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广西百色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最符合题意的）
1.（2.00 分）他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吏治，把中央优秀官吏下放到地方任职，并亲自考核县
令的政绩，
”他是（ ）
A.隋文帝
B.唐太宗
C.武则天
D.唐玄宗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唐玄宗尤其重视地方吏治，把中央优秀官吏下放到地方任职，并亲自
考核县令的政绩。唐玄宗统治前期出现开元盛世的局面。
答案：D。
2.（2.00 分）明朝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是四书五经，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出题，发
挥题意也以《集注》为依据，以“八股”为应试文章的程式。此举（ ）
A.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B.有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C.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D.严重禁锢知识分子的创新思维
解析：据题干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明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
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题，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了中试，只顾埋头攻读经书，
钻研八股，不讲究实际问题。这种八股取士制度严重禁锢知识分子的创新思维，不利于社会
的进步。
答案：D。
3.（2.00 分）清朝实行限制对外贸易政策，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了其
他港口。这一政策（ ）
A.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B.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
C.促进中外经济交流
D.避免了西方殖民入侵
解析：根据“清朝实行限制对外贸易政策，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了其
他港口”可知这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内容。清朝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
这一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阻碍了中国经
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国近代在世界上落伍。
答案：B。
4.（2.00 分）条约规定：
“割让香港岛；赔款 2100 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
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此条约对中国造成
的影响是（ ）
A.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C.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完全解体
D.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解析：1840 年—1842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和关税主权，使中国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销售市
场和原料产地，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答案：A。
5.（2.00 分）120 年前，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
新派发起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之路。将维新变法运动作为
中国政治近代化开端的主要依据是（ ）
A.变法裁撤冗官
B.变法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
C.变法开办新式学堂
D.维新派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解析：将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开端的主要依据是维新派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近代化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经历了由学习西方的军事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
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的过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政
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民主思想。
答案：D。
6.（2.00 分）陈独秀等人“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为
此，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一本刊物为主要阵地，掀起一场空前的思想
大解放运动。这本刊物是（ ）
A.《民报》
B.《申报》
C.《新青年》
D.《每周评论》
解析：1915 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
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选项 C 符合题意。
答案：C。
7.（2.00 分）以下为 1913-1920 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情况表。出现表中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 ）
年份
厂家
资本 工人
1913 年 689 家
33 亿 27 万多人
1920 年 1795 家 50 亿 55 万多人
A.外商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B.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
C.西方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D.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力雄厚
解析：题干给出的 1913-1920 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情况表表明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较快，
这主要得益于西方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 年），帝国主
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机，进入

了“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民族工业再度受挫。
答案：C。
8.（2.00 分）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
，这是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后的第 5 次修订。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于（ ）
A.一五计划时期
B.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C.土地改革时期
D.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解析：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宪法规定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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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1957
年，为了有计划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
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故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于一五计划时期。
答案：A。
9.（2.00 分）5 月 21 日开始，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和众多网络媒体共同发起了“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的大型网络活动，随即全国中小学也开展了以此为主题的班会课。若让你选择一
位战斗英雄在班会课上作事迹介绍，你应该选（ ）
A.黄继光
B.邓稼先
C.王进喜
D.雷锋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黄继光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勇堵枪眼的英雄，符合题意。BCD 中的人
物是社会建设中出现的英模人物，不是战斗英雄。
答案：A。
10.（2.00 分）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
趋势。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中共十四大作出了（ ）
A.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B.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定
C.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解析：1992 年中共 14 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同时提出了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答案：D。
11.（2.00 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写道：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和黄金的渴望，使原
有的人际关系和观念发生了颠倒。
”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主要是由于（ ）
A.启蒙运动的作用
B.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C.人文主义的传播
D.资产阶级革命推动

解析：据题干“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和黄金的渴望，使原有的人际关系和观念发生了颠倒”并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文艺复兴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促使人们的思想得以解
放。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它冲破了封建教会的精神束缚，创造了符合资产阶级
利益的新文化，焕发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推动了欧洲思想领域的繁荣，是资产阶级叩响近代
社会大门的思想解放运动。故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主要是由于人文主义的传播。
答案：C。
12.（2.00 分）正如恩格斯说的一样“拿破仑走到哪里，哪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
的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的立即消失”。据此可知，
拿破仑对外战争（ ）
A.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
B.扩大了法国的疆域
C.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D.稳定了法国的政局
解析：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具有革命和侵略扩张的双重性，既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维护
了法国资产阶级利益，又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又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据“拿破
仑走到哪里，哪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
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的立即消失”
。可知，拿破仑对外战争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
答案：A。
13.（2.00 分）19 世纪中期，俄国“在农奴制下，一方面农奴一贫如洗，无力购买工业品，
造成国内市场狭小：另一方面工场也不易雇到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因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自由工作的权利。
”材料反映了农奴制（ ）
A.加强了沙皇的专制权力
B.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C.导致农民贫困频繁暴动
D.符合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情
解析：据“19 世纪中期，俄国‘在农奴制下，一方面农奴一贫如洗，无力购买工业品，造
成国内市场狭小；另一方面工场也不易雇到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因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自由工作的权利。
”可知，材料反映了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俄国资
本主义发展及其缓慢。由于农奴制的阻碍，19 世纪中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
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对危机，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签署废
除农奴制的法令。选项 B 符合题意。
答案：B。
14.（2.00 分）1933 年，美国政府通过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
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
其目的是（ ）
A.放任市场自由竞争
B.放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C.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D.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解析：1933 年，美国政府通过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
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其目的是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929 年-1933 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罗斯福就
任美国总统后实行了新政，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对工业的调整，《全国工业复兴法》是整个新
政的核心和基础。规定了各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工资水平和工作实数等。以防止
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
答案：D。
15.（2.00 分）
“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国家感觉到：美苏两国对西欧都有野
心，要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提高西欧国家的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
加强合作，
”由此可知，西欧国家走向联合主要是为了（ ）
A.共同对抗美苏
B.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
C.维护世界和平
D.恢复欧洲的霸权地位
解析：
“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国家感觉到：美苏两国对西欧都有野心，要
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提高西欧国家的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
作，
”由此可知，西欧国家走向联合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1951 年德法等六国签
署《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1952 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 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原子能共同体，1967 年将三个组织合并，成立欧洲共同体。
答案：B。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
16.（10.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唐太宗；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材料二：明朝中期至清朝前期，我国边疆危机主要来自外来侵略和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
材料三：军事史家富勒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
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这正是中国抗战对二战的进程和
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果。
请回答：
(1)材料料一反映了唐朝怎样的民族政策？请举两例说明。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举出明清时期抗击外来侵略和平定地方分裂势力叛乱
的历史事件各一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4)党的十九大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综合以上问题，你有何感悟？
解析：
(1)根据材料“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和所学知识可知，这是唐太宗的话。
意思是：过去的统治者只重视中原汉族，轻视边疆少数民族，我与他们不同，我对各民族一
视同仁。这种一视同仁的政策，体现了比较开明（或平等）的民族政策。能够体现这一政策
的史实有：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入藏、唐与吐蕃“和同为一家”、唐
玄宗封南诏首领为云南王、唐玄宗封粟末靺鞨首领为渤海郡王等。
(2)明朝中期以后，倭寇猖獗，明政府派戚继光抗击倭寇。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台
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清朝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大小和卓兄弟叛乱，清军经过两年战斗平
定叛乱，之后清政府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清朝康熙帝
在位时期，清军进行了两次雅克萨之战，打败了沙俄侵略者等。
(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4)本题是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维护国家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捍卫国家主权、国家发展战略等。
答案：
(1)开明（或平等）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入藏。
(2)明清时期抗击外来侵略：戚继光抗击倭寇；平定地方分裂势力叛乱：清军平定新疆大小
和卓叛乱。
(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捍卫
国家主权、国家发展战略等。
17.（10.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
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
伟大飞跃。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1978 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
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 年众
志成城，40 年砥砺奋进，40 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
诗。
——摘自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标志，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
辛探索”主要是经历了哪些挫折？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农村改革的主要
内容及其意义。
(3)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中，你得到哪些启示？
解析：
(1)1927 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当即立断，率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始创建中国
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
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的开始。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运用和发展，它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
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走向胜利的；
1956 年底，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标志
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文
化大革命，给我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2)由材料“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可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是开启了改
革开放的征程；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逐步确立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本题属于发挥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革命和建设道路
充满艰辛和曲折，正视各种困难和挫折”等方面解答。
答案：
(1)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标志：三大改造的完成；挫折：
“大
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2)作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内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意义：调动农民生产
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革命和建设道路充满艰辛和曲折，正视各种困难和挫折。
18.（10.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动力的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运输的革命又使人类远距离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这
便是在英国兴起的广泛而深刻的工业革命。……正是这场工业革命使英国由农业——乡村的
经济体制转变为工业——城市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即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视机、收录机、VCD、DVD 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洗衣
机……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更为人类创造了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如何发展，已成
为人类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
请回答：
(1)列举工业革命中“动力的革命”和“运输的革命”的成就各一例，根据材料一概括工业
革命对英国产生的影响。
(2)材料二反映的是哪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请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特点。
(3)“科技的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请分别以工业革命和材料二反映的那次科技革命为
例加以说明，并就“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如何发展”谈谈你的认识。
解析：
(1)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工业革命中动力的革命成就如瓦特改良蒸汽机；运输的革命如史蒂
芬孙发明火车机车，富尔顿发明汽船；据材料“动力的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运输的革命又使
人类远距离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这便是在英国兴起的广泛而深刻的工业革命。……正是
这场工业革命使英国由农业——乡村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工业——城市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即
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工业革命对英国产生的影响有，英
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2)据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视机、收录机、VCD、DVD 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洗
衣机……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更为人类创造了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如何发展，已成
为人类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二反映的是第三次科技革
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缩短了知识改变为物质财富的过
程，科技的各个领域之间互相渗透，新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3)“科技的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工业革命过程中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废渣、废水造
成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等，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大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
荒废学业，高科技犯罪等；本题是开放型题目，考查学生开放性思维的能力。只要符合题意，
言之有理即可。如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趋利避害，让科技为我们服务等。
答案：
(1)动力的革命：瓦特改良蒸汽机；运输的革命：史蒂芬孙发明火车机车，富尔顿发明汽船；

影响：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2)第三次科技革命；特点：大大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缩短了知识改变为物质
财富的过程，科技的各个领域之间互相渗透，新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3)工业革命过程中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废渣、废水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生
态环境等，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大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荒废学业，高科技犯罪等；要大力
发展科技创新，趋利避害，让科技为我们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