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

A.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B.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C.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D.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答案】A
【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参见教材 P46。
2.（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 ）。

A.政治控制

B.军事侵略

C.经济掠夺

D.文化渗透

【答案】B
【解析】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迫使中国政府

签订不平等条约。参见教材 P48。
3.（3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1911 年 4 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

装起义是（ ）。

A.惠州起义

B.河口起义

C.黄花岗起义

D.武昌起义

【答案】C
【解析】1911 年 4 月 27 日，在黄兴的亲自带领下，120 多名革命志士在广州举行起义。起

义失败后，遇难者有 72 人被葬于广州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参见教材

P83。
4.（3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 1911 年爆发的保路运动中，规模最大、

斗争最激烈的省份是（ ）。

A.湖南

B.四川

C.广东

D.湖北

【答案】B
【解析】1911 年 5 月，清政府皇族内阁为筹集借款，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将粤汉、

川汉铁路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一

场事关民族权益和个人利益的保路运动随后兴起，四川省尤其强烈。参见教材 P83。
5.（4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 ）。

A.北洋军阀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B.北洋军阀与日本签订“西原借款”合同

C.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D.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受挫

【答案】C
【解析】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参见教材 P93。
6.（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1919 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是（ ）。

A.陈独秀

B.李大钊

C.蔡和森

D.杨匏安

【答案】B
【解析】1919 年 9 月、11 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

克思的学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参见教材 P95。
7.（5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及其独裁统治）国民党在全国统治建立后，官僚资本的垄断活

动首先和主要是（ ）。

A.从农业方面开始的

B.从重工业方面开始的

C.从商业方面开始的

D.从金融业方面开始的

【答案】D
【解析】国民党在全国统治建立后，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

始的。参见教材 P109。
8.（5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人民军队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

队的开端是（ ）。

A.南昌起义

B.秋收起义

C.广州起义

D.百色起义

【答案】A
【解析】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是：第一，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第二，它成为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第三，

它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参见教材 P113。
9.（6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策划建立的傀儡政权是（ ）。

A.伪“华北自治政府”

B.伪“满洲国”

C.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D.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答案】B
【解析】1932 年 3 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伪“满洲国”发表“建国”宣言，年号“大

同”。参见教材 P126。
10.（6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1933 年 5 月，国民党西北军将领冯玉祥领导成立的

抗日武装力量是（ ）。

A.东北抗日义勇军



B.东北抗日联军

C.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D.冀中回民支队

【答案】C
【解析】1933 年 5 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任同盟军

总司令。参见教材 P129。
11.（6 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1937 年，在淞沪会战中率领“八百壮士”

孤守上海四行仓库的爱国将领是（ ）。

A.佟麟阁

B.赵登禹

C.谢晋元

D.戴安澜

【答案】C
【解析】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被上海市民

誉为“八百壮士”。参见教材 P132。
12.（6 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 年，毛泽

东发表的系统阐述抗日战争特点、前途和发展规律的著作是（ ）。

A.《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B.《论持久战》

C.《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D.《论联合政府》

【答案】B
【解析】1938 年 5 月至 6 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总结抗战 10 个月来的经验，集

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和发展规律，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参见教材 P136。
13.（6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1945 年 4 月，包括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

出席的国际会议是（ ）。

A.开罗会议

B.德黑兰会议

C.雅尔塔会议

D.旧金山会议

【答案】D
【解析】1945 年 4 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

中共党员董必武以解放区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参见教材 P145。
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祖国大陆的初步统一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巩固）中国西藏

和平解放的时间是（ ）。

A.1948 年 10 月

B.1949 年 10 月

C.1950 年 10 月

D.1951 年 10 月

【答案】D
【解析】1951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0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参见教材 P172。
15.（8 开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是



（ ）。

A.加工订货

B.统购包销

C.经销代销

D.公私合营

【答案】D
【解析】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又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

私合营。参见教材 P185。
16.（9 良好的开局）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

A.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B.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C.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D.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答案】C
【解析】中共八大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是先进的社会主

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参见教材 P192。
17.（9 良好的开局）1957 年 6 月开展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运动是（ ）。

A.肃反运动

B.整风运动

C.反右派运动

D.人民公社化运动

【答案】C
【解析】1957 年 6 月 8 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

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全面开展起来。

参见教材 P195。
18.（9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1964 年，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是（ ）。

A.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B.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C.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

D.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答案】A
【解析】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 年 10 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

地导弹发射成功。1967 年 6 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 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

射成功。参见教材 P209。
19.（9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7 年，谭震林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进行的抗争

被诬称为（ ）。

A.“一月风暴”

B.“反攻倒算”

C.“右倾翻案”

D.“二月逆流”

【答案】D
【解析】1967 年 2 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

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



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参

见教材 P203。
20.（9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间是（ ）。

A.1949 年

B.1956 年

C.1971 年

D.1978 年

【答案】C
【解析】1971 年 10 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参见教材 P210。
21.（10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

议是（ ）。

A.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B.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C.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D.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答案】A
【解析】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参见教材 P215。
22.（10 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

必须坚持（ ）。

A.四项基本原则

B.“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C.“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D.“一个中国”的原则

【答案】A
【解析】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

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参见教材 P217。
23.（10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1988 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

的经济特区是（ ）。

A.深圳经济特区

B.珠海经济特区

C.厦门经济特区

D.海南经济特区

【答案】D
【解析】1988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参见教材 P222。
24.（10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在推进祖国统一大

业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是（ ）。

A.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B.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C.海峡两岸举行“汪辜会谈”

D.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答案】B
【解析】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也回归

祖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澳门的回归，使“一国两制” 科学构想变为现实，

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参见教材 P233。
25.（10 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

略任务是（ ）。

A.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B.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D.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答案】A
【解析】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参见

教材 P235。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答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在社会结构上，形成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这一矛盾基础上建

立的封建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它巩固和维系

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稳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地主阶级同农

民阶级的固有矛盾日益显现出来，造成自身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解析】参见教材 P46。
27.（3 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捍卫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成果所进行的斗争。

【答案】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坚持革命的立场，为

捍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1）发动“二次革命”。

（2）组织中华革命党。

（3）发动护国战争。

（4）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

（5）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

【解析】参见教材 P88。
28.（4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共三大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答案】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在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共三大正确制定了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解析】参见教材 P101。
29.（5 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1931 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



要内容。

【答案】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

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解析】参见教材 P118。
30.（8 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特点。

【答案】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分，即：社会主义

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

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

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个体经济

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

【解析】参见教材 P179。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2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如果考

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2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2 题计分。

31.（2 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答案】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掀

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冲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

思想的局限，鼓吹民权，提倡设议院，主张用君主立宪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天赋

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主义思想在

中国的传播。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形成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并对近代教育发展起了积极作

用。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在改革社会风气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维新派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

妇女缠足等陋习，主张“剪辫易服”，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

【解析】参见教材 P74。
32.（7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各民主党派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各民

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主要表现。

【答案】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同共产党一道，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

第二，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同共产党保持一

致，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炮制的“宪法”。

第三，民主党派的许多成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的为此流血

牺牲，如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第四，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8 年初，各民主党派

公开宣言，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共同

奋斗。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解析】参见教材 P160。
33.（11 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共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给我们的启示。

【答案】中共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主要是：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

第二，必须始终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

评价和衷心爱戴，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共这样的大党，

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全国各族人民有核心至关重要。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

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解析】参见教材 P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