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 2013 年初中毕业暨升学考试
政治·历史
历史部分
注意事项：
1． 本试卷分Ⅰ卷(选择题，第 1～33 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第 34～40 题)两部分。第
Ⅰ卷 1 至 4 页，第Ⅱ卷 4 至 8 页。满分 110 分(政治 50 分，历史 6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
闭卷考试。
2． 答案全部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 答选择题时使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号的选项字母涂满、涂黑。如需修改，
要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再选涂其他选项。
4． 答非选择题使用 0．5mm 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号的答题区域书写答案。
注意不要答错位置，也不要超界。
5． 本试卷为政史合卷，请注意分配答题时间。
第Ⅰ卷(选择题，共 48 分)
第Ⅰ卷共 33 题，其中第 1～18 题为政治部分。每小题 1 分；第 19～33 题为历史部分，
每小题 2 分。每小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台题意。
19． 为挽救中医药文化遗产，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华瑰宝——中医药》大型纪录片。该
片中可能出现的古代医学著作是(
)
A． 《九章算术》 B． 《水浒传》 C． 《资治通鉴》 D． 《本草纲目》
20 ． 历 史 地 图 能 直 观 地 再 现 历 史 。 右 图 反 映 的 历 史 现 象 是

A． 春秋争霸 B． 秦朝统一 C． 三国鼎立 D． 宋金对峙
21．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下列能体现这一主流的历史事件
是(
)
①西周分封诸侯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
③文成公主入藏 ④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A，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22． 某班同学准备表演一部反映唐朝对外关系的历史剧。下列素材可以选择的是(
)
A． 鉴真东渡 B． 马可·波罗来华 C． 戚继光抗倭 D． 雅克萨之战
23． 有人统计，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在八天时间内，揽阅奏折 1160 件，处理政事 339
件。朱元璋的忙碌和下列哪项措施直接相关？(
)
A． 设立行省 B． 实行三省六部制 C． 废除丞相 D． 设立军机处
24． 诗歌是鲜活的历史，向我们讲述了历史的沧桑和社会的变迁。诗句“四万万人同一
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与下列哪一事件相关？(
)
A． 鸦片战争 B． 第二次鸦片战争 C． 甲午中日战争 D． 抗日战争
25． 构建知识结构是学习历史的一项基本技能。下面是某同学编写的知识结构示意图。

他学习的主题是(

)

A．侵略与抗争 B．近代化探索 C．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D．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26． 读右图。与毛泽东提出这一著名论断对应的历史事件是(
)
A． 中共一大召开 B． 井冈曲革命根据地建立
C． 遵义会议召开 D． 辽沈战役胜利
27． 标语、口号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浓缩着历史的意蕴。与“外
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
等口号相关的历史事件是(
)
A． 五四运动 B． 南昌起义 C． 百团大战 D． 解放南京
28． 吴道子被称为中国“画圣”。他的代表作《天王送子图》
描绘了释迦牟尼降生的场景。该画以什么宗教故事为题材？(
)
A． 基督教 B． 佛教 C． 道教 D． 伊斯兰教
29． 下列人中中高举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旗帜，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是(
)
A． 达·芬奇 B． 伏尔泰 C． 马克思 D． 爱因斯坦
30． 一位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事件作了这样的解读：“因为赎买了土地，他们(农奴)就
摆脱了对地主的义务，而成为拥有私产的完全自由的农民。”这一历史事件是(
)
A．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B． 法国大革命
C． 日本盟治维新
D． 俄国 1861 年改革
31． 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的
建立与哪些会议有关？(
)
A． 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B． 巴黎和会、慕尼黑会议
C． 华盛顿会议、雅尔塔会议 D． 慕尼黑会议、雅尔塔会议
32． 2013 年 2 月 2 日，俄罗斯多个城市举行活动，纪念二战中一场重要战役胜利 70 周
年。这场战役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形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这场战役是(
)
A． 凡尔登战役 B． 珍珠港之战 C． 攻克柏林战役 D． 斯大林格勒战役
33． 下面两幅图片是某同学在研究性学习中搜集的资料。他研究的课题是(
)

WTO 标志

A．美苏“冷战” B．美国霸权主义政策 C．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 D．世界经济全球化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62 分)
第Ⅱ卷共 7 题，第 34～37 题为历史部分，计 30 分；第 38～40 题为政治部分，计 32 分。
34． (8 分)追求民主、法制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请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
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就在 1689 年秋天，
一群人开始共同统治一个国家……它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

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国家正式结束。
——《大国崛起》
(1) 材料一中“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1689 年后，它确立了什么政体？(2 分)
村料二 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示意图

(2)材料二中美国政治力结构是通过哪一法律文献确立的？它体现了启蒙运动中哪一学
说？(2 分)
材料三 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孙中山《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 年 12 月 13 日)
(3)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请举两例。
(2 分)
材料四 2011 年 7 月 1 曰，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竟民主渠道，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凌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4)1954 年，一届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它初步奠定了我国民主和法制的基础。
这部宪法的性质是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制定出一系列相关法律
文件。请举一例。(2 分)
35． (7 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请阅读下列
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注：左图为 1951 年 3 月 1 日山东莱县人民
政府发给农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通过什么运动农民获得了土地？(1 分)
材料二

农民报名参加农业合作社
手工业者踊跃报名入社
工商界代表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
(2) 材料二图片共同反映了什么运动？这一运动的完成有何标志性意义？(2 分)
材料三 1957 年和 1960 年农业生产情况对比表
项 目
1957 年
1960 年
下降(%)
1950.5
1435
26.4
粮食(忆公斤)
3280
2126
35.2
棉花(万担)
7542
3405
54.9
油料(万担)
14590
8227
43.6
生猪存栏数(万头)
(3)导致 1960 年农韭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 分)
材料四 安徽凤阳花鼓唱词
“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信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凰阳。”(“文革”
时)“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集体都能富，
国家还要盖仓库。”(1979 年)
(4)两段唱词反映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随后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2 分)
(5)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得到什么启示？(1 分)
36． (8 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请回答下列问题。
【科投创新】
(1)弗朗西斯。培根说：“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是在文字
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上，第三种是在航海上。”这里的“第三种”是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中哪一发明？它为欧洲近代航海史上哪一重大活动提供了条件？(2 分)
(2)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谁改良了蒸汽机？这一发
明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什么新时代？(2 分)
【政策创新】
(3)20 世纪 20 年代初，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为此，以列宁
为首的党中央实行了什么政策？有何影响？(2 分)
【理论创新】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分别是在什么指导思想下取得的？(2 分)
37． (7 分)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影响重大。请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义和团，起山东，只因鬼子闹中原。
——义和团揭帖
(1)借口镇压义和团运动，1900 年美国和其它列强共同发起了对中国的哪一场侵略战争？
(1 分)
材料二 1942 年 1 月 1 日《联合国家宣言》签字仪式在华盛顿举行。参加签字的 26 个
国家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
(2)材料二反映中美两国结成什么关系？主要原因是什么？(2 分)
材料三 雄赳赳，气昂昂。跨辽鸭缘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3)材料三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与美国关系如何？(1 分)
材料四 1972 年 2 月 28 日，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

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肯定这
种“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是有益的”。
——《中国外交史》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开始于哪位美国
总统？(2 分)
(5)综合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历程，谈谈你的认识。(1 分)

江苏省宿迁市 2013 年初中毕业暨升学考试
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建议
第Ⅰ卷共 33 题，其中第 1～18 题为政治部分。每小题 1 分；第 19～33 题为历史部分，
每小题 2 分，共计 30 分。第Ⅰ卷共 48 分。
19
20
21
22
题号
D
C
B
A
答案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题号
C
C
B
B
A
B
A
D
A
D
D
答案
第Ⅱ卷共了题，第 34 题～第 37 题为历史部分，共计 30 分；第 33 题～第 40 题为政治部
分，共计 32 分。第Ⅱ卷共 62 分。
34． (________)
(1)英国。君主立宪制。(2 分)
(2)1787 年宪法(或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三权分立。(2 分)
(3)建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发动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
(任答其中 2 点即可得 2 分)
(4)社会主义性质。(1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等。(任答其中 1 点得
l 分)
35． (本题 7 分)
(1)土地改革。(1 分)
(2)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 分)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
主义制度；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答其中 1 点得 1 分)
(3)“左”倾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任答其中 1 点得 1 分)
(4)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2 分)
(5)政策的制定应实事求是，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生产关系的调整应适应生产力发
展；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任答其中 1 点得 1 分，言之成理也可得分)
36． (本题 8 分)
(1)指南针。新航路开辟。(2 分)
(2)瓦特。蒸汽时代。(2 分)
(3)新经济政策。(1 分)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
有益借鉴。(任答其中一点得 1 分)
(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2 分)
37． (本题 7 分)
(1)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 分)
(2)同盟关系。共同夏对法西斯。(2 分)
(3)敌对(或对峙；对抗)(1 分)
(4)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尼克松。(2 分)
(5)国家利益影响国家关系；国家实力决定国际地位。(任答 1 点得 1 分；言之成理也可得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