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江苏省苏州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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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
1.数轴记忆是学习历史的方法之一。下面是一位同学在复习中国古代某一历史时期政权更迭时制作的年代
标尺，其中①处应该是(

)

A.夏朝
B.商朝
C.周朝
D.秦朝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夏朝到东周时期政权更替的情况。上图年代尺中，①是约公元前 2070 年是禹建立夏朝
的时间，②是公元前 1600 年是汤灭亡夏朝，建立商朝的时间，③是公元前 1046 年是武王建立西周的时间，
④公元前 770 王东迁洛邑，东周开的时间。故答案选 A。
答案：A
2.经典诵读可以帮助我们提取丰富的历史信息。
《三字经》
“嬴秦氏，始兼并……迨至隋，一土宇… …元灭
金，绝宋世。太祖兴，国大明”中所反映的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的朝代有(

)

A.秦隋宋
B.秦隋元
C.秦元明
D.隋元明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从材料内容看，“嬴秦氏，始兼并”是说秦兼并六国，开始统一全国，
“迨至隋，一土宇”是说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元灭金，绝宋世”是说元朝结束了辽、
宋、夏、金等政权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全国，而宋朝只是结束五代十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并没有完全统一
全国，周边还有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明朝是延续元朝的统一。因此，这则材料反映的从
长期分裂走向统一朝代是秦隋元。故答案选 B。
答案：B
3.有学者指出：
“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
国，王而不藩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康熙）四人而已。
”这里的“国家政体”是指(

)

A.王位世袭制
B.分封制
C.行省制
D.中央集权制
解析：材料提到的四位皇帝都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方面非常有建树，如: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汉武
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大一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还解除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清圣
祖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他们的这些做法都加强中央集权，因此，这里的“国家政体”是指中央集权
制。故答案选 D。
答案：D
4.民族友好交往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段段佳话。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吐蕃的发展

与进步，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吐蕃位于下图中的(

)

A.①
B.②
C.③
D.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识图能力。右图是唐朝后期疆域和边疆各族的分布图。图中①所在地示的少数民族政权
是吐蕃，它与唐朝是“和同为一家”的关系；②所示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回鹘，原先叫回纥，唐玄宗封其首领
为“怀仁可汗”
；③所示的少数民族政权是靺鞨族建立的渤海政权，唐玄宗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
；④所示
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祖先建立的南诏，唐玄宗封其首领为云南王。故答案选 A。
答案：A
5.下面示意图显示了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图中①相对应的时期应该是(

A.南朝
B.唐朝
C.宋朝
D.元朝
解析：图中第三副天平明显偏向“南”边，说明了此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而我国经济重心是在南
宋时完成南移的，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我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的趋势，唐朝中后期，我国经济重
心开始南移。故答案选 C。
答案：C
6.汪林茂在《层次递进的晚清三次新政》中评论某一历史事件时说：“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了‘自强’
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近（现）代化的这辆列车。
”据此可见，
他认为(

)

A.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主要体现在开辟了近代化道路
B.戊戌变法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具有启蒙意义

)

C.辛亥革命乃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显著的里程碑
D.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主要向我们说明了洋务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开辟中国近
代化的，材料中的“自强”是洋务运动的前期的口号。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材
料也没有涉及五四运动。故答案选 A。
答案：A
7.在某次战争之后，列强欣喜若狂，声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英国一家报纸评论道：
“中国为东方一团大
物，势已动摇……今欧洲之人，虽田夫野老，无不以瓜分中国为言者。”这次战争是(

)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解析：材料反映了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是受到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而鸦
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并没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于列强掀起瓜分中
国狂潮之后。故答案选 C。
答案：C
8.梁启超在纪念某一 运动时说：
“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
群众尤甚。吾以为近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
他评述的是(

)

A.义和团运动
B.五四爱国运动
C.新文化运动
D.国民革命运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反映梁启超预测青年由从事文化运动转变为从事有效的政治运动，
其标志是五四爱国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只是一场农民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
动，国民革命运动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故答案选 B。
答案：B

9.下图是 1936 年 12 月 13 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示意图，从中可以获取的重要历史信息是(

)

A.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
B.蒋介石命令张、杨进攻陕北红军
C.张、杨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爆发
D.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解析：从图片所示的报纸中文章标题“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可知，从该图可以获取的信息是张、杨逼蒋抗

日，西安事变爆发。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于 1931 年，蒋介石命令张、杨进攻陕北红军，这是张、杨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正式幵始的标志是 1937 年七七事变。故答案选 C。
答案：C
10.历史图示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直观而简明的反映。下面 的示意图更有助于我们了解(

)

A.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历程
B.国民大革命的主要进程
C.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程
D.人民解放战争的主要进程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示意图中的事件均发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解放战争期间，可以先
排除 A，它们也不是国民大革命时期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事件，因此，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民解放战
争的进程 。
答案：D
11.板书是浓缩的教学案。见下图板书设计，其标题应为(

私有制
农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

)

公有制
走合作化道路
赎买

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A.土地改革
B. 三大改造
C.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国有企业改革
解析：上图主要介绍了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赎买而实行公私合营，我国通过这
些做法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因此，它的标题应该为三大改造。而土地改革是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仍然属于土地私有制，材料中
的信息也没有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故答案选 B。
答案：B
12.1993 年 4 月 1 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
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近 40 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就此谢幕，象征着一个新时
代的来临。
“新时代”是指(

)

A.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
B.人民公社化时代
C.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
D.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中，原来实行粮票、油漂供应，主要是因为人民公社时代和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发行票据是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后来取消粮票、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
开供应，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而向社会主义过

渡时代并没有实行票据制度。故答案选 D。
答案：D
13.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公元 1500 年作为重要的历史分期点，你认为以 1500 年为分期点的主
要依据是(

)

A.1500 年是一个整数时间，容易记忆
B.1500 年前后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
C.1500 年是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D.1500 年前后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解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公元 1500 年作为重要的历史分期点，主要依据是此时欧洲探险家
开始开辟新航路，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并非 1500 年是一个整数时间，容易记忆，也不是说 1500 年是欧洲
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1500 年前后欧洲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产阶级也没有确立统治地位。
故答案选 B。
答案：B
14.下图所示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

)

A.文艺复兴的推动
B.英国的殖民扩张
C.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
D.英国开展了工业革命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统计图中英国农业比重迅速下降，工业比重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
开展了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迅速的发展。故答案选 D。
答案：D
15.判断下列连线题不正确的是(

A.选项 A
B.选项 B
C.选项 C
D.选项 D

)

解析：四个选项中，A 项明显错误，因为拿破仑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因此《拿破仑法典》出自法
国，不是出自英国，1689 年，英国议会是通过《权利法案》的。故答案选 A。
答案：A
16.以下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发展示意图，数字处填入内容 按次序对应分别是(

)

A.理想到现实、一国到多国、空想到科学
B.理想到现实、空想到科学、一国到多国
C.空想到科学、理想到现实、一国到多国
D.空想到科学、一国到多国、理想到现实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识图能力。图中的①处发生的有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国际工人运动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也因此空想变成科学；②处
应该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明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由理想变成现实；
由此推测，③处应试填写“一国到多国”
。故答案选 C。
答案：C
17.下列关于下图 B 段对应历史时期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①轮船、火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
②19 世纪 70 年代，电力作为新能源进入生产领域
③电话、电报等新通讯手段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
④内燃机的发明促进了石油开采、交通运输的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上图实际上是反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史实，A 段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明有
蒸汽机和以蒸汽机做动力机器的交通工具轮船、火车等，B 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有电力产生，以及电
话、电报、内燃机和以内燃机做动力机器的交通工具汽车、飞机的问世，石油的幵采等。故答案选 B。
答案：B
18.某初三班举行历史辩论会，下图所示为双方辩手的主要观点。据此判断此辩论会的主题应该是(

)

A.农奴制改革的利弊
B.新经济政策的利弊
C.斯大林模式的利弊
D.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利弊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能力。我们可以将材料中正方的观点中“该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
和反方的观点中“该国经济发展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套到四个选项中进行排除，不难发现，此次辩论会的
主题歌应该是斯大林模式的利弊，因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在短期内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盛的工业国，但是
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奴制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保
留大量封建残余，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促进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故答案选 C。
答案：C
19.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速度——特别是商业、
旅行、通信和革新的速度，最经常问的问题是：
“你和谁相连？怎样相连？”这反映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
(

)

A.计算机互联网技术
B.原子能技术
C.航空航天技术
D.生物工程技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你和谁相连？怎样相连？”，
“相连”两个字就
已经暗示答案是 A，因为商业、旅行、通信和革新的速度会快，主要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人们获
取各个方面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故答案选 A。
答案：A
20.图示法是中学生学习历史的一种常用方法。下面是不同时期世界形势示意图，其中能够反映当今世界形
势的是(

A.

)

B.

C.

D.
解析：图 A 反映的是一战前夕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对抗的形势，图 B 反映的二战时期三国轴心形成的史实，
图 C 反映了二战后北约和华约两极对抗形势，图 D 反映了当今世界暂时形成了 “一超多强”的局面。
答案：D
二、判断题：判断正误，并在答题卡相应的方框内填涂，正确的填涂 A，错误的填涂 B（本大题共 6 小题，
每小题 1 分，共 6 分）
。
21.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到天竺求取佛法，后来，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唐朝文化。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玄奘西游天竺和鉴真东渡日本的史实。贞观初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 前往
天竺求取佛法，贞观后期，玄奘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幵始专心翻译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
记》
。唐玄宗时，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第六次才成功，鉴真在日本十年，辛勤不懈地弘扬佛法
和传播唐朝文化。故本题观点正确。
答案：A
22.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高举“民主”
“科学”两面大旗，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展开了猛
烈进攻。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文化运动的史实。新文化运动兴起于 1915 年，其标志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他们高举“民主”
“科学”两面大旗，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展开了猛
烈进攻。故本题观点正确。
答案：A
23.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吴起镇，宣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红军长征结束的标志。红军长征结束的标志是 1936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
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而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吴起

镇，则是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答案：B
24.下面的示意图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的战况。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识图能力和读图能力。本题观点错误，因为从地图中地名看，里面有“枣庄”
“台儿庄”
等地，这个地方抗战期间，发生国民政府组织的徐州会战中的一次著名的大战役是台儿庄战役，是抗战期间
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并不是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
答案：B
25.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是两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在本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和
日本明治维新，都使两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暂时摆脱了统治危机 ，是两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点。
答案：A
2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以便捞取战利品，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题文表述明显错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存在
协约国集团，只有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和反法西斯同盟国集团，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捞取
战利品，而是为了彻底打垮法西斯，本题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混
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捞取战利品。
答案：B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2 分，每空 1 分，共 6 分）
。
27. 1895 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举人，请求光绪帝变法，史称“
发动的

”
。1911 年，革命党人

取得胜利，史称“辛亥革命”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史实。1895 年春，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
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邀请各省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同日本议和，请求
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由此掲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1911 年，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
了胜利，之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2 月，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选
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因为 1911
年是旧历辛亥年，历史上把这次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
答案：公车上书

武昌起义

28.英国科学家

是近代自然 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建立的力学理论体系为人类迈进“蒸汽时代”

开辟了道路；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提出的

为人类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世界近代科学成就。英国科学家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建立了完整的力
学理论体系，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最大，为人类迈进“蒸汽时代”开辟了道路；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
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提出的相对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为原子弹的发明和原子能的应用提供了理
论基础，人类由此打开原子时代的大门。
答案：牛顿

相对论

29.1955 年，
提出的“

组织成立，两极格局由此形成，冷战 阴云密布。同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
”方针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两极格局的形成和万隆会议召开的相关史实。1947 年，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标志着
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美苏之间冷战的开始，以此为起点，美国在经济上推行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
计划”
，在军事方面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极格局
由此形成。同年，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幵，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挑
拨一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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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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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世界和平。
答案：华沙条约

求同存异

四、材料解析题：依据材料以及结合所学知识，根据设问，回答问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
30.（6 分）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正因为时代、角度不同，所以对许
多历史人物的思想文化活动都会见仁见智。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以后中国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

是明 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最大，其
对文化上危害也最长远。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材料二

统一思想，归本儒家，便是要使全国人有一致的信仰，让大家在相同的目标下，致力于共同的利

益，所以统一思想是有其必要的。……因此，我们平心而论，董仲舒统一思想，尊崇儒术的呼吁，其功当多
于过。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
(1)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曾遭受到哪“三次厄运”？（3 分）
(2)材料一、二对董仲舒的思想文化活动的评价有何不同。
（2 分）
(3)你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活动应遵 循怎样的原则？（1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材料的能力。材料一的内容已经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曾遭受到的三 次厄运：一是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是明朝初年的科举制度，即八股取士。本题
可以直接从材料中获取所需的信息，无需査阅教材和参考资料。
(2)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能力。依据以上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胡寄窗和李威熊对董仲舒的思想文化活
动的不同评价的：材料一在肯定其对封建政权长期巩固所起作用的同时，主要强调它对文化发展的危害; 材
料二肯定了独尊儒术对统一思想，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是功多过少。
(3)本题主要考査评价历史人物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应当坚持的原则有：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背景下考量；坚持有全面的观点，一分
为二的方法来评价，即要从不同角度评价人物活动。

答案：
(1)三次厄运：焚书坑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八股取士。
(2)不同评价：材料一在肯定其对封建政权长期巩固所起作用的同时，主要强调它对文化发展的危害；材料
二肯定了独尊儒术对统一思想，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
(3)原则：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背景下考量；要从不同角度评价人物活动。
31.（6 分）
“中国梦”的提出 ，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
《人民日报》的每一篇社论都是
流淌着的历史，足以勾勒出当代中国“强国梦”的轨迹。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

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全国人民必须同 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
”
——1953 年元旦社论
材料二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

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
——1958 年 6 月 21 日社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
”[来源:学科网 ZXXK]
-——19 58 年 8 月 3 日社论
材料三

“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实行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必然要多
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
式。
”
——1979 年元旦社论
(1)据材料一，指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党和政府为实现这个“最高利益”
而编制的建设规划叫什么？（2 分）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所学知识举一例说明。（2 分）
(3)据材料三，指出“战略转变”后党的工作重心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经济建
设的持续发展？（2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一阐明了“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是我国人民不
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由此可见，当时全国人民的最高
利益是（实现）工业化（发展工业）
。党和政府为实现这个“最高利益”而编制的建设规划叫第一个五年计
划（
“一五计划”）
。
(2)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二提出了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土地的产量是由人的胆子决定的。
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速度（急于求成）
、浮夸风、忽视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例子
如：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
(3)本题主要考査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三的社论发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转变后的工作重心是指经济（现代化）建设。三则材料反映
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不同经济政策，有的符合国情，有的脱离实际，由此，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政府制
定科学规划（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幵放，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工业强国等，到才能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
答案：(1)最高利益：
（实现）工业化（发展工业）
。
建设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
）。
(2)问题：高速度（急于求成）
、浮夸风、忽视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举例：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

(3)转变后工作重心：经济（现代化）建设。
认识：政府制定科学规划（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坚持改革开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工业强国等。
32.（6 分）曾经，世界是“欧洲”的；一度，世界是“美国”的。近现代以来，美欧关系在相对稳定中曲折
发展。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政策设计人员认识到，共产党人正在利用欧洲危机，如果他们进一步得逞，美国安全将会面临严

重威胁。不过他们认为，美国援助欧洲的目的不在于应付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在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生气和健
全经济。换句话说，其目的不是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是同经济失调作斗争，因为经济失调很容易使一切极
权主义运动在欧洲社会混水摸鱼……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关于美国援助西欧的政策》
材料二

1963 年戴高乐访问希腊时说“希腊和法国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将是保持独立的 国家地位，而

不做卫星国。”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不顾美国反对，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并与中国建交。70 年代，联邦德国展开了
旨在改善与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经过 10 年的不懈努力，英国终于在 1973 年成
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结束了英美特殊关系。
——整理自人教网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与欧共体（ 欧盟前身）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如下：

（注：以 1974 年时的欧洲共同体九国作为一个整体）
——整理自人教网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美国设计对西欧援助计划的意图。
（2 分）
(2)据材料二，指出美欧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结合材料三分析其变化的原因。（2 分）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二战后美欧关系演变的原因。
（2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材料的能力。从材料一看，当时美国援助西欧，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苏联等共产
主义势力会利用西欧危机掌握政权，在西欧扩张势力，这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由此可见，美国设计对西
欧的援助计划的意图是维护美国安全；促进欧洲经济的恢复，稳定资本主义秩序；控制西欧，遏制苏联。
(2)本题主要考査比较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材料一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美国企图通过在经济上援助
西欧各国来控制它们，西欧各国也因此一度受到美国的控制。但是，从材料二中法国总统、联邦德国和英国

的行为看，西欧各国在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从这边看，美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西欧依附（受制）于
美国到逐步摆脱美国控制而独立自主(或美欧关系分化其原因主要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发
展实力相对下降；西欧（欧共体）经济实力不断増强。
(3)本题主要考査综合分祈问题的能力。材料一反映了美国通过经济援助西欧控制西欧，材料二反映了西欧
国家在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材料三反映了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在逐步下降，而西欧却不断増强。说明战后美
欧关系演变的原因是双方综合实力的消长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答案：
(1)意图：维护美国安全；促进欧洲经济的恢复，稳定资本主义秩序；控制西欧，遏制苏联。
(2)变化：西欧依附（受制）于美国到逐步摆脱美国控制而独立自主（或美欧关系分化）
。
原因：美国经济发展实力相对下降；西欧（欧共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3)原因：双方综合实力的消长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