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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35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5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试题(开卷)
2016 年 1 月

日

四|五|总分|

|
一、单项选择题{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 1 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答案的序号，填写在题中的括号内。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是(

)。

A. 异源同流

B. 同源异流

C. 民族同化

D.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

2. 目前所查到的我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是在(

)时期。

A. 春秩战国

巳.事技

己量高萄

Ì31 幢属

S. 在得民主主主花的是屉，最主苦苦E棒 m在{

} t_"

/\.民吉吴文化素}莹的提亩

ll. 民在语言的17-履

C 民革卖学艺术自崖雇

ι 民革主也嚣艳的在善

Æ_ 现辛苦界丰只有~

)妻子民革'í t 届草幸 200 妻子圄室主丰!1培民甲毡是夫妻重国军都且

多民政同事，严鸭喜其主闰早-~珉同军孟在?自~.

^-

K. 11000

10000

n

[二 W()O

:L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美键是(

k

自由机关的设立和建设

巳臼治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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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B_

自治机二是的民族化

D.自 1台矶呆的民主化

6.21 世组新阶段我国的民族工作主题是(

)。

人.加快民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B. 平结、团结、互助

C. 丰等、团结、互助‘革ut齿

口.各民族其同团结奋斗、其间熏~~之属

7. 臣族风俗习惯在信恿的证程串，由于~各民族经济的、桂舍闽、政情阁、又但因种种国
室的影响而在肉答如荒茸仁复生着某科程度的真住守主主轩虫也是一种民主鹊变异节是{
A. 四再理理

It 在相琦稳庭中发生的高变

ι 国族的遵化

。·民蓝的提展

}e

去 1 \l 1 \J年 U 卒，国率已组织略军玉器问票吉 3 泪花支援贵州、江苏支援「霄和新疆，山东
支墨育部，要埠主辜百 E有 r J:.离主选言南和宁夏 1 全自雯噩西藏事后吏瞌走;在壁持主国立握西

藏的同吁 7 间}'1飞前在飞丰海、主津囚普市重 j磊雯撞西藏芭 i主一行萄叫做(。
人，西部开发

口，芋拉手行动

C. 阳光工程

D. 对口支援

9. 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最后被确认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是(
A. 土家族

B.赫哲族

c.基诺族

B 番族

10. (

L

)是民族理论学科的-大特点。

A. 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容，理论和政策兼纳
B. 重视政策的运用

c. 理论和政策兼纳
D. 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容

二、多项选择题{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有 2 项以上是正确的，请将正
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在题中的括号肉。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1.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共同特征是(

)。

A. 共同语言

B. 共同地域

c.共同文化

D. 共同经济生活

E. 共同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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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族同化的特点有(

)。

A. 民族同化是一个过程

B.民族同化中人为和自然因素并存
C. 民族自然同化是一种向较高经济和文明发展程度接近的形式

D. 民族同化首先涉及显露于外的民族特征
E. 民族同化是民族过程的局部现象
13. 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语言文字采取的原则态度是)。
A. 独立

B. 平等

C. 尊重

D.使用

E. 发展

14. 各民族风俗习惯共同的基本特性包括(
A. 民族性

B. 群众性

c.传承性

D.变异性

E 敏感性

15. 民族教育(

)。

A. 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

B. 是民族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c.是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D. 有利于协调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旦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16. 民族语言文字的主要特点是(

^，民族语言文字由民族惶

Y. 民联轩言文字的稳霆杠

c. æ 埠请言 i 字的 ii 雇+1.

D. 民贯语言支字的要样性

JL

民放 i誓言的交融娃

l? ，我国民族区填自浩制厦由特点是(

A. 昆按自拮与良主主自拮的j!萌结合

且.经济因素与战靖国亲自 L 辑结告

C. J万吏 lX! 素和现实因素的 lt 确结合

。-匠撞自沽杠市J fttJ 广在刊一:

~.自YfttJl.去向两J1杠、民原 1-t.

1ð. 桂营〉与"中国芝大赛雄史诗 "1 在世界享有很高末苦简直诗是我国 F草原飞军古旗和干I~ 年
克夜班的〔

λ

人. <<格萨尔丰》

B. (( 'lT 格尔》

c. <(玛纳斯》

D. {{四部医典》

E. ((饮膳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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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国的民族识别的主要依据是(

A. 民族特佳

B. 厉史依据

巳现实侬事

口-民族意愿

ι 就近认同
LO. 培盐和 11:周少数民撞干部的重要差童文包括(

)。

八大刀培养、建挠和任用如颠民旗丰穗，是堪一费加强竟 j\j各民攘的领导，在告主义

事业在鲁民在申舔嚣于L程并取得?罢!高胜利的提末保证
口-培养由 H 周是抽数量的少数民崖于前，量主 E 主if1匠撞区撞自治布幸虚民撞乎辈革
的标志

♀男主墙齐布在用量应黯珞势新任务的高素厦的?靠民族干部?带领鲁藏人民群众2{雇主乒

辈kfè撞地匠益挂士住建哇，才量如按匡盖地匠1!t震、结小地区进黯差醋的美语前在
口号文刀璃养和1 辑用 9 藏民族手都是做好民族工作，员翻笼的民族政策，巩固民班回

每 T 璀护祖国统

和长浩久军由市企耳节

E. 努力培养一支具有高度觉悟的少数昆族干部队缸，是巩固人昆昆主专政.宴l!l杜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可靠保证

|得分|评卷人|

|

三、填空题{写错别字不给分。每空 1 分，共 15 分}

2 1.民族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

的社会关

系问题。

22. 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各民族

交错居住 U

23. 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是氏族

部落

一民

族，通过上述途径形成的民族是原生态民族。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是指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
过程中，通过民族的分化、同化、组合而形成新的民族，即

民族 J

24.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中，要坚持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地制宜;要坚持国家帮助和

→一一，统筹区域发展，统筹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坚持因

相结合的方针。

25. 现阶段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之-是民族平等的进一步完善与
并存。
26. 民族文化既是民族发展的内容之一，又是民族发展的

常是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

之一，而且文化发展常

，因而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7.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承认和坚持各民族都有

自己的风

俗习惯的自由，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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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宗教作为一种远离其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有着较强的

，这是决定宗教

长期性的内在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有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谦和
这是决定宗教长期性的外在条件。

|得分|评卷人|

|

四、辨析题{先判断正误，然后改错说明理由。每题 5 分，其中判断 2

分，理由 3 分，若判断错误则全题不得分。共 30 分}
29. 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民族关系。

30. "散居少数民族"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
3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是 z 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

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
32. 民族融合，是指部分民族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在特定条件下组合成为新的民族的
现象。
33.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
34. 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

|得分|评卷人|

|

五、论埠题 (25 分)(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有诠证过程，否则扣 5 分}

J5_ 怎膊理解民族问题是我国的一A 顶基本国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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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358

国蒙开放大幸(中突广播电视大幸 )2015 年鞍莘学期"开放本科"期幸寺试

民旗理 t~ 与民族政策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卉卷〉
(供参考)
201 号午 l 月

=、单项毒草垣{每小题 1 分 It需 10 分}

LD

Z.C

3. A

il.C

f; .A

D

7. B

B. D

9.C

10. A

ô.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1. ABDE

12. ABCDE

13. BCDE

14. ABCDE

15. ABCD

16. ABCE

17. ABCDE

18. ABC

19. ABDE

20. ABCDE

三、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5 分}
2 1.权利和利益

22. 大杂居
23. 胞族

小聚居
部落联盟

24. 城乡发展

次生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自力更生

25.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继续明显存在
26. 条件

先导

27. 保持或改革
28. 适应性

认识根源

四、辨析题(每题 5 分，共 30 分)

29. 错。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若不涉及民族性的内容，那么只能说是一般的社会

关系，只有当两个民族在交往的时候涉及了民族性的内容，那么才可以说属于民族关系的
范畴。

30. 错。"散居少数民族"还指居住在自治地方内，但未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
3 1.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是: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
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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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错。这是民族组合。
33. 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早形成的民族与最早出现的国家大体上是同时产生的，在民

族形成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二者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

34. 对。宗教信仰是一部分信教群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属于思想领域的认识问题。
五、论述题 (25 分}

35. 民族问题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1分)
(1)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 (6 分)
民族团结是人民团结的重要标志。民族问题的存在程度和解决状况，直接影响着民族团
结和人民团结的程度和状况。
(2) 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 (6 分)

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以稳固
的民族大团结为前提、为基础。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发生的民族问题，会迅速影响到其他地

区，波及影响面广，连锁反应大。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和传播媒介现代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3) 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和边防巩固。

(6 分)

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民族关系状况是国内环境中
的重要内容。 æ 族问题影响社会发展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的自族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分)
民族发展是妻民族国家盐告层属阎

部分专不.1JU 逗ß)型民直寞的主主展，就合影响和制绚整

个甲固的注些五展，那在国家的现代化革士幸直属也是市主辈的 a

[仁I 土署点 QuÎ 耳H革主际 s 青量d 扫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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