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昆明市学业水平考试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由平城迁都到洛阳，改鲜卑族姓氏为汉姓，讲汉语，穿汉服”
。材料反映的是（D）
A.齐国管仲改革 B.秦国商鞅变法
C.楚国吴起改革 D.北魏孝文帝改革
2.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昆明有一条
很不起眼的小巷——先生坡。从图一的路牌上我
们可以读到的历史（C）
A.禅让制
B.分封制
C.科举制
D.郡县
制
3.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材料反映宋代造船业十分
发达，当时造船技术最为精良的是（A ）
A.泉州 B.广州 C.温州 D.明州
4.“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这副对联对联赞颂的是甲午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民族
英雄（D）
A.戚继光 B.郑成功 C.左宗棠 D.邓世昌
5.民族精神始终是鼓舞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团结协作、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下列民族精神
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是（A）
①五四精神 ②长征精神 ③“铁人”精神 ④“两弹一星”精神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6.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抓住时机，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决定首战东北。为
此
1948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C）
A.平津战役 B.淮海战役 C.辽沈战役 D.渡江战役
7.《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新中国
成立后，它被确定为代国歌，后来被确定为国歌。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是（）
A.田汉 B.聂耳 C.冼星海 D.徐悲鸿
8.彭德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
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材料反映的是新中国成初期的（D）
A.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B.三大改造的完成
C.抗日战争的胜利
D.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9. 50 年前，一个名字响彻神州大地，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的好干部。50 年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兰考，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他是（C）
A.王进喜 B.邓稼先 C.焦裕禄 D.雷锋
10.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
要求，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的目标是（D）
A.扩大企业自主权
B.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C.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1.图二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政治制度是（）
我国省级自治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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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A.各民族一律平等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C.各民族共同繁荣
D.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12.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次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历史证明:要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为此，
1949 年 4 月宣告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是（A）
A.华东军区海军 B.东海舰队 C.南海舰队 D.北海舰队
13.为了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1995 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D）
A.实施义务教育 B.开展“希望工程” C.恢复高考制度 D.科教兴国战略
14.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
体公民之手。
”雅典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最高机构是（A）
A.公民大会 B.最高法院 C.陪审法庭 D.十将军
15.古代东西方交流，既有暴力冲撞，也有和平往来。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返
回后把在中国的见闻口述书《马可·波罗游记》。下列对该书影响的表述，不正确的是（D）
A.是第一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著作 B.丰富了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
C.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有重大影响 D.不利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16. 1804 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帝国。此时在拉丁美洲，经过长期斗争赶走法国殖
民者，建立共和国的是（B）
A.墨西哥
B.海地 C.巴西 D.阿根廷
17.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发表《五条誓文》。其中“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体现的改革措施是（）
A.“废藩置县” B.“殖产兴业” C.“文明开化” D.“富国强兵”
18.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普选权，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
动。这场运动被称为（A）
A.宪章运动 B.社会主义运动 C.巴黎公社 D.共产主义运动
19.“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
。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在一战中坦克、
飞机等各种新式武器纷纷投入战场。与这些新式武器出现相关的是（D）
A.蒸汽机的使用 B.电磁感应现象的发明 C.电力的广泛应用 D.内燃机的发明
20.伏尔泰说：
“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撒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
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撒下种子的是（B）
A.文艺复兴 B.启蒙思想 C.进化论思想 D.马克思主义
21.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
”下列关
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说法，不正确的是（B）
A.工业化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B.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发展相一致
C.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D.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
22.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为促进欧洲的进一步联合，某条约规定:“要通过建设欧

洲内部市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发行单一货币来实现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该条约是
（B）
A.《布鲁塞尔条约》 B.《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C.《北大西洋公约》 D.《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3.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以赫鲁晓夫改革和匈牙利改革为代表的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先后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都失败了。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D）
A.允许私人小企业的发展
B.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C.开展了垦荒和推广玉米种植运动
D.未能从根本上摆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24.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通过贩卖黑人奴隶、掠夺资源，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二战后，非洲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标志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体系最终奔溃的是（C）
A.印度独立_
B.埃及独立
C.纳米比亚独立 D.古巴独立
25.100 多年来，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从普通影片
到数码影片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电影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工业，它对现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下列为电影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是（A）
A.科技的发展
B.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C.现代文学艺术的多元化 D.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第 26 题 10 分，第 27 题 14 分，第 28 题 13 分，第 29 题 13
分，共 50 分)
26.(10 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极大地影
响了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
答问题。

材料一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摘自《论语》
图三
(1)图三中的人物是谁?(1 分)概括材料一中其思想的核心。(2 分)
材料二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2)材料二反映出董仲舒的主要主张是什么?(2 分)
材料三 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
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
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指出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2 分〕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谈谈你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3 分)
27.（14 分）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通过政治制度的确立、改革和不断完善，推动了社
会进步。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嬴政统一全国后，决定从“三皇”、“五帝”各取一字，称皇帝。嬴政时，“天下之
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自称“朕”
，命令称“制”或“诏”
，印称“玺”
，任何人对皇帝的名字
都要避讳。皇帝称号确定以后，嬴政自称“始皇帝”
，规定自己死后传位给子孙，
“后世以计
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这是什么制度?(1 分)有何特点?(2 分)
材料二 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
能征税；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在和平时期招募或维持常备军；议会必须定期召开；议员
的选举不受国王的干涉。
—摘自《权利法案》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议会制定并通过《权利法案》的目的及意义。
(4 分)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 9 月 15 日)
(3)根据材料三指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什么?(1 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的意义。(2 分)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人类政治制度演变的基本趋势。
（4 分)
28. (13 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对
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不得因中国状况，趁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
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
效起见，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不得谋取成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
(一)任何办法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城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
之一般优越权利……
—摘自《九国公约》(1922 年 2 月 6 日)
(1)《九国公约》是在哪个国际会议上签署的?(1 分)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
条约造成的影响。(2 分)
材料二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大批美国青年自愿来到昆明，加入美国退役军官陈
纳德组织的飞虎队（后改名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1942 年 4 月，滇缅公路完全被日军封锁，
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和物资只能从印度空运至中国昆明（吴家坝机场）。这条航线全长约
1100 千米，需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等 20 多座高山，被世人称为“驼峰航线”。据统
计，在整个驼峰空运中，共运输抗战急需物资近百万吨，中美两国共损失飞机 500 多架，有

1500 多名飞行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摘自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
历史》
(2)从材料一到材料二，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2 分)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
化的原因。(2 分)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
上包围的政策，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
两国领争人都认为有必要改善两国关系，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摘自中华书局《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
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种变化的“国际形势”。(2 分)
(4)结合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谈谈你的认识。(2 分)
29. (13 分)交通工具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及原因。（3 分）

(2)很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汽车制造和桥梁建设方面的主
要成就，(2 分)并分析其意义。(2 分)
材料三 工业文明时代是一个“机器时代”。火车、汽车取代了马车、牛车和帆船；
喧闹、拥挤、快节奏生活的城市取代了宁静、闲散的乡村，汽笛长鸣盖过牧笛田歌，绿草地

地被黑煤屑污染，蓝色天空布满暗灰色的阴霾，等等。
——摘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3)根据材料三，概括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3 分)
材料四 电车刚在天津开通时，人们出于好奇心，纷纷围观，追随车辆，小孩在铁轨上
掷扔石子，甚至有人攀拉电车。当局发布告示，要求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对乘坐电车也有规
定，诸如“车上不许吐痰”
，
“车上不准带犬及各种畜生”等等。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史》
《八年级上册》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交通工具变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认识。
(3 分)

答案
二、非选择题
26.（10 分）
（1）人物：孔子。
（1 分）思想核心：“仁”和“礼”。（2 分）
（2）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 分）
（3）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从一家学说到治国的指导思想再到受到冲击。（2 分）
（4）认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最大地影响看
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思想，
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3 分）
27.（14 分）
（1）君主专制制度（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
（1 分）特点：皇权至上。皇位世
袭（或者家天下）
。
（2 分）
（2）目的：限制国王权力，确立议会主权（或者限制国王权力，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
（2 分）
意义：英国由此逐步确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2 分）
（3）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 分）意义：是我姑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
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或者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力）。（2 分）
（4）基本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制。（4 分）
28.（13 分）
（1）华盛顿会议（1 分）
；影响：条约的签署，打破看日本对中国的独霸，为美国进一
步对华扩张和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提供了条件。（2 分）
（2）变化：由侵华到支持中国抗战。
（2 分）
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援助中国，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
利于美国自身利益。
（2 分）
（3）变化：从敌对状态到实现关系正常化。（2 分）
国际形势：美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缓慢；美国侵略越南受到严重挫折；苏联经
济、军事力量增强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4）认识：综合国力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2
分）
29.（13 分）

（1）标志：洋务运动。
（1 分）
原因：西方列强的侵略；工业革命的影响。（2 分）
（2）主要成就：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武汉长江大桥。（2 分）
意义：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有利于国家在经济建设；增强中国基础工业实力；人民生
活得到较大改善。
（2 分）
（3）影响：引发国交通工具在变革：促进城市化进程；造成国环境污染。（3 分）
（4）认识：交通工具的变革给人类生活带来国便利，促进了经济社会在发展。针对环
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状况，我们应该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减少环境污染。作为现代公民，我
们应遵守城市公共交通秩序和规划，文明出行。（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