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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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明这一技术和欧洲出现类似技术分

1.繁体“戰”字，在印制书籍时烧成“
别在
A.西晋 公元 4 世纪

B.北宋 公元 15 世纪

C.南宋 公元 15 世纪

D.明朝 公元 16 世纪

2.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当时在东北地区设置
A.北庭都护府

B.宣政院

C.辽阳行省

D.吉林将军

3.“其书罗列甚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方今急边防，疲氓未息肩。苦心著
此书，搜讨颇有年。
”材料中的“奇书”是指
A.《马可·波罗行纪》B.《天工开物》

C.《海国图志》

D.《天演论》

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一个中国人是王茂荫（清朝户部侍郎），他币制改
革在 1854 年受到申斥。这件事的背景不可能
．．．是
①马克思理论传入中国，促使币制改革 ②鸦片大量倾销，导致白银外流 ③镇压农民
起义，军费开支浩大 ④通商口岸日本开设工厂，政府收入锐减
A.①④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经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据此回答 5～6 题。
5.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中对欧洲某强国做了如下记载：“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
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人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女性店员由 1882 年
的约 3.2 万人（大约是总数的 20%）增加到 1907 年的 17.4 万人（大约是总数的 40%）
。
”当
时女性解放的原因
①工业革命的发展 ②民主政治的进步 ③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④女性自主意识的
增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6.下表反映的占主导地位消费方式所产生的最
主要
．．．的消极作用是

D.①②④

1928 年 4、5、6 月美国汽车销售付款方式、汽车档次分类比例（单位：%）
项目
信贷
现金

已成交高中档车
26.3
20.9

已成交低档车
11.2
6.2

未成交
23.9
11.5

小计
61.4
38.6

累计

47.2

17.4

35.4

100

——《经济衰退的历史答案》
A.社会上攀比和奢侈之风盛行

B.刺激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

C.家族负债增加生活质量下降

D.美国金融业出现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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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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郭沫若把春秋战国时代比拟为“第一次五四运动”。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由
秦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我们依然感觉着春秋战国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材料二：夫严刑者，民这所畏也；重罚者，民这所恶也。……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韩非子》
材料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
（1）材料一所示的三位思想家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是__________（填字母）；（1
分）郭沫若之所以把春秋战国时代比拟为“第一次五四运动”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因为春
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处于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分）
（2）选做题：以下两个小题，请任选一个
作答。
（如果两个都答，按每①小题计分）
．．．．
①根据材料二中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分析对秦朝的影响。（3 分）

②汉武帝对材料三的主张持何态度？简要谈谈儒家思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3
分）

（3）综合上述材料，你主为统治者确立统治思想的因素有哪些？（2 分）

8.（8 分）
材料一：西方史学家习惯上把 15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称为“扩张的时代”
。当时，
西欧的地图绘制技术已很先进……罗盘针已在海船上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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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20 世纪初年，内燃机有了很大改进。1903 年，美国莱特兄弟把他们自制的引
擎装到飞机上，驱动螺旋桨，飞行成功了，这是航空科学技术迈出的第一步。
材料三：

加加林

奥尔德林登上月球

杨利伟走出“神五”返回舱

（1）依据三则材料，概括 16 世纪至今，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3 分）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材料三这类活动的原因和影响。（4 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科技发展的认识。（1 分）

9.（12 分）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在历史课上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主题开展
了探究活动，请你参与。
【艰难中进步】
材料一：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得从事于改造中国。……政治方
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
以进，必通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依据材料一，概括武昌起义后至 1919 年，资产阶级为改造中国所进行的实践活动
的特点。其实践活动结果如何？（2 分）

【迈入新时代】
材料二：见右图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在时
期Ⅰ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分析其原因。指出时期Ⅱ中
国国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义。（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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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形象】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世界的十件大事
第一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二件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三件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第四件

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

第五件

打破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坚冰

第六件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第七件

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第八件

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九件

全面阐述“和谐世界”理念

第十件

成功兴办北京奥运会

材料四：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
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每 37 卷）
（3）材料三中第九件大事“
‘和谐世界’理念”你是怎样理解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举一例加以说明。
（2 分）

（4）依据材料三、四，分析 1978 年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如何进行“变化和改革”
的？（2 分）

【强国党领导】
（5）综合上述探究，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党已为
我们描绘了新时期的发展蓝图，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如何应对未来发展中的挑战？（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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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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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C

3
C

共 12 分）
4
A

5
D

6
B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28 分）
本卷共 3 题，计 28 分。
7.（8 分）
（1）B 社会变革（或社会剧变）时期（3 分）
（2）①主张：重视法律、法治；强调法治为人治服务。
（1 分）影响：韩非子思想成为
秦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但严刑峻法也导致了秦朝的覆亡。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
可等分）
②态度：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1 分）作用：儒家思想对塑造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思想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3）因素：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和维护统治。（2 分）
8.（8 分）
（1）过程：①从 16 世纪开始，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世界日益成
为一个相互影响、联系紧密的整体。
（1 分）②20 世纪初，人类活动进入天空（即大气层）。
（1 分）③20 世纪中期以来，人类进入外层空间（即太空）活动。
（1 分）
（2）原因：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竞争的
促进等。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影响：①有利于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扩大人类活动和生存的空间。②频繁的卫星发
射造成“太空污染”
，给人类的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
可等分）
（3）认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也对人类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1
分）
9.（12 分）
（1）特点：政治上，建立并维护共和制度（或民权制度）；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1 分）
结果：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
（1 分）
（观
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2）成就：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 分）原因：
人民政权的巩固，为发展提供了保障；进行了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迅速
恢复，有计划的开展经济建设，为发展奠定基础；苏联的援助等。
（2 分） （观点正确，言
之有理，即可等分）
意义：原子弹爆炸成功（或导弹实验成功）
，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提高了国际地位，
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3）理解：国与国之间，应该友好交流，合作发展，和平共处。（1 分）
说明：生态环境问题；核威胁问题；人口爆炸问题；资源匮乏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和贫
富差距扩大等。
（1 分）
（任举一例即可）
（4）变化：实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2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5）应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机遇意识和
忧患中，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1 分）
（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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