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备考用

2022 北部湾经济区黑白卷重难题·历史

重难题一 材料解析题

1.（10 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其中

日军 52.7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69.4 万余支，各种炮 1800 余门，收复国土 100 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1 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曲青山《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材料二 在世界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最大的事件。我们团结一切平等对待我

的国家，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鼓舞了正在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奋起反抗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引领着

二战后其他国家进行反殖、反帝的斗争，无形中加强壮大了民主、和平、正义的世界力量，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

独立运动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摘编自何小红、张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五维解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是中国不断凝国魂、聚国力的过程。短短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世

界排名第二的国家；从数量规模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从 1978 年的 3679 亿元人民币到 2017 年的 82.71 万亿元，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978年的 1.8%上升到 2017年 16%……中国有 33个城市跻身于世界城市的榜

单，中国的核心城市群成为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明显影响的全球性大城市经济区。

——摘编自刘慧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2分）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对世界的意义。（2

分）

（2）根据材料二，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最大的事件”？（2 分）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举措。（1 分）根据材料三，简要说明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注意史论结合。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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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1 分）

2.（9分）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再象过去那样在黑暗中摸索苦斗而不明航向。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根本保证。

——摘编自俞文冉陈乃宣《二十世纪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材料二

庆祝南宁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

联欢大会（1956 年）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

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社会

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在我国基本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摘编自期刊《支部建设》刊文《社会主义改造》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政治领袖”是指哪一政党？（1 分）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政党成立的历史意义。（2 分）

（2）材料二中图片反映的史实有何历史价值？（1 分）根据材料二，指出“改造”取得的成果。（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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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三中的“站起来”“富起来”的起点事件是什么？（2 分）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原因。（1 分）

3.（10 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挑战，需要我们携手共同应对。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在

《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联合国从酝酿到成立经历了数年时间，1942 年 1 月 1 日，正在对

德、日、意法西斯作战的中、美、英、苏等 26 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

《联合国家宣言》，强调在打败共同敌人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普遍安全

制度的世界秩序，并第一次采用“联合国”一词。1945 年 4 月 25 日，

“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

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摘编自宋义东《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

材料二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过世界大战，满目疮痍。欧洲在战后强烈地感受到

了来自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威胁。德国虽然战败投降，但是实力仍然不容小

觑，二战结束后，整个欧洲仍然处于安全感缺失的状态。……在战后及未

来的世界大环境下，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李默《浅析欧洲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材料三 在全球奥林匹克运动受到疫情影响，处于某种低潮的当下，这次奥运会不仅是对奥运精神的一次重大弘扬，

也彰显了人类共同合作和团结向前的努力。在全球化面临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所具有的势能受到阻碍的现实状况下，

奥运会能够凸显全球合作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凸显全球连接的不可阻挡，也凸显全球问题只能依赖全球的共同努力

来加以解决的主题。

——摘编自张颐武《深刻认识北京冬奥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联合国成立的背景。（1分）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反映的实质是什么？（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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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二，归纳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原因。（2分）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二中的图片是属于哪个国际组织的旗

帜？（1 分）该组织的建立对世界格局有何影响？（1 分）

（3）根据材料三，概括北京冬奥会的对于国际合作的意义。（2 分）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遇到挑战时，我们应如何携手共同应对？（1分）

4.（10 分）科技不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至蔡伦以前，植物纤维纸甚少，使用书写的材料还多是木牍或缣帛。即使是丝质纤维纸，也因原料难得，

制作不易，被宫廷或贵族视为珍品或奢侈品。……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研究（出来）的纸，用料比之西汉的“麻

纤维”要取材广泛和廉价得多，树皮、烂麻头、废鱼网、破布俯拾皆是。原料多，又有职权建立大作坊，招募工匠，

因而蔡伦纸得以大量制造，所以“自是莫不从用者焉”。

——摘编自杨东晨、杨薇《论中国纸发明和工艺改进的年代——兼论西汉

初造纸者和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的功绩》

材料二

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装配线

19 世纪后期，法国化学家希雷·夏尔多内研究蚕病的时候，对蚕丝

的制造过程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仿造蚕丝。他先将棉花屑制成醋酸纤

维素，然后将它溶解在一种溶液中，最后将这种黏性溶液用力挤压过叫

做喷丝头（类似蚕和蜘蛛腹部的结构）的狭小网眼形成丝。起初，生产

出的这种人造丝被称作“夏尔多内丝”，后来改称醋酸人造纤维。

——摘编自王思诚《科学百科》

材料三 在此次全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互联网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大数据服务疫情防控，实现高效精

准布控；互联网+医疗实现在线诊疗、在线咨询，让人们足不出户也能看病；“云课堂”、“云办公”、“云服务”减少

人际接触；远程问诊平台架起桥梁，中国专家得以通过互联网助力全球抗“疫”。

——摘编自中国日报网《互联网+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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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的原因。（2分）材料一是如何评价“蔡伦纸”？（1 分）其评价的依据

是什么？（1 分）

（2）材料二中图片所展示的“装配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分）根据材料二，指出夏尔多内发明人造纤维的灵

感来源？（1 分）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人造纤维发明的意义。（1 分）

（3）材料三中的“互联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迅速普及的？（1分）根据材料三，分析互联网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

作用。（2 分）

重难题二 探究题

5.（11 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领域都涌现出了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主题进行探究性学习，请你和他们一起来完成。

【军事领域杰出人物】一组同学通过观看纪录片《戚继光》对其开展探究。

花街之战，斩敌 308 级，解救被掳民众 5000 余人，戚家军阵亡 3 人；上峰岭之战，斩敌 44 级，解救被掳民众

一千余人，戚家军阵亡 3 人；长沙之战，擒获、斩敌 56 人，解救被掳民众一千二二百余人，戚家军无人阵亡。历

史上把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的连续胜利，成为“台州大捷”。

——摘编自纪录片《戚继光》解说词

（1）材料中的“敌”是谁？（1 分）根据材料，概括戚家军取得的成绩。（1 分）

【政治领域杰出人物】二组同学通过阅读孙中山传记对其的开展探究。

孙中山还是一位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最初他只是一个人，然而，却毅然、决然向清王朝这个庞然大

物发起冲击。民国建立，是孙中山理想的成功，然而，失望与挫折接踵而来。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掀起革命斗争。在

晚年，他更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重视和扶助工农力量，为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打下胜

利的基础。

——摘编自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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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中山“向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发起冲击”的相关史实有哪些？（1分）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一例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的“失望与挫折”。（1分）面对“失望与挫折”，孙中山做了哪些努力？（1 分）

【社会主义杰出人物】三组同学通过阅读王进喜的相关报道对其开展探究。

王进喜

1960 年 3 月王进喜带领 1205 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他带领全队把 60 多

吨重的钻机设备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

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 55 井，安装起来。由于水管线还没接通，罐车又少，王进

喜就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脸盆端了 50 多吨水，保证萨 55 井正式

开钻。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裹着老羊皮袄打个盹……通过全队工人的

共同努力，只用了 5 天零 4 个小时就打完了油田上第一口生产井。

——摘编自《人民日报》

（3）根据材料，概括王进喜的事迹。（2 分）这些事迹体现了他怎样的精神？（1 分）

（4）杰出人物推动历史进步，请你从上述材料中选取一位历史人物，说说他所做的贡献。（要求：参照以下范例仿

写，列举人物及其贡献。3 分）

范例：戚继光是明朝将领，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他率“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浙东地区倭患，后与

其他抗倭将领带领军民消灭福建、广东两地倭寇，使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保卫了沿海人民的财产安全。

6.（12 分）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围绕“民生·发展”的主题进行探究性学习，请你和他们一起来完成。

【历史渊源】

材料一 唐太宗即位之初, 社会经济残破,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成了其当务之

急。……他十分重视治民的父母官——都督、刺史的选拔和任用，将能堪养百姓，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

劣的标准。还注重“戒奢从俭”，唐初不但没有大兴土木，而且还拆除了一些宫殿，为遭受水灾的居民修缮房屋。

他在礼法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对旧律几经修改，去其繁苛，远较往代刑律简化易明，有利施行，成《唐律》。

——摘编自关连芳《浅析唐太宗的“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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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太宗改善民生的目的。（1分）并概括唐太宗改善民生的措施。（2 分）

【积极探索】

材料二

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构成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

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创造社会

制度上的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民生理念首先是解决

人民群众实际困难、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摘编自宋洁、王雪茹《中国共产党

百年民生进程与宝贵经验》

（2）材料二中图片文献对土地所有制形式作出了怎样的调整？（1 分）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理念。

（1 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1 分）

【聚焦地方】

材料三 3 月 22 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发布《202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分工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计划今年筹措资金 737.33 亿元……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健康惠民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增强民众幸福感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案》提出，广西将筹措 227 亿元投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按规定对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予以财政补助……将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普通高中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有望进一步扩大

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摘编自《广西日报》2022 年 3 月 23 日

（3）根据材料三，归纳《方案》中的民生措施。（2分）

（4）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选取其中一个角度，以“民生发展促进__________”为题，展开论述。（要

求：题目补充完整，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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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动力。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以“中外历史上的革命”为主

题开展探究性学习，请你帮他们一起来完成。

【英国革命】

材料一

威廉和玛丽

议会君主制是英国不彻底革命下建立的适合英国国情的政体，是资产阶

级与封建阶级互相妥协的结果。……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国家政治生活

中要秉持议会至上原则；君主权力受到议会制约，君主是虚位的元首，多行

使礼仪性事务，没有实权。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民把国王当做国家和民族

的象征，意味着国王在人民心目中有一定地位和威望。

——摘编自何云《1640——1688 年英国政治转型研究》

（1）材料一图片的两位历史人物是在哪一事件后开始统治英国的？（1 分）根据材料一，概括议会君主制“是资产

阶级与封建阶级互相妥协的结果”的表现。（1 分）

【法国革命】

材料二

攻占巴士底狱

法国大革命持续时间长达 41 年，在这 41 年间王朝更替非常频繁，前后

有六次易主过程。虽然封建王朝多次建立或复辟，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终归

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妇女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场

重大事件都有她们走在前方的身影。

——摘编自储少琨《浅析法国大革命的特点与影响》

（2）材料二图片有何标志性意义？（1分）根据材料二，归纳法国大革命的特点。（2 分）

【中国革命】

材料三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革命，它打开了中国思想

进步的闸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潮流。人们参政、议政热情大为高涨，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

播。社会舆论空前开放，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得以创办，“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并且各种陈规陋习被禁

革之后，社会上兴起移风易俗的潮流，社会风俗有了明显的变化。

——摘编自马敏《浅谈深化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研究的三个视角》



中考备考用

（3）根据材料三，指出辛亥革命的性质。（1 分）并用史实说明辛亥革命“它打开了中国思想进步的闸门”。（2 分）

（4）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选取其中一个角度，以“革命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为主题，提炼观点，

并展开论述。（要求：围绕主题，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3分）

8.（12 分）世界政治格局历经多次演变，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走向和发展。某校九年级（1）班同学以“影响世界格

局的重大转折”为主题开展探究活动，请你帮他们一起完成。

【一战中的变革】

材料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即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共产主义政党执政、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真正史无前

例的……以此为开端，30 多年之后又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

——摘编自黄宗良《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

（1）根据材料一，如何理解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真正史无前例的”？（2分）

【一战后的调整】

材料二

巴黎和会三巨头

具体而言，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两项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条约：一是通过

英美法日缔结的《四国条约》，……二是《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

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华盛顿体系既体现了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

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国际合作原则”，也继续承认并维护列强与中国签署的

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有效性。

——摘编自马建标《华盛顿体系、反帝运动与国民革命的酝酿》



中考备考用

（2）材料二中图片会议构建了哪一国际秩序？（1 分）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华盛顿体系”。（2

分）

【二战后的演变】

材料三

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几

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

择其一……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

族。”要求国会批准一笔 2.5 亿美元的贷款来

帮助希腊击败少数反对派武装势力并缔造健

全民主国家，向土耳其贷款 1.5 亿美元来避免

其受到侵略和压制。

——摘编自王道《普遍主义的胜利——

迪安·艾奇逊与“杜鲁门主义”之缔造》

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苏联有再次被敌

对阵营包围的危险。……于是从 1947 到 1949 年，苏

联取消那里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

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

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

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

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

——摘编自时殷弘《美苏冷战史：

机理、特征和意义》

（3）材料三中杜鲁门演讲中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目的是什么？（1分）根据材料三，概括马歇尔计划使苏联对

东欧政策产生的变化。（2 分）

（4）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选择其中一个角度，以“ 影响国际格局”为题，展开论述（要

求：题目补充完整，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