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杭州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有 12 小题，其中 1-7 小题每小题 1 分，8-12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7
分。请选出各题中最符合题意的一个正确选项，不选、多选、错选均不给分。
）
1.（1.00 分）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了某位学者“罢黜百家”的建议，儒家以外的
其他各家思想都受到排斥。这位学者是（ ）
A.张骞
B.董仲舒
C.司马迁
D.张仲景
解析：汉武帝在位时，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比较活跃，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指责中央。为了
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学居于独尊
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
统。B 符合题意。
答案：B。
2.（1.00 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反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图是某同学绘制的“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思维导图。图中空白处应填写（ ）

“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思维导图
A.洋务运动
B.尊孔复古
C.实业救国
D.戊戌变法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戊戌变
法与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三个阶段。所以空白处
应填写戊戌变法。
答案：D。
3.（1.00 分）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某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
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次会议是指（ ）
A.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B.八七会议
C.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D.遵义会议
解析：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通过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在秋收时节发动武装起义。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
训，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答案：B。
4.（1.00 分）在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某航海家率领的船队发现了非洲西南端的一个尖角，
后来葡萄牙国王称它为“好望角”
。这位航海家是（ ）
A.哥伦布
B.迪亚士
C.达。伽马
D.麦哲伦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487 年迪亚士率领三艘帆船从葡萄牙出发，沿非洲西海岸向南
航行，船队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
答案：B。
5.（1.00 分）恩格斯在 1883 年总结某位历史人物一生时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
规律一样，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文中的“他”是指（ ）
A.哥白尼
B.牛顿
C.傅立叶
D.马克思
解析：恩格斯在 1883 年总结某位历史人物一生时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
样，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文中的“他”是指马克思。1848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
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有：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答案：D。
6.（1.00 分）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
（修正案）
》
，决定把习近平新时代（ ）写入党章。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B.科学发展现
C.“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D.社会主义荣辱观
解析：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
案）
》
，决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因此选项 A 正确；选项 BCD 不符题意。
答案：A。
7.（1.00 分）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

）周年。这些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

A.20
B.30
C.40
D.50
解析：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
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口号，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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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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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期。2018﹣1978=40 周年，2018 年
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答案：C。
8.（2.00 分）小明同学在阅读历史书时，看到中国近代史某一条约的内容：据此推断，这一
条约是（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这反映的是《辛丑条约》的内容，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
定清政府赔偿白银 4.5 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
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
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答案：D。
9.（2.00 分）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
民族解放战争。下列抗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
①平型关战斗
②“九一八”事变
③“七七”事变
④百团大战
A.①②③④
B.①③②④
C.②①③④
D.②③①④
解析：据所学知识可知，平型关战斗发生在 1937 年 9 月；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 1931 年 9
月；
“七七”事变发生在 1937 年 7 月；百团大战发生在 1940 年。②③①④符合题意。
答案：D。
10.（2.00 分）2018 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下列能够反映周总理外交风采的史实是

（ ）
A.参加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B.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C.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D.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正式建交
解析：据题干“2018 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结合所学可知，1955 年，周恩来率
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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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万隆精神”。
答案：C。
11.（2.00 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某
同学绘制了“对外开放进程”年代尺，在图中空白处应填写的正确内容是（ ）

“对外开放进程”年代尺
A.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B.成立环渤海经济区
C.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D.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解析：1984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
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 14 个大中港口城市。1990 年 4 月，在邓小平提议
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纪现代化上
海的象征”
，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
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
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故 A 符合题意。
答案：A。
12.（2.00 分）
“论从史出”是《历史与社会》学习的重要方法。下列史实与结论搭配正确的
是（ ）
选项 史实
结论
A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
被誉为“科学革命的开端”
B
英国通过《权利法案》
英国最终确立民主共和制度
C
交战双方签订《凡尔赛和约》 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形成
D
美国政府采取“以工代赈”方法 彻底解决美国社会根本矛盾
A.选项 A
B.选项 B
C.选项 C

D.选项 D
解析：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
，被誉为“科学革命的开端”。英国通过
《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一战交战双方签订
《凡尔赛和约》
，形成了凡尔赛体系；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以工代赈”方法，使
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但没有彻底解决美国社会根本矛盾。
答案：A。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4 分）
13.（14.00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农具

材料二：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具体做法是：放
手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经过复查，发给农民土地证，动员农民生
产。
——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九下教材
材料三：1978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淮河中游平原上的小岗生产大队 18 位农民，在一间农家
小屋里，秘密商讨分田“包干”
，签下了包产到户的“生死状”。……18 位农民没有想到，
他们被饥饿逼迫而成的这份“生死契约”
，无意间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宣言，中国农村
改革的一声春雷，从这里响彻神州大地。
——文献纪录片《筑梦路上》解说词
(1)分别写出材料一中的图 1、图 2 两种农具的名称，并简述其作用。
(2)为什么说 1950 年的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3)材料三中“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声春雷”是指什么？简述它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意义。
解析：
(1)分析图片可知，图 1 是曲辕犁，图 2 是筒。车唐朝在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工程，农耕技
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唐朝农民改进犁的构造制成曲辕犁，还创制了新式灌溉工
具筒车。曲辕犁轻便省力，能够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筒车是灌溉工具，可随水流自
行转动，把水由低处运到高处，节省了人力。
(2)1950-1952 年底，新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翻身成了土地的主人。
(3)1978 年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大大
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提高了
农民的生活水平。
答案：
(1)图 1：曲辕犁；图 2：筒车；曲辕犁轻便省力，能够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筒车是

灌溉工具，可随水流自行转动，把水由低处运到高处，节省了人力。
(2)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或提高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农
村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