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第一次中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1 分）马克思说：
“代表陈腐世界的清帝国必然要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但是它基于
禁止毒品的道义原则，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大英帝国却是为了发财。
”这场“决斗”的结果是
（ ）
A.割让香港岛
B.赔款 4.5 亿两白银
C.允许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
D.严禁中国人民反帝
解析：依据题干“代表陈腐世界的清帝国必然要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但是它基于禁止
毒品的道义原则，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大英帝国却是为了发财。”可知，这场“决斗”的结果
是割让香港岛。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走私，借口中国禁烟，1840 年 6 月，英国舰队侵入中
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42 年 8 月，英国舰队沿长江而上，直逼南京城下，用
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赔偿英国 2100 万元，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答案：A。
2.（1 分）
“他的伟大不只在领导中国人民促使社会向一个崭新的时代跃进，还在于在消灭帝
制、缔造共和后仍为建设一个独立强盛、自由平等的中国而奋斗不息。
”材料评论的人物是
（ ）
A.李鸿章
B.孙中山
C.康有为
D.毛泽东
解析：题干材料给出了“消灭帝制、缔造共和”这个重要信息，联系所学知识可知材料评论
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答案：B。
3.（1 分）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群东北作家流亡到内地，他们创作了一批描写东北遭到异
族蹂躏的作品并迅速流行。这批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是（ ）
A.列强掀起瓜分狂潮
B.东北沦陷局部抗战
C.全国性的抗战爆发
D.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解析：由题干时间“20 世纪 30 年代初”结合所学，1931 年日军进攻沈阳，制造九一八事
变。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列强掀起瓜分狂
潮发生在 1898 年，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于 1937 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始于 1950 年，均与
题干时间不符。
答案：B。
4.（1 分）在某个“红色之旅”的展览厅里，讲解员正在结合两幅照片，深情地为参观者讲

述有关的史事件，她所讲的历史事件最有可能是（

）

A.国民党“一大”
B.中国共产党“一大”
C.遵义会议
D.重庆谈判
解析：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
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她的诞生是中国历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图示为中国共产
党“一大”的会址。
答案：B。
5.（1 分）三大战役中，和平解放北平的战役是（ ）
A.辽沈战役
B.淮海战役
C.平津战役
D.渡江战役
解析：A.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B.淮海战役，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
C.平津战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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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渡江战役是在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渡
过长江，解放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答案：C。
6.（1 分）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我们的工作”包括（ ）
A.制定并通过《共同纲领》
B.颁布《土地改革法》
C.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解析：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
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可知，
“我们的工作”包括制定并通过《共
同纲领》
。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为筹建新中国
做了充分的准备。
答案：A。

7.（1 分）如图照片首次发表在 1951 年《解放军画报》第四期的扉页上，从此成为抗美援朝
的标志。你知道行进中的军队称是（ ）

A.中国人民解放军
B.八路军
C.新四军
D.中国人民志愿军
解析：根据题干给出的 1951 年可知这支军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 年 10 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
国侵略者。此外题目给出的图片是教材原图，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答案：D。
8.
（1 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于 1953 年，你知道我国借鉴的是哪一国家的做法吗？
（ ）
A.美国
B.俄罗斯
C.苏联
D.印度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1928-1937 年，苏联先后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使苏联由传
统的农业国变成强盛的工业国，领导苏联建设的是斯大林；1953 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
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到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据此可知，我国执行五年计划是
学习的前苏联的建设经验。
答案：C。
9.（1 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是（ ）
A.互助组
B.农业生产合作社
C.人民公社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析：1953 年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1955 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农民踊跃参加合作社。
至 1956 年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答案：B。

10.（1 分）香港回归前，美国《财富》杂志曾以“香港之死”为题，“唱衰”香港。然而，
从 1997 年到 2016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 1.37 万亿港元增至 2.49 万亿港元，香港依然是
全球最富裕经济体之一，这充分说明了（ ）
A.“一国两制”的正确性
B.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C.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
D.西方媒体狼子野心
解析：香港回归前，美国《财富》杂志曾以“香港之死”为题，
“唱衰”香港。然而，从 1997
年到 2016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 1.37 万亿港元增至 2.49 万亿港元，香港依然是全球最
富裕经济体之一，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
，香港保持了经济的持续
快速增长，这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的正确性。
答案：A。
11.（1 分）许多地区的人民把当地河流比喻为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巴比伦文明孕育
于（ ）
A.长江流域
B.尼罗河流域
C.印度河流域
D.两河流域
解析：古代巴比伦文明孕育于两河流域。亚洲西部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行奔流，被
称为两河流域，因形似一轮弯月，土地肥沃，有“新月沃地”之称。公元前 3500 年以后，
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很多奴隶制小国。公元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汉谟拉比制定了
一部法典，史称《汉谟拉比法典》
，它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答案：D。
12.（1 分）伊斯兰教的创立触犯了下列哪一地区贵族的利益（ ）
A.麦地那
B.麦加
C.伊斯坦布尔
D.耶路撒冷
解析：伊斯兰教的创立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穆罕默德最初在麦加传教，麦加贵族担心会
损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迫害穆罕默德的信徒；622 年，穆罕默德带领少数信徒离开麦
加，在麦地那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把 622 年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630 年，穆
罕默德征服麦加，迫使麦加贵族接受伊斯兰教，承认他在政治和宗教领袖地位，麦加从此成
为伊斯兰教圣地。征服麦加，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632 年穆罕默德病逝时，阿拉伯半
岛已基本统一。
答案：B。
13.（1 分）有人想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情况，应该参考下列哪一文献（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
C.《人权宣言》
D.《共产党宣言》

）

解析：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
，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
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有人想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情况，应该
参考《权利法案》
。
答案：A。
14.（1 分）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发明者“一脚踏出的灵感”才促成了这种先
进的手摇纺纱机的诞生，他用自己的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这部纺纱机。这位幸运的发明者
是（ ）
A.瓦特
B.富尔顿
C.哈格里夫斯
D.史蒂芬孙
解析：18 世纪 60 年代，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先进的手摇纺纱机，他用自己的女儿珍妮
的名字命名为珍妮机。珍妮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
答案：C。
15.（1 分）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总统，100 多年来，他深受美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
与下列哪一历史事件有关（ ）
A.美国独立战争
B.美国南北战争
C.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D.冷战政策
解析：美国独立后，南方和北方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南方实行的是种植园奴隶制度，
严重阻碍了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南北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最终在 1861 年爆发了
美国内战。1861 年 3 月，林肯就任美国总统。1862 年，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并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美国在华盛顿的领导下
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制定了 1787 年宪法开创了民主政治制度。
答案：B。
16.（1 分）1917 年秋天，曾缔造出“奇迹般的俄罗斯”的是（ ）
A.亚历山大二世改革
B.俄国二月革命
C.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
D.俄国十月革命
解析：1917 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由此诞生。1917 年秋天，曾缔造出“奇迹般的俄罗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
答案：D。
17.（1 分）巴黎和会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却拒绝了中国收回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为战胜国，中法两国不同的命运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
（ ）
A.弱国无外交
B.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

C.中国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D.巴黎和会是战胜国处置战败国的会议
解析：巴黎和会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却拒绝了中国收回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是当时的中国实力弱小，而法国实力强大，同为战胜国，中
法两国不同的命运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弱国无外交。
答案：A。
18.（1 分）如图是一张美国电影海报，它描述了：l942 年，在冰天雪地里，德军的溃败就像
一场大灾难，并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终溃败。这场战役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该
电影海报反映的是（ ）

A.莫斯科保卫战
B.斯大林格勒战役
C.诺曼底登陆战
D.柏林攻坚战
解析：据题干“美国电影海报，它描述了：1942 年，在冰天雪地里，德军的溃败就像一场
大灾难，并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终溃败。这场战役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结合所
学可知，该电影海报反映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 年 7 月，德军开始集中力量进攻斯大
林格勒。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由此开始。1943 年 2 月，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军的胜
利宣告结束。从此，苏军开始了全线反攻。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性战役，斯
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场根本转折的开始，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答案：B。
19.（1 分）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了富人，其他的人只得到
面包屑。
”材料反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 ）
A.贫富差距拉大
B.能源消耗严重
C.恐怖主义猖獗
D.毒品走私泛滥
解析：依据题干内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了富人，其他的
人只得到面包屑。
”结合所学可知是对经济全球化贫富差距拉大现象的描述。经济全球化是
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拉大了贫富差距。

答案：A。
20.（1 分）
“互联网+”是今年大热的概念。它指的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即互联网与
传统行业进行渗透、融合和颠覆，促使传统行业改造升级，催生新兴产业。“互联网”最能
反映的当前科技发展的特点是（ ）
A.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力
B.一种技术的发展引起多个领域的革命
C.新技术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
D.科学成果不断涌现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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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
多科学技术领域。 题干提到“互联网+”
，指的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相互作用，改变了传
统行业，催生了新产业，反映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旧的领域的变革和新的领域的出现。
答案：B。
二、非选择题（4 小题，共 40 分）
21.（6 分）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声，照亮社会前进的步伐。观察下列图片后，结合所学
知识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涂“√”
，否则涂“×”。

图 1 马克思
图 2 但丁
图 3 鲁迅
图 4 伏尔泰
(1)图 1 中马克思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起草的纲领是《共产党宣言》
（）。
(2)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3)图 2 中的但丁创立了启蒙思想（）
。
(4)图 3 中的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是“三民主义”的大旗（）。
(5)图中的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宣传“自由”和“平
等”的思想（）
。
(6)以上四位历史人物都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
解析：
(1)据所学知识可知，1848 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
宣言》
，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故“图 1 中马克思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起草的
纲领是《共产党宣言》
”这一说法正确，故涂√。
(2)据所学知识可知，1848 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
宣言》
，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故“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
克思主义的诞生”这一说法正确，故涂√。
(3)据所学知识可知，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创作的长诗
《神曲》
，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会的厌恶，率先对教会提出了批评。但丁被誉为旧时代
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神曲》被认为是欧洲开始从中世纪

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标志。故“图 2 中的但丁创立了启蒙思想”这一说法错误，故涂×。
(4)据所学知识可知，1915 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高举“民主”与“科学”两
面大旗，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
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故“图 3 中的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
是‘三民主义’的大旗”这一说法错误，故涂×。
(5)据所学知识可知，伏尔泰是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
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批评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故“图中
的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宣传‘自由’和‘平等’的思
想”这一说法正确，故涂√。
(6)据所学知识可知，题干中四位历史人物马克思、但丁、鲁迅、伏尔泰，都对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故题干这一说法正确，故涂√。
答案：
(1)√。
(2)√。
(3)×。
(4)×。
(5)√。
(6)√。
22.（12 分）阅读下列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题材料，回答问题。
【挑起战争】
材料一：如图

(1)写出图中两大军事集团各自的核心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战又
有什么样的性质？
【战后矛盾】
材料二：世界的命运掌提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没有担当此重任的胸怀，和会签署的凡尔赛
条约非但没有如它的制定者宣称的那样保证世界和平，反而加深了各国间的矛盾和仇恨，成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 20 世纪一系列灾难的根源。
——戴维•辛克莱
(2)写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系国际秩序的世界体系名称。根据材料二概括出此世界体系没
有保证世界和平的主要原因（一点即可）
。
【战中与战后】
材料三：如图

图 1 屠杀犹太人

图 2 德国的谢罪

图 3 南京大屠杀
图 4 日本参拜靖国神社
(3)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请依据材料三中图片内容，对两国在战中和战后
的所为进行简要说明。
【战争教训】
(4)战争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目
标迈进，更应该努力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请你谈谈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词语有哪些？
解析：
(1)据材料一可知，这是一战前在欧洲形成的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
约，三国同盟由德、意、日三国组成，其核心国是德国，三国协约由英、法、俄三国组成，
核心国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
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为争夺世界
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2)根据教材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系国际秩序的世界体系的名称是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根据材料一的描述“签署的一系列条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 20 世纪一系列灾难
的根源。
”可判断是一战后签订的条约。根据课本所学一战后签订的跟中国有关的条约有《凡
尔赛和约》
、
《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凡尔赛-华盛
顿体系。这一体系一定程度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使国际关系趋于缓和、稳定，
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加深了各国间的矛盾和仇恨，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 20 世纪一系列灾难的根源。
(3)据材料三图 1 可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疯狂屠杀犹太人；据图 2 可知，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德国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据图 3 可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疯狂屠杀中国

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图 4 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材料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和奥匈帝
国首先挑起的，在战后应该审判的是它们；而英国、法国、俄国是世界秩序的保护者。”可
知，因为一战主要是一场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双方都应该受到审判。
(4)本题为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如珍爱和平，反对战争。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认识，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当今世界，作为大国要对世界负责任，摒弃冷战思维，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碰撞中磨合，竞争中协调；在应对人类重大问题中结成命运共同体。（开放性试题言之
有理）
答案：
(1)三国同盟，核心国：德国；三国协约，核心国：英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
的不平衡。是一场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2)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列强间由于利益的纠纷和争夺，加深了各国间的矛盾和仇恨。
(3)一战主要是一场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双方都应该受到审判。
(4)珍爱和平，反对战争。摒弃冷战思维，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碰撞中磨合，竞争中协调；
在应对人类重大问题中结成命运共同体。
23.（12 分）观察以下图文信息，回答问题。
材料一：如图

图1

图2
材料二：如图

图3
图4
图5
(1)图 1“人类第一次将王权关在了制度的笼子里”的法律文件是什么？此事在哪个国家出
现？
(2)图 2 美国 1787 年宪法有特点？易中天为什么说这个稚嫩的国家是“草莽中崛起”？此国
曾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资产阶革命，请写出两次革命的名称。
(3)材料二中的图片展现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图 3 文献在建国初期起到了
什么作用？图 4 中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通布于何时，有何意义？图 5 中习近平成为第一位进
行宪法宣誓的共和国领导人，请你对此进行评述。
(4)依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趋势，并谈谈你对我国民主法制建
设的认识。
解析：
(1)1689 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证，英国建
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体。
(2)由图中可以看出，美国 1787 年宪法的特点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
美国的 1787 年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共和政体，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巩固与
完善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使美国逐步崛起为超级大国。因此易中天说美国是“草莽中崛
起”
。1775 年到 1783 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了发展资本主
义的道路。是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861 年到 1865 年美国的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统
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扫清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障碍，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3)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制定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 年，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
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习近平成为第一位进行宪法宣誓的共和国领导人，彰显了宪法权
威、加强宪法实施，对中国依法治国起了巨大推进作用。
(4)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趋势是法治、民主。认识：要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加强
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答案：
(1)《权利法案》
；英国。
(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原因：美国的 1787 年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
主原则和共和政体，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巩固与完善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使美国逐
步崛起为超级大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
(3)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习近平成为第一位进行宪法宣誓的共和国领导人，彰显了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对
中国依法治国起了巨大推进作用。

(4)法治、民主；认识：要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24.（10 分）2018 年，站在历史舞台回望历史，请结合图示信息写一篇小短文。

图 1 1898 年的变法

图 3 1938 年的阴谋

图 2 1928 年的会师

图 4 1978 年的改革开放

要求：
(1)题目自拟。
(2)图片三中所涉及的历史重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什么灾难？这些历史事件中任选一幅图片
写出其距今多少周年？同时谈谈回望这些史实，你有何认识。
(3)史实准确，表达清晰流畅，成文。字数在 200 字左右。
解析：本题可以以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为题。今年 2018 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井冈山会师
90 周年，慕尼黑会议 8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三反映的是慕尼黑会议，1938 年 9 月，
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并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 10
天之内将的苏台德区等地割让给德国。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把绥靖
政策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二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通过以上事件
我们可以得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应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维护国家的独
立，努力发展经济，把我国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答案：题目：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论述：今年 2018 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井冈山会师 90 周年，慕尼黑会议 80 周年，改革开
放 40 周年。图三反映的是慕尼黑会议，1938 年 9 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并
签订了《慕尼黑协定》
。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 10 天之内将的苏台德区等地割让给德国。
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把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
爆发，二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通过以上事件我们可以得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
的主题，我们应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维护国家的独立，努力发展经济，把我国发展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