济问题是 A. 就业和社会保障 B. “三农”问题 C. 财政的

增收节支 D. 农村税费改革问题 E.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 2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是要通过

锲而不舍的努力，保持我们党始终是 A.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B. 中国先进生产

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忠实代表 C.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D.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党 E.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30. 2003年8月27日至8月29日,北京六方

会谈在北京举行,北京六方会谈达成的共识主要有A. 确定了明

确的目标，即朝鲜半岛无核化B. 确认了化解核问题僵局的途

径，即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C. 原则赞同解决核问

题采取并行同步的方针D. 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级或激化的言



行，保持对话E.继续六方会谈的进程 三、辨析题(共3题，每

题6分，共18分)要求对所给命题或观点进行辨别、分析，观

点正确，言之成理。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31.哲学

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是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

3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33.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统一思想。 四、分析题(共4题，其中

第34、35、36题每题9分，第37题10分，共37分)要求结合所学

知识分析材料回答问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3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 请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答下列问题： (1)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 (2)为什么说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集中 体现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3)分析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参考答案及解

题分析 一、下列每题的选项中，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请

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每小题1分，共15分) 1. A

【解题分析】此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

解释物质本原问题上具体观点的确认。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坚

持物质本原这一唯物主义的共同原则。但是它们在解释物质

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上，陷入了直观性和猜测性即把具体的物

质形态“水”、“火”等作为世界的本原。所以A项是正确

的。该题有一定的难度，一般考生很难复习到这个层次。 2.

A【解题分析】此题是考查对哲学物质概念特性的确认。“

物质”范畴是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本原和统一性的最高抽

象。但对世界本原“物质”的解释和理解各种唯物主义又有



区别。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依据对自然现象的笼统直观把物质

归结为一种或几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A项)；而近代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关于原子是物质最小单

位的认识，把物质归结为自然科学上的最高概括，指出客观

实在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C项)的性质是物质的本

质规定，唯一特性。考生回答此题不应该有难点。 3. C 4. C【

解题分析】此题是考查对哲学物质概念特性的确认。“物质

”范畴是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本原和统一性的最高抽象。

但对世界本原“物质”的解释和理解各种唯物主义又有区别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依据对自然现象的笼统直观把物质归结

为一种或几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A项)；而近代形而

上学唯物主义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关于原子是物质最小单位的

认识，把物质归结为自然科学上的物质结构和具体形态(B项)

；辩证唯物主义从无限多样的物质现象中抽象出共同的本质

，从哲学上作了最高概括，指出客观实在性，即“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C项)的性质是物质的本质规定，唯一特性。考

生回答此题不应该有难点。 5. B【解题分析】考查对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解。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

系中，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经济制

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因此，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的性质

。所以，B项是正确的选项。A、C、D都是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不符合题意。 6. C【解题分析】考查对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实质的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以雇佣剥削为特点的制度。本题

中A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B项是资本运行的前提和条件



，D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有C项才是唯一正确的

选项。 7. A【解题分析】考查对产业资本的理解。在资本不

断循环运动中，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并占有剩余价值进而实现

价值增值的资本只有产业资本。题中B、C两项是产业资本的

两种职能形式，其中，货币资本是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

的，生产资本的使用虽然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但它本身并

不占有剩余价值，D项流动资本不属于资本运动的职能形式

，因此，只有A项才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8. A【解题分析】考

查对资本国际化的根本动因的掌握。 A、C、D都是资本国际

化的动因，但根本动因是A。B显然不符合题意。 9. D【解题

分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群众路线历史意义的理解。毛泽东指

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人民的代表。在这个问

题上，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

离人民。有无群众的观点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

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所有的共

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因此，备选项D符合题干要求，为

本题正确答案。备选项A是指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B是指中

国革命的三大法宝；C是指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都不

符合题干要求，不是本题答案。 10.B【解题分析】本题考查

考生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掌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

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

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

目的。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干部掌握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践相结合方向，加强了思想上统一和组织上团结，为争取

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创造了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



教育的好形式，也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形式，是思想建党

原则的新发展，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贡献。因此，备

选项B符合题干要求，为本题正确答案。 11. A【解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辩证关系。A为三个代表

思想的基础，B为重要组成部分，C为核心，D为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 12. A【解题分析】A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B

、D是二个基本点，C是贯彻D的措施。 13. C【解题分析】A

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动力；B是目的，C是归宿，D是关键，

是三者的结合点。 14. A 15. A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