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甘肃省庆阳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 2 分，共 32
分。）
1.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分给亲属或功臣，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
“藩国”等。这种政治制度是（
）
A.禅让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行
解析：本题以分封制的材料为依托，考查的是西周分封制的知识。西周建立后，周天子把
土地、平民和奴隶分封给亲属和功臣，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诸侯国。材料“古代中国的
‘天子’将土地分给亲属或功臣，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
反映的正是分封制。
答案：B
2.《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这反映了商鞅
变法（
）
A.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B.推行县制
C.废井田，开阡陌
D.奖励军功，按功受爵
解析：本题以《汉书》记载为依托，考查商鞅变法。据“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
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可知，材料反映了商鞅变法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的措施。商鞅变法
奖励军功，按战场立功国家赐给田宅和相应的耕地、住宅和官职，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贵
族特权，大大刺激了秦军将士在战场去努力杀敌，使秦军成为“虎狼之师”。
答案：D
3.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采用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创立于（
）
A.秦汉时期
B.隋唐时期
C.宋元时期
D.明清时期
解析：本题考查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创立于隋唐时期。隋朝隋炀帝时期开设进士科，科
举制度正式创立，唐朝时科举制逐渐完善，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
答案：B
4.“这项条约是战胜者在炮口下强加给战败者的，……最讽刺的是，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
起因的鸦片竟然只字未提。”材料中的“这项条约”指的是（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解析：本题考查鸦片战争签署的《南京条约》的知识点。依据题干“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
起因的鸦片竟然只字未提”可知，“这项条约”指的是《南京条约》。19 世纪上半期英国
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迫切要求开拓国外市场。借口维护鸦片贸易，
发动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1842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
约》，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的鸦片竟然只字未提。
答案：A

5.徐中约曾说：它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
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这里的“它”是指（
）
A.洋务运动
B.戊戌变法
C.辛亥革命
D.五四运动
解析：本题考查辛亥革命相关知识，要准确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由材料“它结束了
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
民众。”可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君主专制政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
王朝时代，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故材料中的“它”是指辛亥革命。
答案：C
6.今年是如图所示历史事件发生 90 周年，它打响了武装反抗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一
事件是（
）

A.武昌起义
B.南昌起义
C.秋收起义
D.广州起义
解析：本题考查南昌起义的相关知识。观察图片可知，这反映的是南昌起义。1927 年的南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
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今年正好是南昌起义 90 周年。
答案：B
7.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
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队的声威”。材料中的“这次战役”指的是（
）
A.台儿庄战役
B.威海卫之战
C.百团大战
D.黄海大战
解析：本题考查百团大战。根据材料可知“这次战役”是指百团大战。1940 年 8 月，八路
军在彭德怀等指挥下，先后共出动 100 多个团约 20 万人，在华北 2000 多千米的战线上，
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
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
的信心。
答案：C
8.1957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241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67.8%；1957 年的国民收入比
1952 年增长 53%；1957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 21%，比 1952 年增长 128.5%。这些成就
的取得主要得益于（
）
A.农业合作运动的开展
B.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
C.“大跃进”运动的推行
D.“一五”计划的实施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题干中的“1957 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结束时间，由此可知，题干中所给史实反映的我国工业的总产值大幅增长情况就主
要得益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答案：D
9.如图两幅图片分别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现任总统特朗普会晤的照片，
它们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近年来的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历史事
件是（
）

A.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
B.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C.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D.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美关系，重点识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
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历史事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新中国实
行封锁禁运、包围威胁的政策，双方敌对的状态长达 20 多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
美国争霸的国际形势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初，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共同的要求，中美
关系出现转机。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促使两国关系开
始走向正常化。
答案：B
10.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下列属于古代埃及文明成果的有（
）
①金字塔
②甲骨文
③象形文字
④种姓制度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了古埃及文明成果。金字塔是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古
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埃及人民的骄傲。古代埃及人最早使用的文字是
形成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象形文字，它用图形表示事务，通常被刻在庙墙、宗教纪念物
和纸草上。
答案：C
11.“这次战争使迦太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受到实质性的削弱……罗马则成了地中海西部的
霸主。”材料中的“这次战争”是指（
）
A.希波战争
B.亚历山大东征
C.特洛伊战争
D.布匿战争
解析：本题考查了布匿战争。根据“罗马则成了地中海西部的霸主”可知材料中的“这次
战争”是指布匿战争。公元前 3 世纪至前 2 世纪，为争夺地中海霸权，罗马共和国同地中
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最终击败迦太基，公元前 2 世纪后期，取得地中
海霸权，成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答案：D

12.“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真正的世界性联系成为可能。世界走向一体，
正是从这时开始的。”材料中的“事件”是指（
）
A.新航路开辟
B.文艺复兴运动
C.三角贸易
D.启蒙运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航路开辟。据“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真正的世
界性联系成为可能。世界走向一体，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可知，材料中的“事件”是指
新航路开辟。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以往世界各地相互孤立和隔绝局面，使欧洲、亚洲、美
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大西洋
沿岸工商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大西洋沿岸资本主义的发展。
答案：A
13.”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
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材料中所指“宣言”的发表（
）
A.表达了工人阶级要求取得普选权的愿望
B.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
C.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D.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解析：本题考查《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知识。由材料“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
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
话的时候了”可知，材料中的“宣言”是指《共产党宣言》。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
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
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答案：C
14.《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内战性质的转变，由此战争的目标演变为
（
）
A.争取民族独立
B.维护国家统一
C.废除农奴制
D.废除黑人奴隶制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美国内战中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结合所学可知，林肯在南
北战争中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扭转了战局，加速了北方军事胜利的进程。由此可
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后战争的目标演变为废除黑人奴隶制度。
答案：D
15.“此役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双方伤亡近七十多万人。由于伤亡惨重，战场被称为
“绞肉机”、“屠场”和“地狱”。材料中的“此役”是指（
）
A.凡尔登战役
B.索姆河战役
C.斯大林格勒战役
D.诺曼底登陆
解析：本题考查凡尔登战役。据“此役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双方伤亡近七十多万人。
由于伤亡惨重，战场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和‘地狱’可知，材料中的“此役”是
指凡尔登战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 年的凡尔登战役，历时十个月，双方伤亡七十
多万人，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此役德军进攻被遏止，法
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答案：A

16.1942 年，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
）
A.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达到最大化
B.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
C.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
D.雅尔塔体系形成
解析：本题考查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以后，反法西斯国家相互支
援，协同作战，战斗力大大增强，逐渐扭转了战争形势。1942 年，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法西斯国家的大肆侵
略，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愤怒，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国际反法西斯国家逐渐
走向联合。1942 年 1 月 1 日，26 个国家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保证将
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联合起来，打败法西斯国家，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
答案：C
二、读图题（共 3 小题，满分 36 分）
17.法律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和基本方式。阅读下列图片，回答问题。

(1)图 1 是哪国颁布的法律文献？基于此法律该国开始确立起什么政治制度？
解析：图 1 是《权利法案》。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国王
的权利进行明确的制约，这样，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开始确立起来了。
答案：国家：英国；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
(2)图 2 颁布于哪一历史事件中？该文件的颁布有何历史意义？
解析：图 2 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签署于 1776 年 7 月 4 日，处于美国独立战争期
间，它痛斥了英国国王对殖民地的暴政，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求
幸福等不可转让的权利，它的签署同时宣告北美 13 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标志着美利坚
合众国的诞生。
答案：事件：美国独立战争；意义：宣告北美 13 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或宣告美国诞
生）。
(3)图 3 所示法律文献的核心思想有哪些？
解析：图 3 是《人权宣言》。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掀开了轰轰
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革命形势飞速发展，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不久又颁布了《人
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答案：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18.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调节控制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内战的结束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之计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价值，于是
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用。……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
是不可避免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罗斯福称，这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有深远意义的立法。“根据该法
成立了”全国复兴署“……该法的中心是企图依靠国家和垄断组织联合的力量，对处于”
自我毁灭性竞争“状态的企业界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缓和阶段矛盾，实现罗斯福领导
全国”合作“的意图。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
材料三：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 年 12 月 18 日在北
京召开了一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为重要的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
领导集体，实现了建国以来重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彭树智主编《世界史。当代卷》
(1)根据材料一，分析苏俄的经济政策在国内战争前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解析：主要考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材料“内战的结束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
宜之计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价值，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
用。……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可知，材料反映的是苏俄实行新经济
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2)材料二所说的“立法”指什么？根据材料二，概括俄罗斯新政的突出特点。
解析：主要考查苏俄新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
据所学知，《全国工业复兴法》是罗斯福认为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有深远意义的
立法。面对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罗斯福上台之后进行新政。罗斯福新政的
最大特点，是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
答案：《全国工业复兴法》；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
(3)材料三所说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指哪次会议？会议作出了什么重大决策？
解析：主要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重要意义。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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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实
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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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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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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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科技发展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崛起后的大国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阅读下列
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几乎在所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领域都留下了新的记录。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完成于两宋时期……为推动世界历
史的进程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宁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如果人们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用 12 个小时来表示，那么现代工业时代只代表
最后 5 分钟，而不是更多。”英国是最先发生这个 5 分钟事件的地方，工业革命可能是最
初的关键几秒钟。正是这个革命使现代文明降临人间，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
渡。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与大国的兴衰、大国或大
国集团的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安排密切相关。
——彭树智主编《世界史•当代卷》
(1)材料一所说的三项文明分别是什么？根据材料一，概括三项发明的历史作用。
解析：主要考查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完成于这
一时期，即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及火药配方的改进和完善，为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
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发明于北宋，
并应用于航海。火药配方发明于唐朝，宋元时期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广泛应用于军事上。
答案：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及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及火药配方的改进
和完善，为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材料二中的”5 分钟事件“指什么？根据材料二，概括”5 分钟事件“的影响。
解析：主要考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材料二中的“5 分钟事件”指的是工业革命，它
最先发生于英国。英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海外市场的扩大，需要改进技术。
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
格局的影响是造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影响：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过渡。
答案：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率
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
落后的局面。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一战后形成的国际统治秩序是什么？二战后形成了怎样的国际
格局？”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解析：主要考查巴黎和会和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会议和华盛顿体系；美苏争霸和两极格局；
世界格局多极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了一
战后的国际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
的建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 年底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美苏冷战结束后，
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答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两极格局；多极化。
四、简答题（共 12 分）
20.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据此，回答下列问
题：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 60 年，汉政府设置哪一行政机
构，使今新疆地区正式归中央政府管辖？
解析：本题以新疆地区正式归中央政府管辖为切入点，考查西域都护的设置。公元前 60 年，
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的军事、政治、保护往来商旅。是新疆地区正式
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的开始。
答案：西域都护。
(2)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是在哪一朝代？清朝时，
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是什么？
解析：本题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切入点，考查宣政院、驻藏大臣设置。
元朝疆域广大，西藏正式成为我国的行政区，元朝时设宣政院加强对西藏管理。清朝时，
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答案：元朝；驻藏大臣。
(3)台湾地区曾先后被哪两个殖民者侵占？后来分别是怎样回归祖国的？
解析：本题以台湾为切入点，考查台湾的割让与回归。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
1662 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台湾回归祖国。1895 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答案：荷兰；日本；1662 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台湾回归祖国；1945 年，抗日战争胜
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4)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民族团结而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新时期，为实现祖国统一，
我国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解析：本题以为维护民族团结、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为切入点，考查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一国两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互助的原则，确定在少数民
族聚居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保证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实现祖国统一，我
国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答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