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山东省临沂市中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 50 分）
1.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是我国境内著名的原始人类。要获得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最
重要的途径是（
）
A.神话传说
B.史书记载
C.学者推断
D.考古发掘
解析：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
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是掌握历史第
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都生活于远古时期，因此要获得他们生产生活的第
一手资料，最重要的途径是考古发掘。
答案：D
2.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源自“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
之一矣”这一名句。此名句出自（
）

A.

B.

C.

D.
解析：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之一矣”可知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说。春秋晚
期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的学说，主张“爱人”
，要求统治着体察民
情，爱惜民力，他死后，他的弟子将其言行整理成《论语》一书。
答案：A
3.当今，反腐败斗争正搞得如火如荼，综观中国古代史也十分重视对官员的监督，秦统一后，
为维护皇权，巩固统治，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其中，中央分管监察百官的是（
）
A.博士
B.丞相
C.太尉
D.御史大夫
解析：秦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封建统治，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创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一切军政大权；中央设丞相、太尉、
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
答案：D
4.形成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是初中历史学习的目标之一。请
判断下列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1 世纪的是（
）
A.张骞于公元前 138 年出使西域
B.西汉政府于公元前 60 年设西域都护
C.刘秀于公元 25 年建立东汉
D.蔡伦于公元 105 年改进造纸术
解析：具体年份与世纪换算公式为千百位数加 1，十位数不变。公元前 60 年是公元前 1 世

纪。时间为公元前的十位和个位数值越小年代越晚，数值越大年代越早，而公元元年以后的
时间正好相反，十位和个位数值越小年代越早，越大年代越晚。
答案：B
5.“寒彻春雷动，冰雪渐消融。涓涓东流去，百川融海中”这是新编历史剧《北魏孝文帝》
的主题词。
北魏孝文帝顺应时代潮流，毅然实行改革。下列不属于孝文帝改革内容的是（
）

A.说汉话
B.穿汉服
C.改汉姓
D.迁都汉阳
解析：孝文帝改革措施有规定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
族服饰；将鲜卑贵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拔改为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
贵族联姻；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
老的风气等。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大加速了北方各族的封建化程度，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答案：D
6.孟德斯鸠在评价中国某一制度时指出：“皇帝通过考试等途径选拔官员，凡是具有真才实
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通过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该制度在隋唐时期的作用不包括
（
）
A.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社会基础
B.增强了国家机构的活力
C.给社会带来革新气象
D.使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
解析：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
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唐朝科举制逐渐完善，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
要。科举制的创立，从此使门弟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用功读书风气盛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利于唐诗的繁荣；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
集中到朝廷，扩大了统治基础。D 选项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是在明清时期。
答案：D
7.下表为汉至宋南北方户数统计表（单位：万户）
。表中户数变化最能说明这一时期（
朝代地区
北方

西汉（2 年）
965

西晋
149

唐代
493

宋代
459

南方

111

65

257

830

A.经济重心南移
B.政治统治开明
C.城市经济活跃

）

D.民族融合加强
解析：A、经济重心南移与南北方的户数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表格能够说明经济重心的南移；
B、政治统治开明，并没有说明南方还是北方；C、城市经济活跃也没有说明南方还是北方；
D、民族融合加强依然没有说明南方还是北方。
答案：A
8.有人说，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古代钱币的发展史。下列不同朝代的货币按时间先
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①交子

②铲形币

③开元通宝

④五铢钱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①
C.②④③①
D.④③②①
解析：据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交子出现于北宋，铲形币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开元通
宝出现于唐朝，五铢钱出现于西汉。
答案：C
9.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鉴于“人君不能恭览庶政，大臣专权自恣（放纵）”的状况，采
取的措施是 （
）

A.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管理朝政
B.实行科举制，扩大统治基础
C.废除丞相，强化君主专制
D.大兴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思想
解析：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标志着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管理朝政发生在秦朝，不符合题意。实行科举制，扩大政治基础不单指明朝，其他朝代也有，
不符合题文要求。大兴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在清朝，不符合题意。
答案：C.
10.“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台湾全岛及所
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
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根据内容判断此条约签订双方是（
）
A.中英
B.中俄
C.中法
D.中日
解析：由材料中的信息“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台湾全岛及所有
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可知，这反映的是《马关条约》的内容，1895 年中日两国签订了
《马关条约》
，其中规定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给日本。
答案：D
11.汪林茂在《层次递进的晚清三次新政》中评论某一历史事件时说：
“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
产生了‘自强’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近（现）
代化的这辆列车。
”据此可见，他认为（
）
A.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主要体现在开辟了近代化道路
B.戊戌变法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具有启蒙意义
C.辛亥革命乃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显著的里程碑
D.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解析：题干中“自强”
“开动了近代化的列车”是解题关键信息，据此可判断，材料描述的
是洋务运动。根据所学知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
明的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
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
之洞为代表。从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他们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掀起一场“师
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促
进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
化的开端。
答案：A
12.辛亥百年组歌第一乐章写道：
“百年呼喊，彰显民族贲（fèn）然血性；百年奋斗，铸就
民族不屈性格；百年山河，矗立不朽民族丰碑。
”就辛亥革命所铸就的“民族丰碑”是（
）
A.实现了革命目标
B.改变了社会性质
C.推翻了封建制度
D.结束了封建帝制

解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
人心，所以 D 正确；但辛亥革命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以 A 不正确；没有改变
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以 B 不正确；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
说推翻了封建制度不恰当，比如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土地改革的结果，所
以 C 不正确。
答案：D
13.1937 年，埃德加•斯诺在（北平）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时大声质问：
“为什么
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
反叫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埃德加•斯诺的质问，针对的是（
）
A.九一八事变
B.华北事变
C.七七事变
D.八一三事变
解析：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
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埃德加•斯诺的质问，针对的是七七事变。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宛平
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 29 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 29 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答案：C
14.1950 年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是“中国人民
对残余的封建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将在实际上结束中国社会的
半封建性质”
。这件大事应是（
）
A.新中国的成立
B.土地改革
C.抗美援朝
D.和平解放西藏
解析：从题干中的“1950 年”
“对残余的封建制度…经济的、政治的战争”可知，此材料反
映的是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在 2000 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
阶级也被消灭，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使人民政权
更加巩固。也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准备了条件。
答案：B
15.“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
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汪道涵唁辜振甫逝世电文中提及的“九
二共识”是指（
）
A.和平统一祖国方针
B.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C.加强两岸合作交流
D.“一国两制”原则
解析：据题干“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
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结合所学可知，1992 年，台

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就“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
即“九二共识”
。双方在此基础上开展两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答案：B
16.3 月 23 日﹣26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盛大举行。来自全球的政府首
脑和社会各界政商精英们共同出席了开幕大会、各分论坛及相关活动。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
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下列国际组织中，中国加入的有（
）

①

②

③

④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解析：图②是欧盟的旗帜，它的成员国全是欧洲国家，中国没有加入这个组织，据此可排除
含②的 BCD 三个选项。
答案：A
17.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承载着历史的变迁。有一建筑历经四、五千年而不毁，见证了古代
埃及文明的悠久和辉煌，被誉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首。它是（
）

A.秦姬陵
B.金字塔
C.圣索菲亚大教堂
D.雅典卫城
解析：见证古代埃及文明的悠久和辉煌，被誉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首的是金字塔。金字塔
是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埃及
人民的骄傲。
答案：B
18.中古西欧城市的兴起，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繁荣更重要的还在于政治权利的获得，富庶
城镇的居民要求当地领主允许他们自己管理城市的事务。这里的“政治权利”是指（
）
A.城市自治权
B.人身自由权
C.特许经营权
D.男女平等权
解析：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市民。城市市民为争取自治权展开与封建主的斗争。法
国琅城市民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题文中的“政治权利”是指城市自治权。
答案：A
19.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的航行及其发现所带来的重大后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欧洲对美洲的征服从此拉开了序幕。
“他”是（
）
A.迪亚士
B.达•伽马
C.哥伦布
D.麦哲伦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哥伦布在 1492 年到 1502 年间四次横渡大
西洋，并且成功到达美洲。他使得普通欧洲人也知道了美洲。他的这些航行，以及在伊斯帕
尼奥拉岛建立永久居民点的努力，拉开西班牙殖民美洲的序幕，同时也是欧洲殖民后来所谓
“新大陆”的先驱。
答案：C
20.历史老师强调：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
引起了工业革命。
”由此判断，该老师正在讲述（
）
A.西欧城市兴起的表现
B.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
C.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D.海外殖民扩张的影响
解析：由材料“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
起了工业革命。
”可知，它强调的是亚非拉对欧洲的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把亚非拉同欧
洲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殖民扩张，ABC 三项与材料不符。
答案：D
21.“临沂要通高铁啦！
”
，2017 年 3 月 15 日，鲁南高铁临沂段费县制梁场正式开始浇筑全
线第一片梁，这标志着整个鲁南高铁主体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饮水思源，火车的发明者

是（
）
A.史蒂芬孙
B.瓦特
C.哈格里夫斯
D.富尔顿
解析：依据所学，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程师史蒂芬孙发明了火车，改变了人类出行、
生活的方式。
答案：A
22.晚清学者诗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写到“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
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诗中描述引起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件是（
）
A.明治维新
B.大化改新
C.维新变法
D.农奴制改革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有：
“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允许土地
买卖，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近代工业；提倡“文明开化”
，向欧美学习，努力发展教育。
其中明治维新中学习“西方文明”的主要表现是：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近代工业；提倡
“文明开化”
，向欧美学习，努力发展教育。诗中描述引起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
件是明治维新。
答案：A
23.《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的诞生》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亲历十月革命之后写成的
纪实作品。十月革命带给当时世界的最大的“震撼”是（
）
A.推翻了沙皇政权
B.第一次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C.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
D.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解析：1917 年，列宁亲自领导起义。起义者迅速占领彼得格勒火车站、中央发电站、电话
总局和国家银行等站略要点，攻克临时政府盘踞的最大据点——冬宫。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
得胜利，列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是世
界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革命，它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了现实，使俄国走上了
实现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为世界上落后国家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对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答案：C
24.1943 年冬，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
“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
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从材料可以看出，该宣言（
）
A.表明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B.宣布了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
C.确认中国拥有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
D.承认中国有与美英等国完全平等的国际地位
解析：依据已学知识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脑于 1943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开罗举行会议，于 12 月 1 日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指出：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

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
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答案：C
25.“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
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这是上
世纪 50 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美国记者的对话，这表明（
）
A.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B.当时的苏联已成为世界霸主
C.苏联想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
D.美苏合作就可以避免战争
解析：据“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
中的关键信息“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
“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可知，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美国记者的对话表明苏联想与美国合作，共同
主宰世界。
答案：C
第Ⅱ卷共 4 小题，第 26 小题 14 分，第 27 小题 12 分，第 28 小题 12 分，第 29 小题 12 分，
共 50 分
26.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恰当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阅读材料，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地区的葡萄、核桃、胡萝卜等传播到中原地区，为人们的日常
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从此以后，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
为此西汉政府专门设置机构总管西域事务。
——摘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1)依据材料一指出，西域各国在哪一历史事件后纷纷归附汉朝？西汉政府专门设立的管理
西域事务的机构是什么？有什么历史意义？
解析：由材料一“ 张骞通西域后”可知，西域各国在张骞出使西域后纷纷归附汉朝。公元
前 60 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是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的开始。
答案：张骞出使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是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的开始。
材料二：
（唐太宗打败东突厥，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大宗当面数明他的罪状后，还是授予
官爵，赐给田宅，……对东突厥各部的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朝
廷里也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
——摘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2)材料二体现了唐朝怎样的民族政策？
解析：由材料二“还是授予官爵，赐给田宅。对东突厥各部的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
仍令他们管理旧部，朝廷里也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可以看出，唐政府实行开明的民族政
策。
答案：开明。
材料三：在清朝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满、蒙、回、藏等诸多民族。清朝在边疆地区，
分设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清朝的统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

地区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3)为加强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管辖，清政府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依据材料指出，清朝的
统一有什么历史作用？
解析：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措施是设置驻藏大臣。对新疆的管理措施是设置伊犁将军。由材
料“清朝的统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使我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可以看出，清朝的统一的历史作用是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
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答案：设置驻藏大臣；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
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材料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
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
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4)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和目的各是什么？
解析：由材料“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可以看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是国家统一领导。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
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
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可以看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目的是尊
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答案：国家统一领导；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实现各民族平等、
团结和共同繁荣。
27.2017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90 周年的峥嵘岁月值得纪念和庆祝。阅读下列
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建军大业》是一部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博纳影业集团、南昌广播电视台和
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 刘伟强执导，刘烨、 朱亚文、欧豪、 刘昊然、马天宇、 马伊
琍等主演的战争史诗电影。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
——搜狗百科
(1)看了电影海报的介绍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说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创
建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名称的变化。
解析：据所学知，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举
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的开始。井冈山会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即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坚强的队伍。
答案：南昌起义；中国工农红军。
材料二：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2)请说出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长征途中召开的哪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
解析：据所学知，1934 年 10 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1935 年，在长
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
关的转折点。
答案：1934 年 10 月；遵义会议。
材料三：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共作战 1800 余次，毙
伤日军、伪军 2 万多人，拔掉据点 2000 多个，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 1.7 万余人的重大代价。
——摘编自《光明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3)材料三中的“这次战役”是指哪次战役？八路军这一名称出现在哪一时期？
解析：由材料三“…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共作战 1800 余次，毙伤日军、伪军 2 万多人，
拔掉据点 2000 多个，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 1.7 万余人的重大代价”可知，
“这次战役”是指
百团大战。八路军这一名称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
答案：百团大战；抗日战争时期。
(4)从 1947 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哪些主要军事行动？（至少回答出 2
次）

解析：1947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
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北岸严阵以待的解放军百万雄师，从
西起江西湖口，东到江苏江阴 500 多千米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
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23 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答案：挺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渡江战役等。
28.《人民日报》的每一篇社论都是流淌着的历史，足以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
”……“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
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
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
——1953 年元旦社论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指的是什么？
解析：据材料“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得知，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答案：最高利益：实现国家工业化。
材料二：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6 年已

经基本完成。
”
——195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
(2)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哪三个行业的改造？改造的基本完成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解析：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底，
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
有制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答案：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
建立，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材料三“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
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
——1958 年 6 月 21 日社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
——1958 年 8 月 3 日社论
(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当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所学知识举两例说明。
解析：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知材料反映的是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是
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答案：问题：高速度、急于求成、浮夸风、忽视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举例：
“大跃进”
、人
民公社化运动。
材料四“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实行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
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
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1979 年元旦社论
(4)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我们十分兴奋的心情”因何事产生的？“战略转变”后
党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解析：由材料“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可知材料中“我们十分兴奋的心情”
是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因
此说战略转变前后，党的工作重心分别是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
答案：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改革开放）
。转变前：阶级斗争（政治斗争）；
转变后：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
。
29.经济全球化既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又缠绕着荆棘和刺丛。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英国既是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早在 19 世纪
前半期，英国就奉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且在 19 世纪的英国政坛上，大部分
政治家都认为自由贸易是国家的命脉。
——《早期经济全球化》
(1)据材料一，指出英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手段。其实现这一手段的政治、经济前
提是什么？

解析：从材料一的“早在 19 世纪前半期，英国就奉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可以
获取英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手段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上，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结束后，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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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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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率先变成工业强国。
答案：手段：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前提：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经济前提：工业革命开展。
材料二：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
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战后，美国……精心构建了资本主义的全
球经济体系。
——《全球时代的美国》
(2)据材料二，美国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有什么特点？二战后，美国的什么措施有利于
这一体系的建立？
解析：主要考查学生对美国有关知识的识记。依据材料二的“二战后，美国…精心构建了资
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可以看出美国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特点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资
本主义体系。二战后，美国实行的援助欧洲经济发展的马歇尔计划有利于这一体系的建立，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既可以控制欧洲，又可以利用欧洲对抗苏联。
答案：特点：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措施：推动成立关贸总协定或实施马歇尔计划。
材料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它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新
的经济形式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对它的批评者来说，全球经济是难以驾驭的
力量，这种力量使非常少的人获益而使许多人贫穷。
——《新全球史》
(3)你同意材料三的哪种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你的理由。
解析：本题答案开放，可选择一种观点进行分析。同意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理由是：世界经济
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合作，减少了经济发展障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
遇。同意批评者观点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较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一些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所以全球化缺乏公正性，会造成利
益分配不均，往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应
该抵制全球化，而应该趋利避害，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答案：同意支持者。理由：促进了国际间合作，减少了经济发展障碍。同意批评者。理由：
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较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