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辽宁省营口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1.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重视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战国
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提出类似主张，他的主张是（ ）
A.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按时令进山伐树
D.顺其自然，无为而冶
解析：本题考查孟子的思想主张。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
按时令进山伐树，这样自然资源才能持续利用，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故 ABD 不
符合题意。C 表述错误，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C。
答案：C
2.“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诸侯尽西来”该诗赞颂秦王赢政的历史功绩是（ ）
A.开发灵渠
B.兼并六国，完成统一
C.修筑万里长城
D.统一文字
解析：本题考査我国秦朝的相关知识，自长平之战后，东方个国再也无力抵挡秦军的强大攻
势。从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秦王贏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
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诸侯尽西来”该诗赞颂秦
王贏政的历史功绩是兼并六国，完成统一。不符合题意，B 符合题意，故答案选择 B。
答案：B
3.2017 年 5 月 14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各国代表共商合作
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其中的“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古代，
丝绸之路是（ ）
A.郑和下西洋的主要通道
B.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C.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
D.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解析：本题考查丝绸之路的有关知识。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基础上，西
汉开创了丝绸之路。古代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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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 不符合题意，C 符合题
意，故答案选择 C。
答案：C
4.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管理，充满着艰辛。今天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局面来之不
易。为加强对西藏的管辖，1727 年淸政府设置的管理机构是（ ）
A.伊犁将军
B.台湾府
C.宣政院

D.驻藏大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清朝对西藏的管辖。清朝前期，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康熙帝册封五世
班禅。1727 年，雍正皇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故 D 符合
题意，ABC 不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D。
答案：D
5.美国汉学家费正淸在谈到中国清朝某一政策时说：
“归根到底，它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
防守和排外的。
”他评论的政策是（ ）
A.对外开放政策
B.休养生息政策
C.闭关锁国政策
D.汉化政策
解析：费正清评论中国明清时期的这一政策是“目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其意思是闭关
自守，盲目排外，这说明他评论的是闭关锁国政策。
答案：C
6.“废两千年帝制，首义归功先行者。”对联中“废两千年帝制”的革命是（ ）
A.辛亥革命
B.西安事变
C.南昌起义
D.洋务运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辛亥革命的有关知识。依据已学知识可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
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
“废两千年帝
制”的革命是辛亥革命。BCD 不符合题意。A 符合题意，故选 A。
答案：A
7.北京天安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象征。1919 年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是（ ）
A.北伐战争
B.戊戌变法
C.新文化运动
D.五四运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五四运动有关知识的认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爱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ABC 和题文材料无关，不符合题意，答案选 D。
答案：D
8.“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毛泽东率领数万工农红军所完成的战略转移，就是中国
革命史的伟大传奇。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是（ ）
A.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B.巧渡金沙江
C.吴起镇会师
D.四渡赤水河
解析：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
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答案：A
9.暑假期间，小明在旅行社报名参加了北京和天津五日游活动，导游向他介绍了解放战争时
期发生在这里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重要的战役是（ ）
A.淮海战役
B.平津战役
C.辽沈战役
D.渡江战役
解析：由材料中的地点“北京和天津”可知，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这里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平
津战役．解放战争中，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同时，东北解放军又挥师入关，开赴华北战场，同
华北解放军合力进行平津战役，解放军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孤立据点，
截断敌军难逃和西窜的通路，华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克张家口、天
津等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北平国民党军队在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
1949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
答案：B
10.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下列选项中不厲于该会议
内容的是（ ）
A.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B.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C.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D.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解析：本题考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知识点。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的内容：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确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
行曲》为代国歌，改北平为北京作首都，采用公元纪年；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
雄纪念碑。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不是会议内容，选项中 A 符合题意，故选 A。
答案：A
11.2016 年 10 月 11 日，
“神舟十一号”成功发射。这是我国航天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突破。
追溯历史，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在同一领域取得的成就是（ ）
A.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B.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C.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D.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1970 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
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ABC 不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D。
答案：D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直到 1500 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
了直接的交往，他们才始终联系在一起。
”把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的事件是（ ）
A.郑和下西洋
B.新航路开辟

C.工业革命
D.殖民扩张
解析：从 15 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了持续二百多年的海外探险、考察、寻找黄金和殖民扩
张活动，史称“新航路开辟”
。它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开阔了眼界，把世界各个
地区连在了一起。故 ACD 不符合题意，B 符合题意，故答案选择 B。
答案：B
13.1775 年 4 月的一天，北美大陆的一声枪响，一支英国军队与来克星顿的民兵发生冲突。
枪声改变了这片大陆的历史航道，让这场冲突上升为战争。这场战争是（ ）
A.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B.美国独立战争
C.法国大革命
D.美国内战
解析：由题干中的“来克星顿”
“枪声”可知，该事件指的是来克星顿的枪声，来克星顿的
枪声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标志，所以这场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
答案：B
14.有人说，是华盛顿创立了美国，林肯拯救了美国。其中“林肯拯救了美国”指的是（ ）
A.打败英国殖民者，赢得民族独立
B.制定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
C.废除黑人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
D.组建大陆军，起草《独立宣言》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美国南北战争有关知识的识记。依据学过的知识可知，1861—
1865 年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废除了黑人奴隶制，维护了美国的统一。ABD 和美国南北战争
有关，不符合题意。C 符合题意，故选 C。
答案：C
15.丘吉尔在发表的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中指出：
“摧毁了纳粹政权之时……我向欧洲
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联合起来! ”欧洲国家为此成立的是（ ）
A.亚太经合组织
B.欧洲联盟
C.世界贸易组织
D.北约
解析：本题考査欧盟的建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和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成立了 “欧共体”组织。1993 年，西欧国家在欧共体的
基础上成立了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ACD 不符合题意，B
符合题意，故 B 选项是正确的。
答案：B
二、列举题（共 5 分）
16.列举 17-18 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献。
（3 分）
解析：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利，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资产
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1776 年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独立。法国大革
命中，资产阶级制宪会议颁布《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 私有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
答案：英国：
《权利法案》
、美国：
《独立宣言》
、法国：《人权宣言》
。
17.请根据下列提示信息写出相关内容。（2 分）
(1)秦朝统一后，全国使用的货币是——
解析：秦始皇为巩固统治，统一货币，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
答案：圆形方孔钱
(2)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的转折性会议是——
解析：1935 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答案：遵义会议。
三、识图读图题（共 10 分）
18.阅读下列四幅图片后，回答问题：

(1)图一毕昇的发明是什么？四大发明中，为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创造条件的发明是什
么？广泛应用于战争的发明是什么？在汉代，还有一项为世界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发明是什
么？（4 分）
解析：依据课本知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北宋时制成指南针并开始用于航海。火药是我
国古代炼丹家发明的，唐朝中期的书籍里，已经有火药配方的记载。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
于军事上。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我国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西汉前期已经有了纸。
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纸。东汉蔡伦改造纸术、用树皮、麻
头、破布、渔网等造成便于书写的纸，人称“蔡侯纸”，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影响世界的四大
发明之一。
答案：毕昇发明活字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
(2)图二瓦特蒸汽机出现以后，极大地促进了大工厂生产的发展。从此，人类进入了什么时
代？史蒂芬孙利用蒸汽机发明的交通工具是什么？（2 分）
解析：1785 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机器获得了持续而稳定的动力，也使人类跨入到“蒸
汽时代”
，这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提高了生
产效率。史蒂芬孙利用蒸汽机发明的交通工具是火车。
答案：蒸汽时代；火车。
(3)图三的发明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它的发明者是哪位美国科学家？电力的应用日

益广泛，人类历史进入了什么时代？美国的莱特兄弟把人类翱翔天空的梦想变成现实，他们
的发明成果是什么？（ 3 分）
解析：在电器发明领域，
“发明大王”爱迪生在 1879 年研制成功耐用碳丝灯泡，为世界带来
了光明。电力的应用日益广泛，人类历史进入了电气时代。1903 年 12 月的一天，美国的莱
特兄弟研制飞机，并试飞成功。
答案：爱迪生；电气时代；飞机。
(4)图四出现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什么？（1 分）
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被称为“信息时代”，其最主要的发明是电
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它奠定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
答案：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
四、材料解析题（共 10 分）
19.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凡尔登是法国的著名要塞，是通向巴黎的门户和法军战线的中枢。1916 年初，德
军决定进攻凡尔登，把它变成“搌碎法军的磨盘。
”2 月到 7 月，德军不断向法军发起猛烈
进攻。法军面临困境，毫不退缩，顽强抵抗，德国速战速决的计划终于破产。
——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
材料二：关于反法西斯战争，传统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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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尼•格拉克斯坦《二战秘史》
材料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
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
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讲话
请回答：
(1)材料一描述的是一战中的哪次战役，请写出该战役的名称。
（1 分）
解析：材料一中直接有“凡尔登”及 1916 年这个时间，可知材料一述的是一战中的凡尔登
战役。
答案：凡尔登战役。
（1 分）
(2)材料二中的“反法西斯战争”指的是哪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什
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组建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该联
盟正式形成的志是什么？哪次战役被称作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不同力量间的协
调与合作”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该事件是什么？（5 分）
解析：材料二“关于反法西斯战争，传统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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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反法西斯战争”指的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 1939 年 9 月德军突袭波兰；为了对付共同
的敌人法西斯，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组建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该联盟正式形成的标志
是 1942 年 1 月 1 日 26 国华盛顿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称作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
场，该事件是诺曼底登陆战。
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
（1 分）1939 年 9 月德军突袭波兰；
（1 分）1942 年 1 月 1 日 26 国
华盛顿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
（1 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 分）诺曼底登陆战。（1

分）
(3)材料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间最早”中国人民从 1931 年开始了局部抗战，局部抗战
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持续时间最长”抗日战争从 1931 年到 1945 年经过了多少年？
请你写出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3 分）
解析：材料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
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
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中“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时间最早”中国人民从 1931 年开始了局部抗战，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九
一八事变；
“持续时间最长”抗日战争从 1931 年到 1945 年经过了 14 年；在抗日战争中牺
牲的民族英雄有左权、赵登禹等。
答案：九一八事变（1 分） 14 年（1 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左权等任选一位。
（1
分）
(4)根据材料及所学内容，谈谈你对战争有哪些认识？（1 分）
解析：根据材料及所学内容，谈谈对战争的认识属于开放性题目，言之有理即可，如战争一
定会带来灾难，以史为鉴，树立和平意识；发挥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珍爱和平，反
对战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等。
答案：战争是灾难，我们要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等。
（1 分，言之有理即可）
五、读史有感题（共 10 分）
20.2017 年 10 月 1 日，我们伟大祖国将迎来 68 周年华诞，68 年风雨历程，68 栽沧桑巨变，
在不同历史时期，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为实现心中的中国梦，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在探
索道路上曲折前行，在改革大潮中披荆斩棘，谱写了一曲曲宏伟壮丽的篇章。
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回答相关问题：
(1)中国近代历史上，列强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其中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的战争
是什么？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什么？（2 分）
解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
“变”是指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这一变化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因为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 年清政府被迫与
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和关税主权，这是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
答案：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
（2 分）
(2)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选举的中央局书记是谁？1949 年开辟
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事件是什么？（3 分）
解析：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
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标
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使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
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人民成了国家主人。

答案：1921 年中共一大的召开；陈独秀；新中国的成立（开国大典）。（3 分）
(3)改革开放是哪次会议作出的伟大决策？经济特区中，被称作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哪座
城市？（2 分）
解析：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指导思想，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
大战略决策，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1979 年党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
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随后 1980 年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成为对外
开放的窗口。其中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的代表，对外开放的窗口，被外国人成为“一夜崛起之
城”
。
答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圳。
（2 分）
(4)为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提出的伟大构想是什么？1997 年回归祖国的是哪个地 区？
1999 年回归祖国的是哪个地区？（3 分）
解析：据所学知，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
大构想。并首先在香港问题上得到成功实践，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
权。1999 年回归祖国的是葡萄牙占领的澳门。
答案：
“一国两制”
；香港；澳门。
（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