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河北省中考真题历史

卷Ⅰ（选择题，共 50 分）
本卷共 23 题，1～19 题每题 2 分，20～23 题每题 3 分，共 50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1.下图反映的史实发生在（ ）

A.鸦片战争中
B.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C.甲午中日战争中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甲午中日战争的相关知识内容.1894 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同
年 9 月，中日发生了黄海海战。从图片中的“中国舰队、日本舰队和黄海”等文字的提示可
知，本题反映的是甲午中日战争中黄海海战的历史。故答案为 C
答案：C
12.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关键人物。李鸿章的下列活动
与改评价无关的是（ ）
A.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
B.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C.创办轮船招商局
D.设翻译馆，大量翻译刊行西方书籍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内容-“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关键人
物”考査的 是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李鸿章
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之 一，在洋务运动前期，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企业；洋务
运动后期，他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 企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为适应中外交涉和
办理洋务的需要，他还设立翻译馆，大重翻译刊行西方书 籍。故答案为 A。
答案：A
13. 1914 年，农工商部向各省发出长篇通饬（通令）
，提出欧战正是“工商业发达之转机”，
公布《维持工厂办法大纲七条》
，规定糖类、免毛织物等数十种制造厂家，均在维持之列。

此后，农工商部又多次发出训令，要求所有公共机关的日用消耗品一律专购国货。材料表明
（ ）
A.欧洲列强减少了对华商品输出
B.“实业救国”主张出现
C.民国政府倡导使用国货
D.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发展工商业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知识内容。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民国政府抓住时机，发出长篇通饬，倡导使用国货，以促进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故答案为 C。
答案：C
14. 从下图能够得出的正确信息是（

）

A.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集中在城市
B.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遍布全国
C.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D.中国共产党已是公开的革命政党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相关知识内容。该图反映的是共产党早期组
织建立的地点。读图可知：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建立于北京、济南等大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在
近代落后的中国，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思想比较活跃、发放，有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
发展。故答案为 A。
答案：A
15.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
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
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由此可见，当时我国取得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
A.有力的外部环境
B.稳定的国内形势
C.人民群众的愿望
D.决策者的作用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新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外交成就的相关知识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中

国外交取得了突破性大发展，主要原因有：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局
势的变动等，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促进了
这一外交局面的出现。故答案为 D。
16.“极其漂亮的廉价棉织品给人民大众带来的利益……（19 世纪）贫苦阶层也能像 18 世纪
的中上层人士那样穿得非常整洁，甚至享受服装的乐趣。”该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 ）
A.珍妮机的出现
B.纺织工厂的涌现
C.火车投入运营
D.远洋轮船的使用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工业革命的相关知识内容。19 世纪，伴随春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在
纺织业方面，大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工厂手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大量纺织工厂出现，
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出大量的纺织品，从而出现了棉纺织品价格低廉的现象。故答案为 B。
答案：B
17. 1917 年，俄历 2 月 23 日是“国际三八妇女节”，首都彼得格勒受失业和饥饿威胁的工人
与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提出了“打倒战争”“反对饥饿”等口号。这一天
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 12 万人。随后罢工和示威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材料表明当时俄国
政府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应是（ ）
A.取得争霸战争胜利
B.实现和平，发展经济
C.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D.巩固政权，建成社会主义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二月革命的相关知识内容。近代的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
因此第 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更加深重，大重的工人失业，人民生活艰难，
因此，二月革命前俄国政府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发展经济。故答案为
B。
答案：B
18.“论从史出”是历史学习的基本原则之一。下列史实及其结论符合这一原则的是（

）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二战后亚、非、拉美民族独立运动的相关知识内容。二战以后，巴拿马
人民多次掀起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直到 1999 年，巴拿马人民才收回了运河区全部主权。

巴拿马人民前后几十年的斗争经历，充分体现了巴拿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的艰难曲折。
故答案为 D。
答案：D
19.当今，联合国在推动阿以和平进程、救济难民、反对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致力于解决地区争端、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促进国际经济文化合作开
始于（ ）
A.《九国公约》的签署
B.联合国建立之初
C.《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定
D.冷战结束后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有关联合国作用的相关知识内容。二战以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操纵联合国，使联合国成为其争霸的工具。1991 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伴随
着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联合国
在解决地区争端、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促进国际经济文化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故答案为 D。
答案：D
如果说有一个词沉淀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人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着未来 30 多年中国人的希望
和梦想，这个词一定非“改革”莫属。回答 20～23 题。
20.《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指出：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在我国重演，必
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上的个人专断，
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
“□□□□□”应是（ ）
A.斯大林模式
B.大跃进运动
C.人民公社化
D.文化大革命
解析：题考査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相关知识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
响和江青、林彪等人的破坏，党内盛行个人崇拜，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被破坏，民
主与法治受到严重践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故答案为 D。
答案：D
21.报纸的头条新闻作为报纸之魂、历史之窗，体现着时代的变迁。下列报纸的头条新闻反
映了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是（ ）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有关改革开放的相关知识内容。1992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标志舂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

步深入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故答案为 C。
答案：C
卷Ⅱ（非选择题，共 70 分）
27.读图，回答问题。
（6 分）

(1)图一、图二所示战役的的交战地点都在哪国? （2 分）
(2)该国在上述战役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4 分）
解析：(1)本题考査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相关知识内容。这两幅图片反映的是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两次著名战役，图一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凡尔登战役形势示意图，图二
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期间诺曼底登陆的形势示意图，凡尔登城市是法国著名的要素，诺曼
底地区是法国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沿海地区之一，都在今天的法国境内。(2)本题考査的是有
关两次世界大战的相关知识内容。1916 年 2 月有到 9 月，德军进攻凡尔登地区，法军作为
凡尔登战役中与德军交战的主力军，顽强抵抗德军，并最终扭转了被动局面，发动反攻，收
复了大部分失地。1944 年 6 月 6 日，美英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抗击德国
法西斯的又一战场，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灭亡。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上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教新课标九
年级下册·第 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答案：(1)法国。
〈2 分）
(2)与德国交战的主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又一战场。
〈4 分）
2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9 分）
材料一：光绪时期（1875～1908 年）
，虽然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加，但支出却增长得更快。
1899 年，清政府的开支高达 1.01 亿两，而当年总收入为 8840 万两，其中 2400 万两即占总
收入的 30%，用来偿还外国贷款，从 1874 年至 1911 年间，根据合约，政府借款为 1.714 亿
英镑（约 10.83 亿两）
，到 1911 年，清政府垮台为止，共偿还了 3230 万镑（约 2.04 亿两），

还有 1.39 亿镑（约 8.78 亿两）未偿还。这种以借钱来偿还以前贷款的方式，使清政府陷入
了一个无望的泥沼中。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抗战已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抗战后一度恢复，可是内战使经济又迅速恶化，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金融极度混乱。以国统区米价为例，1947 年 1 月初，每担为 6
万元，6 月份涨至 50 万元，7 月份又涨至 65 万元。物价飞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工薪阶层，
如教师等。……最终导致国统区经济走向崩溃。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1)材料一表明清朝末年政府财政收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 分)
(2)据材料二，指出国民政府经济走向崩溃的主要原因。(4 分)
(3)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述经济状况对清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的共同影响。(3 分)
解析：(1)本题考査的是有关清朝后期财政收支的相关知识内容。本题是一道材料分析题，
首先应读懂材料，然后依据材料的内容、观点组织答案。材料一中用 1899 年清政府的财政
收支数字的对比，1874 年-1911 年清政府借款偿还贷款数据的分析，形象的反映出清朝末年，
政府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统治的危机。(2)本题考査的是有
关国民政府经济走向崩溃主要原因的相关知识内容。材料二指出：抗日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
严重的破坏，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大打击；内战时期，战争的破坏，使中国经济发展又迅速恶
化，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金融极度混乱的局面。据材料分析，国民政府经济走向
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和内战的破坏。
考点：人教新课标八年级上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人教新课标八
年级上册·侵略与反抗
答案：(1)入不敷出。
（2 分）
(2)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内战。（4 分）
(3)使政权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或成为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
（3 分）
29.探究问题。
（12 分）
材料一：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派尔认为：
“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身利益
跟谁结盟：1902 年到 1922 年追随英国，1936 年到 1945 年追随德国，1952 年起则紧跟美国。”
这其实点出了日本百年来惟一不变的就是其实用主义立场。”
材料二：1885 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日本从此开始“脱亚（亚洲）
入欧（欧洲）
”进程。2009 年日本政治家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日本的新道路》
一文。他认为：日本不能忘记自己‘亚洲国家’的身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
规模将超过日本，目前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无法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
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
材料三：2010 年，日本将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被中国占据。2012 年中日韩 GDP 加起来
的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已达到 21.37%。和美国所占 21.89%的份额相差无几。中国经济学家林
毅夫预测，到 2020 年，中国 GDP 预计要比 2010 年翻番，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将会达到 8800～
12000 美元。届时，
“中国世纪”才具有现实意义。
当东亚特别是中国崛起时，
“脱美入亚”——十年后（2023 年）也许会成为日后日本政客的
现实选择。
——以上均摘编自杨晋《
“普遍崛起”下的东亚》，载《世界知识》2013 年第 20 期
(1)材料一、二表明，1952 年日本选择了由“脱欧入亚”到“紧跟美国”。结合所学知识，举
出当时国际社会的那些状况使日本作出了这一选择？（4 分）
(2)材料认为，2023 年“脱美入亚”也许会成为日后日本政客的现实选择。你是否同意这一

看法？（2 分）请结合材料、问题和所学知识，从多角度论证你的判断。（6 分）
解析：(1)本题考査的是有关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相关知识内容。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美国与各国做生意，战争后期更是充当了世界兵工厂的角色；二战后，美国成为
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占据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此外，美国还大力发展科技教育，采用最新
的科技成果，政府又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呈现一
片繁荣景象。同时，由于二战的破坏，战后西欧、日本经济严重衰落；在加上日本是战争的
罪魁祸首之一，战后其政治、经济地位严重下降。(2)本题是一道开放型的题目，考査的是
学生依据所学知识分析、综合、概况历史问题的能力，考査的是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和辩证看问题的能力。本题学生可以依据材料的内容，自己所学知识和自己掌握的材料，做
出自己的判断，既可以同意这种观点，亦可以不同意这种观点，无论持哪种观点，必须是有
理有据。例如观点一：同意。依据：本实用主义的立场（或传统）
，日本丧失世界经济第二
的宝座；欧盟一体化解决领土争端的成功范例；日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等问题，无法通过谈
判解决；东亚崛起；中国强。观点二：不同意。依据：美国不会丧失为惟一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仍将扶持日本；日本仍将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日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等问题，
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中国等东亚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不会消失；日本谋求世
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地位等。这些都可能使日本不会在 2023 年“脱美入亚”。
答案：(1)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西欧普遍衰落；日本战畋，政治、经济地位下降。
（4 分）
(2) 观点一：同意。
（2 分）
日本实用主义的立场〈或传统）
；日本丧失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欧盟一体化解决领土争端
的成功范例；日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等问题，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东亚崛起；中国强。
观点二：不同意。
（2 分）
美国不会丧失为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仍将扶持日本；日本仍将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
极；日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等间题，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中国等东亚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
日本右翼势力不会消失；日本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地位等。这些都可能使日本不
会在 2023 年“脱美入亚”
。
（6 分）
30.阅读材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8 分）
材料一：17 世纪，英国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家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而
不是神……”
“限制君主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制”
。英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
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18 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高潮，启蒙思想家提倡“天赋
人权”
“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启
蒙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波及到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材料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贴近，如此便利，如
此全面地感知世界文化的丰富。在新形势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化而孤立地
发展。一方面，我们应注重引进来，大胆、主动、积极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其成为民
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养分；另一方面，要大胆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世界分享自
身优秀的文化成果。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启蒙思想在英法资产阶级统治确立过程中发挥的共同作用是
什么。
（2 分）19 世纪，欧洲、美洲许多国家成功践行了启蒙思想，其主要史实有哪些？（6
分）
(2)材料二划线句子反映了一种现象，结合所学，分析其出现的主要条件有哪些? （4 分）
(3)据材料二，推断“引进来”
“ 走出去”的必然结果。（4 分）
(4)综合以上材料及问题，概括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2 分）

解析：(1)本题考査的是有关启蒙思想运动的相关知识内容。启蒙思想运动中对封建专制制
度的抨击和对“自由”
“平等”思想的宣传，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
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欧洲的进
步。成功践行启蒙思想的主要史实：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颁布了《法典》，确立了
资本主义的立法规范；美国南北战争，颁布了《解放黒 人奴隶宣言》，解放了黑人奴隶；俄
国 1861 年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等。(2)本题考査的是有关经
济全球化的相关知识内容。材料二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伴随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各国的文化日益融合，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
的相互依赖性等。(3)本题考査的是有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相关知识内容。通过“引
进来”我们不断引进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使之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结合，不断丰富
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使其不断的发展壮大。当然，在引进了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不能全盘接收。
“走出去”就是让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成果走出国门，进一步
促进世界文化与中国文明的结合，让世界分享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 促进世界文明的
共同发展。这样在“引进来”
“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断加深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融合；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4)本题
是一道开放型的题目，让学生概括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考査的是学生拓展思维
的能力，以及综合、概况历史问题的能力。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不仅能够促进
各种文明自身的进步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其他文明的成长进步，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文明的发展进步是社会的软实力，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的进步发展，世界的
一体化，也为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答案：(1)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资本主义政冶制度建立描绘了蓝图。
（2 分）
法国拿破仑颁布《法典》
；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了黒人奴隶；俄国 1861 年改革，废除了封建
农奴制；拉美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等。（6 分）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或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对外
开放不断扩大；信息技术（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
（4 分）
(3)不断壮大发展中国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不断加深其他国家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
；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4 分）
(4)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推动文化交流。(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