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重庆市开县四校中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
1.下图是 2017 年 3 月文物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发现了近 200 座春秋至战
国时期的船棺墓群。
出土上千件文物中，青铜器尤显异常精美，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
。
与商周同期，我国西南地区已经盛行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下列属于“三
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是（
）

A.四羊方尊

B.司母戊鼎

C.青铜立人像

D.毛公鼎
解析：根据题干的“三星堆”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青铜器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夏朝时
增多，商朝是灿烂时代，其中在成都平原有著名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代表作有：青铜面
具像、大型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所以答案选择 C。
答案：C
2.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
A.《论语》
B.《离骚》
C.《史记》
D.《资治通鉴》

）

解析：根据已学知识可知，
《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
体通史。这部书文笔简洁，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
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故选 C。
答案：C
3.如下图为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绘有各种运动姿势的帛画导引图，据此得
知，汉代医学已认识到（
）

A.麻醉可减轻外科手术痛苦
B.体育运动能强身健体
C.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
D.收集民间药方的重要性
解析：汉墓出土的绘有各种运动姿势的帛画导引图说明汉朝的医学已经认识到体育运动能强
身健体。ACD 在题干材料中不能体现，据此分析 ACD 不符合题意，选项中 B 符合题意，所
以选 B。
答案：B
4.我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在发明过程中体现“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
又对文化的交流和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的科技成就是（
）
A.造纸术
B.印刷术
C.指南针
D.火药
解析：依据已学知识可知，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用树皮、破布、麻头
和旧渔网做原料造纸，改进了造纸术，这种技术原料容易找到，又便宜，纸的质量也很高，
为了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就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纸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和保存，故选 A。
答案：A
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当代中国，教育公平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之一。孔子的下列观点中，最能体现报告精神的是（
）
A.因材施教
B.温故知新

C.有教无类
D.仁者爱人
解析：根据材料“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分配教
育资源”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意思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
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符合题意，所以答案选择 C。
答案：C
6.“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句民谣描写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哪一历史人
（
）
A.秦始皇
B.屈原
C.李冰
D.张仲景
解析：端午节来源于战国时期屈原的故事，公元前 278 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国占领，屈原无
比绝望，于这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时至今日，每年五月初五，我们吃粽子、
划龙舟，据说都是为了怀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题文中的“粽子香”就已经告诉我们
这句民谣描写的是端午节。故答案选 B。
答案：B
7.国共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两党关系在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中
演变，实现再合作的原因是（
）
A.日本侵华加剧了民族危机
B.共产党改编红军停止了内战
C.国民政府改组缓和了矛盾
D.东北军和八路军实现了联合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答案选择 A。
答案：A
8.下列表述中，属于“史论”的是（
）
A.1916 年 2 月，德、法双方在凡尔登展开血战
B.一战爆发后，意大利参加了协约国集团作战
C.一战中，英国首先使用新式武器坦克
D.一战是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不义之战
解析：
“史论”的含义是人们对史实的看法和评价，结合所学知识可知，ABC 都是已经发生
的历史史实，只有 D 是对一战的客观的评价，所以答案选择 D。
答案：D
9.历史地图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观察下面两幅战役地图，从中能提取到这两场战役的相
同点有（
）

①都发生在国共十年对峙期间
②都是彭德怀指挥领导的
③都是八路军组织发起的
④山西都是主要战场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图片一的战役是平型关战役，图片二的战役是百团大战。所以排除①
都发生在国共十年对峙期间，②都是彭德怀指挥领导的。所以答案选 D。
答案：D
10.下表是关于某次战争的数据表，下列选项中最适合做标题的是（

）

A.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形势
B.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
C.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D.冷战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形势
解析：根据表格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抗日本法西斯
的主要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ABD 都不符合表格的内容。所以答案选择
C。
答案：C
11.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公使杨•马萨里克曾说过：
“如果你们[英国]牺牲了我的国家而能保住
世界和平，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如果不能，那么，先生们，愿上帝拯救你们
的灵魂吧．
”材料表明当时英国奉行的政策是（
）

A.绥靖政策
B.坚决抵抗法西斯的政策
C.“门户开放”政策
D.敌视社会主义的政策
解析：面对法西斯的侵略，英法等西方大国不去加以严厉制裁，反而推行绥靖政策，牺牲弱
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企图祸水东流，引向苏联。1938 年 9 月，德、意、英、法四国政府
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召开会议，签订慕尼黑协议，在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不顾捷克
的利益，强行把捷克的苏台德等地割让给德国，这一事件被称为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再
次满足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要求，把绥靖政策推向顶峰,BCD 不符合题意，故此题选 A。
答案：A
12.它改变了中国战争的环境，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
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可见，
“它”是（
）
A.台儿庄战役
B.百团大战
C.珍珠港事件
D.斯大林格勒战役
解析：学生分析题干获得“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说明这件事与日本有关，
根据课本所学，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就卷入了对日战争中，1937 年中国全面
抗战；1939 年德国闪击波兰，英国对德作战。所以这件事使美国对日宣战，根据课本所学，
1941 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A 台儿庄战役 B．百
团大战都是发生在中国战场的战役，但是并没有外来援助结构，没有影响亚洲战场的地位；
故 AB 不符合题意；D．斯大林格勒战役二战的转折点，此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早已形成，
不符合题意“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
”故选择答案 C。
答案：C
13.唐尼•格拉克斯坦在《二战秘史》结语中写道：“关于反法西斯战争，传统的观点虽然承
认官方军队和抵抗运动组织的作用同时存在……但着重于强调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认
为邪恶轴心国家的政权被推翻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列最能反映这一观点的是（
）
A.《凡尔赛和约》
B.《慕尼黑协定》
C.《联合国家宣言》
D.《联合国宪章》
解析：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即 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国在华盛顿发表的
宣言，亦《阿卡迪亚会议宣言》
，又称《二十六国宣言》。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
，并
决心共同战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和敌国单独议和。经与
苏联磋商并告知有关国家后，1942 年 1 月 1 日，26 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
家共同宣言》
。此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所以答案选 C。
答案：C
14.下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按出现时问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
②诺曼底成功登陆
③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

）

④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③
C.③②①④
D.①③②④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①《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是 1941 年，②诺曼底成功登陆是 1944
年，③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是 1943 年，④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是 1945 年，所以答案选择 D。
答案：D
15.丘吉尔描述了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
“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
的北美野牛，种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这预示着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是（
）
A.全球化趋势加强
B.两极对峙格局
C.多极化格局形成
D.一超多强格局
解析：巨大的俄国熊指的是苏联，巨大的北美野牛指的是美国，雅尔塔会议召开时间是 1945
年，因此丘吉尔的话预示着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是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因此 ACD 不符合题
意，故选 B。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16.阅读以下材料后判断：
国家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背景

一战打击了意大利的经
济，导致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引发了德国
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引发了日本
的政治危机

时间

1922 年

1934 年

1936 年

人物

墨索里尼

希特勒

军部（广田弘毅）

表现

对内恐怖统治

对外侵略扩张

对内独裁统治制造“国会
纵火案”屠杀犹太人，把
国家变成军营，工业生产
军事化，对外侵略扩张

对内镇压工人运动，
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
步伐；对外侵略扩张

（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
以下表述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A”；违背了以上材料所的意
思，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B”
；是以上材料没有涉及的，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C”
。
①意大利、德国、日本都是因为经济危机而走上法西斯道路的。________
②最早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国家是意大利。________
③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摆脱了危机，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________
④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军部。________
⑤法西斯国家采取了对内恐怖统治，对外侵略扩张。________
解析：①意大利、德国、日本都是因为经济危机而走上法西斯道路的。违背了以上材料所的
意思，意大利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是因为一战走上的法西斯道路。②最早
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国家是意大利。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意大利是在 1922 年建立法西斯
的，德国是在 1933 年，日本是在 1936 年，所以意大利是最早建立法西斯的。③美国通过

罗斯福新政摆脱了危机，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以上材料没有涉及到，材料描述的是德意日
法西斯的建立，没有美国的描述。④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军部。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依据
材料可知，日本军部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步伐；对外侵略扩张。⑤法西
斯国家采取了对内恐怖统治，对外侵略扩张。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依据材料可知，三国
法西斯的特点都是对内恐怖统治，对外侵略扩张。
答案：B；A；C；A；A
17.完成下面的问题。
(1)请将下列英文字母代号填入下图中对应的方框

A.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发生地点：斯大林格勒
B.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的战役发生地点：诺曼底
解析：根据图片内容可知，A、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发生地点：斯大林格
勒，是在苏德战场上的战役，位置应该在左边，是在苏联的领土上；B、成功开辟了欧洲第
二战场的战役发生地点：诺曼底，是在欧洲战场上的法国诺曼底，是在右边。
答案：左 A 右 B
(2)据图指出同盟国进攻柏林的进军路线有何特点？
解析：根据图片内容可知，同盟国进攻柏林的进军路线的特点是：东西夹击、四面楚歌，最
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
答案：特点：东西夹击、四面楚歌。
18.请将下列地点的英文字母代号填入下图相应的方框内。

A.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发生地：萨拉热窝
B.奥匈帝国宣战的第一个国家：塞尔维亚
解析：上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尔干半岛形势图。左框是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的发生地萨拉热窝，序号为 A。右框是奥匈帝国宣战的第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序号为 B。
答案：左框 A，右框 B
1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我很失望，
（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
国。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中国人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我想
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和约，谁能接受啊？所以我们拒绝签字……6 月 28 日，中国代
表没有出现在签字现场。
——摘编自《顾维钧回忆录》
材料二：到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中国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
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经过长期浴血
奋战获得的，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结果。
——摘编自步平《抗日战争胜利 65 周年团结抗战改变中国国际地位》
材料三：2017 年 2 月 28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政府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制裁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否决下，该议案没有通过。事后，美国不满中国投反对票，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当场怒斥美国：
“只把人民挂在口头上是极其虚伪无耻的。
”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顾维钧失望愤怒的原因。
解析：落后就要挨打；实力是外交的基础；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始终坚
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等。
答案：巴黎和会出卖了中国利益，把中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送给日本。
(2)根据材料二，指出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规划战后世界格局时，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根
据材料二概括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关成立联合国的规定，是在二战中的哪一次国际会议
的内容？
解析：根据材料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
重大国际事务”信息可知，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规划战后世界格局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
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和策划国际重大事务；根据材料二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战中

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结果”的信息可知，发生这
种变化的原因是：中国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有关成立联合国的规定，是在二战
中的雅尔塔会议的内容。
答案：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和策划国际重大事务；中国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雅
尔塔会议。
(3)结合上述三则材料，归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变化？（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结合上述三则材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从任人宰割到国际地
位空前提高再到主导国际事务。
答案：从任人宰割到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再到主导国际事务。
(4)综合三段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言之成理均可）
解析：综合三段材料，我的认识是：落后就要挨打；实力是外交的基础；始终坚持改革开放，
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答案：落后就要挨打；实力是外交的基础；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始终坚
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等。
20.阅读材料
材料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最致命的错误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内部深深
蕴藏着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特别是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
力。日本侵略者眼中看到的只有武器而看不到人。他们只从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出发,以为
只要给中国有力的“一击”
，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可是,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
结果大大出乎他们意料，深深地陷入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分别主导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又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
基本形式。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出现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既相
区别又相互依存，形成共同对敌的态势，首先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抗 日战争的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由中日的国情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其次，国共两党的因势
利导和主观努力不可或缺，特别是中共方面的积极倡导和艰苦实践。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合作抗战是中国制胜法宝》2015 年 9 月 19 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艰苦
奋斗的结果。
——川教版历史教材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日本对华全面侵略的标志。并根据材料一，概括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形
势的错误估计。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日本对华全面侵略的标志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进
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根据材料一的“最致命的错误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内部深深蕴藏着的
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特别是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可
知，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是：日本认为军事上强于中国，忽视中国人民的力量。
答案：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日本认为军事上强于中国，忽视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凝
聚力）
。

(2)材料一提及“民族凝聚力”深刻影响了这场反侵略斗争，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凝聚力”
在政治、军事上的表现。
解析：根据材料二的“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出现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既相区别又相互依存”概括这种“凝聚力”的
信息可知，“凝聚力”在政治、军事上的表现分别是：政治上：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军事上：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相互区别、相互依存。
答案：政治上：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相互区
别、相互依存。
(3)结合三则材料归纳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据此，谈谈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梦。
解析：结合三则材料归纳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形势估计
错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拥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建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各族人
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答案：原因：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拥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21.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2 周年，很多国家都要开展多种形式
的纪念活动，以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让历史重演，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
请回答：
(1)为了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也联合起来，世界反法西斯同
盟建立的标志是什么？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标志是《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联
合国家共同宣言》即 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国在华盛顿发表的宣言，国
际反法西斯联盟由此正式形成。
答案：
《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
(2)中国把每年 12 月 13 日设为国家公祭日，因为在 80 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一场滔天罪
行，这一罪行是什么？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国把每年 12 月 13 日设为国家公祭日，因为在 80 年前日本军
国主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
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 30 万。
答案：南京大屠杀
(3)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中国和欧洲战场的重大战役各一例。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中国和欧洲战场的重大战役分别是：中
国：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正面战场的大会战；欧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柏林战役、诺曼底登陆。
答案：中国：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正面战场的大会战；欧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
勒保卫战、柏林战役、诺曼底登陆。

(4)今年 3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她多次表示：德国之所以能回到国际社会，再次赢得尊
重，原因首先在于德国敢于直面历史，这是修复与邻国关系的必要因素，对过去历史的清算
是和解的前提。默克尔发表这些谈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默克尔发表这些谈话的目的是承认历史，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做
一个有责任的大国；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应该：承认历史，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做一个有责任
的大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答案：直面历史，修复邻国关系、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承认历史，彻底清除军国主
义，做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22.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慢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
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请回答：
(1)孔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在思想文化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请分别写出孔子在思想和
教育方面有何重大贡献？（各举一例）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孔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在思想文化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
子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重大贡献是：思想：提出“仁”的学说、创立儒家学派；教育：创办私
学，招收不同出身的学生；编订《诗》、
《书》、
《春秋》等教材；善于启发引导，坚持因材施
教、用不同方法教育不同学生。
答案：思想：提出“仁”的学说、创立儒家学派；教育：创办私学，招收不同出身的学生；编
订《诗》
、
《书》
、
《春秋》等教材；善于启发引导，坚持因材施教、用不同方法教育不同学生。
(2)科技改变生活。我国古代科技一直领先世界，世界上最早记载负数概念的主张是什么？
在医学领域，中国古代什么成就有利于减轻治疗的痛苦？
解析：世界上最早记载负数概念的主张是《九章算术》；它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
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在医学领域，中国古代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有利于减轻治疗的痛苦。
答案：
《九章算术》
；麻沸散。
(3)中国古代艺术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秦汉时期什么雕塑作品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东晋哪个书法家的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秦汉时期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东晋王羲之的作
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 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答案：秦兵马俑；王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