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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招生文化考试大纲（2021版） 

 

政治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

文化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具备二级

运动员（含）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称号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

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文化考试和体育专项成绩，按已确

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

考试应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及必要的难度和区分度。 

 

Ⅱ.考试能力要求 

根据选拔性考试的要求并结合优秀运动员的具体特点，

政治科考试注重考查考生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考生对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内容

及其意义的理解；引导考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进程，促进政治

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等核心素养的培育。 

1.能熟练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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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哲学与文化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

注重基础知识，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2.能应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比较和解

释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等，具有一定的认识

事物的本质的能力。 

3.能恰当使用学科术语，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地予以表

述。 

 

Ⅲ.考试范围与内容 

一、考试范围 

《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

生文化考试大纲（2021版）》政治科考试内容根据普通高等

学校相关专业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依据《普通高中思想

政治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确定。 

考试范围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

与法治、哲学与文化、时事政治，共五个部分。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1.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演进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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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探索复兴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 

2.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艰辛探索中前进 

（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伟大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四）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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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本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经济与社会 

（一）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1.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的内容、地位及体现 

非公有制经济含义、地位和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2.坚持“两个不动摇”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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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市场调节 

市场体系 

市场缺陷 

2.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 

宏观调控 

（三）我国的经济发展 

1.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2.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内容与意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 

1.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2.我国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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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政治与法治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种政治力量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各种政治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理想目标、主要任务 

4.建立新中国 中国人民站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5.实行改革开放 走向民富国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的目的 

6.新时代的意义 

7.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性质、宗旨 

党的执政理念 

8.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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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9.坚持党的领导 

政治领导的含义、体现、要求 

思想领导的含义、体现、要求 

组织领导的含义、体现、要求 

10.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1.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党的执政方式 

（二）人民当家作主 

1.我国的国家性质 

宪法对我国国家性质的规定 

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与特点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 

国家的职能 

2.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的法律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人大代表的产生 

人大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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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3.我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 

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4.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的宗教政策 

5.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及其意义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 

（三）全面依法治国 

1.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 

法律的产生、功能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 

2.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法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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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职能 

3.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 

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与原则 

5.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内涵 

建设法治国家 

6.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的内涵 

建设法治政府 

7.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的内涵 

建设法治社会 

8.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科学立法的内涵、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的内涵、推进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的内涵、推进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的内涵、推进全民守法 

9.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四部分：哲学与文化 

（一）探究世界与把握规律 

1.哲学的起源 



10 
 

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哲学与时代精神 

哲学的作用 

2.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据 

3.唯物主义及其形态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点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 

4.唯心主义及其形态 

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5.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8.哲学的物质概念 

自然界的物质性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9.物质运动的规律 

规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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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10.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的起源 

意识的生理基础 

意识的内容与形式 

11.意识的能动作用 

意识能动性的特点 

意识能动性的表现 

12.客观规律与意识的能动作用 

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3.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14.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 

联系的普遍性 

联系的客观性 

联系的多样性 

15.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系统优化方法 

16.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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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概念 

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状态 

17.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概念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8.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辩证的否定观 

辩证否定 

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20.唯物辩证法与创新意识 

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 

创新的社会作用 

（二）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1.实践 

实践的概念 

实践的特点 

2.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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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是认识的动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3.真理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具体性 

真理的条件性 

真理和谬误 

4.认识过程 

认识的反复性 

认识的无限性 

认识的上升性 

5.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6.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7.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 

8.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 

9.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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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实现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点 

10.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的概念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1.人生价值 

价值和价值观 

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12.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客观依据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性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阶级性 

价值冲突及评价标准 

13.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价值的实现方式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1.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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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4.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5.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 

中华民族精神核心 

中华民族精神作用 

6.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 

7.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 

8.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9.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11.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 

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发展的主体 

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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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 

坚定文化自信 

 

第五部分时事政治 

（一）年度间国内外重大时事（上年度4月至考试当年3

月）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

大方针政策 

 

Ⅳ.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闭卷，笔试。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90分钟。 

二、试卷内容比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约15% 

经济与社会    约15% 

政治与法治    约30% 

哲学与文化    约30% 

时事政治     约10% 

三、试卷题型比例 

选择题      约50% 

填空题      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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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约40% 

四、试卷题型分值 

选择题      75分 

填空题      15分 

问答题      60分 

五、试题难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和难题，三种试题分

值之比为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