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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题库小学思品修订说明 

第一章 

第二节 

选择题第 31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8 答案 P4 

C，正确答案为 D。解析不变。 

选择题第 52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0 答案 P6 

D，正确答案为 C。解析不变。 

第二章 

第二节 

选择题第 55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34 答案 P18 

正确答案为：C。正确解析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构与人民的关系方面，表现

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居于主导地

位。C 项符合题意，正确。A 项观点错误，全国人大行使最高国家权力；B 项观点错误，各

级人大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D 项错误，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和监督地方国家机关。 

选择题第 63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36 答案 P19 

正确答案为：B。正确解析为：题目中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刑事案件，惩办犯罪分子，表

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B 项正确。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是国务院及

各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是人民检察院。故选 B。 

第三节 

选择题第 14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43 答案 22 

题目涉及的内容是科技创新，介绍了港珠澳大桥的概况，说明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

提高，取得了成就。①③④分别说明了创新的重要性、我国实施的有效战略。②的说法错误，

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科技的总体实力与世界发达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

以选 C，①③④是正确的。 



高分题库-小学思品修订说明 

2 

第三章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 

选择题第 7 题【答案正确，解析有误】题目 P56 答案 P29 

解析中的字母 C 统一替换成 B，其他表述正确。 

秦汉时期 

选择题第 20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61 答案 P32 

正确解析应为： 

从材料信息看，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与中亚的交往。故选 D。张骞通西域只是为

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张骞最远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并没有建立和西方的联系，排

除 A、B 两项；确立西汉对西域的管辖权是西汉设立西域都护的结果，排除 C 项。 

隋唐时期 

选择题第 21 题【答案正确，解析正确，补充解析】题目 P67 答案 P35 

补充解析：题目问的是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措施，经济文化交往，把养蚕、种菜技术传

到吐蕃不属于行政措施 

宋元时期 

选择题第 14 题【答案正确，解析有误】题目 P71 答案 P37 

解析中的字母 C 统一替换成字母 D，其他表述正确。 

明清时期 

选择题第 1 题【答案正确，解析有误】题目 P72 答案 P37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有利于社会稳定，①说法错误，排除；明清时期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加强，对外交流少，导致了人们对世界的无知，经济和科技发展受到了阻碍，

②④说法正确；③说法不准确，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阻

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故选②④。 

选择题第 16 题【答案正确，补充解析】题目 P74 答案 P38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了近 200 年，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

用。但是，与世隔绝即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

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④说法错误，闭关锁国政策不是使西方殖民者找到侵

略中国的借口。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加迫切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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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更加迫切要求开拓新的殖民地。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 

选择题第 3 题【答案正确，解析修改】题目 P95 答案 P50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

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因此 B 项正确，AD 是在 1956 年以后，C 是 1978 年以后，

均错误。故选 B 项。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选择题第 3 题【答案正确，解析修改】题目 P97 答案 P51 

1956 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

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

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五节 

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1787 年宪法 

选择题的 8 题【答案正确，解析有误】题目 P113 答案 P59 

正确解析为：分析题目中“提倡‘人权’否定‘神权’的社会根源”，A 表述错误，应

该是弘扬人性，B 项不符合题意，选项 C 是经济根源。D 项是指，这个时期，新兴资产阶

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要在政治上获得政治权利，所以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身的政治经济地

位是社会根源。本题选 D。 

南北战争 

选择题第 4 题【答案正确，解析有误】题目 P117 答案 P61 

解析中原来的 D 改为 C，原来的 C 改为 D，其余不变。 

第四章 

第一节 

选择题第 6～7 题【题目有错，答案正确】题目 P134 答案 P70 

题目中的“2016 年 1 月 30 日”改为“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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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第 19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36 答案 P72 

正确答案为 C。 

选择题第 20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36 答案 P72 

正确答案为 B。 

第二节 

选择题第 30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154 答案 P79 

正确答案为：A，正确解析为：亚洲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河流呈放射状，故①正确；

亚洲是跨纬度最广，东西距离跨度最大的大洲，故②正确；亚洲气候复杂多样，以温带大陆

性气候为主，故③错误；图中 D 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故④错误；图中 B 是

印度半岛，最大的半岛是阿拉伯半岛，故⑤错误。综上，①②正确，故选 A。 

第六章 

第二节 

宪法基本知识 

选择题第 5 题【答案不变，修改 D 选项，修改解析】题目 P187 答案 P88 

D 选项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 

解析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

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删去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简答题第 1 题【答案修改】题目 P190 答案 P89 

正确答案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

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简答题第 3 题【答案修改】题目 P190 答案 P90 

正确答案为： 

政体又称政权组织形式，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按照一定的原则组

成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以实现阶级统治任务的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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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

责，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