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 2010 年中考文综合试题（历史部分）
文综合试题满分 100 分，其中思想品德 40 分，历史 60 分。
考试时间 100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12 小题，第小题 2 分，共 24 分）
1．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彼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鸦片战争爆发于
A．1840 年
B．1894 年
C．1900 年
D．1931 年
2．从 1915 年起，以陈独秀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达成共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他们高兴“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的文化启蒙运动是
A．洋务运动
B．新文化运动
C．太平天国运动
D．五四运动
3．右图中的建筑物是东北解放纪念碑，它位于沈阳市和平广场。碑文记载了东北三省军
民浴血奋战解放全东北的业绩。下列与东北解放相关的战役是
A．辽沈战役
B．淮海战役
C．平津战役
D．渡江战役
4．公元前 399 年的一天，30 岁的农民帕帕迪去参加公民大会。这天的议题之一是投票选
出民主妨碍者。他在自己选区的入口处领取一块陶片，写下名字后，交还给了工作人员。
这个讲述雅典实行民主制的小故事发生在
A．公元前 3 世纪
B．公元 3 世纪
C．公元前 4 世纪
D．公元 4 世纪
5．646 年（大化改新）元旦，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废除贵族私有的屯仓、田庄和部民，
把土地和部民一律收归国家所有；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高国、郡、里；实行征兵制。此段材
料反 映的是
A．大化改新的背景
B．大化改新的内容
C．大化改新的性质
D．大化改新的影响
6．右图为 15 世纪的波斯画稿，描绘了朝觐者在麦加克尔白清真寺祈祷的场景。图中朝
觐者信仰的宗教是
A．佛教
B．道教
C．伊斯兰教
D．基督教
7．新航路开辟后，随着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一些猎人猎取兽皮卖到中国、欧洲和北
美。17 世纪，估计每年有 20 万到 30 万张紫貂皮从西伯利亚流入世纪市场。无节制地捕杀产毛皮
的动物很快使许多物种灭绝或者濒临灭绝，并且永远地改变了这些物种从前生存的环境。上述材料
反映的是
A．全球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B．物种交流带来了各种疾病的传播
C．动植物品种的交换使世界人口激增 D．粮食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8．1860～1890 年，俄国的钢产量和棉纺织业的产值都增加了 3 倍，煤炭产量的增加则超过了 19
倍，石油产量猛增了 200 多倍。上述材料反映了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的作用是
A．更新了农业生产结构
B．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
C．缩小了城乡差别
D．促进了工业发展
9．1837 年，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1839
年，通过了《致议会请愿书》。后来，宪章派又提出了废除《救贫法》，限制工时
竺要求。这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是
[来源:学科网 ZXXK]

A．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B．英国宪章运动
C．俄国十月革命
D．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10．1932 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比 1929 年下降了 46.2%，有 13 万家以上工厂倒闭。农产品批发价
格下跌了 54%，农民的农业净收入从 61 亿美元降到 20 亿美元，100 多万家农场破产，许多农民流
离失所。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A．罗斯福新政的实施
B．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C．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D．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11．右图为苏联工业化宣传画。画中人物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上一流工
业强国。他是
A．斯大林
B．赫鲁晓夫
C．勃列日涅夫
D．戈尔巴乔夫
12．一台年产 20 亿千克的标准带钢热轧机，用人工控制，每周最多生产 50 万千克钢；用电子计算
机控制，每周产量可达 5000 万千克钢，是人工控制的 100 倍。以电子计算机贩广泛使用为核心的
是
A．三角贸易
B．工业革命
C．第二次工业革命
D．第三次工业革命
二、对号入座（本题 2 小题，13 题 3 分，14 题 4 分，共 7 分）
13．邮票是时代的象征，它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留下历史的印迹，让人们支重温往昔。下列三枚邮票
均是为了纪念历史事件而发行的。请将纪念邮票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排序，把排序结果用
字母符号填到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
[来源:学科网 ZXXK]

A．抗日战争

B．辛亥革命

C．和平解放西藏

排序结果为：
14．17-19 世纪，英、法、美等国经过艰苦的斗争，铲除了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请
将下列文献前的序号与相关的历史事件前的字母符号连接，把连接结果填到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
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公民有权参
与法律的制定。
——《人权宣言》
②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英王的一切
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从此完全废止。
——《独立宣言》
③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自由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议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
或讯问。
——《权利法案》
④（在叛乱地区）为人占有而做奴隶的人们都应在那时（指 1863 年元旦）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
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交保障上述人等的自由。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A．美国独立战争
B．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C．美国南北战争
D．法国大革命
连接结果为：

三、材料辨析（本题 7 分）
15．史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载体，直观地描 述了历史的发展进程。阅读下列五则材料，按照题
目要求所选材料前的序号及字母符号填到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
材料一：列车在预定的时刻开动了。“运动号”火车头由它的制造者——史蒂芬逊——驾驶带着
列车走。火车头上面悬有一面旗，写着：“私人的尝试有益于国家。”
——摘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材料二：

材料三：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工获得了新的生命，处处主动，左右
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 军。
——刘伯承的回忆录
材料四：

材料五：跨国公司和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1992 年统计）
单位：10 亿美元
公司
名称

年销
售额

国家

国内生
产总值
[来源:学科网 ZXXK]

通用汽
车公司

132.4

福特
公司

100.1

印度尼
西亚

126.4

丹麦

123.5

土耳其

99.7

[

来

源:学科网][来源:Z*xx*k.Com]

（1）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应选择的材料是：
（2）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应选择的材料是：
（3）了解古代亚非文明应选择的材料是：

公司
名称

年销
售额

艾克森
石油
公司

115.7

壳牌
公司

96.6

国家

国内生
产总值

挪威

112.9

丹麦

103.6

波兰

83.8

（4）了解经济全球化应选择的材料是：
（5）了解近代交通工具应选择的材料是：
（6）材料四属于材料类别中的哪一类？
A．第一手资料
B．第二手资料
（7）材料五属于材料类别中的哪一类？
A．实物资料
B．文献资 料
四、读图说史（本题 2 小题，16 题 5 分，17 题 6 分，共 11 分）
16．丝绸是中华文明鲜明的特征之一。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各民族都会利用自然界的纤维材料制
作衣物，唯有中国竟发明出由蚕丝织成的丝绸。

（锦，经过练染的熟蚕丝织造的多重多彩丝织物，是丝织品中最高水平的代表。
纱，经纬线极纤细，平纹，有均匀的方孔，是丝织品中最纤细、稀疏的品种。
绫，质地轻薄，是一经一纬交织成斜纹地、花的单重丝织物。）
（1）从以上图片和文字介绍中，你能获得哪些关于丝织品方面的信息点？（写出三点即可，3 分）
信息点一：_____________ 信息点二：_____________ 信息点三：_____________
（2）根据你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推断能得出怎样的历史结论？（2 分）
17．19 世纪，科学的突破、技术的创新、新发明的涌现，使世界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
的大变革时代/

（1）根
据图片内容
推断是哪次
工业革命？（1 分）
（2）请你写出推断的理由。（以信息点的形式呈现，写出两点即可，2 分）
信息点一：
信息点二：
（3）根据图片内容写出美国人的三项发明。（3 分）
五、材料解析（本题 2 小题，18 题 5 分，19 题 6 分，共 11 分）
18．
“中国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让我们与历史进行亲密接
触，寻绎其中蕴藏的民族智慧，感悟民族精神。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唐诗是流传千古的中华文化瑰宝，是唐代文化最为光辉的成就。唐诗创作之繁荣 ，流

派之众多，风格题材之丰富多样，各类时隔体制之完善齐备，皆表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已达到完
全成熟的阶段。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更适应
市井生活需要，受到市民欢迎，于是，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和标志，流传至今的宋词有两万
多首。明清时期文学是主要成就突出表现于小说，其内容上呈现出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出现了
一大批脍炙人口是通俗文学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
《聊斋志异》等。
材料二：
朝代

人物

成就

地位

东汉

张衡

地动仪

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早于欧洲 1700 多年

南北朝

祖冲之

圆周率

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 7
位数字，比欧洲人早了近 1000 年

隋朝

李春

赵州桥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比欧洲类似的桥早 700
多年

北宋

毕升

活字印刷术

15 世纪，欧洲才出现活字印刷，比我国晚约 400 年

材料三：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
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峰之一。汉武帝即位后，“摆出百家，独尊儒
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两宋时期，一种新的儒家体系——程朱理学形成。它在吸引佛
教和道教学是基础上，极大地深化了传统儒学，进一步巩固和凸显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
地位。
（1）根据材料一分别写出唐代、宋代、明清时期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3 分）
（2）根据材料二回答，中国古代科技在当时世界处于怎样的地位？（1 分）
（3）材料三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什么？（1 分）
19．战争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一位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说：“敌军在火炮的数量上占强大的优势，发射了数百万发炮
弹，敌机机群完全控制了天空，当代不可战胜的战斗大象——坦克的出现，这一切，使作为德军核
心力量的步兵受到极大的震动。”
一位驾驶坦克的士兵说：“坦克所发挥的威力，连我们自己也没料到。我驾着坦克孤零零地冲
向 一座村庄，只见德军在四散而逃。我围着 村庄转了一圈，就像战神在地上划了一道禁圈一样，
德国人全给吓懵了，全部乖乖投降，一共有 300 多人。”
——引自《世纪初的列强混战》
材料二：右图是电影《夏尔洛从军记》中的卓别林，该影片拍摄于 1918 年。卓别林在片中所
扮演的士兵，被严格的训练累得筋疲力尽，倒地睡着了。他在前线被惊醒，装成一棵树，骗过了敌
人，一开始先俘虏了德国的一个小分队，最后还抓到了德国皇帝。他把美国新兵在训练中遇到的困
难拍的很滑稽，而德国人在片中则成了十足的傻瓜。德国人也很快意识到电影的价值，拍摄了喜剧、
悲剧以及新闻短片，并且在部队和大众中间广泛地放映这些电影。
材料三：从 1916 年 2 月到 12 月，德法军队在凡尔登及其附近地区演出了一幕幕惊人心魂的进
攻、反攻、摧毁、强击、破坏、占领、再占领，地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巨大弹坑，树林变成了枯木
朽株混乱的堆积场，炮火翻腾过的泥土上暴露着人和马的尸体，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尸体腐烂散发
难以忍受的恶臭。这次战役双方伤亡人数总计 70 余万，因此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在凡尔登战
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国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这种残杀一直持续到 11 月
以前，英法的进攻最多向前推进了大约 7 英里，双方损伤超过百万。这次战役被称为“索姆河地狱”。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2 分）
（2）根据材料二回答，利用电影作战争宣传的优点是什么？（1 分）
（3）概括材料三你能得出怎样的结论？（2 分）
（4）上述三则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哪场世界性战争有关？（1 分）

历史试题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12 小题，每小题 2 分， 共 24 分）
1.A 2.B 3.A 4 .C 5.B 6.C 7.A 8.D 9.B 10.C 11.A 12.D
二、对号入座（本题 2 小题，13 题 3 分，14 题 4 分，共 7 分）
13.BAC 14.①——D ②——A ③——B ④——C
三、材料辨析（本题 7 分）
15.（1）材料 二 （2）材料三 （3）材料四 （4）材料五 （5）材料一
（6）A （7）B
四、读图说史（本题 2 小题，16 题 5 分，17 题 6 分，共 11 分）
16.（1）织品朝代 织品色彩 织品花纹 织品种类 织造工艺 丝织水平
（2）我国唐代丝织
业水平高超。
17.（1）第二次工业革命
（2）发明国家、发明成果、发明家、发明时间 （3）电灯泡、
飞机、有线电报、电话机
五、材料解析（本题 2 小题，18 题 5 分，19 题 6 分，共 11 分）
18.（1）唐代：诗歌 宋代：词 明清时期：小说 （2）领先 （3）儒家思想
19.（1）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 （2）生动形象；具有覆盖面广的优势 （3）战 争是残酷
的。 （4）第一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