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部分《马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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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分：马哲

1、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或现象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哲学范畴。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指由原因起作用而被引起的现

象。事物或现象之间这种引起或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在本题中，黄河

下游断流和供水不足是原因，工业损失巨大是结果。故本题选 A。

2、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关系。一

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在地球上拓展空间，不断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但

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注意维持生态平衡。即要走“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之路。否则,一旦自然界“发怒”，人类便会遭到报复。

3、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发

展运动。可持续发展,包含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共同性原则。其最主要的

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故选 B。

4、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矛盾的相互转化。矛盾的同一性又

称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内部对立面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贯通

的性质。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

中，相互依存并且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条件。矛盾双方的相互贯通是指相互排斥

的对立面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

相互转化是指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化,而不是向别的东西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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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

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

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B、C、D项的表述都是错误的。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A。

6、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地理环境是与人类社会所处的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

件的总和。如气候、土壤、山脉、河流以及动物和植物等，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不能离开地理环境而独立存在,人类必须通过劳动从地理

环境中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取得必要的生活物品和能量，才能保持人类社

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唯物史观的观点。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选项。

7、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题干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关于唯物主义的典

型观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常理解为具体的物质形态,如中国古代

的五行说，即“金、木、水、火、土”等观点。这种物质观承认和坚持了物质的

客观性,但只是一种猜测,没有科学根据，缺乏科学的抽象。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选项。

8、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题干中

“新叶”和“后波”是新事物,“陈叶”和“前波”是旧事物。“催”和“让”体

现了新事物与旧事物的交替。

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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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答案：B

B 解析：“防微杜渐”比喻要在坏事情、坏思想萌芽的时候就加以制止，不

让它发展。质量互变规律揭示的是事物、现象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是通过

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而实现的。质量互变规律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意

义体现在，它要求人们要重视量的积累,注意事物细小的变化,不可推苗助长、急

于求成；对于消极因素，要防微杜渐,不要让坏的思想由小变大,最终酿成大错。

故本题选 B。

10、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割裂了物质和运动的联系,不承认运动的客观性，这是形

而上学的观点。故选 C。

11、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飞矢不动”的意思是说飞箭在某一瞬间必定处在空间上

的某一点。飞箭既然在路径的每一点上都是静止的，所以飞着的箭实际上并没有

运动。这一说法表达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哲理。故本题选 B.

12、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本命题尽管以客观事实（天下之事物）为研究对象，但

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古今之天下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具有相同内涵的同一模式

随时间推移的简单重复，这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查客观事物,看不到事

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

13、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激变论”认为不存在量变,事物总是从一个质态一下子

就变为另一个质态。事物只有在一定量的累积上才会发生质变，而“激变论”将

量变与质变割裂开来。故本题选 A。



- 5 -

14、参考答案：A

A。【答案】题干的意思是：湍急的河流下,必有深潭；高高的山岭下，必有

深谷。体现的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即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

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15、参考答案：B

B。解析：反映特性是一切物质形态都具有的属性，它是物质形态在同他物

的相互作用中复制、再现他物属性并留下“痕迹”的属性和能力。高等动物的长

期进化则产生了人类和人的意识。这说明人的意识这种高级反映形式不是凭空突

然产生的，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此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16、参考答案：C

C。解析：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钱学森关于

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论断正是反映了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又为具体科学提

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故本题选 C。

17、参考答案：B

B 解析：居安思危的意思是处在安乐的环境中，也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危险，这体现了事物的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相互转化。

18、参考答案：C

C 解析：达尔文的“进化论”肯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

在哲学上否定了神创造人类的观点；历史宿命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由不可抗

拒的、不可避免的神秘力量(天意或命运）所决定，完全否定人在历史上的自觉

能动性,主张服从天命；朴素唯物主义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把世界的本原归根

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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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纵观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在人类进化、社会

关系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变更的过程中，劳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劳

动，使用工具得到不断改良，从而促进了科技发展并形成了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制

度，进而产生发展了阶级和各种社会形态。故“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属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

19、参考答案：D

D 解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原意是指路途遥远才能知道马的力气

大小,日子长了才能看出人心的好坏。在哲学上是指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不能

一蹴而就。故本题应选 D。

20、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恩格斯这句话表明的是历史灾难和历史的逬步作为矛盾

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本题答案为 D。

21、参考答案：B

B 解析：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同时又包含各个部分，整体和部分是相互

依赖的。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依赖于部分。部分是整体的部分,离开整体的部分,

就失去它原有的性质和功能，部分依赖整体，只有从整体中才能真正认识部分。

故本题选 B。

22、参考答案：B

B 解析：“苹果落地”等都是现象,本质只有一个万有引力。

23、参考答案：C

C 解析：题干中的对联告诫人们不要只考虑个人,应为大众办事。从人生价

值的角度看,C 项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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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这句话体现出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作为社会群

体中的一员，有两种属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只有社会属性才是

人的本质属性。

故选项 A、B、D说法均错误。

25、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把握。在自由和必然

的关系上，必然是自由的根据，自由以必然为前提,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

造,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必然不断向自由转化。依据自由与必然的这种辩证

关系的理论，本题 A为正确选项。至于其他选项并没有本题的题意,故排除掉。

26、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真理的发展过程。真理是随着实践

的发展而发展的。真理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同时也是具体历史的统一。真

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以科学知识为根据，而客观事实和科学知识都是永恒地

运动变化发展着的，这就决定了人对它的把握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无论是自然界

还是社会,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这种运动变化是无限的，永远不会

表现为某种一成不变的最终形式。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选项。

27、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人性自私论”这一观点的批判能力。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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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产阶级人性论却制造了许多错误的理论，

他从抽象的人出发,说人性自由,人性自私，这一观点恰与马克思所认为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关系的总和相违背,因而是错误的。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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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唯物辩证法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

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区别的，不能把二者混同。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

性又是相互联系的，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守株待兔”中农夫没有正

确地掌握必然性,而把事物运动中的偶然性当作了必然联系,因此是错误的。

29、参考答案：B

【答案】B。“顺大势者成，逆大势者败”强调客观规律的制约性，与②对应；

“目标近者成，目标虚幻者败”强调的是目标的确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符合③；

“高素质者成，低素质者败”强调主观因素的制约性,对应④。

30、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的说法,是一种夸大心理因

素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可见，D符合题意。主张物质与意识具有统一性的

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故 A项本身不正确,也不符合题意。主张意识是人脑

的分泌物，把意识说成与物质一样的东西,是 B项所述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绝

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是 C项中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31、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孟子主张性善论。A、C、D三项都出自《孟子· 告子上》。

均是性善论的言论。与孟子相对立的是荀子,他提出“性恶论”，“若夫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就出自于

《荀子•性恶》。他认为人生而具有好色、好声、好味、好利等特性，只有经过教

化，才能去恶从善。

32、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辩证的否定观的实质就是通过事物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

的自我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并通过自身的否定，实现自我运动、自我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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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发展。“学责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者,觉悟之机也。”意指在

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是十分可贵的。提出疑问后，判断真伪、正误，得出答案

这一过程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探索。产生疑问才是发展、进步的契机。这正是辩证

否定观的内容，表明否定是发展的必要环节。辩证的否定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

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

33、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物质决定意识，这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

观符合客观。本题正确答案为 A。

34、参考答案：D

D 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及其时间与空间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发

展是一种特殊的运动过程。时间和空间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运动及时间和

空间，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更谈不上发展。具体到方法论上,要求我们

在实际工作中确立正确的时空观念,要求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处理问题时，

一切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什么都一刀切一

律化故本题选 D。

35、参考答案：C

C 解析：“有 1000 个读者，就有 1000 个哈姆雷特”主要说明不同的人对同

一事物的认识是有差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意识不同。C项正

确。

36、 参考答案：D

D 解析：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是特

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是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题中的观点没有意识到国家是阶级矛盾

不可调和的产物,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故本题选 D。



- 10 -

37、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真理都是具体的,适用于一定的条件和范围，超出这个条

件和范围，哪怕多走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同样,只要原来的条件和范围得

到恢复，谬误回到原来的条件和范围之内，它又会变成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和谬

误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故本题选 A。

38、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本题中的观点坚持用物质世界本身具有的某种特性来解

释自然界,但是它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查客观事物,看不到自然界的一切组

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所以是机械决定论的观点。

39、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是说防备了前面，后面的兵力

就薄弱；防备了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左边，右面的兵力就薄弱。防

备了右边,左边的兵力就薄弱。处处加以防备,就处处薄弱。这段话蕴含着这样的

哲学道理：①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处处设防，就会处

处薄弱,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什么也抓不住。②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寡与众是矛盾的双方，在“处处防备”,和“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条件下，寡

与众的位置.可以相互转化。③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

用，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故选 B。

40、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运动是物质的

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它包括一切的变化和过程。物质和运动不可分：一方面,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另一方面，运动是物质的运动。题干引用的材料在中国佛学

里是人们熟知的掌故。这一掌故生动地说明了主观唯心主义运动观的本质特点。

“仁者心动”中的“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范畴,心即精神,这里把物质的运动理

解为精神的运动,否认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运动观。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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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以这些具体科学为基础的；它不是具体科学

的总和，所以“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

一，对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42、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依据是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

生产中的作用不同而划分的。可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

本。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够创造出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能创造出

剩余价值,是资本增值。不变资本是指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转变为生产资料的

那一部分资本，经过生产过程，它的价值会随着物质形态的改变，转移到新产品

中去，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量的变化,价值不会增殖。

43、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具体表现在：第一，

机械性；第二，形而上学性；第三，不彻底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

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把握

和直观世界,抹杀了人及其意识的能动性。因此，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

历史观上则陷入了唯心主义。题中观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是否认世界和物质

的变化、运动；承认了人的自然属性，但没有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即人在本质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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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庸俗唯物主义物质观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物质的，精神

也是物质的。A项错误。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把物质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

质形态,如把金、木、水、火、土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等。B项正确。机

械唯物主义物质观，它把物质归结为原子,把物质的属性归结为原子的属性。C

项错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

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

摄影、反映。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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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北极熊减肥”现象体现的是根据气候变化，主动做出调

整，以适应环境，求得生存，体现的是联系的条件性，①③符合。②体现的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④体现的是意识的能动作用。

46、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是必然与自由这对范畴在社会历

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必然王国指人们受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主要是受自己

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奴役的一种社会形态；而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

性的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自己本身的主

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由二者各自的含义可知应选 D。

47、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辩证的否定观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辩证的否定是

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发展和联系的环节,其实质是扬弃。

故本题选 A。

48、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

基本的观点”。故本题选 C。

49、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的真正

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

在的哲学范畴，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

映。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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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考查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

的理解与应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认识也会不断加

深，认识反过来进一步指导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所以

“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锻炼并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说法

是正确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是实践的目的”的说法错误，应为“实践决定

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技术手

段制约，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所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帆风顺的”说法

不正确。因此，本题选择 B选项。

51、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

离开部分就不存在整体。另一方面，部分离不开整体,离开整体的部分就失去其

原来的意义。整体和部分相互作用。一方面，整体对部分起支配、决定作用，协

调各部分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各个部分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反作用

于整体，部分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体的变化。本题中“中部发展”是部分，“中国

整体发展”是整体，体现了部分对于整体的重要作用。故本题选 B。

52、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简言

之，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

洞时，它又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矛盾。我国在面临发展机

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正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

53、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建立了实质上是先验唯心

主义的调和矛盾的哲学体系和不可知论。赛希特从唯心主义立场上继承和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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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建立了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谢林改造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建立

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

批判继承前辈哲学家的基础上，创建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费尔巴哈从人

本主义出发，批判了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哲学的基

本问题，建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故本题选 C。

54、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及实践以人为

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工业和人的环境,一方面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它又是

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正因为工业和人的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的产

物，体现着人的爱好、心理和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把工业和人的环境看作是人的

一本打开的心理学。故本题选 C。

55、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

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和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

展的方向和道路；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它们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

故本题选 D。

56、参考答案：C

C 解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全

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故本题应选 C。

57、参考答案：C

C 解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

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故本题选 C。



- 15 -

58、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从实践中来，没有实践就不可能产生认识。实践是认识

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认识也跟着向前推进。题干中说的

就是技术上的需要（实践）推动科学（认识）的前进。

因此 D项正确。

59、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表现之一是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不平衡性。历史上和现实中有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

意识发展水平不一定是较高的，有些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有可

能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选项。

60、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

替旧事物。故本题应选 B。

61、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辩证法规律的作用。唯物辩证法是

由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包括：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它们各自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

样的，其中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

动力和源泉，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质量互变规律则揭

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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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从肯定自身出发，到否定自身再到否、

定这一否定回到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事物发展的周期性。

故本题应选 B。

63、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

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区分历史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关键。是否以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矛盾的观点

来考查世界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区分标准是是否

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

论的标准。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应是 C选项。

64、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用水、火、气、土等具有物质特性

的“原初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承认世界由运动变化的物质组成,物质之间存在

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尽管它坚持从自然界自身去说明自然界,是有进步意义

的，但仍有自发性、直观性、猜测性的缺陷。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应是 D选项。

65、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

性和存在方式,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即肯定了这一哲理。

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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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参考答案：B

B 解析】前一种观点出自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颜元。颜元认为，纸上谈兵

的学问不是真学问，只有经历过实践历练出来的才是真学问、真本事，此种观点

片面强调实践。后一种观点“将学全看在读上”，则片面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

故本题选 B。

67、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朴素唯物主义，是指用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来解

释世界本原的哲学学说，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它否认世界是神创造

的，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本原

是火的观点，属于典型的朴素唯物主义。故选 D.本题相关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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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代程朱理学的"理"，古希腊

柏拉图的“理念”，德国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都是这种作为世界本体的客观

精神或原则。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

观念、意志等看作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基础,而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则是由这些主观精神所派生的，是这些主观精神的显现。中国宋明时期的心

学所谓的“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英国贝克莱

的所谓“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等观点,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

的主观唯心主义。庄子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0 机械唯物主义，即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

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

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17 世纪的英国唯物

主义，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近

代唯物主义的几个主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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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物质和意识何为第

一性的问题，即存在和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

思维,是唯物主义；承认意识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是唯心主义。

69、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题干中指出淮河治理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

和片面的 GDP 发展观。地方保护主义只重视地区的发展，而忽视了国家整体的发

展。片面的 GDP 发展观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只顾眼前利益。故本题选 B。

70、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旧唯物主义具有三大缺陷：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

底性。之所以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主要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它在自然观上坚

持唯物主义,但在历史观上则坚持唯心主义。

故本题答案为 C。

71、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矛盾特殊性是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内容之一，是指矛盾着

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一原理的方法论意义是：具体问题具体务

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等。

故本题选 C。

72、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

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

依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意识的内容来源于社会存在。其次，社会意

识随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题干中生态资源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意识

也由原来的发展经济转为保护生态，这说明社会意识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了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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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科学家断言尚未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这一句子中的”

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预测，科学家拟实施“激光干涉仪太空天线“实验，以探

测这种引力波，实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性思考并付诸实施的过程，因此本题应

选 C。A、D两个选项实际上是错误观点，尚未探测到的事物，有可能客观存在着,

也有可能是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无论其存在与否都将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理性

推测是否可靠最终要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是仅看这一推测是否建立在正确理论基

础上。B观点正确，但未准确反映题意。故本题选 C。

74、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故本题应选 B。

75、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孝”要因人而异，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典型体现,

不同的回答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孝”性。故排除①②，选 D。

76、参考答案：D

【答案】B。解析：孔子的这句话是其在知行观方面的典型观点,强调行(实

践)在检验言(认践）中的作用。

故本题选 B。

77、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首先,实践的需要决定认识的产生，

也就是说,人们改造世界的需要产生了认识世界的需要。其次，实践出真知，人

类的一切认识，无论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归择结底都是来自实践的。老子

的话指出了人可以获知间接经验,但否认了这些经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实践。

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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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是前进的或上升的，但

其发展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出现这种

曲折性和反复性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社会势力和反动阶级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

台，他们要同进步势力进行顽强而持久的反抗。

所以应选 B。

79、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历史中的个人,按其对历史进程影响的程度,可分为普通人

物和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是指对历史影响较大，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鲜明印记

的知名人士。反之，则是普通人物。按照历史人物对历史影响的性质,又可将其

分为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前者是指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人物；后者是指阻碍历

史前进的历史人物。

80、参考答案：A

A 解析：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即社会交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2)交往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3)交往源于物质生产活动，又不仅仅存在于物质生产活动中；(4)人是交往的主

体。故本题选 A。

81、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自我价值是指

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82、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预测未来的客观基础一是客观规律,二是客观实际，题干

中①说明了规律性,③说明了现象的客观性,故应选 C；②④中的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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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客观实在性为物质所特有,意识并不具有,这是两大概念

在内涵上的根本区别。列宁正是通过界定这一区别给物质下定义的。因此，B为

应选项。

84、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它与时倶进,实事求是，

弃旧创新，生机勃勃。

85、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对事物的把握“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是没有

把握好“度”。本题中就没有把握好对人物描写的度,使得“刘备似伪”、

“诸葛近妖”，从而显得人物不真实。

86、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A项是根据经济运行形态划分的。C项是根据生产资料所

有制划分的，D项则是根据社会占主体地位的产业形态划分的。根据人的发展状

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

的社会三个阶段，反映出马克思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87、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

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必须经过一个漫

长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最初任务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

而是逐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国有经济，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

立创造物质条件。故本题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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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这里的“原始差异”是指人与人之

间先天存在的生理素质上的差别，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人的才能高低的决

定因素。“鸿沟是分工掘成的”是指人与人之间后天才能上的差异,主要是社会实

践。据此分析,选项 B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89、参考答案：C

【答案】C。解析：在特定条件下科技发明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活跃、最根本的动力。

90、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商品内在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种

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商品的外在价值表现,是由货币完成的，货

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是用来表现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

91、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互为前提而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促进而共同发展,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一致性,个人发展包含在集体发展之中，离开了集体发

展,个人发展就无从谈起。故选 A。

92、参考答案：B

【答案】。B解析：马克思的话表明建筑师作为人类，具有意识并能够根据

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形成自己的计划,进而指导工作。在此恰是建筑师胜过蜜蜂之

处。故选 B。

93、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

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句话说明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即物质生

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故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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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参考答案：D

【答案】D。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剩余价值为

目的的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价值

增值过程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这一定点，就是工人用于再生

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时间。这样，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

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

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95、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从上述材料来看,“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指固守旧制度的

清政府；“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是英国政府；“贱买贵卖的特权”说明英国侵华

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对联式悲歌”是指中英两国在战争中胜败对

比；“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英国体现出其侵略本质。故选 A。

96、参考答案：A

【答案】A。解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

所”驱逐出去，它的创立是马克思继承以往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果，并

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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