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陕西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试题（正题）

历

史

第Ⅰ卷（选择题

共 12 分）

本卷共 6 小题，每小题 2 分，计 12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不选、错选
均不得分。
1.有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某制度时说：“民众的贫穷、愚昧既是统治者造成的，又成为
它得以长存的最好社会条件。
”以下最符合该论断的制度是
A.分封制
B.郡县制
C.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D.闭关锁国政策
2.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提到：
“
（1903 年）梁启超否定了儒教中的狭隘忠诚和
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私观念，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材料中梁启超观点提
出的背景不包括
A.民族危机的加深
B.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
D.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
3.《共产党宣言》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
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
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措施中客观上符合上述思想的有
①“一五计划”经济建设 ②“三大改造” ③“大跃进”运动 ④人民公社化运动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4.下图是某同学所记录的一节历史课笔记（部分）
，这节课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
经济 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形成
中国：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开始近代化探索
政治 世界：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与扩大
中国：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进行社会改革
A.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
B.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C.十九世纪末期
D.二十世纪初期
英国和前苏联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据此回答 5～6 题。
5.有学者这样评价近代英国：
“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就都为世界其他
地方提供了范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
”以下能够说明这一观点
的有
①利用议会限制王权 ②最终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 ③机器生产成为工业生产
的主要方式 ④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和进化论学说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6.右边漫画主要反映了前苏联
A.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B.二战结束，持久和平到来
C.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D.工业建设成就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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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28 分）
本卷共 3 题，计 28 分。
7.（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至（元）中叶以后，杂剧家悉为杭州人。……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
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
事，一旦（现在）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材料二：这座城（杭州）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
场或集市……。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
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每一方形市场的对面有两个大公署，署内驻有大汗任命
的官吏，负责解决外商与本地居民间所发生的各种争执。
——《马可·波罗游记》
材料三：元朝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行省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它
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
以供中央需要。
——《中学历史教学史料汇编》
（1）隋朝时杭州称作________，南宋时称作临安，五四运动时称作_________。从材料
一画线处可看出王国维认为杭州成为元杂剧中心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分）
（2）选做题：以下两个小题，请任选一个作答
（如果两个都答，按第①小题计分）
．．．．．．。
①依据材料二，归纳杭州商业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材料一概括城市的主要功能。
（3 分）

②依据材料三，归纳行省的主要职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设置行省的积极影响。（3
分）

（3）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古代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2 分）

8.（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
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
处理即可。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
（1885 年）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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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1951 年 9 月，美日签署《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享有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
扎陆海空军之权利，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福泽谕吉主张产生的历史背景，举一例日本政
府“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史实。（3 分）

（2）材料二漫画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怎样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美两方面分
析为什么罗斯福后来会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府的紧密合作为基础”？（3 分）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这知识，分析《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对二战后亚太地区
局势的影响。综合上述材料，结合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就美国对日外交政策谈谈你的看法。
（2 分）

9.（12 分）某校九年级 13 班同学以“民族复兴之路”为主题开展了探究活动，请你参
与。
【辉煌与领先】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
分裂对照得那样地鲜明，以致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由于迅速恢复
了秩序和统一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
——韦尔斯《世界史纲》
17～18 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
，许多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起草《人权宣言》时，还将《论语》中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写入其中。
——顾立雅《孔子中国之道》
（1）列举古代中国“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的表现，并指出罗伯斯庇尔引用“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意图。
（2 分）

【屈辱与反思】
材料二：1858 年 4 月、1900 年 7 月英国著名漫画杂志 Punch
登载了题为《没有开化的中国佬》和《中国就要崩溃了》的漫画。
同一时期，法国报纸也登载了题为《中国蛋糕》的绘画。这些作
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西方人对中国的看
法。
（2）分析材料二，指出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并说
明 1900 年前后西方国家使中国怎样“崩溃”的？（2 分）
中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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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为何）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
大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
精神。……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
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还要去学欧美
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孙中山《三民主义》
（1924 年）
（3）依据材料三，概括孙中山为实现民族复兴提出的主张。（2 分）

【革命与独立】
材料四：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
必须分为两个步骤（阶段）
，第一步（阶段），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
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
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4）依据材料四，说明“第一步（阶段）”的革命性质，并指出该阶段革命胜利的标志。
（2 分）

【发展与复兴】
材料五：1978 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奏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序曲。
“中国模式”的成功，带来了中国的发展，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
（5）
“中国模式”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指什么？分析“中国模式”的成功给世界带来的影
响。结合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你认为应如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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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陕西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正题）

历史参考答案
第Ⅰ卷（选择题
题号
答案

1
C

2
D

3
A

共 12 分）
4
B

5
C

6
A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28 分）
本卷共 3 题，计 28 分。
7.（8 分）
（1）余杭（1 分） 杭县（1 分） 废科举儒士移情于词曲（1 分）
（2）选做题：以下两个小题，请任选一个作答
（如果两个都答，按第①小题计分）
．．．．．．。
①表现：打破市坊界限；市场规模大；商品种类多；交易量可观；注重市场管理。（符
合题意，答出两点即可得 2 分）
功能：文化中心；商业中心。
（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②职能：行省是元朝地方行政机构；行省官员具有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聚集
地方财富上交中央。
（符合题意，答出任意两点即可得 2 分）
积极影响：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边疆的管辖；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省”
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3）作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统一；加强经济
管理，推动经济发展；沟通对外交往，促进文明交融；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繁荣。（符
合题意，言之有理，答出任意两点即可得 2 分）
8.（8 分）
（1）背景：明治维新后，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新航路开辟后，亚洲许多国家沦为西方
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国家先进。
（符合题意，答出任意两点即可得 2 分）
史实：发动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
；发动侵朝战争，使朝鲜沦为殖民地；发动九
一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2）态度：隔岸观火（或置身事外）
（1 分）
原因：中国：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地位重要。（1 分）美国：日本偷
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卷入二战。
（1 分）
（3）影响：加剧了亚太地区冷战局势和热战危机；加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治渗透
和军事占领；形成了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
（符合题意，言之有
理，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看法：面对目前亚太局部地区局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局势，美国应吸取历
史教训，稳定区域局势；阻止日本政坛极右势力发展，不能养虎为患。
（符合题意，观点正
确，言之有理，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9.（12 分）
（1）表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如日本大化改
新；以“四大发明”为核心的先进科学技术。
（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意图：反对特权，维护人权（或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反对等级制度）（符合题意即可得
1 分）
（2）看法：中国愚昧落后，可任意宰割。
（1 分）
崩溃：签订《辛丑条约》
，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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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 分）
（3）主张：民众团结；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知识、能力；学欧美之所长。
（2 分）
（4）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1 分）标志：新中国成立。（1 分）
（5）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分）
影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有利于抑制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符
合题意，言之有理，答出任意两点即可得 2 分）
认识：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加强国际合作，树立大
国形象，走和平崛起之路。
（符合题意，观点正确，言之有理，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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