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黑龙江省龙东地区中考真题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
1.他以治水造福于民而名扬天下，又以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而名垂青史。“他”
是（
）
A.黄帝
B.禹
C.舜
D.启
解析：相传禹，领导人民治理洪水，与群众同甘共苦，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约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故选 B。
答案：B
2.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秦长城的起止点是（
）
A.临洮—辽东
B.临洮—咸阳
C.陇西—辽东
D.临洮—函谷关
解析：秦始皇为了安定北边，抵御匈奴的进扰，维护国家的统一，让蒙恬负责，修筑了西起
临洮、东到辽东的城防，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故选 A。
答案：A
3.“和同为一家”是指唐朝与哪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
A.回纥
B.南诏
C.吐蕃
D.靺鞨
解析：阅读题文所给提示信息：对“‘和同为一家’是指唐朝与哪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的表述，根据所学知识，“和同为一家”是指唐朝与吐蕃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唐朝时文成
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唐与吐蕃“和同为一家”，故选项中 C 符合题意。故选
C。
答案：B
4.下面这道连线题搭配正确的是（
①辽—契丹族
②西夏—元昊
③阿骨打—党项族
④北宋—赵匡胤
⑤金—阿保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③④⑤

）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西夏是中
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一个政权，1038 年，元昊建国时以夏为国号，又因其在西方，宋称
之为“西夏”。阿骨打是女真族著名首领.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史称北宋.女真族首领完颜
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1115 年建都立国，国号大金.综上所述，搭配正确是①②④。故
选 B。
答案：B
5.“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盘踞）
，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对殖
民者提出这一正义要求的民族英雄是（
）
A.戚继光
B.郑成功
C.林则徐
D.邓世昌
解析：题干材料中特别强调的地区是“台湾”在题目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郑成功打败荷兰
殖民者收复台湾与这个地区有关，戚继光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黄海海战壮烈牺牲。
故选 B。
答案：B
6.“脚踏黄河水倒流，搬来泰山做枕头。决心苦战十五年，
（钢产量）赶上英国不发愁。”
与这首歌谣相关的历史事件是（
）
A.三大改造的完成
B.国有企业改革
C.“大跃进”运动
D.“一五”计划的完成
解析：题干给出的“脚踏黄河水倒流，搬来泰山做枕头。决心苦战十五年，（钢产量）赶上
英国不发愁。”明显非常夸张，这是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泛滥的表现。“大跃进”
运动的主要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故选 C。
答案：C
7.“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这个事件
是（
）
A.戊戌变法
B.南昌起义
C.西安事变
D.辛亥革命
解析：由题干提取关键信息：“结束帝制”“赶跑皇帝”“建立共和”。根据所学可知，符
合题干描述的历史事件是辛亥革命。1911 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
命，废除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故选 D。
答案：D
8.“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戊戌六君子中哪位在就义之前说的
（
）
A.谭嗣同
B.康有为

C.梁启超
D.杨锐
解析：1898 年 9 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
等六人被杀害，维新变法最终以失败结束。谭嗣同在刑场吟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
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义。故选 A。
答案：A
9.1949 年 10 月 1 日，
历经沧桑的中国人迎来了自己的节日。这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是
（
）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B.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C.西藏和平解放
D.《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
解析：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北京 30 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54 门礼炮齐
鸣 28 响，人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新中国的诞生。故选 B。
答案：B
10.一位农民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祖祖辈辈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有三亩、
五亩的地，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那有多高兴啊……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信中的“这
个梦想实现了”是因为（
）
A.土地改革
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人民公社化
D.农业生产合作化
解析：题文中农民给毛主席写信，可判断是 1950—1952 年的土地改革。联系所学可知，1950
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土
地的梦想得以实现，选项中 A 符合题意。故选 A。
答案：A
11.中国的近代化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艰难起步.标志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历史
事件是（
）
A.五四运动
B.新文化运动
C.洋务运动
D.鸦片战争
解析：依据已学知识可知，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所以选 C。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D。故选 C。
答案：C
12.与“会战石油，艰苦创业”这一描述相符的人物是（
A.焦裕禄
B.邓稼先
C.袁隆平
D.王进喜

）

解析：王进喜在大庆石油会战中，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
“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打出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他常说：“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曾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成为我国石
油工人艰苦创业的一面旗帜，被群众誉为“铁人”。故选 D。
答案：D
13.“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者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我
们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是（
）
A.中共十五大
B.十一届三中全会
C.中共七大
D.中共八大
解析：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它完成了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
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故选 B。
答案：B
14.既是《南京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又是 1980 年我国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这个城市是（
）
A.深圳
B.珠海
C.厦门
D.汕头
解析：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既是《南京条约》开放
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又是 1980 年我国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厦门。故选 C。
答案：C
15.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会议是（
）
A.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
B.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
C.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
D.第 28 届联合国大会
解析：1971 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席位。故选 B。
答案：B
16.《圣经》把两河流域描绘成“人类幸福的伊甸园”。
在这里曾经孕育的文明国度是（
）
A.古巴比伦
B.古代埃及
C.古代印度
D.古中国
解析：分析题目，两河流域是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根据所学知识，两河流域孕育的

文明是古巴比伦文明，B 古尼罗河流域孕育出古埃及文明，C 古印度河流域孕育出古印度文
明，D 黄河，长江孕育出中国文明。故选 A。
答案：A
17.公元 7 世纪，日本效仿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的改革，史称（
）
A.农奴制改革
B.彼得一世改革
C.查理·马特改革
D.大化改新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公元 7 世纪，日本效仿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改革，史称
大化改新，使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故选 D。
答案：D
18.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被誉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
一位诗人。”他是（
）
A.莎士比亚
B.达·芬奇
C.但丁
D.伏尔泰
解析：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被誉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
的最初的一位诗人。他创作的《神曲》，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会的厌恶，率先对教会提
出批评。故选 C。
答案：C
19.1966—1976 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这场运动是（
）
A.四五运动
B.十年内战
C.文化大革命
D.反右斗争扩大化
解析：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
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故选 C。
答案：C
20.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以 1944 年 6 月一场著名的战役为背景，谱写出惊天地、泣鬼
神的壮丽诗篇。这场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的战役是（
）
A.德国闪击波兰
B.诺曼底登陆
C.德国进攻苏联
D.珍珠港事件
解析：1944 年 6 月，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美英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
战场。盟国武装力量开始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粉碎德国法西斯的
最后决战阶段。故选 B。
答案：B

二、组合列举题（每小题 4 分，共 7 分）
21.（4 分）根据提示写出相应的历史人物。
(1)领导禁烟运动的民族英雄是
。
(2)使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古代世界最高峰的雅典执政官是
。
(3)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并颁布《法典》的是
。
(4)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是
。
解析：1839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禁
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改革，
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极盛。1804 年 12 月，拿破仑称帝，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统治时
期，为了加强统治，先后制定和颁布《民法典》
、
《商法典》和《刑法典》。1950 年 10 月，中
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抗美援朝。
答案：
(1)林则徐
(2)伯里克利
(3)拿破仑
(4)彭德怀
22.（3 分）根据提示写出相应的历史事件。
(1)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历史事件是
和平解决。
(2)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是
。
(3)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是
。
解析：(1)结合所学可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2)结合所学可知，萨拉托加大捷是世界史上著名的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这次
战役开始于 1777 年 9 月 19 日，在战斗中英军死 600 人，美方死 300 人。
(3)结合所学可知，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起义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
序幕.此后法国资产阶级不断努力维护和发展大革命的成果。
答案：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2)萨拉托加战役
(3)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三、辨析改错题（每小题 2 分，共 8 分）指出下列表述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23.达到我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文学作品是《西游记》
。
错误：
改正：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清朝曹雪芹著有《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具有高度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游记》是一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神话小
说。
答案：
错误：
《西游记》
；
改正：
《红楼梦》
。
24.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史记》
，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错误：
改正：
解析：北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历时 19
年编成.全书 294 卷，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的韩、赵、魏三家分晋至五代末年共 1362
年的历史。宋神宗对它的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答案：
错误：
《史记》
；
改正：
《资治通鉴》。
25.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兴中会。
错误：
改正：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05 年 8 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
命团体的代表约一百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答案：
错误：兴中会；
改正：中国同盟会。
26.全面内战爆发的标志是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陕甘宁解放区。
错误：
改正：
解析：1946 年 6 月，国民党 20 多万人，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答案：
错误：陕甘宁解放区；
改正：中原解放区。
四、史料解析题（24 题 8 分，25 题 6 分，26 题 5 分，27 题 6 分，共 25 分）
27.（8 分）从古至今，桥梁不仅体现了建筑艺术之美，而且承载了国家和民族或辉煌灿烂或
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图 1 民族自豪

图 2 革命攸关

图 3 国家存亡
(1)结合所学知识，写出图 1 建筑的名称。
(2)图 2 反映的是红军长征中什么事件？体现了红军的什么精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
周年？
(3)1937 年在图 3 这座桥上发生了什么事件？该事件标志着什么？
(4)图 3 这座桥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请你举出一例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役，并简要概括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解析：
(1)由图 1 中的图片可知，这是赵州桥，它是隋朝时期由李春设计的，它不仅是我国而且是
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桥。
(2)由图 2 及其旁边的文字《大渡河之歌》可知，这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的飞夺泸定桥或强渡
大渡河的事件。这充分体现了红军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36 年，红军
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3)由图 3 及其旁边的文字《卢沟桥之歌》可知，这座桥是卢沟桥，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
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4)据所学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0 年下
半年，彭德怀领导了百团大战，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 年，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
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它增强了全国人民的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
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是中国由衰败
到振兴的转折点。
答案：
(1)赵州桥
(2)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苦、不怕牺牲）；80 周年

(3)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4)百团大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
全胜利。它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
地位得到提高，是中国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28.（6 分）中日是当今世界两个大国，近代日本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回顾两国关系的历史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阅读下列图文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黄海激战
材料二：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
候中央处理.
——蒋介石致张学良密电
(1)材料一反映的是近代日本发动的一次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次战争的名称是什么？这次战
争后中日签订了什么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2)密电中的“沈阳日军行动”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它是指哪一事件？密电反映
了蒋介石怎样的态度？导致了什么后果？
解析：
(1)材料一中的“黄海激战”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一次海战，所以它反映的是日本侵略中国
的甲午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
，使中
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2)据所学知，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日本侵略军有预谋
地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
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由材料二“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
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可知，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的态度，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陷，东
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答案：
(1)甲午中日战争；
《马关条约》
；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2)柳条湖事件；不抵抗；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陷，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29.（5 分）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北方人看不惯南方人，南方人看不惯北方人……当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不是别的，而

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
共处了。
材料二；这次改革是沙皇自上而下实行的改革，它是俄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材料三；过去的西洋文明是外国人引进的，从今以后我们日本人要用自己的手将西洋文明带
入国内。
——1868 年某日本官员语
(1)分别写出材料一、二、三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名称。
(2)结合材料一说出美国黑人不再为奴的法律文献是什么？
(3)材料一、二、三反映的历史事件对各国产生了什么共同影响？
解析：
(1)由材料一“当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之
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共处了”可知，这反映的是美国南北战争。
由材料二“次改革是沙皇自上而下实行的改革，它是俄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可知，
这指的是俄国 1861 年改革。由材料三“从今以后我们日本人要用自己的手将西洋文明带入
国内”可知，这指的是明治维新。
(2)由材料一及所学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于 1862 年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主
张所有美利坚邦联叛乱下的领土之黑奴应享有自由，对北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
用。
(3)据所学知，美国南北战争、俄国 1861 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都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美国南北战争、俄国 1861 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
(2)《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
(3)都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他言之有理也可）
30.（6 分）阅读下列有关战争的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14 年欧洲陷入一场令人备受折磨的致命战争。战争消耗掉欧洲大量的财富，夺
去数以万计的欧洲年轻人的生命……
——（美）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进攻……这
一天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
——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当今世界，美国多次发动局部战争，特别是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越过联合
国安理会，以南联盟军队屠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为借口，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岳麓书社《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
(1)材料一中“令人备受折磨的致命战争”指的是什么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2)材料二中“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进攻”指什么历史事件？这一事
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有何重大影响？
(3)依据材料三，你认为威胁当今世界安全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请你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
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
解析：
(1)依据题干内容“1914 年欧洲陷入一场令人备受折磨的致命战争。战争消耗掉欧洲大量的
财富，夺去数以万计的欧洲年轻人的生命……”结合所学知，1914 年——1918 年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战争。
(2)依据题干内容“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进
攻……这一天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结合所学可知是对珍珠港事件的描述。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特遣舰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第
二次世界大战达到规模最大化.
(3)结合所学可知，科索沃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推动下发生在 20 世纪末的一场高技
术局部战争；体现了当今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成为威胁当今世界安全的因素.为维护
世界和平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属于开放性题目，学生只要围绕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等方面
作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战争。
(2)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最大化。
(3)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五、活动探究题
31.（10 分）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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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战略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对外交往是
国家实力的展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根据以下图文材料，探究如下问题：
【经济交流】
材料一：丝绸之路路线图

材料二；郑和七次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换
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与当地居民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不占别国一寸土地，未
掠夺他人一分财富.
——《郑和下西洋—伟大的和平使者》
材料三：15 世纪，追求财富的欧洲人梦想去东方发财，开始探寻通往东方的航路。
【文化交流】
材料四：

图1
图2
【政治交往】
材料五：1955 年众多亚非独立国家的首脑，聚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第一次没有殖
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材料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
的政策，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
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改善两国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中华书局《中国历史》
（八年级下）
(1)根据材料一回答；两次出使西域，并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是谁？丝绸
之路经过的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请写出西汉时加强对新疆管辖的史实。
(2)根据材料二说出郑和和船队最远到达的地区。
(3)根据材料三回答：1942 年横渡大西洋到达今天美洲的航海家是谁？
(4)请按顺序写出材料四图 1 和图 2 中人物的主要贡献分别是什么？
(5)根据材料五回答：出席亚非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谁？他提出的什么方针促进了
会议的圆满成功？
(6)根据材料六回答：1972 年访华的美国总统是谁？中美正式建交是在哪一年？
解析：(1)结合所学可知，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通使西域，其主
要目的是联系西域的一些势力抗击匈奴。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
绸之路。公元前 60 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
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1405 年—1433 年，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下西洋。船队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
域之间，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一带。
(3)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一生从事航海活动，相信大地球形说，认为从欧洲西航可达东方
的印度和中国。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先后 4 次出海远航（1492～1493，1493～1496，1498～
1500，1502～1504）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开辟了横渡大西洋
到美洲的航路。
(4)结合所学可知，鉴真不畏艰险，六次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
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唐朝
高僧奉唐太宗之命西行天竺，求取佛经，促进了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流。玄奘口述，辩机记录
的游记《大唐西域记》
，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
地理之重要资料。
(5)1955 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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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万隆精神”。
(6)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答案：
(1)张骞；公元前 60 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
(2)非洲东海岸与红海地区。
(3)哥伦布。
(4)东渡日本弘扬佛法，西行天竺求取佛经。
(5)周恩来，求同存异。
(6)尼克松，1979 年 1 月 1 日。
32.（10 分）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推动文明演进的主要力量。
结合以下材料，探究如下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多次发表谈话：“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
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诺，它
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而且无
疑将是对人类的一大恩惠.”
(1)请按顺序写出图①中的火车和图②中的飞机分别是谁发明的？
(2)请分别写出 A、B 两个时代的名称。
A 时代：
B 时代：
(3)图③反映的是哪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这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什么？
(4)材料二体现了爱因斯坦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他的哪一理论的提出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5)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1964 年 10 月，我国打破
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事件是什么？被誉为“两弹元勋”的科学家是谁？
(6)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变暖等很多负
面影响，谈谈你的看法。
解析：
(1)工业革命中，1825 年 9 月 27 日，英国的史蒂芬孙亲自在达林敦和斯托顿之间首次驾驶
自己同别人合作制造的“旅行者号”进行铁路运输，并获得成功。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国
的莱特兄弟于 1903 年 12 月 17 日他们驾驶自行研制的固定翼飞机“飞行者一号”实现了人
类史上首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持续而且受控的动力飞行，被广泛誉为现代飞机的发明者。
(2)结合所学可知，火车出现于工业革命中，飞机出现于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工业革命中瓦
特完成了对蒸汽机的改进，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开
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蒸汽时代。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科学
技术领域出现了研究、探索和发明创造新热潮；历史上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

命是以电为核心的革命，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进了电气时代。
(3)结合所学可知，题干中的信息化时代指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
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科学技术领域。其中电子计算机的广
泛使用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
(4)结合所学可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
空间”等概念。狭义相对论最著名的推论是质能公式，它可以用来计算核反应过程中所释放
的能量，并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5)1964 年 10 月，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在中国西部的戈
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
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打破了帝国主义核垄断。邓稼先是九三学
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
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科学家。
(6)本题为开放性题目，学生只要围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大力发展科技等方面作答，言之
有理即可。
答案：
(1)史蒂芬孙。莱特兄弟。
(2)蒸汽时代，电气时代。
(3)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
(4)相对论。
(5)第一个原子弹成功爆炸。邓稼先。
(6)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要大力发展科技，正确利用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