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陕西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试题（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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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章怀太子墓室的壁画《礼宾图》，反映的是唐朝官员接待外国来宾的外事活动。
从中可以得到与唐朝相关的历史信息有
①国家统一，吏治清正廉明 ②国力强盛，影响远播海外
③交通发达，对外政策开放 ④绘画传神，艺术水平高超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2.毛泽东曾说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
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
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这里的“成就”是指
A.北伐战争的胜利
B.抗日战争的胜利
C.解放战争的胜利
D.“一五”计划的完成
3.有学者指出：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女子将自身的解放与国
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起，响亮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口号。”推动近代
中国妇女解放的社会原因有
①西方外来文明的影响 ②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 ③封建思想的彻底根除 ④妇女解
放运动的推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4.赫尔曼·梅尔维尔有句名言说：“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着全世界各民族的
血液!”对下表中 160 年间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不正确
．．．的是
1700~1860 年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单位：万人）
时间（年）
土著人口
白种人口
黑种人口
合计
1700
75.0
22.3
2.7
100.0
1820
32.5
788.4
177.2
998.1
1860
16.0
2724.0
400.0
3140
A.欧洲殖民者的屠杀和奴役导致土著人口骤减
B.种植园经济发展和奴隶贸易的进行致使黑种人口剧增
C.欧洲移民源源而来导致白种人口激增
D.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有利于人口增长
语言文字、交通工具的演变与发展，体现着人类的文明进步。据此回答 5~6 题。
5.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状字，经历了约、7000 年的发展，至今仍充满活力。下图以
“虎”字为例，展现了“汉字七体”的风采。I、Ⅱ、Ⅲ、Ⅳ字体分别是

A.甲骨文 小篆 草书 行书
B.小篆 甲骨文 行书 草书
C.甲骨文 行书 小篆 草书
D.小篆 甲骨文 草书 行书
6.1863 年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了向地下延伸的时代。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地下延伸的最主要原因是
A.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B.工业革命的进行
C.城市发展的需要
D.城市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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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28 分）

7.（8 分）
材料一：

材料二：据《明史》记载，明中后期增修加固长城，
“筑敌台三千，起居庸（关）至山
海（关）
，控守要害，……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
。长城沿线“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
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材料三：康熙帝认为：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
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
”
（1）阅读材料一，完成填空：中国古代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明
长城与秦长城相比，其走向和位置变化是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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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明朝中后期在处理北方民族关系方面采取的重大措施，并分析其影
响。
（3 分）

②依据材料三，指出清朝统治者对修筑长城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3 分）

（3）长城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国家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加以保护。结合长城演变
的历史，简要谈谈你对此的认识。
（2 分）

8.（8 分）
材料一：若是我们要指定中世纪科学终结是哪一年，我们就推举 1543 年，那年根据实
验方法而确立的两本基本的近代著作出世了，一本是维萨留斯所著的《人体结构》，一本是
哥白尼所著的《天体运行之道路》
。
——桑戴克《世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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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牛顿的物理学的分析方法现今开始不仅被应用于物质世界，而且被应用于思想
和知识的整个领域及人类社会。正如伏尔泰所说的，
“整个自然界、所有行星竟会服以永恒
的法则……”寻找决定人类事务的这些永恒法则，是法国革命之前的所谓启蒙运动的实质。
（1）材料一中所述两本著作对“人体”和“天体”的研究，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在思
想和科学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3 分）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牛顿在科学领域最主要的贡献及其思想价值。
（3 分）

（3）关于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认为前者重要，有人认为后
者重要，结合史实谈谈你的观点。
（2 分）

9.（12 分）
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以“重视三农，促进和谐”为主题开展了探究活动，请你参
与。
【苦难岁月】
材料一：辛亥革命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没有出现一
场社会大变动……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混乱的国家。
——雷
颐《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仍然破落、贫穷，
“没有出
现一场社会大变动”的原因。
（3 分）

【摆脱贫困】
材料二：
建国初期农民货币收入和消费品购买力统计表
年份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农民净货币收入（亿元）

68.5

87.4

111.4

127.9

农民消费品购买力（亿元）

65.3

80.7

102.1

117.5

项目

（2）依据材料二，说明建国初期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主
要原因及对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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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小康】
材料三：
2005~2009 年我国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图

（3）依据材料三，说明我国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原因。
（2 分）

材料四：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
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4）依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意
义。
（2 分）

【幸福家园】
（5）综合上述探究，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农民幸福生
活的美好家园”
，你对实现这一目标有何设想？（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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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陕西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副题）

历史参考答案
第Ⅰ卷（选择题

共 12 分）

题号

1

2

3

4

5

6

答案

C

A

B

D

A

B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28 分）
本卷共 3 题，计 28 分。
7.（8 分）
（1）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
（1 分）向西北延伸，东南退缩，位置靠南。（2 分）
（2）①措施：加强长城防御；与北方民族议和、互通贸易。（1 分）
（答出任意一点即
可得分） 影响：有利于边疆安定；使长城南北经济共同发展；推动了民族融合。
（2 分）
（观
点正确，言之有理，答出两点即可得分）
②态度：对修筑长城持否定态度；（1 分）原因：长城未能起到军事防御作用。
（2 分）
（3）认识：依法保护长城；维护民族团结。（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8.（8 分）
（1）思想领域的变化：关注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中心认识世界，冲破了封建制度和
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
（2 分）科学领域的变化：重视实验，科学逐渐从神学中解放出
来。
（1 分）
（2）贡献：创立经典力学体系。（1 分）（答出“物体运动三大定律”亦可得分）思想
价值：促使启蒙思想家们寻找决定人类事务的永恒法则，解放了思想，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到
来。
（2 分）
（3）观点：两者同等重要。人文知识有利于人的道德修养提高，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
进步，促进科技发展；科技知识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思想解放创造条件；两者相
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2 分）
9.（12 分）
（1）原因：①辛亥革命果实被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②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
位没有受到削弱；③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④封建军阀的割据和混战；⑤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没有得到贯彻执行。（3 分）（答出任意三点即可得分）
（2）变化：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
（1 分）原因：土地改革的进行。
（1 分）作用：
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得
分）
（3）变化：农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逐年迅速增长。
（1 分）原因：党的农村政策长期
稳定、不断深化。
（1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4）措施：发展公共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设施和环境
建设。
（1 分）
（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分）意义：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有利于
扩大内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有利于发展中国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1 分）（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5）设想：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在工业化城镇
化深入发展中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1 分）
（观念正确，
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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