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陕西省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
1.（2 分）某学者综合考虑各因素绘制成下图。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①出现盛世
对外开放
使用火药
②国家统一
商业繁荣
科技领先
③政权并立
贸易发达
发明司南
④强化皇权
闭关锁国
科技落后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综合考查了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特征。从题目给出的示意图可以明显看到②
处与辽、西夏和金这个政权并立，故②国家统一的表述是错误的；③处与金并立，时间处于
11 世纪至 13 世纪，可知它代表的政权是南宋，而司南是汉代发明的，故③发明司南的表述
是错误的；据此可排除 A、B、C 三个选项。
答案：D
2.（2 分）近代某报刊曾报道：
“闻近月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
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竞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
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
”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
A.洋务运动的失败
B.民族矛盾的尖锐
C.顽固势力的反扑
D.民众的盲目排外
解析：本题考查戊戌变法的相关知识。材料中“谈及西学新法者…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
以致罹于法网。…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这些关键信息表明了维新变
法已经发生并且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顽固势力的反扑。
答案：C
3.（2 分）某同学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重大事件绘制成如图所示。六个序号分别代表
在该地或区域（阴影）所发生事件的特点、结果或作用，相对对应的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排
列正确的是（ ）

①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
②战略反攻开始
③国民党政权覆灭
④为渡江作战奠定基础
⑤三军会师长征胜利
⑥主动出击日军且规模最大
A.①⑥②④③⑤
B.④②③⑤⑥①
C.③②④⑥①⑤
D.①⑤⑥②④③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重大事件。观察题干图片和据所学知识可知，
①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②1947 年 6 月的刘邓大军挺
进大别山是战略反攻的开始；③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权覆灭；④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的淮海战役的胜利，为渡江作战奠定基础；⑤1936 年 10 月，红一、
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三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⑥1940 年 8 月
的百团大战，主动出击日军且规模最大。①⑤⑥②④③符合题意。
答案：D
（4 分）服饰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据此回答下列各题。
4.1912 年，孙中山在给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说：
“礼服在所必更，常听民自便……
去辫之后，亟于易服，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
”由此可见辛
亥革命（ ）
A.传播民主科学观念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
B.促进中国服饰近代化，冲击传统生活习俗
C.传人西方思想观念，中国服饰开始近代化
D.开始机器化生产服装，加剧崇洋媚外现象
解析：本题考查了近代社会习俗变化。1912 年，孙中山在给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
说：
“礼服在所必更，常听民自便……去辫之后，亟于易服，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
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促进中国服饰近代化，冲击传统生活习俗。辛
亥革命在对旧制度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冲击了与封建制度相伴随的一些陈规陋习，民国政府
颁布了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还废除有损人格的跪拜礼，代之以文明简单的鞠躬、
握手礼；取消“大人”
、
“老爷”之类的称谓，代之以“先生”“君”的平等称呼，体现了资

产阶级追求平等的愿望，但传统习俗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改变。
答案：B
5.英国国王财力不足导致宫廷服饰出现较大变化，王室审美观念也发生相应变化。1691 年
英国史学家盖伊•米吉这样写道：
“英国宫廷内服饰朴素文雅，谦虚内敛，让人觉得之前的英
国人那般模仿法国人的着装，是相当，愚蠢的。”导致审美观念变化的根源是（ ）
A.君主权力受限
B.文艺复兴深入
C.工业革命展开
D.社会经济衰退
解析：本题考查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国国王财力不足导致宫廷服饰出现较大变化，王室审
美观念也发生相应变化，导致审美观念变化的根源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
制，君主权力受限。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
，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资产
阶级统治开始确立起来，以法律形式对国王的权利进行明确的制约。
答案：A
6.（2 分）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认为：“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想，传之后
世的生命比布尔什维克为长；1917 年革命事件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 1789 年更为深远。”
“1917 年革命事件”产生的重大影响是（ ）
A.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的国家行列
B.使苏俄退出协约国宣告一战结束
C.使俄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独特道路
D.结束封建统治传播民主共和思想
解析：本题考查十月革命的相关知识。结合所学知，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俄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独特道路，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通
过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由农为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答案：C
二、非选择题
7.（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
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京师的学校（太学）
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
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
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取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三：科举选官制是中国文官制的基石。因为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正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
因此从隋唐时期开始就成为历代统治者选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以宗法伦理
为核心的儒家经义，与各种政务并不相合，主要的目的是笼络读书人，愚化百姓。科举考试
的形式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从初级到高级的层级考试选拔，统
治者的意识形态已深深地灌输到应试士子的心里，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基础。
——逮慧娟《同文馆与中国文官制度的近代化》
(1)图 A 中孔子言论体现“______”的学说，其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
规范。从孔子到孟子，大体经历了五代，孟子将孔子民本思想发展为“仁政”
，主张“民贵
君轻”
；同时孟子提出做人要有骨气和正气，如教材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孔孟民本思想的实质是__________。图 B 孟子言论被后世凝练为________，成为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人民而英勇无畏、甘愿牺牲的民族精神。
解析：由材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知图 A 中孔子的言论体现了其“仁”的学说。
图 B 是《孟子》图。孟子提出做人要有骨气和正气，如教材中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言论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孔孟民本思想的实质是维护君主统治。材
料中孟子“……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而生取义者也。”的
言论被后世凝练为舍生取义，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人
民而英勇无畏、甘愿牺牲的民族精神。
答案：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君主统治。成仁取义（舍生取义）。
(2)选做题：以下两个小题，请任选一题作答。
（如果两题都答，按第①小题计分）
①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是何意图？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选官制度的特
点，分析其积极作用。
②科举考试主要科目有哪些？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
分析其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
解析：①由材料“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
才，供朝廷选用……”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是何意图是实现大一统。
汉武帝选官制度的特点是崇尚儒学敏育，培养后备官员；选用儒生做官；推荐与考核相结合，
方式多元化；任人唯才。汉武帝选官制度的积极作用是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文
化教育的繁荣；提高了官员素质，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②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科目有进士和明经。由材料“科举选官制……主要内容是以宗法
伦理为核心的儒家经义，与各种政务并不相合，主要的目的是笼络读书人，愚化百姓……统
治者的意识形态已深深地灌输到应试士子的心里，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基础。”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科举考试的主要特点是考查内容以儒家经义为主；选拨形式具有开放性；
选拔程序具有严密性、系统性。其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是普及儒家价值观及思想形成文化
认同，有利于稳固统治；选拔文化素质较高的官员，提高行政效率；打破选官的世袭特权促
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兼顾边疆人才选拔促进边疆开发和民族团
结。
答案：①意图：实现大一统。特点：崇尚儒学敏育，培养后备官员；选用儒生做官；推荐与
考核相结合（方式多元化）
；任人唯才。作用：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
的繁荣；提高了官员素质，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巩固。②科
目：进士和明经。特点：考查内容以儒家经义为主；选拨形式具有开放性；选拔程序具有严
密性、系统性。作用：普及儒家价值观及思想形成文化认同，有利于稳固统治；选拔文化素
质较高的官员，提高行政效率；打破选官的世袭特权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
社会稳定；兼顾边疆人才选拔促进边疆开发和民族团结。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文化自信。
解析：本题是开放型的题目，考查的是学生开放性思维的能力。只要符合题意，言之有理即
可。例如：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选官和教育相结合体现民族特色，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有独
特的理念和智慧是世界上先进文化；在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坚持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国精
神在文化传承中不断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等。
答案：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选官和教育相结合体现民族特色，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有独特的
理念和智慧是世界上先进文化；在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坚持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国精神在
文化传承中不断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
8.（9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1)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大”何时在图 A 处
继续举行？依据材料一，对“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一结论
加以说明。
解析：据所学知识可知，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工人阶级
不断壮大需要先进政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所以中国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者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大”在 1921 年 7 月 31 日在图 A 处继续举行。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
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1921 年 7 月 31 日）的会议，
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自
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领导工人运动形
成了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所以说“自
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
答案：原因：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需要先

进政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任答一点即可）时间：1921 年 7 月
31 日。说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工人运动
的高潮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
（任答两点即可）
(2)《共产党宣言》是为哪一组织撰写的革命纲领？材料二图 A 中马克思两大理论成果毛泽
东分别是如何实践发展的？图 B 中观点邓小平是如何在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实
践的？
解析：
《共产党宣言》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革命纲领。1848 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宣言》
，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材料二
图 A 中马克思两大理论成果实践发展的表现为：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图 B
中观点邓小平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的实践有：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答案：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材料二图 A 中理论实践发展表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
（任答一点）图 B
中观点实践：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任答一点）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解析：本题是开放型题目，考查的是学生开放性思维的能力。只要符合题意，言之有理即可。
如：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原因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形成新理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有改革创
新的生机活力，有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有高素质的领导集体和领导干部等。
答案：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新理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
共产党有改革创新的生机活力，有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有高素质的领导集体和
领导干部。
（任答一点）
9.（11 分）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以“走向一体化的世界”为题展开探究活动请你参与。
【一体化的历程】
材料一：

材料二：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除了在 1933 年 6﹣7 月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力图折除
各国关税壁垒，取消英帝国特惠制，希望打进英联邦广大市场之外，也开始着眼于改善美苏
头系，关注打开苏联市场的可能性……于是，美苏两国恢复邦交谈判于 1933 年 11 月 8 日至

16 日在华盛顿举行……11 月 16 日夜，罗斯福和季维诺夫在恢复邦交的各项协议上签字，结
束了 16 年来两国关系上的不正常状况。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一体化与中国】
材料三：当世界走进中国时，曾因地理条件所限，长期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中国，做出了激
烈抵抗，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才得以恢复并确保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改革开放，让中国从拒绝世界，转为主动向世界开放。古老国度在不断适应国
际化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并因此思路越来越清晰，心态越
来越平和。
——顾骏《大国方略：中国怎样走向世界》
【一体化新动态】
材料四：乔布斯参加的最后一次政府活动是奥巴马主办的宴会。出席宴会的都是美国制造业
巨头，总的目的是动员他们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席间各巨头纷纷陈述意见和建议，唯有乔布
斯一言不发。奥巴马忍不住问他；
“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你才肯回来？”乔布斯一句话把他呛
住：
“回不来了。
”

(1)对哥伦布发现的航线做出完整表述。材料一中 A 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A 是何史实？
按照 B 的表述方式，对 C 史实做出完整表述。
解析：对哥伦布发现的航线做出完整表述，结合所学知识可直接说明，哥伦布由欧洲（西班
牙）出发，经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等地。材料一中 A 促进了世界市
场的发展，A 是中的史实是早期殖民扩张；按照 B 的表述方式，对 C 史实做出完整表述，说
明其重要影响及发明成果即可，如垄断组织的形成，发电机、内燃机的创制与使用。
答案：表述：由欧洲（西班牙）出发，经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等地。
A 史实：早期殖民扩张。C 史实表述：垄断组织的形成，发电机、内燃机的创制与使用。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 世纪 30 年代美苏关系正常化的经济原因。美苏关系
正常化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解析：依据材料二“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除了在 1933 年 6-7 月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
力图折除各国关税壁垒，取消英帝国特惠制，希望打进英联邦广大市场之外，也开始着眼于
改善美苏头系，关注打开苏联市场的可能性……于是，美苏两国恢复邦交谈判于 1933 年 11
月 8 日至 16 日在华盛顿举行……11 月 16 日夜，罗斯福和季维诺夫在恢复邦交的各项协议
上签字，结束了 16 年来两国关系上的不正常状况。”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20 世纪 30 年代美
苏关系正常化的经济原因是美国希望打开苏联市场，缓解经济危机；苏联工业化也需要得到
美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美苏关系正常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为二战中美苏合作和世界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答案：原因：美国希望打开苏联市场，缓解经济危机；苏联工业化也需要得到美国的资金技
术和设备。影响：为二战中美苏合作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在材料三所述事件中，哪一事件标志着近代中国被迫一体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后美
国对欧洲推行的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是什么？
解析：在材料三“当世界走进中国时，曾因地理条件所限，长期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中国，
做出了激烈抵抗，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才得以恢复并确保
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改革开放，让中国从拒绝世界，转为主动向世界开放。古老国度在不
断适应国际化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并因此思路越来越清晰，
心态越来越平和。
”所述事件中，鸦片战争件标志着近代中国被迫一体化；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前后美国对欧洲推行的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是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答案：事件：鸦片战争。表现：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4)材料四图文体现出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动态是什么？分析出现新动态的原因。综合上述材
料对美国近期挑起中美经贸争端而采取贸易保护的做法加以评析。
解析：根据材料四图文中内容，可知它们体现出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动态是反全球化现象（逆
全球化现象）
。出现新动态的原因是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
弊端；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政治人物支持西方国家贸易保护等。综合上述材料对美国
近期挑起中美经贸争端而采取贸易保护的做法加以评析，言之有理即可，如美国既是一体化
的推动者也是一体化的阻碍者，其做法是冷战遇制思维的延续，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過制中
国发展保持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密切，美国贸易保护
主义行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贸原则，损售了别国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利于
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反对各种形式
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答案：新动态：反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现象）。原因：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
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政治人物支持西方国家贸易保护等。
评析：美国既是一体化的推动者也是一体化的阻碍者，其做法是冷战遇制思维的延续，目的
是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发展保持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相互联系
密切，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贸原则，损售了别国利益，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