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江苏省扬州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下列各题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的答案。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
1.（1 分）商鞅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推行改革，提振国力。这件事发生在（ ）
A.商朝
B.西周
C.春秋时期
D.战国时期
解析：商鞅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推行改革，提振国力。这件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新
兴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
最为彻底。公元前 356 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法令规定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
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
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经过商鞅变法使秦
国的经济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秦统一六国奠
定了基础。
答案：D。
2.（1 分）如图为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其中，中书省的职责是（

）

A.监察百官
B.起草政令
C.审核政令
D.执行政令
解析：唐朝“三省六部”制示中，中书省的职责是起草政令。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并进一步完善。唐朝三省指的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负责草拟
和颁布皇帝的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无事不总”，负责执行国家的政令。三
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

避免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尚书省下设六部，分别贯彻各种政令，处理日常事务，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答案：B。
3.（1 分）魏源发愤编著《海国图志》
，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直接触发他去编著
的原因是（ ）
A.鸦片战争的爆发
B.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C.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
解析：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民族的危难，使魏源认识到要改变现状，必须学习西方的
长处，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书，系统介绍了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并说明编写的
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直接触发魏源发愤编著《海国图志》的原因是鸦片战争的爆发。
答案：A。
4.（1 分）某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在百度搜索引擎中先后输入了“李鸿章”自强”
“求富”
江南制造总局”等关键词。由此判断，他们研究的主题是（ ）
A.洋务运动
B.维新变法
C.辛亥革命
D.五四运动
解析：据“李鸿章”自强”
“求富”江南制造总局”等关键词可知，他们研究的主题是洋务
运动；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军事工业。
主要有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民用工业。主要有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汉
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
答案：A。
5.（1 分）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理论、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文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是指
（ ）
A.平等、自由
B.自由、民主
C.民主、科学
D.科学、平等
解析：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两大口号，由陈独秀
首先提出。他还将它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题干中文中“德先生”和“赛
先生”分别是指民主、科学。
答案：C。
6.（1 分）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张学良问。联蒋抗日行吗？周恩来立刻答道，可以，
只要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只要他能够同意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就能跟他联合。这历史场景
出现在下列哪一事件中？（ ）
A.南昌起义

B.遵义会议
C.西安事变
D.万隆会议
解析：由材料中的信息“联蒋抗日”
“张学良”
“周恩来”等信息可知，该历史场景出现在西
安事变的相关知识。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
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派周恩来
等到西安调停，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
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答案：C。
7.（1 分）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某试验现场发贺电：“这对美帝国主义
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
这一贸电是为了祝贺（ ）
A.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B.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C.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D.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1 号”顺利升空
解析：由材料中的时间“1964 年 10 月 16 日”和材料“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
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可知，这反映的
是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成功。
答案：A。
8.（1 分）如图是 1971 年 10 月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的新闻照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谦洒
而豪放的大笑，被西方媒体描述为：
“震碎了议会大厦的玻璃!”乔副部长开心大笑是因为（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
C.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D.香港回归祖国
解析：据所学知，图中“乔冠华的笑”发生在 1971 年的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在 1971 年
的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以令身为中国外交部副
部长的乔冠华如此开心。中国只所以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因是中国国家实力的强
大，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外交家的谋略等。
答案：A。

9.（1 分）下列城市中，于 1980 年被设置为经济特区的是（ ）
A.上海
B.广州
C.福州
D.深圳
解析：1980 年，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增设海南经济特区）。故 D
符合题意；ABC 与题意不符。
答案：D。
10.（1 分）
《蒙娜丽莎）是文艺复兴时明的著名作品，它的作者是（ ）
A.但丁
B.达•芬奇
C.达•伽马
D.莎士比亚
解析：
《蒙娜丽莎）是文艺复兴时明的著名作品，它的作者是达•芬奇。达•芬奇是意大利一
位多才多艺的巨人，他的代表作品是《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答案：B。
11.（1 分）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典故表明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这一
约束的法律依据是（ ）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
C.《人权宣言》
D.《民法典》
解析：题文中英国国王不能随意进入某间房屋，这是因为英国通过 1689 年颁布的《权利法
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答案：A。
12.（1 分）牛顿被后人誉为“现代科学之父”
，他最突出的成就是（ ）
A.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
B.提出了“相对论”
C.建立 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
D.创立了进化论
解析：牛顿在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系统阐述了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
律，概括了物体机械运动的基本规律，从而建立起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牛顿力学。
答案：C。
13.（1 分）如图是某学校九(1)班同学的课本剧演出单。据此可知，该剧的主人公是（

）

A.克伦威尔
B.华盛顿
C.拿破仑
D.林肯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图片中事件“雾月政变”等可知主人公是拿破仑。1799 年拿破仑发动
雾月政变，夺取政权；1804 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对内巩固资产阶级
统治，颁布了《法典》
；对外多次打败欧洲反法联盟的军队，既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也
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1812 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罗斯失利；1814 年他被反法联盟
赶下台；1815 年在滑铁卢惨败后被流放到大西洋小岛上孤独地死去。
答案：C。
14.（1 分）促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事件是（ ）
A.大化改新
B.1861 年农奴制改革
C.明治维新
D.十月革命
解析：俄国 1861 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有利于
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答案：B。
15.（1 分）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最终签署了（ ）
A.《马关条约》
B.《辛丑条约》
C.《凡尔赛和约》
D.《九国公约》
解析：1919 年 1 月召开的巴黎和会，经历五个多月的争吵，最终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形
成了凡尔赛体系，它确立了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统治新秩序。
答案：C。
16.（1 分）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把教士称为“文明的恶棍”，骂教皇是“两足禽兽”的思想
家是（ ）
A.孟德斯鸠
B.伏尔泰
C.卢梭

D.哥白尼
解析：伏尔泰激烈抨击天主教会的罪恶行径，指出教皇的势力是建立在“成见和无知”基础
上的。他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
，骂教皇是“两足禽兽”。针对天主教教会的黑暗统治，
他提出“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
“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
答案：B。
17.（1 分）1940 年与 1913 年相比，苏联重工业增长 14.5 倍，轻工业只增长 3.9 倍，农业总
产值仅增长 41%、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这种状况与下列哪一政策或模式有关？（ ）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罗斯福新政
D.斯大林模式
解析：材料说明苏联建立了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1936 年苏联新宪法
的颁布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
答案：D。
18.（1 分）如图为 1925-1945 年美国失业率曲线图。造成 A 段失业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 ）

A.美国内战
B.第一次世界大战
C.经济大危机
D.美苏“冷战”
解析：题干给出的是 1925-1945 年美国失业率曲线图。造成 A 段（1929 年至 1933 年）失业
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大危机。1929 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然后迅速席卷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经济危机具有涉及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比较长、破坏性特别大的
突出特点。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生活流离失所；资本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大量
销毁商品等。
答案：C。
19.（1 分）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最大规模的事件是（ ）
A.德国突袭波兰
B.苏德战争的开始
C.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D.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解析：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最大规模的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太平洋美国基地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第二天，美国对日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12 月 8 日，美国对日宣战，紧随其后，对日宣战
的有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最大规模。
答案：C。
20.（1 分）20 世纪 50-70 年代，日本经济保持着 9.6%的高增长率。这除了日本自身的努力
外，还得益于哪一国家的扶持？（ ）
A.美国
B.苏联
C.中国
D.法国
解析：20 世纪 50-70 年代，日本经济保持着 9.6%的高增长率。这除了日本自身的努力外，
还得益于美国的扶持。二战后，美国在日本进行社会改革，推行非军事化政策；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出于本国的战略需要，开始扶持日本；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大量采购
军用物质，刺激了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制定了适当的经济政策，引进最新的科技成就，大
力发展教育和科技。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近二十年间，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答案：A。
21.（1 分）扬州城建城之初被称为（ ）
A.江都
B.维扬
C.邗城
D.广陵
解析：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 486 年。现在的扬州地区，春
秋时称“邗”
（邗国为周代的方国之一，后被吴所灭，建吴都），秦、汉时称“广陵”、
“江都”
等，东晋、南朝置“南兖州”
，周时称“吴州”
。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有扬
州刺史部，东汉时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末年治所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
安徽合肥市西北）
。三国时魏、吴各置扬州，魏的治所在寿春，吴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
京市）
。西晋灭吴后，治所仍在建邺（曾改名建业，后又改名建康，今南京）。故扬州最早的
城市名称是邗城。
答案：C。
22.（1 分）刘细君嫁给乌孙国王，成为“万里和亲第一人”。这件事发生在（ ）
A.汉武帝时期
B.唐太宗时期
C.元世祖时期
D.明太祖时期
解析：元封六年（前 105 年）
，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猎骄靡愿与
大汉通婚。汉武帝钦命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为猎骄靡的右夫人，地位在匈奴公主左夫
人之下，刘细君嫁给乌孙国（在今新疆境内）
，被称为“万里和亲第一人”。
答案：A。
23.（1 分）
“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奉为山斗”的
是（ ）

A.鉴真
B.史可法
C.郑板桥
D.阮元
解析：
“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奉为山斗”的是阮
元。扬州学派是其重要分支。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研究成就将乾嘉之学推向峰巅，并在历
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先河。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是阮元，曾修编《经籍籑诂》
。前人赞
阮元“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答案：D。
24.（1 分）他是高邮人，是中国当代文坛影响深远的作家、剧作家，著有小说集《晚饭花集》
、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他是（ ）
A.朱自清
B.江上青
C.吴征镒
D.汪曾棋
解析：汪曾祺，扬州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坛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作家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
小说集《晚饭花集》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散文集《蒲桥集》
《孤蒲深处》等、文学评 论
集《晚翠文谈》等。其短篇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
《异秉》等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开创
了新时期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
答案：D。
25.（1 分）2012 年 5 月 8 日，扬州取得的有突出影响力的成就是（ ）
A.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B.扬州泰州机场正式通航
C.润扬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
D.宁启铁路扬州火车站建成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是国家航空一类口岸，位于扬州市江都区丁沟
镇，于 2012 年 5 月 8 日正式通航，2016 年 3 月正式升级并挂牌“国际机场”
。2006 年 10
月 4 日，扬州因较好保存旧城并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环境，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联合国人居
奖”
。B 符合题意。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26.（8 分）品读经典，穿越时空，历代先贤的智慧和情怀会在你的心灵中慢慢沉淀。阅读下
列材料：
材料一：中国人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文化的薪火相传。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古代
中国人留下的典籍有 18 万种，236.7 万卷，涉及经学、史学、地理、法律、医药、诗歌、农
学等丰富的门类。在文化传承中，中国人的“书”也从单调的竹木简演变成了图文并茂的图
书。
——摘编自肖东发《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
材料二：历经几千年的风雨，中国人的文化风味都留在了一部部厚重的典籍里。

——摘编自《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材料三：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
《实业计划》
《民权初步》三本著作的合
称。通过对一系列革命挫折的深刻反思，孙中山先生从思想、经济和政治层面对未来中国进
行了系统化的设计，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博大的革命胸襟和深沉的家国情怀。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带着理想未成的遗憾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中仍念记着“和平、奋斗……
拯救中国”
。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中国人“文化的薪火相传”主要依靠什么途径？结合所学知识，中国人的
“书”从竹木简演化为图文并茂的图书，主要得益于哪些重要的发明？
(2)如图，根据所学知识，填写材料二书目中①、②两处被隐去的信息。
(3)某位书友建议将（本草纲目）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你觉得好不好？结合所
学知识，简要说明理由。
(4)依据材料三，我们阅读《建国方略》时，除了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张外，还应从他身
上学习什么优秀品格？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你认为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应该持
怎样的态度？
解析：
(1)据材料一“中国人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文化的薪火相传。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代，
古代中国人留下的典籍有 18 万种，236.7 万卷，涉及经学、史学、地理、法律、医药、诗歌、
农学等丰富的门类。在文化传承中，中国人的‘书’也从单调的竹木简演变成了图文并茂的
图书”可知，中国人“文化的薪火相传”主要依靠著书立说；中国人的“书”从竹木简演化
为图文并茂的图书，主要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北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
(3)《本草纲目》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只是一部科
技著作，不足以影响历史，故不能把《本草纲目》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4)据材料三“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
《实业计划》
《民权初步》三本著作
的合称。通过对一系列革命挫折的深刻反思，孙中山先生从思想、经济和政治层面对未来中
国进行了系统化的设计，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博大的革命胸襟和深沉的家国情怀。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带着理想未成的遗憾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中仍念记着‘和平、奋
斗……拯救中国’
”可知，我们阅读《建国方略》时，除了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张外，还
应从他身上学习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等优秀品质；综合上述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应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批判地继承。
答案：
(1)著书立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
(2)①《史记》
；②司马光。
(3)不好；
《本草纲目》是一部科技著作，不足以影响历史。
(4)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等；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批判地继承。
27.（9 分）科技创新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不断扩大的生产需求成了瓦特等人进行蒸汽机改进的动力。1800-1850 年间，性能
不断提升的蒸汽机被运用到英国的各种动力机械中。
——摘编自霍伊斯、弗伯斯《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1900 年。电力工业开始成为美国现代体系中的重要部门。1910 年，美国电话增
加到 700 万台，出现了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发展到电子管时代。20 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最
早的电影院。
——摘编自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
材料三：今天，网络计算机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和便利的交流空间，人们能够在瞬间弄清
楚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哪里，自己生产的东西哪里有需求。一个地球村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交流空前密切。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找出推动瓦特等人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持续的技术创新使英国的社会生产
进入了什么时代？这一时代，英国的史蒂芬孙在交通工具方面有什么重要发明？
(2)据材料二，1900 年前后美国的工业生产中出现了什么新动力？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什么新
时代？结合所学知识，说出个发明与创造成就突出的美国科学家。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网络计算机是哪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一个地球村出现了”
反映了怎样的经济发展趋势？
(4)综合本题所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谈谈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解析：
(1)由“不断扩大的生产需求成了瓦特等人进行蒸汽机改进的动力”可以看出，推动瓦特等
人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是不断扩大的生产需求。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工作机提供了稳定的
动力，把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1814 年，英国的史蒂芬孙利用蒸汽机做动力，发明了火车。
(2)由“1900 年。电力工业开始成为美国现代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可以看出，1900 年前后美
国的工业生产中出现的新动力是电力。电力的广泛使用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电气时代。美国发
明家爱迪生一生有 2000 多项发明，被誉为“发明大王。
(3)网络计算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一个地球村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
空前密切”可以看出，
“一个地球村出现了”反映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4)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答案：
(1)不断扩大的生产需求；蒸汽时代；火车。
(2)电力；电气时代；爱迪生。
(3)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全球化。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28.（8 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人民才能得幸福。国家才会更富强。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如图是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及党员人数

——摘自新华网
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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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党的“八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召开，开始了我国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摘编自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下册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断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展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哪年召开的？提出了怎样的奋斗目标？材料一
体现了党的队伍建设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2)据材料二，写出党的“八大”召开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说说这次大会取得的重要成
果。
(3)结合所学知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什么指导思想？
(4)材料三中的“伟大飞跃”指的是什么？从这一“飞跃”中，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解析：
(1)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召开，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
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确定党的中心
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
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
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分析图表可知，党的队伍建设呈现出扩大
化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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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党的“八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召开，开始了
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可知中共八大召开的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新中国
成立后党召开的中共八大，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1956 年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我国形势的变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

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
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据课本知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4)由材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断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
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可知，
“伟大飞跃”指的是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总结性问题，符合题意即可，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要符合我国国情。
答案：
(1)1921 年；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扩大化的发展趋势。
(2)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4)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符合我国
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