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山东省东营市中考真题历史
第Ⅰ卷（选 择题共 5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所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
意的。
1.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下列遗址中，可为这一结论提供证据的是（

）

A.北京人遗址
B.山顶洞人遗址
C.河姆渡遗址
D.半坡遗址
解析：半坡原始居民生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今天陕西西安半坡村。属于黄河流域。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用
耒耜和磨光的石器耕地，石刀收割庄稼，种植粟，饲养猪狗等动物，制造彩陶；住半地穴式房屋，过着定居
生活，会纺线、织布和制衣，山顶洞人和北京人还未过上农耕生活，不能种植农作物，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
故答案选 D。
答案：D
2.下列历史人物，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扩充疆界，后来成为春秋霸主的是（

）

A.晋文公
B.齐桓公
C.楚庄王
D.秦孝公
解析：地理上，齐国在今山东北部，盛产鱼盐，经济富庶，是东方的一个大国；政治上，齐桓公任用管仲为
相，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同时改革军制，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扩充疆域。公元前
7 世纪中期，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故选 B。
答案：B
3.下图是《汉代讲学图》
，请你判断一下，他们讲学的内容应该是（

A.儒家学说
B.法家学说
C.兵家学说
D. 墨家学说

）

解析：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把儒家思想作为
封建正统思想，大力推行儒学教肓，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故此题选 A。
答案：A
4.学习历史，要注意时间概念。想想看，下列时间属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是（

）

A.1886 年
B.1896 年
C.1986 年
D.1996 年
解析：现行的公元纪年法是从基督教的耶穌出生之年算起，这一年以前的年份叫公元前某年，以后的年份叫
公元某年。但应该注意：没有公元零年这一年。与公元纪年相关的两个概念是：“世纪”和“年代”每一个
世纪为 100 年，从理论上讲，公元 1 年-公元 100 年为一世纪，公元 101 年-公元 200 年为第二世纪，……
以此类推，十九世纪是公元 1801-1900 年。每一个世纪分为几个年代，每一个年代为 10 年。所以 1886 年
属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故正确答案是 A。
答案：A
5.唐太宗说：
“白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可见，他特别重视（

）

A.对外交往
B.民族关系
C.任用贤才
D.虚心纳谏
解析：唐太宗这句话的意思：自古以来都重视汉族人，轻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只有我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一
视同仁。说明了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答案：B
6.“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这一诗句反映的是下列哪次反侵略斗争？（

）

A.戚继光抗倭
B.郑成功收复台湾
C.左宗棠收复新疆
D.康熙帝组织雅克萨之战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知识。题干提供了信息“荷夷”
，指荷兰殖民者。结合所学知识
分祈，荷兰殖民者 1624 年侵占了我国台湾，1661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抗击的是日本侵略者，雅克萨
之战打败了俄国侵略者，左宗棠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故此题选择答案 B。
答案：B
7.下列四幅疆域图，按朝代先后顺 序排列正确的是（

）

A.①②③④
B.③④①②
C.④③①②
D.④③②①
解析：本题考査学生的识图能力。图①出现行省，可知是元朝的疆域图。图②出现《尼布楚条约》可知是清
朝前期的疆域。图③出现西域都护府和长安，可知是西汉的疆域。图③出现咸阳、长城和匈奴，可知是秦朝
的疆域。按照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朝代顺序，可知答案选 C。
答案：C
8.要了解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手工工场的生产面貌，应推荐阅读（

）

A.《齐民要术》
B.《本草纲目》
C.《资治通鉴》
D.《天工开物》
解析：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深入到工农业生产现场，进行调査和探索，写了一部《天工开物》
。
书中总结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还反映了明代我国手工工场的生产面貌。这部书后来被译成多种外
文，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所以答案是 D。
答案：D
9.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哪些是史实，哪些是结论。下列属于“结论”的是（
A.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
B.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C.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

D.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鸦片战争影响的认识。鸦片战争中，1842 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条
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 2100 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
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同英国商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论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
社会。所以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ABD 都是历史事实，故选 C。
答案：C
10.“每一场革命都有它白身的传奇。毛泽东率领数万工农红军所完成的战略转移，就是中国革命史的伟大
传奇。
”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红军出奇制胜，打乱了敌人追剿计划的行动是（

）

A.四渡赤水
B.强渡大渡河
C.飞夺泸定桥
D.翻雪山过草地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红军长征有关知识的认识。分析此题时，紧扣题干的关键词“打乱了敌人追剿计
划的行动”
，1935 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河，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巧渡金沙江，
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以此题选 A。
答案：A
1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是（

）

A.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帝国主义国家放松对中国经济掠夺
C.外国列强的棉纱在中国大量倾销
D.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中国民族工业“黄金时代”的识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
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进入了 “黄金时代”
。故选 B。
答案：B
12.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这一战役的战果是（

）

A.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B.拉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C.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
D.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
解析：主要考査学生对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的认识。依据学过的知识已知，三大战役后，1949 年 4 月，人
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标志统治中国 22 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国民党残余势力退
往台湾。故选择答案 C。
答案：C
13.下边知识卡片是某同学在历史课堂上整理的笔记内容，据此判断他学习的是（

）

A.遵义会议
B.万隆会议
C.西安事变
D.重庆谈判
解析：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多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谈。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落介石假
和平的阴谋。1945 年 8 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因此选 D。
答案：D
14.1978-1984 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495 亿公斤，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增长率达 14.55%。出现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

）

A.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
B.设立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
C.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D.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析：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实行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所以出现了题文的情景，故此题选择
答案 D。
答案：D
15.下面两幅图片反映的历史事件是中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成功范例。它践行了（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D.“一国两制”构想
解析：题文中“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的天才设想”指的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它
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指的是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引下，香港、澳门实现成功回归。
故答案选 D。
答案：D
16.听到“东方魔稻”
“杂交水稻之父”
“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这些赞语，你会想到的人物
是（

）

A.袁隆平
B.钱学森
C.焦裕禄
D.王进喜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是袁隆平，袁隆平研制出的
籼型杂交水稻被誉为“东方魔稻”。钱学森是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的
获得者之一，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
，王进喜是石油工人。故答案选 A。
答案：A
17.《阿拉伯通史》记载：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几乎使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平生都做一次长途旅行。
这里的“圣地”是指（

）

A.雅典
B.罗马
C.麦加
D.开罗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伊斯兰教有关知识的准确识记。我们通过学过的知识知道：7 世纪初，穆罕默德
在麦加传教，622 年他在麦地那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630 年，穆罕默德带兵攻打麦加，使麦加成为伊斯
兰教的圣地，632 年，穆罕默德病逝时，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因此选 C。
答案：C
18.友好交流与相互融合始终是世界文明交响乐曲的主旋律。下列史实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

）

①希波战争
②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③阿拉伯数字传播
④马可•波罗东游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知识迁移能力。亚历山大东征、希波战争体现了古代文明通过暴力冲突传播和融合的方
式。丝绸之路、阿拉伯数字传播和马可•波罗来华等素材体现了古代文明通过和平交流的方式传播， 据此判
断 D 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D。
答案：D
19.下列文献中，体现“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是（
A.《权利法案》

）

B.《人民宪章》
C.《共产党宣言》
D.《联合国家宣言》
解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
，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
的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全新的政体实施，
英国议会拥有最高权利，确定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故此题选择答案 A。
答案：A
20.有人说：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分别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其中“外部障
碍和内部障碍”指的是（

）

A.英国殖民统治和农奴制度
B.封建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
C.英国殖民统治和黑人奴隶制度
D.封建专制统治和黑人奴隶制度
解析：近代美国历史上进行了两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维护了国家统一。第一次是美国
独立战争，最终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二次是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黑人奴隶制，
维护了国家统一，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障碍，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故此题
选择答案 C。
答案：C
21.下列对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的形成理解准确的是（

）

A.帝国主义国家间妥协退让的结果
B.帝国主义国家间争霸世界的结果
C.帝国主义国家间合作共赢的结果
D.帝国主义国家间利益分享的结果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一战有关知识的认识。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后期的帝国主
义国家要求重新分割世界。他们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三国同盟
和三国协约。三国同盟由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三国协约由俄国、英国和法国组成。所以三国同盟
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的形成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霸世界的结果，故答案选 B。
答案：B
22.下列选项中，为打开原子时代的大门奠定了理论基础的是（

）

A.万有引力定律
B.微积分
C.进化论
D.相对论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爱因斯坦贡献的识记。爰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掲示了时空的可变性、时空变化
的联系性，为原子弹的发明和原子能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D 符合题意。
答案：D
23.（下图）
《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亲历十月革命之后写成的纪实作品，被誉
为研究十月革命的经典文本。据所学知识判断，当时最“震撼世界”的是（

）

A.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B.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
C.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D.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最终崩溃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十月革命的认识。1917 年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
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一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题文中提
到“十月革命”
，所以 C 正确。
答案：C
24.下列表述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匈牙利改革相符的是（

）

A.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
B.局部改革和调整政治经济体制
C.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
D.通过实行多党制分散国家权力
解析：匈牙利的改革，在政治上：改善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稳定政治局势。经济上：
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降低积累率，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调整农
业政策，废除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取消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指令性计划，
改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工业方面也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分析内容可见匈牙利的改革对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是罗斯福新政的特点。通过实行多
党制分散国家权力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表述错误，故此题选择答案 B。
答案：B
2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叙利亚内
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外部因素是（

战……导

）

A.民族矛盾
B.领土争端
C.教派冲突
D.大国干涉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中东问题的史实。民族矛盾、领土争端、教派冲突都是导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内
部因素。大国干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导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外部因素。故此题选 D。
答案：D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50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第 26 题 12 分，第 27 题 12 分，第 28 题 14 分 ，第 29 题 12 分，

共 50 分。
26.（12 分）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 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
事；如今，一个 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写出材料一中 A、B 两点分别 代表的地方。
（4 分）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作用。
（2 分）
材料二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 汉代。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同时期中国经济重心

已向南方转移，而海路又远比陆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度高，海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海上
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空前繁盛，明朝海禁后衰落。
——摘编白《海上丝绸之路》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空前繁盛”的因素。
（4 分）
材料三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因为，

它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头赢的 21 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进行有机地衔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
力。
——陈凤英《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战略意义深远》
(3)据材料三，指出今天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应如何弘扬丝绸之路精神？（2 分）
解析：
(1)公元前 138 年和公元前 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与西域的通道，有利于汉与西域各国的经
济文化联系，为开辟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基础上，开通的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叫丝绸
之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终点是欧洲的大秦。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交通，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
文化交流，对促进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是中西方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
济文化交流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2)本题考査的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宋朝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已经有较大的发展，船体的
隔舱、指南针等对航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发明已经出现；宋朝商业及其繁茉，宋太祖、太宗都曾下令鼓励商
业活动，商业在宋朝近乎达到了极致；由于西夏、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相继隔断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路上
通道，并对贸易商人征收高额税率，极大的抑制了陆路商贸，商人为将丝绸、瓷器、香料等货物运至欧洲，
换取高额利润，只得改走水路，导致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
(3)本题考査学生对材料内容的分析能力。分析材料三的“它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
作共贏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头贏的 21 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
界梦”进行有机地衔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力。”进行提炼，可见今天在共建“一带一路”
的进程中国与沿线各国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经济繁茉和
贸易发展，共筑“中国梦”与“世界梦”
。
答案：

(1)长安、
（2 分）大秦；
（2 分）沟通了中西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2 分）
(2)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海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 度高；政府鼓励海外贸易；中国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
高；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地理知识的进步等。
（4 分）
（答出两点即可）
(3)与沿线各国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贸易发
展，共筑“中国梦”与“世界梦”
。（2 分）
（言之成理即可）
27.（12 分）民主和法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尤其共产党人不懈追
求并为之努力的理想和目标。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

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何怀宏《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为实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梦想，
进行了哪些探索？（4 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加紧 进行。1954 年 9 月，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全国有 1.5 亿人民参加讨论，提出了 118 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
大会根据这些意见，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写出该 会议通过的宪法名称及其颁布的历史意义。
（4 分）
材料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形成了

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民主政治建设趋
于制度化、法律化，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3)据材料三，概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4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学生的分析能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为实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梦想，
进行的探索包括：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等领导的
辛亥革命。1911 年孙中山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2)本题主要考査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制定机关。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幵。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3)本题主要考査学生的分析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
1982 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我国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框架，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答案：
(1)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2 分）孙中山等领导辛亥革命，
推翻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2 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分）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
利益的宪法。（2 分）
(3)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 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 分）民主政治
建设趋于制度化、法律化，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2 分）
28.（14 分）201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等多国隆重举办纪念活动，既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阅读材料，回答问
题。
材料一

以下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四幅示意图。

(1)从材料一中任选两幅示意图，指出各自反映的历史事件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影响或作用。
（8 分）
材料二

(2)据材料二，指出德、日两国对待二战的态度有何不同？（4 分）
材料三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以立法形 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确定“纪念日”和设立“公祭日”有什么现实意义？（2 分）
解析：
(1)图一：九一八事变。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
坏，以此为借口，炮轰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
迅速沦陷。中国人民进入局部抗战时期。图二：卢沟桥事变。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 标
志着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图三：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偷袭美国的太平洋军事基
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世界人民与法西斯国家的矛盾激化。图四：诺曼底登陆。

1944 年 6 月 6 日，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
灭亡。
(2)本题考査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对图片信息的分析能力。从材抖二的左边图片可以看出，德国对战争罪行的
态度是诚恳地道歉，勇于承担战争责任。从材料二的右边图片可以看出，日本则否认侵略历史，不能正视历
史，为侵略战争辩解。
(3)依据材料三的“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和“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
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确定“纪念日”和设立“公祭日”的现
实意义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有利于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有
利于敦促日本切实正视和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人民和国际社
会；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答案：
(1)图一：九一八事 变；
（2 分）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
（2 分）
图二：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
（2 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2 分）
图三：日本偷袭珍珠港；
（2 分）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和人口被卷入战争。
（2 分）
图四：诺曼底登陆；
（2 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2 分）
(2)德国能够正视历史，反省历史，认罪、忏悔和道歉；
（2 分）日本则否认侵略历史，不能正视历史，为侵
略战争辩解。（2 分）
（答案符合题意，体现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可得分）
(3)现实意义：有利于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有利于维护正义与和平；有利于敦促日
本切实正视和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为维护亚
洲的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分）
（答出其中一点即可，其他答案符合题意，体现正确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也可）
29.（12 分）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铁路两旁人山人海，许多人跟着火车跑，另外一些人骑在马上，沿路旁跟随着火车。在临近达林敦

的路上有一个大斜坡，史蒂芬孙决定在这个地方试验火车头的速度，他发出警告清除道路，加快行进，速度
达每小时十五英里（二十四公里）
。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1)材料一中史蒂芬孙的火车以什么作为动力？（2 分）这一动力的广泛应用得益于谁的创新？（2 分）
材料二

(2)材料二展示的成果各是哪次科技革命中取得的？（2 分）这两次科技革命分别将人类带入什么时代？（2
分）
材料三

科学不仅刷新了我们的世界图景，也刷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在科学成功的背后，我们

必须看到一个潜在的危险正在显露 出来。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3)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任选材料二中的一项发明，简述其利与弊。
（4 分）
解析：
(1)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英国工业革命有关知识的认识。瓦特改良蒸汽机，蒸汽机作为新的动力机器进入生
产领域，把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
。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交通工具的革新，美国的富尔顿发明轮船，英国
的史蒂芬孙发明火车。
(2)19 世纪 70 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电的发明和应用，电力作为新能源和新动力进入生产领
域，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交通工具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器，从而为汽车和飞机的
发明提供了动力。第三次科技出现了计算机和网络，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3)本题考査的学生的分析能力。汽车的普及使用，増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
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的问题：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计算机网络的发明运
用，使信息传递更加便利、快捷，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但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也会带来过度沉迷网络、垃
圾信息、网络犯罪等问题。所以科技发明都有它的利与弊，我们要注意兴利除弊。
答案：
(1)蒸汽机；
（2 分）瓦特。
（2 分）
(2)汽车：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
（2 分）计算机网络：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化时代。（2 分）
(3)汽车的大量使用，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但也带来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许多问题。
（4 分）
（言之有理即可）
计算机网络的发明运用，使信息传递更加便利、快捷，但也会出现网络沉迷、垃圾信息、网络犯罪等问题。
（4 分）
（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