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福建省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2 分）据考古发现，半坡远古居民已经能够（ ）
A.种植水稻
B.种植粟
C.建造干栏式房屋
D.使用青铜器
解析：据考古发现，半坡远古居民已经能够种植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生活
在距今约五六千年陕西西安半坡村（黄河流域）的半坡原始居民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和木制的
耒耜、骨器，种植粟。他们居住在半地穴式圆形房屋里，过着定居生活，还饲养猪狗等动物，
打猎、捕鱼，会制造彩陶和纺线、织布、制衣。
答案：B。
2.（2 分）小游同学撰写的历史小论文关键词：西周、王、侯、制度。他研究的内容是（ ）
A.分封制
B.郡县制
C.科举制
D.行省制
解析：小游同学撰写的历史小论文关键词：西周、王、侯、制度。他研究的内容是分封制；
西周初期，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把
某地的土地和臣民授予宗亲和功臣，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诸侯国，称为“授民授疆土”。郡
县制确立于秦朝；科举制形成于隋朝；行省制确立于元朝，B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A。
3.（2 分）如图所示内容中的“圣人”是指（

）

A.老子
B.孔子
C.墨子
D.韩非子
解析：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其对后世的贡献，被后世统治者尊
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等，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
首。
答案：B。

4.（2 分）建构示意图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如图所示是小文同学的学习笔记，其中空格
处的内容应是（ ）

A.统一文字
B.焚书坑儒
C.独尊儒术
D.张骞通西域
解析：如图所示小文同学的学习笔记，其中空格处的内容应是独尊儒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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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5.（2 分）5 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采用汉族官制、律令。此举（ ）
A.促进了民族交融
B.确立了三国鼎立局面
C.加快了江南地区开发
D.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
解析：5 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采用汉族官制、律令。此举促进了民族交融。由于
平城气候干旱，所产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而且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
广大地区的统治，也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北魏孝文帝把都城迁到了
洛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将
鲜卑贵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拔改为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
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的封建化程度，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答案：A。
6.（2 分）下列可印证唐朝时期中印友好往来历史的是（ ）
A.遣唐使
B.玄奘西行
C.鉴真东渡
D.唐招提寺
解析：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唐太宗时），他
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游学，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贞观后期，携
带大量佛经回国。他专心翻译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
，成为研究中亚、印
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答案：B。

7.（2 分）1271 年，他接受汉族儒臣的建议，改国号为元。“他”是（ ）
A.耶律阿保机
B.完颜阿骨打
C.铁木真
D.忽必烈
解析：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忽必烈就是元世祖。元朝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
答案：D。
8.（2 分）如图所示歌词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郑和下西洋
B.戚继光抗倭
C.郑成功收复台湾
D.左宗棠收复新疆
解析：根据“杀尽倭寇”可知反映的是戚继光抗倭。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经常骚扰，
明朝政府派戚继光抗击倭寇，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荡平了倭寇。题目中的“御寇安民”是
为了纪念戚继光抗倭。
答案：B。
9.（2 分）清朝前期为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管辖，设置了（ ）
A.宣政院
B.台湾府
C.驻藏大臣
D.伊犁将军
解析：清朝前期，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
整个新疆地区，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管辖。选项 D 符合题意。
答案：D。
10.（2 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他的主要功绩是（
A.领导虎门销烟
B.撰写《海国图志》
C.抗击沙俄入侵
D.指挥黄海海战

）

解析：1839 年，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禁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
华民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维护了民族尊严。A 符合题意。
答案：A。
11.（2 分）
“1894 年，洋务企业资本达 263443 元，占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 45.22%。
”材料
说明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近代化的领域是（ ）
A.政治
B.经济
C.思想
D.外交
解析：由“1894 年，洋务企业资本达 263443 元，占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 45.22%”说明洋
务运动在中国经济活动占有重要地位。B 符合题意。
答案：B。
12.（2 分）引发如表所示列强在华设厂总数变化的原因是清政府被追签订了（
时间

1894 年前

1900 年

列强在华设厂总数

80 家

933 家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解析：1895 年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
资设厂，从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
出为辅，故才有了 19 世纪末，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由以前的 80 家猛增到 933 家。
答案：C。
13.（2 分）如图所示南通大生公司股份凭据上的时间是公元（

）

A.1921 年
B.1922 年
C.1931 年
D.1932 年
解析：观察图片可知，所示南通大生公司股份凭据上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根据所学
知识，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定 1912 年为民国

元年。公元纪年法转换为民国纪年法的方法是：民国纪年法年份=公元纪年法年份-1912+1.
因此民国二十一年为公元 1932 年。
答案：D。
14.（2 分）
《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体现的长征精神
是（ ）
A.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B.不怕艰难险阻
C.紧密团结患难与共
D.革命英雄主义
解析：
“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这个反映的是红军长征时老百姓对红军战士的
支持，体现的长征精神是紧密团结、患难与共。
答案：C。
15.（2 分）蒋介石电文：
“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土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
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
”材料说明台儿庄大捷的原因是（ ）
A.全民族团结抗战
B.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
C.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
D.华侨华人支援抗战
解析：据“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土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
步之胜利。
”关键信息“前方将土之不惜牺牲”
“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材料说明台儿庄大捷的原因是全民族团结抗战。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攻占卢沟桥，发动
了七七事变，中国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台儿庄战役是全民族抗
战的典型例子。
答案：A。
16.（2 分）
“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划江面治的企图，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进军，解
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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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进军，解放
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知，此“战役”是渡江战役。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
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23
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选项 D 符合题意。
答案：D。
17.（2 分）
“到 1952 年，国营经济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私营工厂只有依附国营经济才
能生存。大部分资本家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
”材料叙述的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 ）
A.背景
B.目的

C.内容
D.作用
解析：
“到 1952 年”
“国营经济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私营工厂只有依附国营经济才能
生存”
“大部分资本家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材料叙述的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背景。1954 年起，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发展企
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1956 年初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 年
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退出
中国历史舞台。
答案：A。
18.（2 分）20 世纪 70 年代，它的成功发射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开端，使我国跻身世界航
天科技的大国之列。
“它指的是我国第一颗（ ）
A.原子弹
B.导弹
C.氢弹
D.人造地球卫星
解析：我国跻身世界航天科技大国之列的标志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 年 4
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送人太空。中国成为了是继苏
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成
功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从此，中国在空间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答案：D。
19.（2 分）如图所示漫画反映的历史是（

）

①“乒乓外交”
②蒋介石阻止了中美交往
③中美关系缓和
④中美正式建交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题目给出的漫画中三人所代表的分别是中国、蒋介石和美国，图中的中国和美国在打
高吊乒乓球，而蒋介石在中间拿着拍子无法接触到球，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之间出现了以
小球影响大球的“乒乓外交”
，这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缓和。蒋介石阻止了中美交往和中美正
式建交在图中都没有体现。
答案：B。

20.（2 分）
《汉谟拉比法典》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它诞生于古代（ ）
A.埃及
B.巴比伦
C.印度
D.希腊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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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谟拉比法典》诞生于古代巴比伦。
答案：B。
21.（2 分）1689 年，
《权利法案》的颁布为现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标志着英国
（ ）
A.封建统治不断加强
B.君主立宪制初步形成
C.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D.国王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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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答案：B。
22.（2 分）
“人们已经被革命的巨浪搞得筋疲力尽，认为只有独裁才能维持法国的秩序。
”材
料说明拿破仑夺取政权（ ）
A.维护了法国的封建统治
B.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C.顺应了法国当时的形势
D.加速了法国对欧洲的征服
解析：据“人们已经被革命的巨浪搞得筋疲力尽，认为只有独裁才能维持法国的秩序。”可
知，材料说明拿破仑夺取政权顺应了法国当时的形势。1799 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夺取政
权，1804 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这些适应了资产阶级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建立了资产
阶级军事专政。
答案：C。
23.（2 分）
“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它”
是（ ）

A.

B.

C.

D.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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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力的推动了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从此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据“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可知，
“它”
是《共产党宣言》
，选项 C 符合题意。
答案：C。
24.（2 分）1864 年，美国联邦部队中的黑人团队增加到 166 个，达到 12.6 万多人。其直接
原因是（ ）
A.独立战争爆发
B.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C.法国大革命的推动
D.《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
解析：1864 年，美国联邦部队中的黑人团队增加到 166 个，达到 12.6 万多人。其直接原因
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1862 年林肯政府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调动了黑
人奴隶的积极性，黑人大量加入北方军队，为北方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答案：D。
25.（2 分）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通过“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进入文明开化之域”，

实现了国家富强。据此推知，明治政府（ ）
A.重视教育
B.废藩置县
C.实行征兵制
D.允许土地买卖
解析：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通过“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进入文明开化之域”，实现
了国家富强。据此推知，明治政府重视教育。1868 年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
的改革，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
“废藩置县”
，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
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近代工业；社会生活方面，提倡文明开化，即向欧美学习，努力发
展教育。
答案：A。
26.（2 分）
“电工技术革命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
”人类由
此进入（ ）
A.蒸汽时代
B.电气时代
C.信息时代
D.网络时代
解析：据“电工技术革命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可知，
人类由此进入电气时代。19 世纪 70 年代，电力作为新能源进入生产领域，由于发电机和电
动机的广泛使用，电力的应用日益广泛。电力逐步取代蒸汽，成为工厂机器的主要动力，人
类历史进入了“电气时代”
。
答案：B。
27.（2 分）1919 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安排战后和解，却留下了痛苦的遗产。
“痛苦
的遗产”是指（ ）
A.《凡尔赛和约》
B.《九国公约》
C.《慕尼黑协定》
D.《北大西洋公约》
解析：1919 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安排战后和解，却留下了痛苦的遗产。
“痛苦的遗
产”是指《凡尔赛和约》
。1919 年 1 月，在一战中战胜的协约国集团为了缔结和约，对战后
的世界做出安排，在巴黎召开了会议，这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上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领土、军事、政治、赔款、殖民地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答案：A。
28.（2 分）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为应对经济危机实行了（ ）
A.法西斯专政
B.罗斯福新政
C.绥靖政策
D.马歇尔计划
解析：在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
民生活困苦不堪。1929 年﹣1933 年的经济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引起了政治
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为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1933 年，罗斯福就任美国

总统后，实行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对工业的调整，即《国家工业复兴法》
，罗斯
福新政的特点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罗斯福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是美国
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调节，开创了资产阶级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河，进一步提高了美国
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为应对经济危机实行了罗斯福新政。
答案：B。
29.（2 分）二战中，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腹背受敌的两栖作战行动是（ ）
A.莫斯科保卫战
B.斯大林格勒战役
C.诺曼底登陆
D.柏林战役
解析：二战中，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腹背受敌的两栖作战行动是诺曼底登陆。1944
年 6 月 6 日，美英等同盟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它的行动代号是霸王计划。苏军也在东线对
德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盟军开始两面夹击德军，使德军面临两线作战，加速了德国法西
斯的灭亡。
答案：C。
30.（2 分）成立于 1993 年，使用统一货币，集政治和经济实体于一身的区域组织是（ ）
A.华沙条约组织
B.亚太经合组织
C.欧洲联盟
D.世界贸易组织
解析：1993 年，西欧国家在欧洲共同体的基本上成立了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盟各国将
逐步使用单一货币──欧元；欧盟成员国内部人员、资本和货物可以自由流通，成员国公民
有统一的欧洲护照，不同国家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工作、学习或居住。欧盟成员国之
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洲共同体属
于经济组织，欧盟是一个政治经济联盟。
答案：C。
二、辨析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5 分。
31.（5 分）以下是小历和小史同学关于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看法（见图所示内容）
。你是否
同意他们的观点？说明理由。

解析：由图片可以看出，小历仅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小史仅认识到辛亥革命的积极作
用，他们都没有一分为二地评价辛亥革命的作用。因此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答案：不同意；小历仅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小史仅认识到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他们
都没有一分为二地评价辛亥革命的作用。
三、材料解析与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32 题 11 分，第 33 题 14 分，第 34 题 10 分，
共 35 分。
32.（11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战国时期秦国李冰为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率蜀地人民选择高山与平原的
交接处，利用地势和河道，建造了都江堰。在途经灌县的岷江修鱼嘴，分为内、外江，调节
两江水量，枯水季节将水调入内江，以利灌溉；涨水季节将水调往外江，保证灌县县城的安
全。
——摘编自赵毅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隋朝大运河示意图
注：①通济渠：从洛阳引谷、洛二水到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疏通故道，入淮河，到山阳。
②邗沟：从山阳疏导春秋时期所开的邗沟，引淮河水入长江。
——摘编自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史》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的目的，并概括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从余杭到洛阳依次途经的大运河河段名称，并概括大运河开凿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都江堰、大运河修建理念的共同点。
解析：
(1)据材料一“战国时期秦国李冰为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率蜀地人民选择高山与
平原的交接处，利用地势和河道，建造了都江堰。”可知，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的目的是根
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据“在途经灌县的岷江修鱼嘴，分为内、外江，调节两江水量，
枯水季节将水调入内江，以利灌溉；涨水季节将水调往外江，保证灌县县城的安全。”可知，
李冰主持建造的都江堰的作用是灌溉、防洪。
(2)据材料二“隋朝大运河示意图”可知，从余杭到洛阳依次途经的大运河河段是江南河、
邗沟、通济渠。据材料二“隋朝大运河示意图”“①通济渠：从洛阳引谷、洛二水到黄河，
从板渚引黄河水疏通故道，入淮河，到山阳。②邗沟：从山阳疏导春秋时期所开的邗沟，引
淮河水入长江。
”可知，大运河开凿的特点是：利用天然河道和已有的古运河和贯通南北水
系。
(3)综合上述材料可知，都江堰、大运河修建理念的共同点是利用自然条件和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
答案：
(1)目的：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作用：灌溉、防洪。
(2)河段名称：江南河、邗沟、通济渠。特点：利用天然河道和已有的古运河；贯通南北水
系。
(3)共同点：利用自然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33.（14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终于动摇了“文化大革命”
“左”傾错误路线，使马

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循着这条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作出
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摘编自孙海涛《中国改革开放战咯决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列宁《论粮食税》
：1921 年春天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
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
邓小平在改革五年后总结：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
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
——摘编自刘秀红《列宁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之比较》
材料三：如表
时间

历史时间

1980 年

建立深圳、厦门等 4 个经济特区

1984 年

开放广州、福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 年

开放长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区等经济特区

——摘编自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
）
材料四：我国内地将初级产品拿到特区，根据外销需要“梳妆打扮”，增值出口。在特区进
行市场经济的“实验”
，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特区作为加强同香港、澳门、台湾的经济
合作的特殊基地，发挥了很强的辐射作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摘编自刘利亚《论经济特区与中国对外开放》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
(2)根据材料二，比较苏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改革在农业方面的相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福建省区域对外开放的特点。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作用。
解析：
(1)据“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可知，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的思
想路线是实事求是。
(2)据“最坚决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
“农
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可知，苏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改革
在农业方面的相同之处是对农业政策的调整，重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
(3)据材料三中的表格可知，福建省区域对外开放的特点是逐步推进、点面结合，集中在沿
海城市和地区。
(4)结合所学可知，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有学习国外的先
进技术，科学知识、管理经验，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加强同香港、澳门、台湾的经济
合作的特殊基地，发挥了很强的辐射作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答案：
(1)实事求是。
(2)对农业政策的调整，重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
(3)逐步推进、点面结合，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地区。
(4)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管理经验，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加强同香港、
澳门、台湾的经济合作的特殊基地，发挥了很强的辐射作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34.（10 分）材料论述。
14-15 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部分地区趋于衰落。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欧洲社会文化艺术、
自然科学等方面爆发了一场令人惊叹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家们通过各种方式揭露了贵族和
教会的专横、残暴，表达了他们对非教会世俗思想的推崇。一旦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个人和民

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这一伟大变革，造就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自然科
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等，驱使了航海家们开辟新航路。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其他领域产
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舍曼《世界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社会思潮。
(2)阅读以上材料，提炼一个观点，结合材料和世界近现代史知识加以论述。
（要求：观点明
确，体现材料主题；史论结合，论述条理清楚。）
解析：
(1)根据材料“思想家们通过各种方式揭露了贵族和教会的专横、残暴，表达了他们对非教
会世俗思想的推崇。一旦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
的了。这一伟大变革，造就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等，驱使了航
海家们开辟新航路。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其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知，这是对文艺复
兴运动的描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社会思潮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
发扬人的个性，追求人在现实中的幸福。
(2)阅读以上材料可知，先进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14 世纪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发现人的价值和作用，他们反对陈腐的宗教学说，提出人文
主义思想，反对以神为中心，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这一运动助推了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知
道了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
展。
答案：
(1)人文主义。
(2)观点：先进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论述：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思想助
推了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了俄国十
月革命，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