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湖北省孝感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第 1—12 小题为历史试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卷上将正确答案代号涂黑。
1.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发 表意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下
列选项，体现了孟子思想的是（

）

A.“兼爱”
“非攻”
B.要求统治者用“仁政”
，轻徭薄赋
C.“无为而治”
D.主张改革，反对空谈主 义，提倡法治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墨子和孟子的观点的识记。孟子主张“仁政”
、
“民贵君轻”
，要求统治者用“仁
政”
，轻徭薄赋。孟子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
，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所以正确答案是 B。
答案：B
2.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 605 年，绵延两千多千米，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2014 年在卡塔尔首都
举行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隋朝开通大 运河的根本目的是（

）

A.加强南北交通，巩固统治
B.促进南北经济的交流
C.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D.防洪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
解析：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隋炀帝从 605 年开始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余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B 是作用，CD 和隋朝大运
河关系不大，故答案选择 A。
答案：A
3.《本草纲目》是明朝时期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后来陆续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
文献。这 部巨著的作者是（

）

A.李时珍
B.宋应星
C.徐光启
D.沈括
解析：本题考査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相关知识点。明代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写出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
著作《本草纲目》
。
《本草纲目》后来陆续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文献。A 符合题意。
答案：A
4.清朝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包括：
（
①辽东半岛
②澎湖列岛
③香港岛
④台湾及附属岛屿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

解析：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1895 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
《马关条约》规定：割辽东半岛、台
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辟通商口岸。《马关条约》
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香港岛是《南京条约》割给英国。
答案：C
5.在中共历史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一次重要会 议是（

）

A.中共一大
B.中共七大
C.遵义会议
D.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解析：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内容：集中全力解决博古等到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
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
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以答案是 C。
答案：C
6.抗日战争时期，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一次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的胜利。该战
役是（

）

A.淞沪会战
B.台儿庄战役
C.平型关大捷
D.百团大战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百团大战有关知识的认识。我们通过学过的知识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为粉碎日
军的“囚笼”政策，增强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1940 年 8 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百多个团，
在华北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猛烈玟击，取得辉煌的战缋，史称百团大战，是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
的最大规模战役，故此题选择答案 D。
答案：D
7.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包括：
（

）

①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
②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④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1953 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
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1956 年，长春一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
气式飞机；④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形成了
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得到了加强，华北和西北业建立了一批新
的工业基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故答案选 C。
答案：C

8.从 1985 年起，我国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改革的企业是（

）

A.乡镇企业
B.国有企业
C.私营企业
D.中外合资企业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改革开放有关知识的理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开始，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
有企业的改革，故选 B。
答案：B
9.公元前 2 世纪，成为地中海霸主的国家是（

）

A.罗马
B.拜占庭帝国
C.奥斯曼土耳其
D.亚历山大帝国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古代罗马帝国有关知识的识记。罗马帝国建立后，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
纪，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打败了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公元前 2 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故选
A。
答案：A
10.1865 年，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告终。下列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历史意义的叙述，正确的是：
（

）

①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②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③废除了奴隶制度，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大障碍
④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黒人奴隶制，维护了国家统
一，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障碍，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①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是
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故选择答案 B。
答案：B
11.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全 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表现是：
（

）

①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②1947 年美国实 施“马歇尔计划”
，帮助西欧各国迅速恢复经济
③中国海尔公司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本土化
④1997 年泰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亚洲经融危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依据所学知识可知：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迅
速增长。跨国公司的影响增大，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趋势加快。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是世
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海尔公司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本土化和 1997
年泰国货帀大幅度贬值，引发亚洲经融危机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1947 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
，帮助
西欧各国迅速恢复经济是冷战政策在经济上的表现。故选 D。
答案：D
12.20 世纪欧美文学作品中，名著很多。下列哪一部是美国作家德莱塞创作的长篇小说？（

）

A.《约翰•克利斯朵夫》
B.《等待戈多》
C.《美国的悲剧》
D.《静静的顿河》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小说《美国的悲剧》的有关知识。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
，揭露和
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反映了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遇的失败。故选择 C。
答案：C
二、非选择题：第 13 题 4 分，第 14 题 5 分，第 15 题 6 分，第 16 题 5 分，第 17 题 6 分，共 26 分。
13.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一次什么会议？（1 分）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间
的矛盾、分歧，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什么方针？（1 分）起了什么作用？（2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新中国的外交成就。1955 年，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在印度尼
西亚的万隆召开，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间的矛盾，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
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答案：万隆会议是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间的矛
盾、分歧，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 “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
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14.18 世纪中期，发生了一场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通过和平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最早出现在哪一工业部门？（1 分）为什么说瓦特蒸汽机出现以后，人类从
此 进入了“蒸汽时代”？（2 分）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发明的交通工具有哪些？（2 分）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英国工业革命有关知识的认识。13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于英国的工业荸命，最先
开始于棉纺织业。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沙机，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出现
以后，在许多的生产部门，人们利用蒸汽机提供的动力带动机器，进行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大工厂生产的发
展，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交通工具的革新，美国的富尔顿发明轮船，英国的史蒂芬孙
发明火车。
答案：棉纺织业。瓦特蒸汽机出现以后，在许多的生产部门，人们利用蒸汽机提供的动力带动机器，进行生
产，极大地促进了大工厂生产的发展。轮船、火车。
15.阅读材料：
材料一

2100 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

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
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2013

年 9 月 7 日，阿斯塔纳）
材料二

15 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到访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瓜哇，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近平首次在印尼国会的演讲》
材料三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 后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
）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2013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
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回答下列问题：
(1)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古代哪个城市？（1 分）
(2)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从哪里出发？（1 分）郑和前后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什么地方？（2 分）
(3)根据材料一、三，结合所 学知识，说说中国倡导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有何现实意义？（2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张骞通西域有关知识的准确识记。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在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基础上，
开创了丝綢之路。古代的“丝綢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到西亚，再转运欧洲。
“丝绸之路”成为横穿欧亚的陆上交通要道。丝調之路起点在中国古代的长安。
(2)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郑和下西洋有关知识的准确识记。依据所学知识可知：1405-1433 年，明成祖派郑
和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是刘家港，经历亚非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
东海岸，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
(3)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中国倡导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现实意义的认识.“丝綢之路”是横穿欧亚的陆上交
通要道，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
“一带一路”现
实意义在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答案：
(1)长安。
(2)刘家港。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3)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言之有理即可）
16．阅读材料：
材料一

1915 年起，进步的知识分子陈独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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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掀起新
文化运动。
——摘自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
材料二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
——人教版《中国历 史》八年级上册

回答下列问题：
(1)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是什么？（2 分）
(2)1918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哪两篇论文颂扬十月革命？（2 分）
(3)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1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的识记。1915 年，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我们通过学过的知
识知道：1915 年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
志》
。新文化运动是学习西方的思想观念，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2)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新文化运动后期内容的认识。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

“新世纪的曙光”
。1918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两篇论文，颂扬十月革命。
(3)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1915 年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是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
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创造了条件。
答案：
(1)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是“民主”和“科学”
(2)《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
(3)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17.阅读材料：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它是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给

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战争历时六年多，遍及世界各地，损耗了大量财富，夷平了许多城市和
村庄，无数生灵涂炭。
——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各

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联合起来，彻底打垮法西斯国家。
——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
材料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

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弯曲。对任何企图弯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中国人民和亚洲受害国
人民不答应，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日本 人也不会答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
献。
——2015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
回答下列问题：
(1)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什么？（1 分）
(2)《联合国 家宣言》的签署有何意义？（1 分）
(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哪一事件？（1 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是什么？（1 分）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请你结合材料一、三及所学知识，谈谈这场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启示？（2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事件。依据已学知识可知，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突袭波
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纵容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2)本题主要考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关知识。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战的战争规模进
一步扩大。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国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各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
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
(3)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和结束标志的识记。依据学过的知识已知，1942-1943
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转折点。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正
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二战的结束。
(4)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的认识。依据所学知识可知，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给我们留
下了很多启示：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所有国家都应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和平来之不易，
世界大战悲剧不能重演；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要加强合作，避免战争。总之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

答案：
(1)德国军队突然进攻波兰。
(2)《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成立。
(3)斯大林格勒战役。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
(4)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开创未来……（只要符合题意，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