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辽宁省营口市中考模拟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有 15 个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在每小题所列出的四个选
题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依次填在下面的答题栏内。
）
1.在我国最早使用皇帝这个称号的是（
）
A.禹
B.启
C.汤
D.嬴政
解析：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是我国
最早使用皇帝这个称号的人。
答案：D
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最早同欧洲交往的途径是（
）
A.丝绸之路
B.西域都护
C.海上丝绸之路
D.控制西域
解析：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中亚、西亚、直
到欧洲的一条陆路交通线。是中国最早同欧洲交往的交通线。
答案：A
3.我国历代帝王对“曲阜三孔”厚爱有加，不断扩建与敬拜，其主要原因是（
）
A.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B.孔子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
C.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D.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解析：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儒家学派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历
代帝王对“曲阜三孔”厚爱有加，不断扩建与敬拜。
答案：D
4.由下面的历史短句台词片段，可知他们正在学习（
）
小华：送人千里，终有一别。
陛下请回吧！小明：爱卿，此去西域凶险异常。然匈奴一日未了，则国无宁日。望卿不辱使
命，早去早回。
A.张骞出使西域
B.郑和下西洋
C.清军出兵雅克萨
D.玄奘印度取经
解析：由材料关键词“西域”
“匈奴”结合所学，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 138 年，
张骞出使西域，可知，同学们正在学习张骞出使西域。
答案：A.

5.李明撰写的历史小论文关键词：1927 年、军旗升起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枪。他研究
的是（
）
A.五四运动
B.北伐战争
C.南昌起义
D.百团大战
解析：1927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率领革命军在
南昌进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
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因此，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这些史实与题中的关键词
相吻合。
答案：C
6.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本原因是（
）
A.自认为清朝物产丰富
B.害怕人民的抗清斗争
C.防止西方殖民者入侵
D.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解析：清朝统治者坚持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压抑、限制民间工商
业的发展。由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稳定，他们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同外国
进行经济交流。当时西方的殖民者正向东方扩展势力，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
外国侵犯，又害怕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
格限制对外贸易。其中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答案：D
7.标志着统治中国 22 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
）
A.天津解放
B.北平解放
C.南京解放
D.西藏解放
解析：1949 年，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统治中国 22 年的国民党政
权彻底垮台。
答案：C
8.1919 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
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这段材料描述的历史事件是（
）
A.洋务运动
B.戊戌变法
C.新文化运动
D.五四运动
解析：据题干“1919 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
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结合所学可知，是对五四
运动的描述。1919 年初，英法美等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合理提案，遭到和会拒绝。

会议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五四
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答案：D
9.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解说词中说道：
“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
同国家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
“地理大发现”是通过下列什么活动实现的（
）
A.张骞出使西域
B.玄奘西游
C.新航路的开辟
D.郑和下西洋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开辟，打破了世界相互
隔绝的状态，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
答案：C
10.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强调汽车尾气已成为目前各国环境污染的重要
源头之一，汽车尾气主要来自（
）
A.蒸汽机
B.发电机
C.电动机
D.内燃机
解析：内燃机的发明是继蒸汽机之后应用技术的又一重大成就。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1883
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制成了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1892 年，又一名德国工程师狄塞尔
制成了以柴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内燃机的发明为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提供了条件。1885 年，
德国人卡尔•本茨利用内燃机驱动车轮，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答案：D
11.英国 1740 年生铁产量为 1.7 万吨，到 1840 年已达 140 万吨，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根本
原因是（
）
A.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B.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C.工业革命的进行
D.英国人民的辛勤劳动
解析：两个时间“1740 年、1840 年”是解题的关键，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8 世纪 60 年代
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材料反映了这个现象。
答案：C
12.有人认为英国“革命前是国王的议会，革命后是议会的国王。”这表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后确立了（
）
A.君主立宪制
B.民主共和制
C.总统制
D.君主专制制度
解析：据“革命前是国王的议会，革命后是议会的国王。”可知，这表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利，确立了议

会至上的原则，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统治。即君主统而不治，议会拥有国家最高
权力。
答案：A
13.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 100 年来屡受欺侮却又不甘沉沦的民族，终于走
进核时代的大门。标志着这个民族“走进核时代的大门”的事件是（
）
A.导弹部队建成
B.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C.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
D.1966 年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64 年 10 月 16 日，在我国西北地区，随着一声巨响，硕大的
蘑菇云腾空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打破了美苏的核垄
断，标志着我国开始“走进核时代的大门”。
答案：B
14.如果以“勿忘国耻，以史为鉴”为主题办一期板报，下列素材应选择（
）
A.南昌起义
B.九一八事变
C.西安事变
D.重庆谈判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是反抗外来侵略的主题板报。选项南昌起义、
西安事变、重庆谈判都属于内战内容。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
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
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答案：B
15.2000 年 6 月 26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通过联合宣言，宣布：人类有史
以来第一个基因草图终于绘制完成。这一伟大成果所属的领域是（
）
A.原子能
B.航天技术
C.生物工程
D.电子计算机
解析：近几十年来，生物工程勃兴，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产业领域。生物工程包括基因工程、
细胞工程、酶工程、蛋白工程、和发酵工程。其核心是基因工程。
答案：C
二、列举题（共 5 分）
16.根据下列提示写出相关内容
(1)“发明大王”指的是——
解析：
“发明大王”指的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他正式注册的发明就有 1300 种。
答案：爱迪生。
(2)为解决民族问题我国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解析：为解决民族问题我国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对祖国

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政治
制度。
答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3)解放战争期间最后决战的战役——
解析：解放战争期间最后决战的战役是 1949 年 4 月的渡江战役，它解放了南京，结束了国
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答案：渡江战役。
(4)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的战役——
解析：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是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
答案：百团大战。
(5)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解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化全球化。20 世纪 90 年代，美
国在保持低通胀、低失业率、财政赤字减少的同时，发展速度名列西方发展国家前列，进入
了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化和全球化。
答案：信息化、全球化。
三、读图说史
17.阅读如图
下面是 2008 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两个镜头，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图 1 嘉兴圣火点燃红船启航之旅 图 2 遵义站火炬点火仪式现场
(1)请说出奥运圣火选择在以上两个景点的历史依据？
解析：据图 1“嘉兴圣火点燃红船启程之旅”可知中共一大在此召开，1921 年 7 月，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
上举行；据图 2“遵义站火炬点火仪式现场”可知，1935 年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答案：图 1：中共一大在此召开 图 2：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2)图一发生的历史事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解析：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确定党的名称
叫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
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
答案：中国共产党诞生。
(3)图一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有什么重大意义？
解析：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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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图 1：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4)图二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历史意义？
解析：遵义会议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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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材料分析
1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并最终取得胜利。
材料二：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
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影响。听说深圳的治安比过去好多了，
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了，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
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嘛。
——邓小平
请回答
(1)局部的抗日战争开始于什么事件？
解析：1931 年 9 月 18 日，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
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占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方针，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标志着局部抗日战争开始。
答案：九一八事变。
(2)概要举出中国军民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著名战例。
解析：中国军民“血肉筑长城”
，中国军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事例有：平型关大捷、百
团大战、台儿庄战役。1937 年 9 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敌一千多人，取得了平型
关大捷，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1938 年春，在日军进攻徐州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激战，歼敌一万多人，国民党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
重大胜利。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0 年 8 月，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一
百多个团，在华北两千多公里的路线上，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
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答案：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
(3)你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何意义？
解析：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刷了民族耻辱。抗日战争粉碎了日
本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答案：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放异彩，其间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的是？
解析：1980 年，我国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国家给予优
惠的经济政策，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深圳在
短短的几年内，建成一座繁荣的现代化城市，成为经济特区的代表，对外开放的窗口，被誉
为“一夜崛起之城”
。
答案：深圳。
(5)结合材料谈谈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
解析：结合材料，分析得出主要体现在：经济特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起示范作用；经济特区
为我国进一步开放积累了经验；经济特区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
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等。但是，本题无唯一答案，只要言之有
理即可。如：回答经济特区的设立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亦可。
答案：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
五、读史有感
1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乱纷争 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材料二：2005 年 4 月，连战主席率领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首站就拜谒了南京中山陵。孙
中山是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领导了辛亥革命。
请回答：
(1)秦始皇统一天下是在哪一年？他推行的巩固统一的措施中对我国今天的文化发展和维护
国家统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是哪项措施？
解析：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
的封建国家——秦朝。秦朝建立后，为巩固封建统治，秦始皇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制度。规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
察。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行焚书坑儒等。
答案：公元前 221 年。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规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在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行焚书
坑儒等。
(2)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时间是？指导思想是什么？
解析：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
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1911 年，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辛亥革命。
答案：1911 年。三民主义。
(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解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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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推翻了清朝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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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