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四川省凉山州中考真题历史
全卷满分 50 分，考试时间 45 分钟。
第 I 卷选择题（共 24 分）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的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
1.资产阶级 维新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政治运动的标志是（

）

A.中国同盟会成立
B.公车上书
C.《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
D.《定 国是诏》颁布
解析：我们通过学过的知识知道：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康有为
等发动“公车上书”
，要求光绪帝实行变法。
“公车上书” 掲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标志着资产阶级维
新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政泊运动，AC 和辛亥革命有关，
《定国是诏》颁布在“公车上书”之后，故选 B。
答案：B
2.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的标志是（

）

A.九一八事变爆发
B.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
C.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D.抗日救国会的建立
解析：依据已学知识可知，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
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故选 C。
答案：C
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目的是（

）

A.为发动内战准备时间
B.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C.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新中国
D.为了准备签订《国内和平协定》
解析：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进一步嬴得准备内战的时间，也为了欺骗人民，蒋介石多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
和谈。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1945 年 5 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
同下，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可见 A 符合题意，因此选 A。
答案：A
4.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从此进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土地改革完成
C.三大改造完成
D.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解析：1956 年，国家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等方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
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故答案是 C。
答案：C

5. 1953 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时，提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是（

）

A.求同存异原则
B.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合作共同发展原则
D.独立自主原则
解析：根据已学知识可知，1953 年底，我国政府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首次提
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故选 B。
答案：B
6.如果要去考察我国最早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我们应该前往的是（

）

A.广东、福建
B.上海、浙江
C.山东、江苏
D.广西、天津
解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幵始起步。 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
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都在广东省，厦门在福建省，A 符合题意。
答案：A
7.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是由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是（

）

A.哥伦布
B.达•芬奇
C.但丁
D.罗伯斯庇尔
解析：我们通过学过的知识知道：14 世纪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其核心。意大利诗人但丁
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的长诗《神曲》提倡人性，率先对天主教会进行批判。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可知答案选 C。
答案：C
8.1789 年 7 月 14 日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天发生的亊件是（

）

A.为了筹措军费恢复长期关闭的议会
B.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
C.制宪会议通过《权利法案》
D.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执掌国家大权
解析：法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人民发动起义，
攻占巴士底监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法国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答案是 B。
答案：B
9.十九世纪末，为汽车的发明提供了条件的是（
A.蒸汽机的发明
B.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
C.内燃机的 发明
D.电灯的发明

）

解析：19 世纪 70 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的发明和广
泛应用，促进了新的交通工具汽车、飞机的发明。 德国的卡尔•本莰发明汽车，1903 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发
明了飞机。故选 C。
答案：C
10.三国 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亊集团争夺的热点，并成为世界大战爆发的火药桶的是（

）

A.诺曼底半岛
B.亚平宁半岛
C.克里米亚半岛
D.巴尔干半岛
解析：20 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就象一个存满了炸药的火药桶。1914 年 6 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导火线，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此题选 D。
答案：D
11.对《凡尔赛和约》内容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B.德国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
C.德国殖民地由美、俄、日等国瓜分
D.徳国承认奥地利、波兰、捷克的独立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凡尔赛和约》内容的相关知识，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召
开的对战败国的德国处置的会议。会议最终战胜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和约内容：领土（法国收回阿尔
萨斯和洛林）。军事（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不许拥有空军，陆军人数不得超过 10 万；莱茵河东岸 50
千米内，德国不得设防）
。政治（德国承认并尊重奥地利、波兰、捷克的独立）
。赔款（由协约国建立“赔款
委员会”
，决定德国战争赔款的总数）
。殖民地问题（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英法日以委任统治三国瓜分）
。可
见 C 表述错误。
答案：C
12.把“冷战”推向高潮的标志是（

）

A.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
B.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C.欧洲复兴计划的提出
D.北约和华约两大组织的建立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美苏“冷战”的有关知识。美苏“冷战”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北约和华约的建立，1949 年
以美国为首成立了北约。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建立华约，标志着美苏“冷战”
正式形成，
“冷战”达到高潮，A 是序暮，B 是开始标志，C 是经济方面的表现，故选择答案 D。
答案：D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26 分）
二、非选择题（共 26 分）
13.举出《南京条约》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
（任举 4 个，4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南京条约》内容的识记。鸦片战争中，1842 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
条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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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同英国商定。
答案：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任举 4 个，4 分）

14.举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6 分）
解析：本题考査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根据所学知识，1950-195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空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极大増强了中华民
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贏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答案：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野心；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空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
威望。
（6 分）
15. 阅读下列材料（共 8 分）
186 1 年，美国内战爆发，为了摆脱困境，取得战争胜利，1862 年，林肯政府采取了一些顺应民意措施：允
许在西部土地上耕种 5 年以上，缴付少量手续费可

获得一定面枳土地;又规定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叛乱

各州的黑奴获得自由并可以参加联邦军队。
请回答：
(1)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 分）
(2)林肯政府为取得战争 胜利颁布了哪两个法令？（4 分）
(3)美国南北 战争 的性质是什么？（2 分)
解析：
(1)本题旨在考査学生对美国南北战争根本原因的准确理解与认识，联系已学知识可知，美国内战的根本原
因是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矛盾，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自由的劳动力， 而南
方的种植园经济采用的是奴隶制，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的发展，于是产生了矛盾，
内战爆发。
(2)本题主要考査美国南北战争有关的文件。1862 年 9 月，为了扭转内战初期失利的战局，林肯颁布了《宅
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规定从 1863 年元旦起，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并允许奴隶作为自由人参
加北方军队。
《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使林肯政府获得群众的支持，激发了广大黑人奴
隶的革命热情，最终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
(3)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这场战争，美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
度，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大障碍，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南北战争扫清了资本主义
发展的又一大障碍，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又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答案：
(1)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的发展（2 分）
(2)《宅地法》
、
《解放黑奴宣言》(4 分）
(3)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2 分）
16．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70 周年，请回答：
（共 8 分）.
(1)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什么？（2 分）
《联合国家宣言》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签署的？（2 分）
(2)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转折点的战役是什么？（2 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什么？（2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关知识。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9 月 3 日，英
法在向德国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照会遭到拒绝后，根据此前同波兰签订的条约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
战全面爆发。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开始逐步地走向联合。1942 年 1 月，
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各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保证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物
力，联合起来，彻底打垮法西斯国家。
(2)斯大林格勒战役改变了苏德战场的形势，巩固并发展了反法西斯同盟，促使法西斯集团的瓦解，推动了
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又是二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

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德、意、日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達立，因此二战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正义性。
答案：
(1)德国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宣战（2 分）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世界反法西斯
国家开始逐步地走向联合。（2 分）
(2)斯大林格勒保卫战（2 分）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