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安庆市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历史模拟试题
注意事项：本试卷共五大题，满分 70 分。历史与思想品德考试时间共 120 分钟。你可以参
考教科书和其他资料。请你仔细审题，认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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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模拟）1．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形成学术繁荣局面。下列思想家
中，属于春秋晚期的是

A. 韩非

B.孙武

C .孟子

D.庄子

答案：B
（安庆市模拟）2.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辉煌。下列科技作品与人物搭配正确的一组是
A.华 佗——《伤寒杂病论》

B.宋应星——《齐民要术》

C.李时珍——《本草纲目》

D.贾思勰——《天工开物》

答案：C
（安庆市模拟）3．郑和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下列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A. 前后七次下西洋
C. 目的是为了加强同海外国家的联系

B.西洋是指今天的大西洋
D.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答案：B
（安庆市模拟）4．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840 年开始，清政府财政每况愈下，此后 10 年间，
仅例外支出即达 8000 万两白银。清朝财政状况如此恶化的主要原因是
A.茶叶﹑棉花等滞销 B.减收工商税 C.大量进口工业品

D.军费开支﹑战争赔款

答案：D
（安庆市模拟）5．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革命事迹彪炳千秋。以下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几
朵浪花。按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①南昌起义 ②重庆谈判 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④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A. ①②③④
B.④①②③
C. ①④②③ D. ④①③②

答案：D
（安庆市模拟）6
6．下表是哪次战役的主要战绩表
战役时间

战斗次数

毙伤俘日伪军数

破坏交通线

拔掉据点

3 个半月

1800 多次

4 万多人

2000 多千米

近 3000 个

A.平型关大捷

B.台儿庄战役

C.百团大战

D. 孟良崮战役

答案：C
（安庆市模拟）7. 中国最早出现的新闻传播工具是报纸，它在漫长的传播史中一直是新闻
传播工具的主要形态。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是
A.《万国公报》
B.《申报》
C.《民报》
D.《新青年》
答案：B
（安庆市模拟）8
8. 公元前 2 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下列哪一幅是当时罗马的疆域
图

A

B

C

D

答案：C
（安庆市模拟）9. 阿拉伯文化对于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下列属于阿拉伯文化的是

A

B

C

D

答案：A
（安庆市模拟）10.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友好，
促进国际合作”。该组织的英文缩写是
A. UN
B. EN
C. APEC
D.WTO
答案：A
二．组合列举（大题共 2 小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1．安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古往今来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⑴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他在外交上采取的策
略是“
”。
⑵明代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抗击倭寇并取得重大胜利。他是
安徽
（地名）人。
⑶有着“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皖籍抗日名将是
。
12．周年纪念是历史学习关注的热点之一。

（1）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距
今
周年。
（2）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扭转了战局。该文献的
实施距今
周年。
（3）
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重工业，成绩显著。
三．辨析改错（本大题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13．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世界文明发展和演进的重要表现。辨别下列史实的正误，请在题前【 】
内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并加以改正。
【 】（1）第一次明确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转让
的权利”的法律文献是《人权宣言》。
改正：
【 】（2）1689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权利法案》，确立起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
改正：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
改正：
14.二战后，独立与振兴是亚非拉国家发展的主题。以下是九年级（2）班某同学对这一主
题的探究，其中有三处错误，请指出并加以改正。
二战初期，印度再次出现民族独立运动高潮，1948 年，英国被迫同意印度独立，但实
行印巴分治。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北非展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非
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先后有 17 个国家独立。拉丁美洲人民为捍卫民族主权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巴拿马人民于 1999 年底从英国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的全部主权。
⑴错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⑵错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⑶错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各 10 分，共 20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安庆市模拟）15．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71 年 7 月 8 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
司的波音 707 飞机飞抵北京。7 月 9 日至 11 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7 月 16 日，
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
问中国。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
——摘自百度文库

图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 图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图三：李克强会见基辛格

材料二：李克强说，近来中美关系受到的严重干扰不符合双方利益。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方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基辛格表示，中国的繁荣富强对全世界都有
利，中国的重大关切应该得到尊重。美中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
他将继续为促进美中关系的发展而尽力。——摘自新华网
（1）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积极作用是什么？（2 分）

（2）尼克松访华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有何历史意义？（4 分）

（3）当前中美关系有合作也有分歧。请你说说中美关系该如何发展才符合两国乃至世界人
民的根本利益？（4 分）
15．（1）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2 分）
（2）重要成果：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2 分）
历史影响：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2 分）
（3）美中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遵守《中美联合公报》和《建
交公报》等国际公约。 （其他言之有理均可。4 分）

（安庆市模拟）16．当前，我们正处于人类迄今所知的规模最大的科技革命之中，这一革命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比早期工业革命更深刻、更迅速。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科技革命发
展的历程。
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
材料一： 1846 年，英国煤炭产量已经达到 4400 万吨，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第一大产
煤国。从此，英国到处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
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
――《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这一时期英国工厂机器使用的动力是什么？（1 分）给
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危害？（2 分）
材料二：

图一

白炽灯

图二

电话机

机

（2）依据材料二指出，这次工业革命发现的新能源是什么？（1 分）说出其中一项发明对
人们生活的积极影响。（2 分）

材料三：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
精神成果的总和。
（3）科技是一柄双刃剑。请你说说我们应该如何建设生态文明？（4 分）

16.（1）蒸汽机（1 分）。资源的滥采滥伐和环境污染等（2 分）
（2）电能（1 分）。电灯：用于照明、装饰和美化环境等；电话：加强沟通和交流，使
信息传递更迅速便捷等。（2 分）
（3）①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知识，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②严格执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
顺利进行；③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污染环境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④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联动等。（言
之有理即可，答出两点可得满分。）

五．分
分析与探究（12 分）
（安庆市模拟）17．“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开展了一次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历史探究活动。请你参加进
来。
【天朝之梦】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乾隆帝
（1）从乾隆话语中可以看出，清政府推行什么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结果如何？（3 分）
【富强之梦】
1902 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写下了对未来的梦想和期望。为了国家、民
族的富强之梦，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求索、孜孜探寻。
（2）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代表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分别创办了什么企业（请
各举一例）？（2 分）
【独立之梦】
“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
就勇敢担起了实现这个梦想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
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3）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做出了哪些重大贡献（举两例
即可）？（3 分）
【复兴之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
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
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
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摘自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4）你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怎样才能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4 分）
（1）闭关锁国（1 分）；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2 分）
（2）“自强”：江南制造总局（1 分）；“求富”：上海轮船招商局（1 分）（符合题意均
可）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3 分）
（4）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并把改革引向深入；大力发展高科技，走科教
兴国之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搞好惠民工程建设；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大反腐倡
廉力度等。（答出三点得满分）（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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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合列举（大题共 2 小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1．（1）尊王攘夷 （2）定远 （3）罗炳辉
12．（1）2150
（2）150 （3）60
三、辨
辨析改错（本大题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13．（1）【×】 将“人权宣言”改为“独立宣言”；
（2）【√】
（3）【×】 将“集体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14．⑴错误：______1948
改正：___ 1947
⑵错误：______17 个国家
改正：____三十多个国家_________
⑶错误：______英国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美国__________
_
四、材料解析（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15．（1）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2 分）
（2）重要成果：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2 分）
历史影响：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2 分）
（3）美中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遵守《中美联合公报》和《建
交公报》等国际公约。 （其他言之有理均可。4 分）
16.（1）蒸汽机（1 分）。资源的滥采滥伐和环境污染等（2 分）
（2）电能（1 分）。电灯：用于照明、装饰和美化环境等；电话：加强沟通和交流，使信
息传递更迅速便捷等。（2 分）
（3）①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知识，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②严格执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
顺利进行；③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污染环境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④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联动等。（言
之有理即可，答出两点可得满分。）
五、分析与探究（12 分）
（1）闭关锁国（1 分）；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2 分）
（2）“自强”：江南制造总局（1 分）；“求富”：上海轮船招商局（1 分）（符合题意均
可）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3 分）

（4）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并把改革引向深入；大力发展高科技，走科教
兴国之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搞好惠民工程建设；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大反腐倡
廉力度等。（答出三点得满分）（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