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吉林省中考真题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1 分）
“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这一条款出自于（ ）
A.《南京条约》
B.《瑷珲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解析：本题考查《马关条约》的相关知识。
“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这一条款出自于《马
关条约》
。在 1895 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这
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方式，由原来的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这严重
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答案：C
2.（1 分）与“1948 年”
“解放长春”等信息相关的战役是（ ）
A.辽沈战役
B.淮海战役
C.平津战役
D.渡江战役
解析：本题考查三大战役的知识点。与“1948 年”
“解放长春”等信息相关的战役是辽沈战
役。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率东北人民解放军率先发起了辽沈战役。
解放军迅速攻占锦州，关上了国民党军队进出东北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随后，被长
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部分起义，其余投诚，长春宣告和平解放。之后东北解放军主力，
拿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47 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开始取得数量上的优势。
答案：A
3.（1 分）祖国大陆获得了统一，各族人民实现大团结的标志性事件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西藏和平解放
C.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D.土地改革的完成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西藏和平解放的相关史实。1951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胜利进抵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大陆各族人民实现了大团结。
选项 B 符合题意。
答案：B
4.（1 分）如图所示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一五计划的完成
B.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C.大跃进

D.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析：本题考查三大改造的知识点。据图片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53 年，我国开始
进行三大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
同富裕的道路。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个体手工业者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从 1954 年开始，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的方式，逐步发展企业
的公私合营，1956 年初，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答案：B
5.（1 分）歌谣“鞠躬尽瘁好总理，万隆外交显智慧”反映的内容是（ ）
A.民族区域自治
B.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求同存异”方针
解析：本题考查“求同存异”的方针。根据“鞠躬尽瘁好总理，万隆外交显智慧”可知其反
映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成就。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万隆会议（或亚
非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亚非各国的矛盾、分歧提出了“求同存异”
，推动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
答案：D
6.（1 分）世界三大宗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下列与公元元年的确定有关的宗教创始人
是（ ）
A.汉谟拉比
B.穆罕默德
C.耶稣
D.乔达摩•悉达多
解析：本题考查了基督教。耶稣诞生的那一年被定为公元元年。这说明与公元纪年法的确定
有关的是基督教。1 世纪时产生于巴勒斯坦一带的基督教，创始人是耶稣，他教导人们忍受
苦难，死后可以升入“天堂”
。基督教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就是以传
说中“耶稣出生”那年算起的，而耶稣出生的时间 12 月 25 日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圣
诞节。
答案：C
7.（1 分）文学艺术作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下列作品中热情歌颂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是（ ）
A.《最后的晚餐》
B.《战争与和平》
C.《向日葵》
D.《英雄交响曲》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英雄交响曲》
。德国的贝多芬是伟大的作曲家，第三交响曲《英雄交
响曲》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完成于 1804 年，是为拿破仑所写的。它是贝多芬第一部明
确反映重大社会题材（法国大革命）的交响乐作品，标志着贝多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熟。
题干中热情歌颂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品是《英雄交响曲》。
答案：D

8.（1 分）美国为应对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采取的措施是（ ）
A.美国独立战争
B.美国南北战争
C.罗斯福新政
D.马歇尔计划
解析：本题考查罗斯福新政的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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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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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应对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采取的措施是罗斯福新政。
答案：C
9.（1 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转折点的标志性事件是（ ）
A.莫斯科保卫战
B.日本偷袭珍珠港
C.斯大林格勒战役
D.诺曼底登陆
解析：本题考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 年 7 月，希特勒集中强大的兵力，分兵两路，进
攻苏联战略重镇斯大林格勒，苏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这座城市。1943
年 2 月，被围困的残余德军投降，此后，苏军开始向德军展开进攻并取得胜利。斯大林格勒
战役成为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答案：C
10.（1 分）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导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 ）
A.经济全球化
B.“一超多强”
C.信息化
D.和平与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全球化的知识点。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导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趋势。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全球
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发
展趋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
发展下去。于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
答案：A
二、归纳列举题（共 15 分）
11.（4 分）列举四例中国人民进行近代化探索的历史事件。
解析：本题考查近代化的探索。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开始，中国人民进行近代化探索的历

史事件包括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洋务运动，1898 年的戊戌变法，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答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12.（4 分）根据下列提示写出相对应的历史人物。
(1)“实业救国”
，状元实业家——_______________
解析：
“实业救国”的状元实业家是张謇。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设厂，
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剥削中国人民。清末状元张謇深感要挽回中国的利益，
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主动放弃高官厚禄，回乡创办
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
答案：张謇。
(2)译著《天演论》
，启蒙思想家——_______________
解析：严复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要救国，只有效法西方，推行维新改革。
他译著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点，启发
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去探索西方先进的社会，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
答案：严复。
(3)兰考治沙，
“党的好干部”——_______________
解析：在 1964 年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里面包含了这样的关键信息：
“兰考”“治
沙”
“党的好干部”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此人是焦裕禄。焦裕禄在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
记时，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他带领全县干部和
群众，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使兰考贫困面貌大为改观，他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工作，
直到生命最后，人民称颂他是“党的好干部”，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答案：焦裕禄。
(4)培育良种，
“杂交水稻之父”——_______________
解析：袁隆平，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
答案：袁隆平。
13.（3 分）根据下列提示写出相对应的历史事件。
(1)使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改革——_______________
解析：六、七世纪的日本非常混乱，落后的奴隶制度严重地阻碍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奴隶主
统治出现严重危机，7 世纪中期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仿效中国的隋唐制度，进行大化改
新。大化改新实现了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为日本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
了道路。
答案：大化改新。
(2)俄国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_______________
解析：俄国 1861 年改革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有利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 l861 年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俄国资本
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挽救统治危机，维
护地主的利益，所以改革不彻底，保留了沙皇，也就是保留了封建残余。
答案：俄国 1861 年改革。

(3)1921 年苏俄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改革——_______________
解析：1921 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 1925 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
本完成。新经济政策把社会主义同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对小农占
优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答案：新经济政策。
14.（4 分）根据下列提示写出相对应的国际组织名称。
(1)一战前形成的以德国为核心的军事集团——_______________
解析：一战前形成的以德国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是三国同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分别形成了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和由英国、法国
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德国是三国同盟的核心，英国是三国协约的核心。两大军事集团形
成后，疯狂扩军备战，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
答案：三国同盟。
(2)二战中反法西斯国家建立的合作组织——_______________
解析：二战中反法西斯国家建立的合作组织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二战中法西斯国家的侵略
扩张，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愤怒，中、美、苏等国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法西斯，逐渐走
向联合，1942 年苏、英、美、中等 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国际反法西斯联
盟的建立，鼓舞了各国人民的斗志，壮大了反法西斯的力量，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基础。
答案：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3)雅尔塔会议决定成立的国际组织——_______________
解析：雅尔塔会议决定成立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为了协调行动，尽快打败法西斯，1945
年 2 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
决定打败德国后，要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彻底消灭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同时，还决定成立
联合国。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雅尔塔会议的召开，
加速了二战的结束。
答案：联合国。
(4)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_______________
解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欧洲联盟（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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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立后，公民有统一的欧洲护照，打破国家界限，使
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实行资源共享，资本、商品自由流通，不同国籍的公民可以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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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答案：欧洲联盟（欧盟）
。
三、材料分析题（共 20 分）
15.（6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罗瑞卿大将参观虎门时说：
“中国近代史就是在这儿首先开始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
略，到了虎门就能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
”
材料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写出材料一中“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性事件。在“虎门”领导禁烟斗争的是哪位民
族英雄？
解析：写出材料一中“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鸦片战争，1840-1842 年英国对中
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
主权和关税主权，使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标志着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虎门”领导禁烟斗争的是林则徐。
答案：鸦片战争；林则徐。
(2)材料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共两党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性
事件是什么？写出两场抗日战争时期“血肉筑长城”的战役。
解析：国共两党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性事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
时期“血肉筑长城”的战役有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
答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
(3)上述材料集中体现了哪些中华民族精神？
解析：上述材料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奋斗、爱好和平、以人为本、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答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奋斗、爱好和平、以人为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
族精神。
16.（7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它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
材料二：当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
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强调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材料一中的“它”指什么文献？“国际工人运动”中，
“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
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什么？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解析：由材料一“它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用暴力推翻资产阶
级统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国际工人运动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知，
“它”指《共产党宣言》，
“国际工人运动”中，
“用暴力推翻
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巴黎公社运动。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
命是俄国十月革命。
答案：
《共产党宣言》
；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
(2)材料二中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开辟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什么？中国共产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写出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会议名
称。
解析：材料二中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开辟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创办的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在
中共十五大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答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五大。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先进理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解析：本题是开放性题目，先进理论可以促进社会发展。
答案：先进理论可以促进社会发展。
17.（7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19-1922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帝国主义国家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了重新安
排，建立了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影响，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促使世界
格局……逐步过渡到一个两极结构的新时代。……形成了美苏在欧洲乃至全球对峙的局面。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发生了改变。
(1)材料一中的“新格局”指什么？写出两个与其相关的条约名称。
解析：据材料“1919-1922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帝国主义国家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了
重新安排，建立了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一中的“新格局”
指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1919 年 1 月，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巴黎和会。同战败国德国签
订《凡尔赛和约》
，1919-1920 年，协约国分别同德国的盟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同《凡尔
赛和约》一起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非洲统治的新秩序。
1921-1922 年，美、英、法、日、意、荷、比、葡、中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是凡
尔赛会议的继续，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确立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的统治秩序。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列强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一
战后世界的新秩序。
答案：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和约》、
《九国公约》
。
(2)材料二中“两极结构”的形成与美国推行的什么政策有关？写出这一政策在政治方面的
表现。美苏对峙局面“发生了改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二中“两极结构”的形成与美国推行的冷战政策有关；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苏对峙局面“发生了改变”
，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向多极化发展。
答案：冷战政策；杜鲁门主义；多极化。
(3)上述材料给你什么启示？
解析：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政治力量发生变化，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决定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呈现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不断，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的
因素。霸权主义利用并介入这些矛盾纷争，将其转化为国际冲突，直接威胁世界和平。纵观
当今世界，各大国应该为构建和谐世界做些努力，应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世
界和平、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等。
答案：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等。
四、综合探究题（共 15）
18.（8 分）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请你结合所学知识，完善下列知识结构图。
（关于成就各写一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
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口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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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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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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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改革中，在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答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985 年，我国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围绕所有制结构、管
理模式和分配制度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
业的活力。
答案：国有企业改革。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又增
设海南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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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小渔村建成一座繁华的现代
化城市，成为经济特区的代表，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改革开放中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
答案：深圳。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更加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
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197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82 年颁布了第四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新时期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1986 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
。此后，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义务教育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
等一系列法律。这样，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实现

了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有法可依的局面。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逐渐成为
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渐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答案：197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2 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新时期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1986 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此后，全
国人大又通过了《义务教育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任选
其一即可）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当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一
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来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得到了成功实践。
答案：一国两制的提出或港澳回归。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定，自 2001 年 12 月 11 日开始，中国正式加入 WTO，标志着
中国的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2001 年，中国第一次在上海承办的亚太经合
组织（APEC）会议，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答案：2001 年加入世贸或 2001 年中国第一次在上海承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是开放型题目，考查的是学生开放性思维的能力。只要符合题意，言之有理即可。
如：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实行改革开放等。
答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实行改革开放。
19.（7 分）某校历史兴趣小组的同学开展以“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为主题的探究活
动，请你帮助他们完成相关内容。
【酝酿产生】
(1)15-16 世纪，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事件是什么？
解析：15-16 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
答案：新航路的开辟。
【确立发展】
(2)分别写出促使英国和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事件。
解析：1640 年到 1688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走上了发展
资本主义的道路。
答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
(3)写出一部近代欧美国家捍卫民主、自由的法律文献。
解析：1789 年法国制宪会议制定的《人权宣言》，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自
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答案：
《人权宣言》
。

(4)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牛顿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理论是什
么？写出两次工业革命中发明的交通工具，一项即可。
解析：英国科学家牛顿提出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建立了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被
誉为“科学之父”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交通工具有汽船、火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
出现的交通工具有汽车、飞机等。
答案：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汽船、火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汽车、飞
机等。
【学史感悟】
(5)回顾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你有什么感悟？
解析：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答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