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海南省中考试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有 2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60 分）
1.河姆渡原始居民所处的长江流域气候湿润，草木茂盛，虫兽较多。因此，最适合他们居住的房屋样式是（）

A.洞穴

B.干栏式房屋

C.搭上草棚的水井

D.半地穴式房屋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我国较早种植水稻的原始居民。我国较早种植水稻的原始居民是河姆渡原始居民。因为
河姆渡原始居民生活在距今约七千年前的今天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村，属于长江流域，使用磨制石器。种植水
稻，饲养家畜，制造陶器。住干栏式的房屋，开挖水井，过着定居生活。故选 B
答案：B
2.在 2014 年 6 月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双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历史上，
大运河开凿于（）
A.秦朝
B.隋朝
C.唐朝
D.元朝
解析：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隋炀帝从 605 年开始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一洛阳为中心，全长两千余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故选 B
答案：B
3.为了纪念曹雪芹诞辰 300 周年，我国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如下图）。邮票中曹雪芹身边放置的书稿最有

可能是（）

A.《三国演义》
B.《水浒传》
C.《红楼梦》
D.《西游记》
解析：曹雪芹的《红楼梦》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衰亡，和贵族青年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
剧，深刻鞭挞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故选 C
答案：C
4. 1895 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痛陈《马关条约》的危害，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最终得以实践
的只有（）
A.拒和
B.迁都
C.变法
D.革命
解析：1895 年，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
，强烈
主张“拒和、迁都、变法”最终得以实践的只有光绪帝实行变法。拒和、迁都都没有得以实践。故选 C
答案：C
5.为了反对袁世凯独裁复辟，倒行逆施，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
A.戊戌变法
B.新文化运动
C.五四运动
D.北伐战争
解析：为了反对袁世凯独裁复辟，倒行逆施，1915 年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的
口号，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故选 B
答案：B
6.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创作《忆秦娥•娄山关》
，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句，
寓意遵义会议（）
A.使今后的前途更渺茫
B.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C.否定此前的革命斗争
D.使革命从此一帆风顺
解析：1934 年 10 月，由于红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拼死英勇冲杀，冲
过敌人四道封锁线，度过湘江后，红军人员损失过半。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
领导。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故选 B
答案：B

7.观察下列《淮海战役人民支前统计表》
，它充分证明了淮海战役中（）
民工

担架

大小车

牲畜

船只

筹粮

挑子

543 万人

30.5 万副

88 万辆

76.7 万头

8500 只

9.6 亿斤

20.6 万副

A.胜利来自人民的支持
B.解放军装备落后，只能仰仗老百姓
C.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D. 国民党的美式装备还不如土枪土炮
解析：淮海战役发生在 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由中原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
区，同国民党主力进行的一次主力决战。
《淮海战役人民支前统计表》充分证明了淮海战役中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因此淮海战役的胜利来自于人民的支持。
答案：A
8. 2015 年 3 月 20 日,中韩双方对 68 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进行交接，使这些在朝鲜半岛沉睡了超过半个
世纪的 烈士得以“荣归故里”
。当年，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被誉为（）

A.和平卫士
B.钢铁卫士
C.党的好战士
D.最可爱的人
解析：彭德怀在 1950 年，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
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答案：D
9.大跃进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 失误。下列一组图片反映了大跃进时期的什么现象（）

A.高指标
B.瞎指挥
C.浮夸风
D.共产风
解析：分析题文所给图片：萝卜、肥猪、玉米等的产量或重量都不符合实际。根据所学知识，左倾错误的表

现有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图片信息不符合实际，属于浮夸风。故选 C
答案：C
10.四月的爪哇岛，春光明媚，生机盎然。亚非约 100 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万隆，共同纪念 60 年前的亚非会
议。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迄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A.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B .“求同存异”方针
C.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D.“一国两制”构想
解析：1953 年，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 年，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
存异方针。求同存异方针的提出，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迄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故选 B。
答案：B
11.“80 年代看深圳，90 年代看浦东”
。时至今日，深圳、浦东仍然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典型代表，这得
益于（）
A.改革开放
B.自力更生
C.科教兴国
D.区域自治
解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开始起步。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
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后又设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区。
答案：A
12.明朝以前，海南的棉纺织业闻名全国。宋末元初，积极传播和发展海南棉纺织技术的女纺织家是（）
A.黄道婆
B.冼夫人
C.庞琼花
D.王时香
解析：黄道婆，宋江乌泥经人，生活在宋末元初。在崖州随黎族人学习纺织。约 1295 年，回到松江乌泥泾，
从事纺织，教当地妇女棉纺织技术，并且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提高了纺织效率。在织造方面，她
用错纱、配色、花工艺等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从此，松江的纺织业发达起来。
答案：A
13.今年 4 月，海南各界人士聚集临高角海边，在“热血丰碑”塑像前举行各种活动(如右图)，纪念海南岛
解放（）

A.50 周年
B.55 周年
C.60 周年

D.65 周年
解析：1949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命令“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
，亲自发起了解放海南岛战役。
1950 年 5 月 1 日，解放军占领八所、北黎，至此，海南岛全境解放，战役遂告结束。2015-1950=65.故选 D
答案：D
14.他攫取了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使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并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罗马和平”
。他是（）
A.屋大维
B.凯撒
C.伯 利克里
D.亚历山大
解析：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夺权，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罗马进入帝国时期，罗马帝国延续了约 500 年，它
与秦汉时期的中国一样，是古代世界强大的帝国之一。
答案：A
15.至今，
《共产党宣言》已在世界范围内用 110 多种文字出版了 1000 多次，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
作之一。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
A.空想社会主义出现
B.列宁主义诞生
C.毛泽东思想形成
D.马克思主义诞生
解析：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ABC 不符合题意，故选择答案 D。
答案：D
16.明治维新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其改革内容中，最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目光的举措是（）
A.废藩置县
B.加强中央集权
C.推行义务教育
D.允许土地买卖
解析：1868 年倒幕运动之后，明治天皇进行明治维新。措施有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引进西方先进技
术、提倡“文明开化”
，向欧美学习，努力发展教育。其中最具有远见卓识，影响最深远的措施是提倡“文
明开化”
，向欧美学习，努力发展教育。
答案：C
17.巴黎和会后，德国的军用飞机被肢解（如下图）
，其依据的是《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

A.向波兰割让“波兰走廊”
B.不得拥有空军
C.向法国交还阿尔萨斯——洛林

D.海外殖民地被瓜
解析：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题文和图片提到“巴黎和会后，德国的军用飞机被
肢解”反映了《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之一：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不许拥有空军，陆军人数不得超过 10
万；莱茵河东岸 50 千米内，德国不得设防。
答案：B
18.下列拍摄于 1945 年的三幅珍贵历史照片所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A.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B.苏联卫 国战争胜利
C.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D.欧洲战 争结束
解析：1945 年 4 月，苏军对柏林发动了总攻，希特勒自杀身亡。5 月 2 日，柏林守军投降。5 月 8 日，德国
正式签署投降书，二战的欧洲战争结束。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向盟国递交投降书，标志着“二战”
结束。
答案：A
19.下列国际组织和局面的出现，分别反映了当今世界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哪两大趋势（）

A.全球化、多极化
B.多极化、工业化
C.信息化、全球化
D.工业化、信息化
解析：图片中的跷跷板上，一头是美国，一头是俄、中、日、欧盟，结合所学知识可以知道，这是对当今世
界政治格局的准确描绘，苏联解体后美苏两极格局结束，暂时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

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 年 1 月 1 日成立，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在瑞士的日内瓦。
世贸的成立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答案：A
20.空闲时聊聊天，吃饭时拍个照片发朋友圈，看到二维码扫一扫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微信活跃用户已达 5
亿人，微信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种便捷的交流 方式源于（）

A.航天技术的进步
B.生物技术的突破
C.新材料技术的应用
D.网络技术的发展
解析：据题问，微信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便捷的交流方式来源于电脑计算机技
术，也就是网络技术，属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答案：D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有 2 小题，21 小题 12 分，22 小题 13 分，共 25 分）
21.友好交往，和平共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陆地丝路之繁荣】
材料一：丝绸之路以商队运输形式从中国到古罗马，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丝绸 之路流通着大量的、品
种多样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商人、传教士和其它一些旅行者，也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
自远方。
——杰里·齐格勒《新全球史》
(1)写出材料一中，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物品和文化。(4 分)由此可知，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2 分）
【海上丝路之昌盛】
材料二：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从 1405 年到 1433 年的 28 年间，郑和连续 7 次统率百艘巨舰，
27000 多名官兵，渡南洋，过印度洋，达红海，航程总计 16 万海里，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郑和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与当地居民公平交易，
互通有无。不占别国一寸土地，未掠他人一分财富。
——《郑 和下西洋——伟大的和平使者》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郑和下西洋的 特点。
（4 分）
【一带一路之复兴】
材料四 2015 年 3 月，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再次谈及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
繁荣的梦想，赋予古丝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3)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古丝路崭新的时代内涵”的理解（2 分）
解析：
分析材料一中的“丝绸之路以商队运输形式从中国到古罗马，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丝绸 之路流通着大
量的、品种多样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商人、传教士和其它一些旅行者，也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
教信念来自远方”可知往来与丝绸之路的物品有：农产品、手工业品。文化是：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信念。
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通的一条连接欧亚两大洲的陆上交通要道，它的开
通，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朝的兴盛。
(2)明朝前期，国力强盛，积极遣使到亚非各地，促进中外交流，为了宣扬国威，宣扬明王朝的的强盛，加
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即发展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为宫廷购回奢侈品，1405-1433 年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
先后拜访 30 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的特点是：时间
长，次数多，规模大，范围广，公平交易，和平交往。
(3)分析材料四“这一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
梦想，赋予古丝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结合所学知识，
“古丝路崭新的时代内涵”指的是：古代丝路曾搭起古
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古丝路更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化合作，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繁荣发展。
答案：
(1)物品：农产品、手工业品。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信念。作用：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2)特点是：时间长，次数多，规模大，范围广，公平交易，和平交往。
(3)理解：古代丝路曾搭起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古丝路更被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化合作，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繁荣发展。
2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孙中山生平活动大事年表：
1866 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
。
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后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
1894 年 6 月，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主张，未被采纳。
1894 年 11 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立志推翻清朝统治。
1905 年 8 月，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1911 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 年 2 月，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制订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1913 年以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革命斗争。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
材料二：上海《商报》评价孙中山“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敌人，不知有危害，不知有艰难寝馈食息，
必于救国，造次颠沛，不忘奋斗”
材料三：孙中山曾说“吾辈即 以中国改革发 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
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付世界发展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
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材料四：今年恰逢孙中山逝世 90 周年，海峡两岸纷纷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孙中山

3 月 12 日，南京各界人士拜谒中山陵
请回答：
(1)据材料一，1892 年至 1894 年间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3 分）概括材料中有关孙中山在 1894
年—1912 年期间的具体革命活动。
（4 分）
(2)材料二评价孙中山有五个“不知”
，你怎么理解？（2 分）结合材料三，你能感受到孙中山怎样的精神品
质？（2 分）
(3)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纪念孙中山的现实意义是什么？（2 分）
解析：(1)根据“孙中山生平活动大事年表”可以看成 1893 年孙中山还在行医，1894 年 6 月，孙中山上书
李鸿章，提出改良主张，未被采纳。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立志推翻清朝统治。所以
1892 年至 1894 年间孙中山的思想发生的变化是：从行医救人到主张改良再到革命救国。孙中山 1894 年1912 年期间的具体革命活动有：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立志推翻清朝统治，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 年 2 月，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制定并颁布《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
(2)分析材料二的“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敌人，不知有危害，不知有艰难寝馈食息，必于救国，造
次颠沛，不忘奋斗”，其实孙中山并非真的不知，而是为了救国，已经将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从中读出，孙中山的精神品质有：精神品质；爱国主义、公而忘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与时俱进等。
(3)分析材料四的“今年恰逢孙中山逝世 90 周年，海峡两岸纷纷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孙中山”从中悟出
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纪念孙中山的现实意义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纪念孙中山，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孙中
山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答案：
(1)变化：从行医救人到主张改良再到革命救国。活动：组织兴中会；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
学说；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2)理解：孙中山并非“不知”
，而是为了救国，已经将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精神品质；爱国主
义、公而忘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与时俱进等。
(3)现实意义：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纪念孙中山，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两岸关
系的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简答题（本大题有 1 小题，共 15 分）
23.著名学者富格逊在《文明世界》中认为西方繁荣富强的首要条件是“竞争”
：两三百年间西方经历了文艺
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
、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等连串创新，令西方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
竞争，各有所成。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根据上文，完成下列表格的分类：
（3 分）
领域

标志性历史事件

思想
政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

科技
(2)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人被发现”的时代，其核心思想是什么？（2 分）
(3)写出英、法、美革命（改革）中颁布的重要文献。
（3 分）这些文献对西方社会起 了什么共同影响？（2
分）
(4)简述工业革命在西 方繁荣富强的进程中的作用。
（2 分）
(5)综上所述，概括富格逊所说的“竞争”促进繁荣的几点要素。
（3 分）
解析：
(1)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文艺复兴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
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科技上，英国最早开始并完成了工业革
命，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应该经济的发展，英国率先变成工业强国。法国和美国也相继完
成了工业革命。
(2)14 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追求在现
实生活中的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因此说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发
现了人。
(3)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
，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
确立。1776 年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
，宣告了美国的独立。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制宪会议颁布《人
权宣言》
，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三种文献对西方社会起的共
同影响是：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4)本题考查工业革命的的积极作用。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还促进
了近代城市的兴起。大大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
治。
(5)“两三百年间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等连串创新，令
西方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竞争，各有所成。
”其中包含的“竞争”指的是：思想解放、政治变革、科
技创新。
答案：
(1)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2)思想：人文主义
(3)文献：
《权利法案》
、
《独立宣言》、
《人权宣言》
。影响是：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利于资本主义的
发展。
(4)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逐步确立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世界的统治。
(5)思想解放、政治变革、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