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江苏省苏州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1 分）2018 年 2 月，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顺利收官。该节
目每期开始，主持人都会隆重介绍国宝所在博物馆的特色，比如：上海博物馆一包罗中国古
代艺术万象。如果下一季来到苏州博物馆新馆（见图），可以介绍的特色是（ ）

A.传颂万年越地长歌
B.以周秦汉唐四朝定鼎天下
C.集荆楚文化之大成
D.在现代园林中弹唱吴文化
解析：本题考查园林艺术的相关知识。2018 年 2 月，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
宝藏》第一季顺利收官。该节目每期开始，主持人都会隆重介绍国宝所在博物馆的特色，比
如：上海博物馆一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如果下一季来到苏州博物馆新馆（见图）
，可以
介绍的特色是在现代园林中弹唱吴文化。苏州最有名的就是苏州园林，战国时期属于吴国，
再结合图片可知，D 项符合题意。
答案：D
2.（1 分）某史学家说：
“始皇时代……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
。秦始皇为“统制
方数千里之中国”采取的措施有（ ）
①推行郡县制
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③统一文字
④统一度量衡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
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所以材料中秦始皇为“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采取的措施有
①③④。
答案：B
3.（1 分）
“四方丰稔（丰收》
，城镇商铺林立，客商如云。”这一材料描述了唐玄宗统治前
期经济繁荣的景象。下列选项与此相关的是（ ）
A.文景之治
B.贞观之治

C.开元盛世
D.康乾盛世
解析：本题考查唐玄宗时期的情况。“四方丰稔（丰收），城镇商铺林立，客商如云。”直接
反映了唐玄宗统治前期的经济发展。唐玄宗即位后，任用姚崇等人当宰相，重视地方吏治，
还注意节俭。使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
期，唐玄宗前期的年号叫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
答案：C
4.（1 分）如图是小明同学整理的中国古代史学习笔记。他整理的是现在哪个地区的历史（ ）

A.西藏
B.台湾
C.广东
D.新疆
解析：本题考查汉通西域、清朝建立伊犁将军。据题干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两汉时期，人
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地方称为西域，张骞两次出使
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公元前 60 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清朝乾隆帝平定大小
和卓叛乱，设立伊犁将军加强对新疆的管理。故小明同学整理的是现在新疆地区的历史。
答案：D
5.（1 分）毛泽东曾评价一部小说：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通过家庭反映社会，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不看这部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这部书是（ ）
A.《三国演义》
B.《水浒传》
C.《西游记》
D.《红楼梦》
解析：本题考查明清文学成就和特色。据“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通过家庭反
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不看这部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可知，这部书是《红
楼梦》
。清朝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颠峰，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广泛触及清朝中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清王朝走向衰亡
的历史命运。
答案：D
6.（1 分）观察下表，分析表中税率的变化与《南京条约》哪一内容直接相关（ ）
1843 年前后中英两国进出口货物税率变化表
货物

旧税率（%）

新税率（%）

棉花

24.19

5.56

棉纱

13.38

5.56

斜纹布

14.92

5.56

A.中英协定关税
B.割让香港岛
C.赔款 2100 万元
D.开放五口通商
解析：本题考查《南京条约》
。由图表内容可以看出，1843 年前后中英两国进出口货物税率
出现了大幅下降，结合所学，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 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南京
条约》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因此 1843 年前后中英两国进
出口货物税率出现了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协定关税的影响。
答案：A
7.（1 分）
“北地终招八国兵，金城坐被联军毁。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顔事洋鬼。”诗句
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 ）
①火烧圆明园
②义和团运动
③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④《辛丑条约》的签订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地终招八国兵”指的是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
发动侵华战争；
“金城坐被联军毁”指的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顔
事洋鬼。
”指的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定《辛丑条约》
。
因此②③④符合题意。
答案：D
8.（1 分）张老师在讲授《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按发展阶段设计了四个标题：
“千
呼万唤始出来、小荷才露尖尖角、忽如一夜春风来、无可奈何花落去”
。其中的“忽如一夜
春风来”是指民族工业的（ ）
A.产生
B.初步发展
C.黄金时代
D.衰落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相关知识点。据所学知，
“忽如一夜春风来”是指
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一战时期，当时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
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快速发展，被称为“黄金时代”。
答案：C
9.（1 分）1919 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应邀访华。7 月 2 日，他极其兴奋地在寄往美国的家书
里写道：今天的新闻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
的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
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杜威的家书表明他见证了（ ）
A.戊戌变法
B.辛亥革命

C.五四运动
D.国民大革命
解析：本题考查五四运动。由“1919 年，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结合所学，1919
年的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可知，杜威的家书表明他见
证的是五四运动。
答案：C
10.（1 分）某校历史兴趣小组开展了“党的历程”主题宣传活动，组员们收集了下列图片
用于布置展板。这些图片所对应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

A.④①③②
B.④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①③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中共七一大、井冈山会师、百团大战的知识点。1928 年井冈山会师；百团
大战发生于 1940 年；遵义会议发生在 1935 年；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 1921 年。所以按发
生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④①③②。
答案：A
11.（1 分）苏州雷允上诵芬堂药店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开业，至今已有 300 多年，
是著名的中药名牌老店。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雷允上诵芬堂顺应历史潮流，实行（ ）
A.公私合营
B.中外合资
C.承包经营
D.国企改革
解析：本题考查三大改造的知识点。1953 年开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 年起，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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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造过程
中，国家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即按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资本家的资本发
给定息。这种赎买政策，实现了和平过渡，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苏州雷允上诵芬
堂药店”是我国著名的名牌老店，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它接受的
改造形式是公私合营。
答案：A
12.（1 分）1955 年 4 月 18 日，香港《文汇报》报道了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世界历史上第
一次亚非会议”的消息（见图）
。在这次会议上（ ）

A.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B.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D.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亚非万隆会议。根据“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亚非会议”可知这是指 1955
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万隆会议，在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
的圆满成功。
答案：B
13.（1 分）王斯德《世界通史》
“
（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
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
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
人性的要求。
”这一时期最有可能是（ ）
A.文艺复兴时期
B.启蒙运动时期
C.法国大革命时期
D.拿破仑战争时期
解析：本题考查文艺复兴。据题干“
（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
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
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
合人性的要求”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文艺复兴开始于 14 世纪的意大利，15 至 16 世纪扩
展到欧洲其他地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以人为中心，而
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追求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故这一时期最有可能是
文艺复兴时期。
答案：A
14.（1 分）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把美国独立战争和同一时期发生在北大西洋东岸的政治
事变结合起来，将 18 世纪最后 40 年命名为“民主革命的时代”
。这一时期在北大西洋东岸
产生的民主革命成果是（ ）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
C.《人权宣言》
D.《1787 年宪法》
解析：本题考查法国大革命的相关知识。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把美国独立战争和同一时
期发生在北大西洋东岸的政治事变结合起来，
将 18 世纪最后 40 年命名为
“民主革命的时代”。
这一时期在北大西洋东岸产生的民主革命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于 1789 年颁
布了《人权宣言》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故这一时期在北大西洋东岸产生的民主

革命成果是《人权宣言》
。
答案：C
15.（1 分）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
“两个学说都发现了变化的原因在于斗争一生存竞争和
阶级斗争。
”这两个学说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
A.但丁、莎士比亚
B.达尔文、马克思
C.鲍狄埃、贝多芬
D.克伦威尔、林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达尔文、马克思的相关史实。据“两个学说都发现了变化的原因在于斗
争一生存竞争和阶级斗争。
”可知，这两个学说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达尔文、马克思。1859 年，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思想。书中提出了自然界在“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中发展的即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物种起源》的问世，
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沉重打击了神权统
治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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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B
16.（1 分）某校初三（1）班同学在学习两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排演了历史课本剧《交通的
革命》
，他们设计的情节不合理的是（ ）
A.美国人首先造出蒸汽机作动力的轮船
B.史蒂芬孙在电灯下绘制火车机车图纸
C.卡尔•本茨向人们展示他制造的汽车
D.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两次工业革命的相关知识点。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879 年 10 月 21 日，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通过长期的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史蒂
芬孙不可能在电灯下绘制火车机车图纸。
答案：B
17.（1 分）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利用“炉边谈话”向人民阐释其施政方针
的总统。在“新政”期间，罗斯福“炉边谈话”谈及的内容可能有（ ）
A.解读《国家工业复兴法》
B.号召分期付款超前消费
C.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D.畅谈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解析：本题考查罗斯福新政的知识点。在“新政”期间，罗斯福“炉边谈话”谈及的内容可
能有解读《国家工业复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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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18.（1 分）如图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其中的①②分别是指（ ）

A.凡尔登战役；诺曼底登陆
B.雅尔塔会议召开；斯大林格勒战役
C.慕尼黑阴谋；诺曼底登陆
D.日军偷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战役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日军偷袭珍珠港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观察题干图片可知，这展示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其中的①②分别是指日军偷袭珍珠港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41 年 12 月
7 日凌晨，日本军队偷袭太平洋美军基地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日本偷袭珍珠港，
揭开太平洋战争序幕。12 月 8 日，美国对日宣战，紧随其后，对日宣战的有中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最大规模。1942 年 7 月，德军开始集中力量
进攻斯大林格勒。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由此开始。1943 年 2 月，斯大林格勒会战以
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从此，苏军开始了全线反攻。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性
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场根本转折点，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选项 D 符合题意。
答案：D
19.（1 分）电影往往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1948 年后，美国好菜坞拍摄了以苏联对美国
威胁为主题的《铁幕背后》
、
《红色威胁》等电影。这反映的现实背景是（ ）
A.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
B.美苏冷战中的对峙
C.“一超多强”局面形成
D.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解析：本题考查美苏争霸的知识点。据题干关键信息“1948 年后”
“美国好菜坞拍摄了以苏
联对美国威胁为主题的《铁幕背后》
、
《红色威胁》等电影”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反映的
现实背景是美苏冷战中的对峙。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除武装进攻
之外的一切手段的敌对行动，以“遏制”共产主义。这种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1947 年杜
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1949 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便加强对西方
国家的控制。针对北约组织的建立，1955 年，苏联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从此欧洲出现了北
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的两极格
局最终形成。
答案：B
20.（1 分）2018 年 5 月 31 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将从 6 月 1 日起，对欧盟、加
拿大、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欧盟认为美国此举违背贸易自由原则，表示将诉诸
某国际组织，发起法律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国际组织是（ ）
A.国际联盟

B.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C.世界贸易组织
D.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全球化的知识点。根据所学知识可知，题干中的国际组织是世界贸易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文简称世贸组织，1995 年 1 月 1 日，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
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是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世界贸
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实现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拥有 164 个成员，
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 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世贸组织的成立是世界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世贸组织坚持非歧视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
扩大市场准入程度及提高贸易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从而协调了各成员间的贸易政策，共同
管理全球贸易。
答案：C
二、判断题：每小题 1 分，共 6 分
21.（1 分）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这期间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
夏、金等。
（ ）
解析：本题考查宋、辽、西夏的并立与和战的相关知识。据所学知，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
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这期间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金等，辽是契丹族建立的，西夏
是党项族建立的，金是女真族建立的。
答案：√
22.（1 分）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两篇论文，大力宣传民主，呼吁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相关史实。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在《新青年》
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颂扬十月革命，指出
它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为了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 年底，李大钊等在北京创
办了《每周评论》
，从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群众，
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时期。
答案：×
23.（1 分）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
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 1950 年的土地改革。根据所学可知，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答案：×
24.（1 分）如图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法三国关系。图中“——”两端国家
为协约国。
“
”两端国家为敌对国。（ ）

解析：本题考查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一战前，帝国主义国家矛盾尖锐，形成三国同盟和三
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法国都是协约国成员，德国属于同盟国。
答案：√
25.（1 分）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非洲统治的
新秩序。
（ ）
解析：本题考查了《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主要是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西方的关系。
而它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在美国
的倡议下，1921 年-1922 年，英、法、美、日、意、荷、葡和中国在华盛顿召开举行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是美、英、日三国。1922 年，九国代表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
的《九国公约》
，表面上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遵守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的原则。实际上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
家共同宰割的局面，为美国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方便。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
和补充，它确立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新秩序。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
公约》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非洲统治的新秩序，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答案：×
26.（1 分）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成果推动了人类科学的进步。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
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宣传“自由”
“平等”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启蒙运动的相关史实。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成果推动了人类科学
的进步。18 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掀起了启蒙运动，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和
天主教会的猛烈抨击和对“自由”
“平等”思想的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
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故题干表述正确。
答案：√
三、填空题：
（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2 分，每空 1 分，共 6 分）
27.（2 分）距今约四五千年，居住在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和________部落结成部落联盟。
约公元前 2070 年，部落联盟首领________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解析：本题考查黄帝、炎帝、大禹的相关知识点。距今约四五千年，生活在黄河流域炎帝部
落和黄帝部落联合在涿鹿一战中打败蚩尤部落。从此，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
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中华民族的主干部分。黄帝和炎帝被后人尊
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据所学知，约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朝——夏朝。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
答案：黄帝；禹
28.（2 分）1862 年，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________。1924 年，国民党在广州创
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京师同文馆、黄埔军校。1862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
新式学堂。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1924 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
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上，故称黄埔军校。
答案：京师同文馆；黄埔军校
29.（2 分）1861 年，南方军队挑起内战，美国爆发了________，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
资产阶级革命。1868 年，推翻幕府以后，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
些改革被称为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南北战争和明治维新。1861 年，南方军队挑起内战，美国爆发了南北
战争，战争结果是北方取得了胜利，经过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美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1868 年，推翻幕府以后，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明
治维新，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答案：南北战争；明治维新。
四、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30.（6 分）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且影响深远，明朝以后才逐渐落后于西
方。今天的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时代呼唤着科技的进一步创新发展。阅读下
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公元 1001-1500 年世界科技发明数量概况

——数据来源于《自然科学大事年表》
材料二：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李约瑟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
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数学和可控实验为主，而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结果
科学革命无以发生，中国的前现代生产经验试错型技术进步方式，也就无法转化为以科学实
验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进步方式。技术进步的停滞，最终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
大。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材料三：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
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要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
作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哪两项发明分别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传播
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解析：据材料一“公元 1001-1500 年世界科技发明数量概况”及所学知识可知，960 年北宋
建立，1368 年明朝建立。故公元 1001-1500 年属于宋元明时期。北宋时期，平民毕昇发明

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毕昇用胶泥制成单个反体字，用火烧硬，制成陶活字，一个陶
活字可以重复使用，保存方便，活字印刷术节省雕版费用，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这种方法
既经济，又省时，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发现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
成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制成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广泛
用于航海。还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为后来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创造了条件。故题干中这
一时期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分别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答案：活字印刷术；指南针。
(2)据材料二，指出作者认为中国“技术进步停滞”的根本原因。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从明
清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对外关系政策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解析：据材料二“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李约瑟之谜’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数学和可控实验为主，而是以四书五经为
主，结果科学革命无以发生，中国的前现代生产经验试错型技术进步方式，也就无法转化为
以科学实验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进步方式。
”可知，作者认为中国“技术进步停滞”的根
本原因是：明清科举制度（八股取士）阻碍科技进步。据所学知识可知，明朝时期，政治制
度方面，君主集权强化，阻碍社会发展进步；对外关系方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海
政策）
，未能适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所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答案：根本原因：明清科举制度（八股取士）阻碍科技进步。政治制度特点：君主集权强化，
阻碍社会发展进步；对外关系政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海政策），未能适时学习西
方先进科学技术。
(3)据材料三，谈谈你对我国如何实现科技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认识。
解析：据材料三“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
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可知，我国实现科技进一步创新发展，要自主创新，不能总是依赖他人或成为别
人的技术附庸；要坚持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等。
答案：要自主创新（不能总是依赖他人或成为别人的技术附庸）；要坚持国际合作，积极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31.（6 分）邓小平同志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他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多次在重大的历
史转折点勇立潮头，作出巨大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
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
在（1992 年）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摘自邓小平南方讲话
(1)读材料一，指出图 1 所示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图 2 所示是邓小平参与指挥的哪一战役？
解析：仔细观察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图 1 所示军事行动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7
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从国民党重点进攻
的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中间发起进攻，
“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刘邓大军开辟了大别
山根据地，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
略进攻的序幕。仔细观察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图 2 所示是邓小平参与指挥的淮海战役。
答案：战略意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战役：淮海战役。
(2)读材料二，图 3 所示的会议作出了什么伟大决策？图 4 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哪一伟大构
想的实践成果？
解析：仔细观察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图 3 所示的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
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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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是
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中国历史进入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仔细观察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图 4 是香港、澳门回归，
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实践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解决台湾
问题，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一
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即在中华人民共和法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运用“一国两制”成功解决了香港和澳
门问题，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正式
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答案：伟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伟大构想：
“一
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3)据材料三，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邓
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指引下，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
解析：据材料“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
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

从现在（1992 年）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并结合所学知
识可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从建国起，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
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指引下，1992 年
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答案：奋斗目标：从建国起，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2.（6 分）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国情不同，工业化的路径也不同。美国和苏联的
工业化道路就各具特色。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美国工业化道路带有明显的美国特色。其经验主要有：以农促工。美国依靠让农民
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由于耕地面积巨大而劳动力
缺乏，1920 年后拖拉机逐渐取代畜力，其农业开始走向机械化。……农业的较快发展既为
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
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有益于其顺利遗行；大力
吸钠国外的資金、技术和劳动力…”
——晨松《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作为苏联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用轻工业赚回来的资金建设重
工业。对于实现工业化的资全来源，他主张本国节约。斯大林认为，如果将用来购买汽车和
机器的资金用来购买布匹，苏联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国面前处于手无寸铁
的状况。在工业化建设上，斯大林明确表示决不能放慢速度，必须竭力加快速度。斯大林用
强制的办法，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啜收的资金占用于发
展工业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陈仲丹《墙头政治--现代外国宣传海报解读》整理
(1)据材料一，指出美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经验。
解析：由材料一“美国工业化道路带有明显的美国特色。其经验主要有：以农促工……大力
吸钠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可知，美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经验有以农促工；大力吸纳
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
答案：以农促工；大力吸纳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
(2)据材料二，围绕建设重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題，布哈林和斯大林分别提出了什么主张？
解析：由材料二“作为苏联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用轻工业赚回来的资
金建设重工业。对于实现工业化的资全来源，他主张本国节约”可知，布哈林主张轻工业为
重工业提供资金，本国节约获取资金。由材料“斯大林认为，如果将用来购买汽车和机器的
资金用来购买布匹，苏联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国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
况。在工业化建设上，斯大林明确表示决不能放慢速度，必须竭力加快速度。斯大林用强制
的办法，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可知，斯大林主张剥夺农民为重工业提供资金。
答案：布哈林主张：轻工业为重工业提供资金；本国节约获取资金。斯大林主张：剥夺农民
为重工业提供资金。
(3)与美国不同，苏联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据材料二，这一策略是在怎样的国际
环境下实行的？苏联采用什么经济体制保障了这一策略的实施？
解析：与美国不同，苏联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据材料二可知，这一策略是在处于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的国际环境下实行的。苏联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保障了这一
策略的实施。

答案：国际环境：处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