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甘肃省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在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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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分。
）
1.（2 分）
“稻花香里话丰年”
。据考古发现，下列原始居民中最早栽培水稻的是（ ）
A.北京人
B.河姆渡人
C.半坡人
D.山顶洞人
解析：半坡原始居民种植粟，河姆渡原始居民种植水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
国家。
答案：B。
2.（2 分）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为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
家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 ）
A.夏启
B.秦始皇
C.北魏孝文帝
D.唐太宗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从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秦王嬴政（秦始皇）陆续灭掉六国，
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答案：B。
3.（2 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大治之年。唐玄宗统治前期“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不六七年，
天下大理。
”材料中“天下大理”的局面被誉为（ ）
A.文景之治
B.贞观之治
C.开元盛世
D.康乾盛世
解析：A：文景之治指的是西汉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B：贞观之治指的唐太宗的统
治。C：唐玄宗统治的前期，年号“开元”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被誉为“开元盛世”。D：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的统治。
答案：C。
4.（2 分）
“我之廉价工人，彼亦得而使用；我之丰富原料，彼亦得而购买，就地制造，就地
卖出，运费既省，关税无多，我之便利即彼得便利。”上述现象可能出现在哪一条约签订后？
（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解析：据题文材料中的话说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工设厂，
省却了运费和关税，得到很大便利。根据所学知识，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工设厂是在《马关条

约》之后，选项中 C 符合题意。
答案：C。
5.（2 分）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步观点，加强了中国人救亡
图存的紧迫感。此书的译著者是（ ）
A.魏源
B.严复
C.曾国藩
D.梁启超
解析：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步观点，加强了中国人救亡图存
的紧迫感。此书的译著者是严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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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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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2 分）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震惊中
外的台儿庄战役就发生于此，台儿庄大战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光辉结晶。领导该战役的
将领是（ ）
A.彭德怀
B.杨虎城
C.张学良
D.李宗仁
解析：1938 年春，日军猛攻台儿庄，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打败日军，歼敌 1
万多人。中国军队取得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
国抗日军民的士气。
答案：D。
7.（2 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历史的证明，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做了两件
大事：建立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件大事开始的标志分别是（ ）
A.开国大典和三大改造的完成
B.“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C.开国大典和土地改革的完成
D.“一五”计划开始实行和改革开放的实践
解析：A.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的标志；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
起来；B.“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为我国顺利收回香港、澳门地区指明了前景；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C.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的标志；土地改革的
完成标志着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崩瓦解；D.一五计划的实施是我国工业基础的
起步和发展；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
答案：A。
8.（2 分）如图一文发表于 1978 年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
，此文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
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一“伟大转折”是指（ ）

A.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B.中共八大
C.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D.中共十三大
解析：据所学知，1978 年，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实践
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据“为实现中国共
产党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可知，
“伟大转折”是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
答案：C。
9.（2 分）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下列属于古代西亚地区文明的
是（ ）
①种姓制度
②《汉谟拉比法典》
③基督教
④楔形文字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解析：①种姓制度是古代印度的文明成就，所以①不正确；②《汉谟拉比法典》是古代西亚
古巴比伦的，③基督教属于欧洲地区的，④楔形文字是古代西亚所用文字。显然①③不能入
选。
答案：C。
10.（2 分）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主要是指（ ）
A.使欧洲的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了转移
B.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开始融合为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C.人类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
D.欧洲经济的发展逐渐超过亚洲，成为历史发展的重心
解析：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主要是指世界各民族的历
史开始融合为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新航路开辟后，从欧洲到亚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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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进资本主
义的产生和发展。

答案：B。
11.（2 分）有这样一段广告词：
“一个苹果让牛顿吸引了世界，一壶沸水让瓦特转动了世界，
一个元素让爱迪生点燃了世界……”
。
“爱迪生点燃了世界”是指（ ）
A.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B.发明内燃机
C.研制成功耐用碳丝灯泡
D.改良蒸汽机
解析：依据题干信息“爱迪生点燃了世界”，结合所学知识：1879 年，爱迪生研制成功耐用
碳丝灯泡，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答案：C。
12.（2 分）
“…当日本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
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文中的“社
会变革”指（ ）
A.武装倒幕
B.明治维新
C.签订《日美亲善条约》
D.迁都东京
解析：A、武装倒幕是明治维新前推翻幕府统治的一场运动，是对社会变革的必要准备，本
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故 A 项错误。B、面对危机，日本开启明治维新，通过殖产
兴业、文明开化等措施向西方学习，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跻身世界强国。故 B 项正
确。C、
《日美亲善条约》是 1854 年江户幕府与美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促进日本资
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故 C 项错误。D、迁都东京是明治维新变革中的一项内容，不能完
全代表变革本身。故 D 项错误。
答案：B。
13.（2 分）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协调了对德的军事行动，会后苏军发动的对德攻势
是（ ）
A.斯大林格勒会战
B.诺曼底登陆
C.中途岛海战
D.柏林战役
解析：雅尔塔会议后的 1945 年 4 月，苏联军队对柏林发动总攻，希特勒见大势已去，自杀
身亡；5 月 2 日，柏林守军投降；5 月 8 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
战争结束。雅尔塔会议后苏军发动的对德攻势是柏林战役。
答案：D。
14.（2 分）51 年前，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联营 3 个组织的理事会
及其执行机构合并，组成统一的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成立的主要目的是（ ）
A.挑战美苏两极格局
B.促进“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
C.对抗华约组织
D.重振西欧雄风，提高国际地位

解析：欧共体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重振西欧雄风，提高国际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
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降低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提高西欧国家的
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西欧国家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1951 年德法等六国签署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1952 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 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原
子能共同体，1967 年将三个组织合并，成立欧洲共同体。
答案：D。
二、读图题（共 11 分）
15.（11 分）杰出人物是指在社会的某一领域有着突出贡献，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促进作用
的人。阅读下列图片，回答问题。

(1)图 1 人物在战国时期的哪个诸侯国推行改革？此次改革的作用是什么？
(2)图 2 人物领导了一场什么运动？他主张学习建立何种政治制度？
(3)图 3 人物是那位政治家？他留给后世的最著名的法律文献叫什么？
(4)图 4 反映的是哪一历史事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了什么样的革命道路？
解析：
(1)图 1 人物是商鞅，公元前 356 年商鞅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推行改革，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
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2)图 2 人物是康有为，他领导了 19 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他主张学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
制度。
(3)图 3 人物是法国的拿破仑，他留给后世的最著名的法律文献叫《法典》，1804 年拿破仑称
帝后，颁布《法典》
，第一次确认了民事权利平等、废除贵族特权、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和契
约自由等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
(4)图 4 反映的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
答案：
(1)秦国；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
家。
(2)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
(3)拿破仑；
《法典》
。
(4)开国大典；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三、材料解析题（共 9 分）
16.（9 分）改革是发展的直接动力。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布哈林说：“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
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1)材料一中苏联“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指的是哪一经济政策？它是哪一政策推行
引发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

材料二：罗斯福总统在第三任就职演说（1941 年）中说：
“八年前，当这个共和国的生命似
乎由命中注定的恐惧而停止时……我们迅速、大胆、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2)材料二中罗斯福总统采取的“行动”是什么？这一行动的影响是什么？
材料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正是这个伟大的觉醒孕育下新时期从
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
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在广东视察时的讲话
(3)材料三中“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坚持深
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解析：
(1)据材料一“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布哈林说：‘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
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可知，材料一中苏联“通过市
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指的是新经济政策，它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引发危机的背景
下出台的。
(2)据材料二“罗斯福总统在第三任就职演说（1941 年）中说：
‘八年前，当这个共和国的生
命似乎由命中注定的恐惧而停止时……我们迅速、大胆、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可知，材料
二中罗斯福总统采取的“行动”是实行新政；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
的生活得到改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与
管理得到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增强。
(3)据材料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正是这个伟大的觉醒孕育下新
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
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
之路”可知，材料三中“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指的是改革开放，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坚持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
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
答案：
(1)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
(2)罗斯福新政（或“新政”）；使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资本主
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得到加强；美国联邦
政府的权力明显增强。
(3)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
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四、简答题（共 12 分）
17.（12 分）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全人类的热切期盼。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战争，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什么？
(2)一战前形成了哪两大军事集团？一站后形成的国际关系是什么？
(3)二战前，英、法等国为避免战争爆发实施哪一政策纵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转折点是什么？
(4)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分别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对我们有何启示？
解析：
(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萨拉热窝事件，1914 年 6 月 28 日，塞尔维亚青年用枪打死了
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这就是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德国、奥匈帝国以这一

事件为借口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形成了英国、法国、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和德国、奥匈帝国、
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都是由少数帝国主义列强操纵
的会议，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凡尔赛和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交给日本，华盛
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
，使中国回复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局面。通过巴黎和会和
华盛顿会议，形成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调整统治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和
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3)结合所学可知，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法西斯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国推行了绥靖政策。
1938 年 9 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并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慕尼黑协定》
是绥靖政策达到顶峰的标志。纵容了德意等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对大国起了麻痹作用；损害
了弱小国家的利益，没有遏制局部战争的蔓延和扩大；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 年 7 月-1943 年 2 月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获
胜，此后苏军一反被动局面，展开对德军的全面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重要转折点。
(4)两次世界大战性质截然不同。一战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二战是一场世界
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启示类问题，符合题意即可。如珍爱和平，反对战争。
答案：
(1)萨拉热窝事件。
(2)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3)绥靖政策；斯大林格勒战役。
(4)一战：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二战：一场世界人民发法西斯战争；珍爱和平，反对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