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1 科学认识人的本质）把握人生的方向和道路，首先需要对“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

题有科学解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是（ ）。

A.理性存在

B.政治动物

C.绝对精神的外化

D.—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答案】D
【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

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教材 P56。
2.（1 人生观及其主要内容）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

价值等问题的总看法和总观点。其中，人生态度主要回答（ ）。

A.人为什么活着

B.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活

C.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D.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答案】B
【解析】人生观主要通过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人生目的回答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态度表明人应当怎样对待生活，人生价值判断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参见教材 P61。
3.（2 理想信念及其作用）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向往和追

求。经过人的努力和奋斗，理想可能变为现实，这是因为（ ）。

A.理想总是指向未来的，是现实生活中尚未实现的东西

B.理想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一般不轻易向外表现出来

C.理想作为人们相信的对象，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体

D.理想本身包含着现实的因素，反映着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

【答案】D
【解析】理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身包含着现实的要素，尤其是反映着现实发展的客观规

律和趋势。这就决定了理想具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是经过较长期的努力可以实现的。参见

教材 P81。
4.（2 理想信念及其作用）由于成长环境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理想信念。

即使同一个人，也会在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形成许多不同的理想信念。这说明，理想信念具

有（ ）。

A.多样性

B.共同性

C.虚幻性



D.时代性

【答案】A
【解析】由于成长环境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理想信念，从而使理想信念

具有多样性。参见教材 P83。
5.（2 理想信念及其作用）人们的理想信念遍及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呈现出许多不同类型。

认定某种为社会所需要、为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并努力把它做好，不断取得更大成绩。这种

理想信念属于（ ）。

A.职业领域的理想信念

B.道德领域的理想信念

C.生活领域的理想信念

D.社会领域的理想信念

【答案】A
【解析】只要认定某种为社会所需要、为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并努力把它做好，不断取得更

大成绩,就是个人在职业方面有理想有信念的表现。参见教材 P84。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共同理想，才有共同步调。当代中国，全体人民应当

树立的共同理想是（ ）。

A.爱国主义

B.共产主义

C.新民主主义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答案】D
【解析】一个人的理想只有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结合才有价值。有共同理想，才有

共同步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参见教材 P88。
7.（2 确立和践行科学的理想信念）美好的理想若是停留在头脑中和口头上，那它只能是一

种不结果实的花朵。这说明（ ）。

A.理想只是一种思想认识

B.崇高的理想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C.理想是完美的，现实是有缺陷的

D.只要有坚定的信念，理想就可以自动变为现实

【答案】B
【解析】美好的理想若是停留在头脑中和口头上，那它只能是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实

际行动才能体现和确证一个人的理想信念。参见教材 P95。
8.（3 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

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历经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迭兴亡，但团结统一的趋势始终没有改

变过，而且每一次统一都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这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

良传统中（ ）。

A.开发祖国山河，创造中华文明的精神

B.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

C.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精神

D.心系民生苦乐，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

【答案】B
【解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重要的

着力点和落脚点。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历经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



更迭兴亡，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没有改变过。参见教材 P109。
9.（3 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启迪和指引历代

优秀人物创造壮丽人生，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一个共同思想因素是（ ）。

A.功利主义

B.民主主义

C.爱国主义

D.社会主义

【答案】C
【解析】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是激

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参见教材 P100。
10.（3 做新时期忠诚坚定的爱国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祖国还不够富裕的时候，不妄自

菲薄；在强国大国的压力面前，不奴颜婢膝；面对金钱地位的诱惑，不做丧失国格人格的事

情；面对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不屈膝投降。这体现的是一种（ ）。

A.民族自尊

B.民族自省

C.民族自豪

D.民族自觉

【答案】A
【解析】民族自尊是指一个民族坚决维护本民族荣誉和尊严的强烈情感。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祖国还不够富裕的时候，不妄自菲薄；在强国大国的压力面前，不奴颜婢膝；面对金钱地

位的诱惑，不做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面对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不屈膝投降。这就是民族自

尊的体现。参见教材 P116。
11.（3 做新时期忠诚坚定的爱国者）每一个公民都有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义务。在国

家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我们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宗旨是（ ）。

A.国土安全

B.政治安全

C.人民安全

D.经济安全

【答案】C
【解析】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

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道路。参见教材 P119。
12.（4 继承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

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优秀道德，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

财富。下列选项中，属于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的是（ ）。

A.仁义礼智信

B.自由平等博爱

C.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D.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答案】D
【解析】中国革命道德的内容极为丰富，主要包括：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修身

自律，保持节操。参见教材 P134。



13.（4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原则和重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

务，原则是集体主义，重点是（ ）。

A.诚实守信

B.崇尚科学

C.艰苦朴素

D.文明礼貌

【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

参见教材 P143。
14.（5 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社会公德及其主要内容）网络生活是当代社会公共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空间，如果有人恶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将会造成许多单位或个人

的网络无法正常运行，甚至造成计算机系统崩溃。这说明，当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具有的特点

是（ ）。

A.活动结果的相关性

B.活动方式的单一性

C.交往对象的简单性

D.活动范围的封闭性

【答案】A
【解析】当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具有以下主要特：活动范围的广泛性；交往对象的复杂性；活

动方式的多样性；活动结果的相关性。当代社会，人们公共生活的活动内容开放透明，活动

结果互相影响、相互关联。一个人的行为，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人的行为选择。比如

在“网络世界”中，如果有人恶意制造、传播扩散计算机病毒，将会破坏许多单位或个人网

络的正常运行，甚至造成计算机系统的崩溃。参见教材 P150。
15.（5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乘坐车船飞机时，应该做文明乘客；到剧院看演出时，应该做

文明观众；到商店购物时，应该做文明顾客；在图书馆看书时，应该做文明读者；在公园游

玩时，应该做文明游客；在网上发声时，应该做文明网民。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

的（ ）。

A.家庭美德的要求

B.社会公德的要求

C.职业道德的要求

D.生态文明的要求

【答案】B
【解析】遵守社会公德是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正常秩序的必要条件。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场所

正常秩序和安定环境的最低准则，是人们现实生活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人都应自觉遵守。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在公共场所的活动，虽然都不能改变他们原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但活动

的公共场所使他们都拥有了由场所性质所赋予的共同身份，都必须遵守该场所最一般、最起

码的行为规范，即社会公德。否则，人们连正常的公共生活都无法进行。比如题干中所举例。

参见教材 P153。
16.（5 职业和事业及职业道德规范）立足职业、成就事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下列关于职业和事业关系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有职业必然有事业

B.职业和事业本质上并无不同

C.职业是事业的基础，事业是职业的升华

D.职业就是人们为着崇高理想所从事的事业



【答案】A
【解析】事业就是人们为着崇高理想所从事的工作。职业和事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的

联系在于，都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工作。二者的区别在于，成就事业的人通常要具备这样几个

条件：一是对所从事的工作有着超过一般人的造诣，二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的声誉，

三是对社会的贡献大于同行一般人。从事职业的人一般不需要满足这些条件。事业虽然并不

必然与职业相一致，但一个职业成功的人一定也是有事业的人。参见教材 P156。
17.（5 婚姻和家庭美德，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意义）家庭美德是调节人们在家庭生活方面

的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下列选项中，属于家庭美

德基本要求的是（ ）。

A.服务群众

B.保护环境

C.男女平等

D.爱护公物

【答案】C
【解析】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参见

教材 P165。
18.（6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 ）。

A.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B.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C.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D.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答案】D
【解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参见教材 P187。
19.（7 法的概念和作用）法的规范作用是指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作用，

主要包括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等。通过法的实施而对一般人或准备采

取同类行为的人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了法的（ ）。

A.预测作用

B.评价作用

C.教育作用

D.强制作用

【答案】C
【解析】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而对一般人或准备采取同类行为的人所发生的积极

影响。法的预测作用是指人们通过了解法律可以预知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后果。法的评价作用

是指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帮助人们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作用。法

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国家机器来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和惩

罚的作用。参见教材 P202。
20.（7 法律规范）根据法律规范内容的不同，可将法律规范分为不同的种类。我国宪法规

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一法律规范属于

（ ）。

A.授权性规范

B.义务性规范

C.复合性规范



D.任意性规范

【答案】B
【解析】义务性规范主要为人们设定义务，包括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例如，我国宪法

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参见教材

P205。
21.（7 法律监督）依据法律监督主体的不同，可将法律监督分为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

类。下列选项中属于国家监督的是（ ）。

A.人民政协的监督

B.人民群众的监督

C.监察机关的监督

D.中国共产党的监督

【答案】C
【解析】国家监督，也称国家机关的监督，依国家机关的性质的不同，又分为权力机关的监

督、行政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可以分为中国共产党的

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中社会组织的监督包括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

和社会团体的监督。参见教材 P222。
22.（8 宪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

循的最基本的准则。在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中，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是

（ ）。

A.社会主义法治

B.尊重和保障人权

C.坚持民主集中制

D.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答案】D
【解析】宪法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参见教材 P226。
23.（8 国家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的（ ）。

A.国体

B.政体

C.政党制度

D.基本经济制度

【答案】A
【解析】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我国的国体。国体即国家性质，反映社会各阶级在国家生活中

的地位和作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见教材 P227。
24.（8 民商法）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要遵守社会公共秩序，遵循社会全体成员所普

遍认可的道德准则，这体现了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中的（ ）。

A.公平原则

B.绿色原则

C.诚实信用原则

D.公序良俗原则

【答案】D
【解析】公序良俗原则，也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要遵守社会



公共秩序，遵循社会主体成员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参见教材 P237。
25.（8 刑法）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其中，被刑法所保护而

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称为（ ）。

A.犯罪主体

B.犯罪客体

C.犯罪主观方面

D.犯非客观方面

【答案】B
【解析】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四个要素。犯罪

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利益。犯罪客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构成

犯罪在客观上需要具备的各种要件的总称。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

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自然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主

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参见教材

P250。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绪论 成就时代新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答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后，中央明确，

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

本遵循。

【解析】参见教材 P47。
27.（3 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简述爱国主义的含义和主要内容。

【答案】爱国主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热爱、忠诚和报效自己祖国的一种感情、思想和行

为。爱国主义最基本的内容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爱国主义必然以爱故土山河、爱骨肉同

胞、爱祖国的文化和爱自己的国家为基本内容。

（1）热爱故土山河是爱国主义的首要表现。

（2）热爱骨肉同胞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

（3）热爱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爱国主义的深层内容。

（4）热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主义的基本政治要求。

【解析】参见教材 P101。
28.（5 个人品德及其形成意义）简述形成良好个人品德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答案】个人品德建设的目标是使个人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在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1）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目标。

（2）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是夯实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

（3）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是个体精神境界提升和全面发展的要求。

【解析】参见教材 P170。
29.（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简述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

【答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可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

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解析】参见教材 P215。



30.（8 宪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简述我国宪法的基本特征。

【答案】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体现出与普通法律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的内容不同于普通法律。宪法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全局性

和根本性的问题，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

的组织及其职权等；普通法律的内容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领域。

其次，从效力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是一切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最后，从制定和修改程序上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更为严格。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普通法律的修改只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

会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解析】参见教材 P226。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2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20 分。如果考

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2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2 题计分。

31.（7 法治思维的含义与内容）论述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区别。

【答案】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称的概念，相应的，法治思维也是与人治思维相对称的思维方式。

培养法治思维，必须抛弃人治思维。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两者区分的标准来看，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分水岭不在于有没有法律或者法律的

多寡与好坏，而在于最高的权威究竟是法律还是个人。法治思维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强调“必

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

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人治思维则奉个人的意志为最高权威，当法律的权威与个人的权

威发生矛盾时，强调服从个人而非服从法律的权威。通俗来讲，法治思维主张法大于权，人

治思维则主张权大于法。

其次，从两者的特点来看，法治思维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平等对待方式调节社会关系，解决

矛盾纠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具有理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的特点；而人治思维漠

视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依赖个人的魅力、德性和才智来治国平天下，以言代法、言出法随。

具有非理性、易变性甚至任意性的特点。

最后，从两者追求的政治体制来看，法治是民主的产物，因而法治思维也追求民主政体，强

调集中社会大众的意志来进行决策和判断，是一种“多数人之治”的民主政治思维；而人治

思维则推崇个人集权，追求专制政体。

【解析】参见教材 P178。
32.（1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马克思主义历来既重视人生的社会价值，又重视人生的自我价

值。联系实际论述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价值。

【答案】只有“为人类而工作”“为大家作出牺牲”，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才能使自己享

受到更大的乐趣，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可见，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是统一的。只有当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品德、

知识、能力、体魄等素质，为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创造了社会价值，满足了社会需要，

才能从社会那里得到满足和尊重。这些反映到自我意识里，必然是对自己的肯定性体验，即

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人生的自我价值必须与社会价

值相结合，并通过社会价值表现出来。创造社会价值是因，实现自我价值是果，不创造社会

价值，就无从实现自我价值。

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懂得，个人的抱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只有把它同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紧

密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才能使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如果

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必将一事无成。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



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只有把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人民、奉献祖国统一起来，

以自己的劳动和聪明才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诚奉献，为人民群众尽心尽力服务，才是新

时代大学生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解析】参见教材 P71。
33.（4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联系实际论述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

【答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

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优势的

发挥，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

善提供道德价值导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保证和促进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2）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的内容

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社会主义

德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3）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能全盘

抛弃传统而凭空产生，而应当是中华民族全部优良道德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继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品质、优良民族精神、

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等，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

柱和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解析】参见教材 P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