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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先秦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远古时代，活跃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就已经初

具国家规模。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制度。

后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我国逐渐朝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

考 点 梳 理

一、远古社会和传说时代

（一）旧石器时期（打制石器）

1．元谋人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远古居民，他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 170万年。

2．北京人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距今约 70万年至 20万年。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化石、

石器和用火遗迹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

3．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约 1.8万年的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顶。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

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他们已懂得人工取火。

（二）新石器时期（磨制石器）

1．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距今 7千年至 5千年，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进入到母

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

河姆渡遗址 半坡遗址

具体地址 浙江余姚河姆渡 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

农作物 水稻（世界上最早培植） 粟（世界上最早培植）、蔬菜、麻

房屋形式 干栏式（通风防潮） 半地穴式（冬暖夏凉）

2．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5千年至 4千年，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手工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比如陶器有了新品种黑陶和白陶，玉器生产中运用了抛光和雕刻技术等。这一时期的原始居民已经开

始养蚕缫丝，给纺织技术带来新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三）禅让传说

尧、舜、禹是黄帝以后黄河流域的几位部落联盟首领。部落联盟实行各部落首领推选联盟首领的制度。尧

年老时召集部落首领民主推举舜做继承人，舜年老时用同样的方式让位给禹，这种制度称为“禅让”。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年上海）

关于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元谋人是我国已知的最早人类 B．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天然火

C．河姆渡居民能够种植水稻 D．半坡居民是父系氏族部落

【经典真题 2】（多选题）（2016年上海）

新石器时代始于距今 8000年前的人类原始氏族的繁荣时期，以磨制的石斧、石铸、石锛和石铲，琢制的磨

盒和打制的石锤、石片、石器为主要工具。下列中国著名的文化遗址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是（ ）

A．河姆渡遗址 B．半坡遗址 C．三星堆遗址 D．周口店遗址

二、夏、商、西周

（一）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夏朝

1．建立：约公元前 2070年，禹建立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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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夏启继位，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3．区域：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相传夏初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

4．灭亡：约公元前 1600年，因夏桀暴虐无道，黄河下游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发兵讨桀，夏灭亡。

（二）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商朝

1．建立：公元前 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亳（今河南郑州）为都城。

2．迁都：商朝前期屡次迁都。商朝中期，商王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故商朝又称殷朝，是当时世界

上的大国，周围还有一些属国。

3．衰亡：公元前 1046年，因商纣王残酷统治，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西方属国国君周武王率众讨伐（武王

伐纣），商纣王自焚，商亡。

（三）奴隶制社会的强盛——西周

1．建立：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建立周朝，都城在镐，称镐京（今陕西西安）。

2．制度：（1）为巩固奴隶制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政治上实行分封制。

（2）宗法制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年陕西）

分封制最早出现的朝代是（ ）

A．夏 B．商 C．西周 D．东周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吉林）

“宗，尊祖庙也”，意思是说，宗法的“宗”本义是宗庙。这说明宗法制（ ）

A．以宗教信仰为纽带 B．以血缘家族为纽带

C．以活动地域为纽带 D．以土地财产为纽带

三、东周时期

（一）政治

春秋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1．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年～前 476年）

管仲辅佐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公元前 651年，“葵丘之盟”标志着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

一个霸主。先后起来争霸的诸侯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史称“春秋五霸”（一说

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2．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年～前 221年）

公元前 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齐国田氏废姜氏二位诸侯（田氏代齐）。

公元前 356年商鞅变法：连坐法、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

“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

（二）赋税制度变革

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的多少和田质的好坏征收赋税。公元前 6世纪初鲁国的“初

税亩”开始实行按亩收税。促使土地所有制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3年湖北）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掌握了冶铁技术。（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江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D%83%E5%8A%9B/465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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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故事与故事的主人公对应错误的一项是（ ）

A．图穷匕见——荆轲 B．卧薪尝胆——勾践

C．围魏救赵——孙武 D．立木取信——商鞅

（三）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

1．文学

《诗经》 实际收录诗歌 305篇，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乐歌总集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乐歌总集，分为风、

雅、颂三大类。其表现手法为“赋”“比”“兴”。

《离骚》 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屈原创造了“楚辞,是中国文学

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伟大诗人。

2．史书

《尚书》 中国民族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以记言为主。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件的汇编，其

时代从尧、舜、禹经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

《春秋》 鲁国的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对其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

被称为“传”。主要有《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 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国语》 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各国史料的汇编。

3．诸子百家思想

儒家：

孔子 春秋晚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墨子 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现存《墨子》一书，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

墨子思想代表平民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尚贤”。战国时期的墨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与儒家

并称为“显学”，有“非儒即墨”之说。

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政治上主

张施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主张“性本善”。

荀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

与屈原并称“辞赋之祖”。

道家：

老子 春秋晚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书，其学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在政治上

主张“无为”，反对严刑峻法。

庄子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庄子》一书。庄子主张“无为”。

其他：

墨子 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现存《墨子》一书。战国时期墨家与

儒家并称为“显学”，有“非儒即墨”之说。

韩非子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主张“以法为本”、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法家

的思想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孙武、孙膑 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孙武著有《孙子兵法》，提出兵贵神速等论断，是世界

上最早的兵法。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强调要懂得战争的规律。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河北）

“上善若水”一语出自（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6%97%B6%E6%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61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2%E6%83%85%E8%AF%97/49476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5%AD%9F%E5%AD%90%E3%80%8B/1085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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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孔子《论语》 B．老子《道德经》

C．庄子《庄子·秋水》 D．孟子《孟子·告子上》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8年山西）

“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

专题二 秦汉
秦汉即秦朝和汉朝的合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也是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开创的一系列制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沿袭，不仅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以后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考 点 梳 理

一、秦朝

（一）秦的统一（公元前 221年~公元前 206年）

自公元前 230年至前 221年，秦国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又统一越族，

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击退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公元前 221年，秦王赢政定都咸阳，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二）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1．政治方面：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颁布秦律。

2．经济方面：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统一货币、度量衡；统一车轨，修驰道。

3．文化方面：书同文，把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规定教育

由官府举办，严禁私学。

4．秦朝官制：三公九卿制。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陕西）

秦朝初期为全国推行统一书体，（ ）用小篆书写标准文字范本。

A．李斯 B．尉缭 C．秦始皇 D．秦二世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9年江西）

秦朝统一全国后，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此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且此后历朝沿用，影响深远，下

列有关这一新体制的概括表述最准确的是（ ）

A．儒家帝国 B．法家帝国 C．宗法帝国 D．官僚帝国

（三）秦末农民战争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统治更加残暴昏庸，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公元前 209年，陈胜、

吴广率在大泽乡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由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继

续进行反秦斗争。

二、两汉的统治

（一）历史概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8C%96/14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5%AC%E4%B9%9D%E5%8D%BF%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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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汉的建立：公元前 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2．西汉的发展和强盛：文帝、景帝统治时期，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

恢复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第一个治世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政治方面实行推恩令、

财政权集中于中央；思想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年上海）

下列典故或事件，不是发生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的是（ ）

A．七国之乱 B．封狼居胥 C．首开丝绸之路 D．颁布“推恩令”

3．东汉的建立和发展：王莽改制失败，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农民纷纷起义。公元 25年，汉光武帝刘秀重

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光武帝统治期间，以“柔道”治天下，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光武中

兴”。

4．东汉统治的瓦解和灭亡：东汉后期统治腐朽，土地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公元 184年，张角以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利用宗教组织起义，史称“黄巾起义”东汉统治名存

实亡。公元 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东汉灭亡。

（二）政治经济制度

1．刺史制度：刺史有检察权，后增加了地方的行政权和军权。

2．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

3．察举制：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内容。注重孝廉

4．编户齐民：户籍制度、赋税制度。根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

三、秦汉文化

（一）文学

秦代唯一著名的散文家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议论风发，文采华美，作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

年(前 237年)。

两汉文学，以赋和乐府诗最为突出。赋兴起于两汉，西汉的赋的篇幅一般比较长，气势恢宏，代表作有司

马相如《子虚赋》等。东汉的赋现实感强，篇幅较短，代表作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归田赋》等。汉代

的诗歌以“乐府”为代表，《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均为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和《木兰诗》被称为“乐府双璧”。

（二）其他领域

领域 时代 人物 成就 意义

哲学

儒学 西汉 董仲舒

主张：皇帝依天意办事；儒学独尊；

儒学教育

核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作品：《天人三策》

确立儒家统治地位；儒学官学化并具有

神学倾向；光大儒学；加强文化专制

唯物

主义
东汉 王充

主张：元气论

作品：《论衡》
批判神学思想，发展唯物主义

史学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黄帝—汉武帝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 东汉 班固 上起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战

国策》

西汉 刘向

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

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

的纵横家的著作或言论。

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

完整的著作

宗教 佛教 西汉末：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 佛陀东来，道教兴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9%E4%B8%95/5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12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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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宗教格局形成东汉：明帝西域求佛法（白马寺）

道教 东汉：道教产生《太平经》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青海）

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到的“三皇五帝”，“五帝”的谱系为（ ）

A．神农氏、有巢氏、黄帝、尧和舜 B．有巢氏、黄帝、帝喾、尧和舜

C．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 D．黄帝、帝喾、神农、尧和舜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河北）

董仲舒提出“奉天法古，兴教化，抑豪强，贵德贱刑，官不与民争利，养士办学”反映的主张是（ ）

A．百花齐放 B．阴阳相生 C．以德治国 D．三纲五常

专题三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

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

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

考 点 梳 理

一、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

（一）官渡之战

人物：曹操、袁绍。

特点：以弱胜强，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二）赤壁之战

人物：曹操、孙权和刘备。

结果：周瑜火烧赤壁打败曹操。

特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奠定三足鼎立的基础，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

江河作战，标志着军事政治中心不再限于黄河流域。

（三）夷陵之战

人物：刘备、孙权。

起因：刘备替惨死在东吴手上的关羽报仇。

结果：东吴的陆逊火烧夷陵，把刘备打到白帝城，最后刘备在白帝城去世，临终前托孤诸葛亮。

二、思想艺术

（一）主要思想

哲学：玄学，研究对象为《老子》《庄子》《周易》（三玄）。

梁武帝时期：佛教盛行。

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代表作为《抱朴子》。

萧梁：陶弘景吸收佛教教义和封建等级观念，建立道教神仙体系。

南朝：范缜提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代表作为《神灭论》。

https://www.baidu.com/s?wd=%E9%AD%8F%E6%99%8B%E5%8D%97%E5%8C%97%E6%9C%9D%E6%97%B6%E6%9C%9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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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

书法

蔡邕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

钟繇（曹魏）：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代表作有《兰亭集序》（“天下第一行书”）；

和其子王献之并称为“二王”

雕刻 云冈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

绘画 顾恺之（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代表作有《洛神赋图》等

文学

三曹

曹操：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代表作有《观沧海》等 建

安

文

学

曹丕：《燕歌行》，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

曹植：“七步成诗”“建安之杰”；代表作有《洛神赋》等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

陶渊明（东晋）：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田园诗派的鼻祖；

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

刘义庆（南朝）：作品《世说新语》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

干宝（东晋）：作品《搜神记》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

陈寿（西晋）：著有纪传体断代史《三国志》

刘勰（南朝）：作品《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

钟嵘（南朝）：代表作品《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吉林）

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描绘了一个叫作“乌托邦的岛国”，在那里，

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一部文学作品描写了类似情景，这部作品是（ ）

A．《桃花源记》 B．《礼记》 C．《大同书》 D．《世说新语》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安徽）

三国时期，善诗能文，诗风慷慨悲凉，开建安之风，被后人推为“建安风骨”之代表。文章清峻通脱，被

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现存诗文 145篇，明人辑为《魏武帝集》的是（ ）

A．曹操 B．曹植 C．曹丕 D．诸葛亮

专题四 隋唐
隋唐时期，为隋朝（581—618年）和唐朝（618—907年）两个朝代的合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在民族思想上比较开放，制度上有许多建树，经济空前繁荣。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了亚洲，尤其

是东亚的许多国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

考 点 梳 理

一、历史概况

（一）隋朝的统一

1．隋朝建立：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87%E5%BA%B7/1519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AE%E7%B1%8D/1515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6%B6%9B/33075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1%E7%A7%80/22791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C%B6/22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88%8E/40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AE%E5%92%B8/683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B6%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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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朝统一南北：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

3．隋的灭亡：618年，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导致起义，隋朝灭亡。

（二）隋朝大运河

1．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2．开凿目的：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3．作用：大大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唐朝的建立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兴起，贵族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

公元 618年，李渊称帝（唐高祖），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四）唐朝的发展

1．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减轻农民赋税劳役，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任用贤才、虚心纳谏，国

力逐步加强。

“房谋杜断”：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

魏征：最著名的谏臣。

2．女皇武则天

690年，武则天废睿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人称她的统治“治宏贞观，政启开元”。

3．开元盛世

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4年青海）

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社会长期安定、经济发展迅速的（ ）局面。

A．文景之治 B．贞观之治 C．光武中兴 D．开元盛世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江西）

（ ）时期，江南道分为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西道治所确立在洪州（南昌），江西由

此得名。

A．唐肃宗 B．唐玄宗 C．唐太宗 D．武则天

（五）唐朝的衰亡

安史之乱：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内战。

意义：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

黄巢起义：唐末农民战争，瓦解唐朝统治。

结果：公元 907年，唐朝灭亡。

二、制度革新

（一）三省六部制（为历代沿用）

隋文帝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为中央最高的政府机构。唐太宗进一步明确划分了三省的职权，

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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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

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

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武则天：首创武举和殿试。

（三）府兵制到募兵制

隋朝：沿袭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寓兵于农，兵农合一”。

唐朝：府兵制是基本兵制，开元年间，唐玄宗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实行了募兵制。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4年山西）

隋唐时期，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指（ ）

A．中书省 B．门下省 C．尚书省 D．行省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山西）

我国选拔官吏采取考试的方法，开始于（ ）

A．汉朝 B．明朝 C．隋朝 D．唐朝

三、文化繁荣

（一）诗歌

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领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了黄金时代。

初

唐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唐诗革新的先驱、“诗骨”

“初唐四杰”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骈文）

杨炯：《从军行》《出塞》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在狱咏蝉》《帝京篇》

盛

唐

李白 《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诗仙”

杜甫
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字子美，其诗被称为“诗史”，

其人被称为“诗圣”

山水田园诗派
王维：《山居秋暝》《使至塞上》 字摩诘，“诗佛”

孟浩然：《过故人庄》《春晓》 世称“孟襄阳”“孟山人”

边塞诗派

高适：《燕歌行》《别董大》 字达夫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主要风格为“尚清”和“好奇”

王翰：《凉州词》 字子羽

崔颢：《黄鹤楼》 李白为之搁笔

皇帝

中书省

起草诏令

尚书省

负责执行

门下省

封驳审议

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8%E7%8B%B1%E5%92%8F%E8%9D%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D%E4%BA%AC%E7%AF%87/6547023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5398/49535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5370/618324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1478/5173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736.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1%A9%E8%AF%98/389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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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凉州词》《登鹳雀楼》 章太炎推《凉州词》为“绝句之最”

王昌龄：《出塞》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

中

唐

韩孟诗派

孟郊：《游子吟》 “诗囚”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李贺：《雁门太守行》 “诗鬼”

元白诗派
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 “诗王”“诗魔”

元稹：《离思五首》 字微之，别字威明

刘禹锡：《陋室铭》《乌衣巷》 字梦得，“诗豪”

晚

唐

李商隐：《锦瑟》《无题》 字义山
“小李杜”

杜牧：《阿房宫赋》 字牧之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山西）

唐诗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被称为诗圣的是（ ）

A．杜甫 B．李白 C．李贺 D．王维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山西）

（ ）不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

A．《望天门山》 B．《梦游天姥吟留别》

C．《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D．《望庐山瀑布》

（二）艺术

1．赵州桥：原名安济，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洨河。

建造：隋朝李春。

美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被誉为“奇巧固护，甲于天下”。

2．隋唐绘画

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

题材：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

代表人物：隋朝的展子虔和唐朝的阎立本、吴道子（“画圣”“画祖”）。

3．书法

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颜真卿，创立“颜体”，代表作有《颜氏家庙碑》。

中晚唐：柳公权，创立“柳体”，代表作有《神策军碑》；草书代表为怀素（《自叙帖》）和张旭，张旭

被赞为“草圣”。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3年内蒙古）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画圣”的是（ ）

A．王维 B．董其昌 C．李思训 D．吴道子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山西）

欧体书是“初唐四家”之一的大书法家（ ）所写的一种正楷书体。

A．王献之 B．王羲之 C．欧阳询 D．欧阳修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B%E9%B9%B3%E9%9B%80%E6%A5%BC/5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0%E5%A4%AA%E7%82%8E/1191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9%E6%98%A5%E5%91%88%E6%B0%B4%E9%83%A8%E5%BC%A0%E5%8D%81%E5%85%AB%E5%91%98%E5%A4%96%E4%BA%8C%E9%A6%96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5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1760/7854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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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五代、辽、宋、夏、金、元

10至 14世纪中期，是我国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相对于欧洲、日本尚处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封

建庄园制的确立）时期而言，中国封建制度文明进人高度成熟期；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封建思想文化成就突出，

在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考 点 梳 理

一、概述

五代十国 公元 891年～979年
中原地区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他

地区存在一些割据政权，统称“十国”

辽 公元 916年～1125年 “澶渊之盟”（与北宋）；创立契丹文字

宋

北宋：公元 960年～1127年，

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陈桥兵变”；科举制发展，殿试成为定制；庆历新政；王安

石变法；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南宋：公元 1127 年～1279

年，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岳飞抗金；与金对峙，“绍兴和议”；全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

转向南方

西夏 公元 1038年～1227年 “庆历和议”（与北宋）；创立西夏文字

金 公元 1115年～1234年 公元 1125年，金灭辽；创立女真文字

元 公元 1271年～1368年
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在

澎湖设巡检司，加强了对琉球的管辖；设太史局编制新历法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甘肃）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 ）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

A．金 B．辽 C．西夏 D．蒙古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天津）

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形成的标志是（ ）

A．南宋定都临安 B．宋军收复建康

C．岳飞取得郾城大捷 D．宋金达成和议

二、文人改革

（一）庆历新政

背景：为改善因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政知事

改革时弊。

主要内容：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

结果：因改革措施触犯保守派官僚的利益，改革措施被废止。

（二）王安石变法

背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别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7%A5%9E%E5%AE%97/1478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E%89%E7%9F%B3/1273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AE%8B/396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F%E8%B4%AB%E7%A7%AF%E5%BC%B1/49239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6%99%E5%AE%81%E5%8F%98%E6%B3%95/849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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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

募役法：保证了生产时间

理财措施 农田水利法

方田均税法：增加田赋收入

市易法：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

保甲法：平时种田，维持秩序，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王安石变法 军事措施

将兵法：加强军队训练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

教育措施

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7年湖北）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是为了富国强兵。（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四川）

下列不属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是（ ）

A．青苗法 B．方田均税法 C．废井田，开阡陌 D．置制三司条例司

三、元朝的行省制度

行省制是中国省制（分省制）的开端。

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是最高行政机关

中央 枢密院：最高军事管理机关

御史台：最高检查机关

宣正院：统领宗教事务、管辖西藏地区

地方：设置行中书省（河北、山西、山东除外），由中央委派官员直接管理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5年河南）

中国的行省制度开始于（ ）

A．唐代 B．汉代 C．元代 D．宋代

四、思想文化

（一）哲学——理学

朱熹：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哲学体系形成：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

核心范畴：“理”，或称“道”“太极”。

（二）史学

《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

内容：按年，月、日顺序，叙述了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

宋神宗批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三）绘画与书法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描绘北宋东京汴河沿岸的风光和繁华景色。

《秋郊饮马图》：元朝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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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黄公望。

书法宋四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

（四）文学

1．诗词

宋词：风格流派主要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1）婉约派

代表人物：周邦彦、柳永、秦观、李清照。

内容：侧重描写儿女风情，抒情曲折含蓄，语言婉转绮丽。

（2）豪放派

代表人物：形成于苏轼，鼎盛于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内容：题材扩大，延伸至史事、家国、建功立业，风格豪纵旷达。

晏殊：代表作《浣溪沙》《蝶恋花》。

柳永：代表作《雨霖铃》《八声甘州》。

李清照：代表作《如梦令》《声声慢》。第一位女词人，与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代表作《丑奴儿》《清平乐》。

苏轼：代表作《水调歌头》《念奴娇》。

陆游：代表作《临安春雨初霁》《游山西村》《示儿》。存诗 9000多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

2．唐宋八大家

唐代：韩愈（《论佛骨表》）、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宋代：苏洵（《六国论》）、苏轼（《赤壁赋》）、苏辙（《栾城集》）、欧阳修（《醉翁亭记》）、王

安石（《游褒禅山记》）、曾巩（《墨池记》）。

3．元曲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关汉卿：号已斋，元代戏剧大师。代表作《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

马致远：元代著名的杂剧家。代表作《汉宫秋》。

郑光祖：字德辉，代表作《迷青琐倩女离魂》，别名《倩女离魂》。

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代表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墙头马上》。

（2）元曲四大悲剧：《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3）元代其他作家：王实甫，代表作为《西厢记》；张养浩，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4年陕西）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河北）

下列有关文学常识表述错误的是（ ）

A．林逋，字君复，北宋著名诗人，他一生不做官不婚娶，其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历为

传诵，是咏梅诗中的极品

B．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书名起先为《通志》，宋神宗改名为《资

治通鉴》，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C．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她的后期词常含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声声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D．宋代诗人文天祥，一生致力于国事，诗文洋溢着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怀，其《正气歌》中的诗句“人生自

http://wenhua.qulishi.com/Poetry/hanyu/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4%BD%9B%E9%AA%A8%E8%A1%A8
http://wenhua.qulishi.com/Poetry/liuzongyuan/
http://www.qulishi.com/renwu/suxun/
http://wenhua.qulishi.com/Poetry/sushi/
http://www.qulishi.com/renwu/suzh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E%E5%9F%8E%E9%9B%86
http://www.qulishi.com/renwu/ouyangxiu/
http://www.qulishi.com/renwu/wanganshi/
http://www.qulishi.com/renwu/wanganshi/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A8%E6%B1%A0%E8%AE%B0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直被后人传颂

专题六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这一时期皇权高度集中，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加剧，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

缓慢发展，思想受严格控制。明清文化异彩纷呈，但与世界相比，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中国未能与时俱

进、和世界同步发展。

考 点 梳 理

一、历史概况

1．明朝（1368年~1644年）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定都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永乐三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

2．清朝（1616年~1912年）

由满族人在远东建立的国家，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自山海关南下，占领北京。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北京）

明朝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的皇帝是（ ）

A．朱元璋 B．朱标 C．朱棣 D．朱允炆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年甘肃）

下列情形不可能发生的是（ ）

A．秦始皇在皇宫里一边吃橘子一边观看歌舞

B．明朝工匠以糯米汁为黏合剂建造城墙

C．明太祖朱元璋与群臣一起参观长颈鹿

D．唐代的富贵人家放爆竹迎新年

二、机构设置

（一）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中央分权给六部，地方采取三司分权的制度：设立承宣布政使司（省），掌

管地方财政和民政；设立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地方监察和司法；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地方军政。

（二）清朝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

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三）明朝时在西藏地区设立卫所和僧官制度；清朝康熙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

封；雍正时期，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乾隆时期确立“金瓶掣签”制

度。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年黑龙江）

清代军机处创立于（ ）

A．康熙时期 B．乾隆时期 C．雍正时期 D．光绪时期

https://www.baidu.com/s?wd=%E6%8F%90%E5%88%91%E6%8C%89%E5%AF%9F%E4%BD%BF%E5%8F%B8&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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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江西）

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代表清朝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是（ ）

A．西域都护 B．伊犁将军 C．军机处 D．驻藏大臣

三、制度改革

（一）赋税和徭役

“一条鞭法”：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张居正于万历九年推广到全国（按田亩多少收税）。

“摊丁入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的废除。

这一制度的实行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二）科举制：八股取士

明清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

科举考试：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院试（县试、府试和院试）——生员（秀才）。

乡试（秋闱）——三年一考（省一级）——举人（第一名：解元）。

会试（春闱）——三年一考（京城）——贡士（第一名：会元）。（由礼部主持）

殿试——进士——三甲（一甲前三：状元、榜眼、探花）。（皇帝主试）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湖南）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该制度结束于（ ）

A．清朝 B．明朝 C．元朝 D．宋朝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3年湖北）

殿试、会试、乡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为状元、会元、解元。（ ）

四、文化发展

（一）小说和戏剧

书名 作者
成书

时间
内容

小

说

《西游记》 吴承恩 明朝 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

《红楼梦》

曹雪芹前

八十回，高

鹗续后四

十回

清朝
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专门

研究该书的一门学问——“红学”

《三国演义》 罗贯中
元末

明初

描写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

史小说

《水浒传》 施耐庵
元末

明初
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

《儒林外史》 吴敬梓 清朝 描写深受八股毒害的儒生的种种荒诞与虚伪行为

《聊斋志异》 蒲松龄 清朝
文言短篇小说集；郭沫若评价“写人写鬼高人一筹，刺贪刺

虐入木三分”

传 《牡丹亭》 汤显祖（东 明朝 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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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剧

本

方的莎士

比亚）

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

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

《桃花扇》 孔尚任 清朝
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

会现实

《长生殿》 洪昇 清朝
谴责了唐明皇的穷奢极侈，但又表现了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之

间的爱情的同情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年山东）

儒学即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

明理学、近现代新儒学四个发展阶段。下列关于宋明理学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B．借鉴了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C．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D．王守仁是集理学之大成者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陕西）

《红楼梦》中四大家族是贾、史、薛、（ ）

A．林 B．王 C．刘 D．赵

（二）类书和丛书

1．《永乐大典》（类书）

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由内阁首辅解缙总编，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

美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2．《四库全书》（丛书）

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字晓岚）等高官、学者编撰。

内容：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年山西）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由纪昀等 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

时十三年编成，约 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而“四库”是指（ ）

A．金、木、水、火 B．礼、乐、书、诗

C．风、雅、颂、易 D．经、史、子、集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3年广西）

以下四位名人中所处朝代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 ）

A．纪晓岚 B．曾国藩 C．冯梦龙 D．张之洞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人文历史

专题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年起至 1919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同本国剥削者进行了艰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4174/7486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0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8.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E%E9%9A%86%E5%B8%9D/1261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6%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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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革命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包含了农民阶级的反抗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考 点 梳 理

一、列强侵华战争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

1．背景：清王朝政治上统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外

交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革革命迅速崛起。

2．导火线：1839年，林则徐禁烟运动。

3．经过：1840年 6月，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初，英军强占香港岛；后占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1841

年秋，英军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8月初，英军到达下关江面，清政府向侵略者屈服。

4．结果

条约 时间 国家 主要内容 影响

《南京条约》 1842年 英
①割让香港岛给英国；②赔款；③五口通商（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④协定关税、饷费

第一个丧权辱国的

不平等条约

《虎门条约》 1843年 英
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

租地建房的权利
扩大了侵略权益

《望厦条约》 1844年 美 享受英国在华取得的各种特权外，还扩大了侵略权

益《黄埔条约》 1844年 法

5．影响

①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③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

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1．背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

口，再次发动侵华战争。

2．经过：1856年，英军攻打广州，挑起战争；1857年，英、法联合出兵，攻陷广州；1858年，英法联军

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10月初，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随后占领安定门，控

制北京城。

3．结果

沙俄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

（三）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

1．背景：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清政府政治腐败，

条约 时间 国家 主要内容 影响

《天津条约》 1858年
俄、美、英、

法

①外国公使进驻北京；②增开汉口、南京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③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④赔款

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

建程度加

深
《北京条约》 1860年 英、法、俄

①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②增加天津为商埠；③割九

龙司一区给英国；④增加赔款金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9%98%B6%E7%BA%A7/545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7%A4%BE%E4%BC%9A/15831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5%B2%9B/15188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8F%A3%E9%80%9A%E5%95%86/79415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5%AE%9A%E5%85%B3%E7%A8%8E/19297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87%E9%9D%A2%E6%9C%80%E6%83%A0%E5%9B%BD%E5%BE%85%E9%81%87/78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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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事外强中干；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

的支持。

2．经过：平壤之战，黄海之战，辽东之战，威海卫之战。

3．结果：清朝政府于 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所

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

设工厂。

4．影响：《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年）

1．导火线：义和团运动。

2．经过：1900年，八国联军（日、美、奥匈帝国、英、法、德、意、俄）攻占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北

京。

3．结果：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

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

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赔款。

4．影响：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河北）

西方侵略者烧毁被誉为“东方明珠”之称的圆明园是在（ ）

A．第一次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战争 D．中法战争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4年山西）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二、中国人民的反抗

（一）三元里抗英斗争（1841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与非官方武装力量间在广州市郊外三元里发生的冲突事件。

特点：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

（二）义和团运动（1900年）

性质：反帝爱国运动。

经过：义和团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鸦片战争后，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口号也改为

“扶清灭洋”。清政府为了利用义和团，以“招抚”代替“剿灭”，并承认其合法地位。

结果：起义失败。

失败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排外。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年湖南）

“一个正义的运动，只有情感是不够的，民族主义也一样，没有理性的指导和来源，就易被人所利用”，

属于这一运动的是（ ）

A．禁烟运动 B．太平天国运动 C．义和团运动 D．辛亥革命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3年河北）

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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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香港海员罢工 B．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

C．黑旗军抗击日军 D．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三、中国各阶级的探索

（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

领导阶级：农民阶级。

兴起与衰落：1851年，金田起义；1851年，永安建制；1853年，定都天京；1856年，天京事变，太平天

国走向衰落。

纲领性文件：前期，《天朝田亩制度》；后期，《资政新篇》（洪仁玕，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

历史意义：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

民战争的最高峰。

（二）洋务运动（19世纪 60～90年代）

领导阶级：地主阶级。

前期：口号“自强”，创办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

后期：口号“求富”，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

影响：（1）创办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垄断局面；（2）出现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3）清政

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外国开始在上海设立电话公司；（4）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

强”思想。

（三）戊戌变法（1898年）

性质：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变法目标：推行君主立宪制。

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变法阵地：政治团体是强学会；宣传阵地是《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四）辛亥革命（1911年）

性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

前期革命准备：1894年，孙中山组织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结果：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清政府瓦解。

（五）新文化运动（1915年起）

性质：思想启蒙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内容：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主张：民主和科学，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

主要文章：1918年，李大钊相继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8年河南）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在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人提出了若干个

纲领性文件，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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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天朝田亩制度》 B．《资政新篇》

C．《海国图志》 D．《变法刍议》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年山东）

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效仿西方推行数次改革，下列改革的先后顺序正确的是（ ）

A．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 B．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维新运动

C．维新运动—清末新政—洋务运动 D．维新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

专题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

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

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考 点 梳 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 5月～1927年 7月）

（一）五四运动（1919年 5月 4日）

背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

过程：第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参加者主要是学生；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主要力量是工人。

意义：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召开（地点：上海、浙江嘉兴），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陈独

秀为中央局书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2年 7月中共二大召开（地点：上海），会议分析了国际形势，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

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

阀，建设国内和平。

1923年 6月中共三大召开（地点：广州），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

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

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

（四）“反革命政变”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同年 7月，

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标志着国民

革命失败。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5年河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的标志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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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陕西）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是（ ）

A．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B．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C．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D．工人阶级的队伍的壮大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 8月～1937年 6月）

（一）南昌起义

1927年 8月 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33年 7月 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 8月 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从此，

8月 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二）八七会议

1927年 8月在汉口举行。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三）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是 1927年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开辟了第一个在农

村的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 9月，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的方针，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背景：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

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基本路线：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 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 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历史意义：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宣传了党的宗旨，发扬了革命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

乐观主义，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五）遵义会议

内容：1935年 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和组织上的

“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意义：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

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8年河南）

1927年 8月 1日，（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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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A．南昌起义 B．秋收起义

C．广州起义 D．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江西）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以下关于红军长征表达错误的是（ ）

A．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5%85%9A%E5%B7%A6%E6%B4%BE/24981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5%85%9A%E5%8F%8D%E5%8A%A8%E6%B4%BE/68001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1172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8%8B%8F%E7%BB%B4%E5%9F%83%E5%85%B1%E5%92%8C%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4255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4255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86%9B%E8%8A%82/443531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B．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长征

C．红四军是长征达到陕北的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

D．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8年河南）

1935年 1月，（ ）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A．八七会议 B．瓦窑堡会议 C．遵义会议 D．洛川会议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1年 9月～1945年 8月）（十四年抗战）

（一）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

1931年 9月 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挑起“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开

始，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5年，日本为推动华北地区自治，制造一系列事件，强迫国民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并

扶植反动分子傀儡控制华北，史称“华北事变”。

（二）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瓜分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矛盾

空前上升。1935年 12月 9日，北平大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活动，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

的课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称“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

救亡运动新高潮。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1．瓦窑堡会议

1935年 12月，在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1936年 12月 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 12月 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

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河北）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 ）

A．反蒋抗日的开始 B．时局转换的枢纽

C．国共合作的开始 D．全面抗战的开始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山西）

1935年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召开（ ）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A．遵义会议 B．瓦窑堡会议 C．中共七大 D．洛川会议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七七事变后，中国国共两党分别发表声明，表明抗战立场，加快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1937年

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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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4．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7年 7月 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

战的起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战

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知识拓展

“三三制”原则

“三三制”原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即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

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 1/3。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

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实行三三制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1940年 3月 6日，中共发

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

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8年河南）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八年抗战是指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十四年抗战则是指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2017年 1月，教育部要求各

级各类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并视情况修改相关内容。确立“十四年抗战”有利于（ ）

战场 事件 时间 主要内容

正面

战场

淞沪会

战

1937年 8月 13

日至 1937年 11

月 12日

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1937年 12月，日

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在南京进行六星

期的大屠杀，死亡 30万人以上。

太原会

战

1937年 9月 11

日至 11月 8日

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

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八路军的平型关伏击

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徐州会

战

1938年 1月至 6

月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一

场胜利

武汉会

战

1938年 6月 11

日至 1938年 10

月 27日

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

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敌后

战场

洛川会

议

1937年 8月 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游

击战争
—

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

百团大

战

1940年 8月 20

日至 12月 15日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

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抗日根

据地建

设

—

115师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

三制”原则；双减双交（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大生产、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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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整还原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

B．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C．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D．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陕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的组织原则是（ ）

A．民主集中制 B．议行合一 C．“三三制” D．少数服从多数

5．中共七大

1945年 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曲

折发展的经验；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论联合政府》

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6．抗战胜利

1945年 8 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全民族抗战，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

湾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3年浙江）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占指导地位是在党的（ ）上确立的。

A．遵义会议 B．中共七大 C．七届二中全会 D．中共八大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山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每年的（ ）

A．8月 1日 B．8月 15日 C．9月 3日 D．12月 13日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 8月～1949年 9月）

（一）背景

1946年 6月，蒋介石公然违背“双十协定”撕毁政治协议，全力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

（二）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是指 1948年 9月至 1949年 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中华民国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

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性战役。

（三）解放战争的胜利

战役

名称
时间 指挥者 参战部队 作战方针 结果

辽沈

战役

1948.9.12~1948.11.2 林彪、罗荣桓等 东北解放军 “关门打狗” 解放东北全境

淮海

战役

1948.11.6~1949.1.10 刘伯承、陈毅、

邓小平等

中原、华东

解放军

中间突破，分

割歼灭

基本解放长江以北

的华东和中原地区

平津

战役

1948.11.29~1949.1.31 林彪、罗荣桓、

聂荣臻等

东北、华北

解放军

先打两头，后

取中间

华北全境基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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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1949年 4月 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击溃

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4月 23日解放南京。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先后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

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 17日解放武汉三镇，5月 27日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6月 2日解放崇明岛。

7月上旬解放军向福建进军，至 10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随后，解放军连续解放

华中地区、华南地区，挺进大西南，大陆全境基本解放。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5年四川）

淞沪、辽沈、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年山西）

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覆灭的标志是（ ）

A．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B．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C．国民党败逃台湾 D．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专题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

始，到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考 点 梳 理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 10月～1956年）

（一）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年 9月 21日至 9月 30日在北平举行。

主要内容：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10月 1日为国庆节。

意义：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开国大典

1949年 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

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按动电动装置按钮，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一面五星红

旗在广场中央的旗杆上缓缓升起。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年山西）

一首歌中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这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辛亥革命胜利 B．开国大典举行 C．抗日战争胜利 D．抗美援朝胜利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山西）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是（ ）

A．田汉 B．贺绿汀 C．聂耳 D．雷振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6%94%BF%E6%B2%BB%E5%8D%8F%E5%95%86%E4%BC%9A%E8%AE%AE%E7%AC%AC%E4%B8%80%E5%B1%8A%E5%85%A8%E4%BD%93%E4%BC%9A%E8%AE%AE/44167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B9%B3/1193468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三）土地改革

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

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彻底废除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四）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

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

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山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 ）

A．社会主义农业化 B．社会主义工业化

C．国家资本主义 D．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四川）

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事件是（ ）

A．三大改造的完成 B．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C．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D．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1956年底～1976年 10月）

（一）中共八大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

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

1966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经典真题 1】（判断题）（2015年重庆）

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年吉林）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进入（ ）

A．“文化大革命”时期 B．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C．改革开放时期 D．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 12月─ ）

（一）重要会议

十一届

三中全
1978.12 北京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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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十二大 1982.9 北京
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正式确立

十三大 1987.10 北京

①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

离开；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超越

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经济建设（核心）。两个基本点：

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改革开放（强国之路）

③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温饱，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

南巡讲

话

1992 北京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十四大 1992.10 北京 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大 1997.9 北京

①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②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步，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 2020年建党一

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 21世纪中叶建国

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 2002 北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十六大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行动纲领

十七大 2007 北京 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十八大 2012
北

京

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

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十九大 2017 北京

大会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8年山西）

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分水岭。在这一年抵达北京履新的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向《南

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当时的感受：“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1992年应该说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

口的光亮。”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

A．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B．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C．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D．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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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山西）

首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 ）

A．党的十二大 B．党的十三大

C．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D．党的十八大

（二）经济体制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

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1980年 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

义性质。到 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年山东）

为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三权分置”是继（ ）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对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将产生深远影响。

A．农村土地分配制度

B．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C．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年山西）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40周年，在这 40年的历程中，有很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其

中标志着中国对内改革拉开序幕的是（ ）

A．《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B．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率先尝试“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D．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三）对外开放

1980年，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兴办深圳、珠海、厦门、汕头 4个经济特区。

1984年 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 14个沿海城市。

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海南岛经济特区建立，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建立上海浦东新区。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年山东）

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写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

句歌词反映的是（ ）

A．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

B．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https://www.baidu.com/s?wd=%E5%AE%B6%E5%BA%AD%E8%81%94%E4%BA%A7%E6%89%BF%E5%8C%85%E8%B4%A3%E4%BB%BB%E5%88%B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9B%86%E4%BD%93%E7%BB%8F%E6%B5%8E%E7%BB%84%E7%BB%8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B2%97%E6%9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AD%BB%E7%8A%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6%E5%BA%AD%E8%81%94%E4%BA%A7%E6%89%BF%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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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实施“863”计划

D．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年重庆）

我国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群变为对外经济开放地带的时间为（ ）

A．1984年 B．1985年 C．1992年 D．2002年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文化

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被迫放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受到西方物

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学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进行了革新﹐建立

了一系列新的文学体裁﹐中国现代美术也充满了新旧交替、中西混融、变化发展的

特色。

考 点 梳 理

一、晚清文学观念的变革和体现

（一）文学革命的准备：文学观念的变革

1．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梁启超是首倡，黄遵宪是主将。

2．白话文运动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是黄遵宪。

3．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生：（1）黄人——建构进化的中国文学史观；（2）王国维——文学本体论。

（二）文体观念的创新：观念变革的体现

1．政论散文：以梁启超成就最高，代表作品《少年中国说》《变法通议》等。

2．革命派散文：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

3．翻译小说：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等。

4．政治、文体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

5．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曾朴的《孽海花》。

6．鸳鸯蝴蝶派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李涵秋的《广陵潮》等。

二、文学革命

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文学观念，提倡新文学观念；注重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提倡

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为主要方法。

1918年 5月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他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三、作家作品

体

裁

代表人物

/流派
具体介绍

诗

歌

创造社
刊物：《创造》季刊、《创造日》等。代表诗人：郭沫若，主要作品《女神》（20

世界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等

新月派
刊物：《新月》月刊、《诗刊》。代表诗人：徐志摩，作品《再别康桥》等；闻一

多，作品《死水》等

现代派
刊物：《小雅》《诗志》。代表诗人：戴望舒（雨巷诗人），作品《雨巷》《我的

记忆》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oP8MqPPYCRvj2ldKYI7mYDrKIY4vfGMVBZQFkmScQDwEldsBl_EZwE7Xx_rpF9ynl5Im1YpAMxE_yqsalrnMwD7VLrv8smHr09KhOMU_zUBdW6F52UAvewd5UOArQyLqJCVFEtbKTjAOLzIW9HcThS5UFRjTHt23EM3EyKgIjchX8Rn0o79DoHDWJPDmaygbPhQM_ZHOiLnOBD8hnn-nhLavnh0u3n8EFAMaOx7p7WrrWiTKJ_zU6GyaIleiwgMNk80PQc09quiRmiX1_g4EyBdAYXOpcFh7OI4S9IQao0uMnt-IuloLN2bBlwsgshD7YfNJ5AKY8faP95D7hREH8BtYDbUKwb20ZwRiCi6VUmupu13gvzxUEUwfQ-m1Zyj_r11UCVJ3IhOKdjtGkVKRotscSy0k2AQx8SIOZiu9ie74qUB3AW6Ps4_06rK74q0MyDZdripEPs_IbjUL1N33f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95%85%E8%AE%BA%E8%A1%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AF%9D%E6%96%87/15043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C%88/10501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7%E5%BF%97/1013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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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
刊物：《中国新诗》。代表诗人：穆旦，作品《赞美》等；陈敬容，作品《抗辩》

等

朦胧派
“朦胧诗五人”：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

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诺日朗》）

小

说

鲁迅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毛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

想家、革命家”

叶圣陶
作品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

写童话的作家

沈从文 作品《边城》；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茅盾
作品《子夜》《林家铺子》；“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农村

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巴金 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老舍
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第一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京

味小说”的开创者

莫言 作品《丰乳肥臀》《红高粱》《蛙》等；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戏

剧

曹禺 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老舍 作品《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

郭沫若 作品《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

田汉 作品《名优之死》《关汉卿》《文成公主》等

夏衍 作品《上海屋檐下》《秋瑾传》等

散

文

朱自清 作品《春》《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鲁迅 议论性散文（即杂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另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8年江苏）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包括的作品有（ ）

A．吴研人的《官场现形记》 B．刘鹗的《老残游记》

C．曾朴的《孽海花》 D．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年山西）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得名于 1928年创刊的《新月》杂志。（ ）是《新

月》的创办者和新月派的代表人物。

A．鲁迅 B．沈从文 C．闻一多 D．徐志摩

【经典真题 3】（判断题）（2014年广西）

朱自清是现代诗人、散文家，其作品有《春秋》《荷塘月色》《故都的秋》。（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B0%E8%AF%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95%AC%E5%AE%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8%E6%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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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绘画艺术

1．徐悲鸿：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代表作有《八骏图》；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

画坛的“金陵三杰”。

2．齐白石：擅长画虾，代表作有《墨虾》；1953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3．张大千：擅长画山水，代表作有《长江万里图》；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4．张善子，擅长画虎，代表作有《飞虎图》；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

北齐”和“南张北溥”。

5．吴冠中，擅长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法国文艺最高勋位。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年山西）

以画虾著称的画家是（ ）

A．齐白石 B．徐悲鸿 C．吴冠中 D．张大千

第三节 外国文学常识

在漫长的外国文学史长河中，杰出的艺术大师们创造了斑斓多姿，五光十色的人

物和作品，使世界文学的宝库大放异彩。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以智慧和力量，以

及美的享受，成为鼓舞人们前进，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宝贵财富。

考 点 梳 理

一、古代文学

古代外国文学是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制两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文学体裁主要是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戏剧。

最有名的是古希腊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由形成、兴盛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过

程，开创了悲剧与政治讽刺喜剧的先河。

《荷马史诗》 古希腊著名的英雄史诗，相传是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基础上，由盲诗人荷马加工整理而成的。

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

《俄狄浦斯王》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品之一。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

“悲剧之父”）、《美狄亚》（欧里庇得斯）并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

《埃涅阿斯纪》 作者是古罗马的维吉尔，取材于古罗马神话传说，它叙述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

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率众来到意大利拉丁姆地区，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这段经历，是一部罗马帝国的“史

记”。

《阿卡奈人》 作者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之父”），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卡奈人》通过漫画

式的夸张手法和表面上很不严肃的讪笑打诨的场面来反映生活，很像闹剧它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雅典公民中的

主战心理，号召订立和约。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陕西）

同情妇女，为妇女鸣不平，对男女不平等进行批判的古希腊戏剧是（ ）

A．《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B．《美狄亚》

C．《俄狄浦斯王》 D．《阿伽门农》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山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7%94%BB/5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4%B9%A6%E6%97%97/95223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B3%E5%AD%90%E8%B0%B7/74294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9%B5%E4%B8%89%E6%9D%B0/8963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8%89%BA%E6%9C%AF%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6/1301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B/105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D%90%E7%99%BD%E7%9F%B3/2349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A5%E5%BF%83%E7%95%B2/23327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9B%BD%E9%A3%8E%E5%85%89/192154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AB%E7%BC%9A%E7%9A%84%E6%99%AE%E7%BD%97%E7%B1%B3%E4%BF%AE%E6%96%AF/9016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7%8B%84%E4%BA%9A/78539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9%87%8C%E5%BA%87%E5%BE%97%E6%96%AF/83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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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作品中不属于古希腊悲剧的是（ ）

A．《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B．《俄狄浦斯王》

C．《美狄亚》 D．《李尔王》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4 年陕西）

古希腊古典文学成就最高的是（ ）

A．抒情诗 B．散文 C．寓言 D．戏剧

二、中世纪文学

中古文学又称中世纪文学，是封建社会的文学。在西方，由于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约一千年的时代，

神学统治一切，仇视和排斥世俗的文学艺术，所以文学并不发达。东方诸国文学相对更为繁荣。主要的文学类

型有宗教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城市文学等。

《天方夜谭》 又名《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童话、爱情

故事、航海冒险故事以及宫廷趣闻等，如《渔夫和魔鬼》《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被高

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源氏物语》 由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物语”是日本的文学体裁。反映了

平安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背景，在贯彻写实的“真实”美学思想的同时，也创造了日本式浪漫的“物哀”思

想。

《神曲》 由意大利诗人但丁（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创作的长诗。《神曲》

采用中世纪文学特有的幻游形式，但丁以自己为主人公，假想他作为一名活人对冥府——死人的王国进行了一

次游历。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反映出中古文化领域的成就和一些重大的问题，带有“百科

全书”性质，从中也可隐约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三、近代文学（14~19世纪）

近代文学主要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其繁荣发展主要表现在欧洲各国。

（一）近代文学的产生——文艺复兴时期

最早的近代文学是产生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

学。

人物 国籍 具体介绍

莎士比亚 英国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为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

赛罗》《麦克白》《李尔王》）;四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

《皆大欢喜》）

拉伯雷 法国 人文主义的“巨人”；代表作为《巨人传》，被誉为法国长篇小说的开端

塞万提斯 西班牙
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

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

薄伽丘 意大利
与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并称为佛罗伦萨文学“三杰”。其代表作《十日谈》是欧洲

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

蒙田 法国
他的散文主要是哲学随笔，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思想的宝库”；

代表作为《随笔集》《蒙田意大利之旅》《热爱生命》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8 年甘肃）

莎士比亚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下列选项出自其名作《哈姆雷特》的是（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94%E5%A4%AB%E5%92%8C%E9%AD%94%E9%AC%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8B%89%E4%B8%81%E5%92%8C%E7%A5%9E%E7%81%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87%8C%E5%B7%B4%E5%B7%B4%E5%92%8C%E5%9B%9B%E5%8D%81%E5%A4%A7%E7%9B%97/843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B%E5%BC%8F%E9%83%A8/238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AF%AD/15479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5%93%80/109355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6%E4%B8%81/225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8%96%E7%BA%AA%E6%96%8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7%A7%91%E5%85%A8%E4%B9%A6/1134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7%A7%91%E5%85%A8%E4%B9%A6/1134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96%87%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8%89%BA%E5%A4%8D%E5%85%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F%E5%89%A7%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7%E4%BA%BA/381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5%AD%A6/31971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24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4%E8%AE%BA%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0%82%E5%90%89%E8%AF%83%E5%BE%B7/604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6%96%8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6%E4%B8%81/225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BC%E7%89%B9%E6%8B%89%E5%85%8B/44944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7%BD%97%E4%BC%A6%E8%90%A8/326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1%E6%97%A5%E8%B0%88/282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5%AE%9E%E4%B8%BB%E4%B9%89/19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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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

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B．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

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C．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

像它一样无常

D．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在契约里写明，您在什么日子什么地点，还我这一笔钱，如果违约，我将在您身

上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肉，作为处罚，怎么样

（二）近代文学的发展——十七世纪文学思潮

十七世纪欧洲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上。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消退，西方文化中

心转向法国。代表作家：法国的悲剧家高乃依，主要作品有《熙德》（法兰西民族戏剧的光辉典范）、《贺拉

斯》等；法国的戏剧家莫里哀，主要作品有《无病呻吟》《伪君子》《吝啬鬼》等。

（三）启蒙运动——十八世纪文学思潮

启蒙主义文学是 18 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延伸，内容上多为反教权和王

权，多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将这些中下层人物或普通人作为正面人物。

人物 国籍 具体介绍

伏尔泰 法国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欧洲的良心”；代表作有《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卢梭 法国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代表作品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爱弥儿》《忏悔录》等；提倡天赋人权、人民主权

歌德 德国
民族诗人；代表作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浮士德》跟荷马史诗、

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

笛福 英国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鲁滨逊漂流记》等

斯威夫特 英国 开创英国文学的讽刺传统。代表作有《格列佛游记》等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陕西）

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 ）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敢于进取追求财富的冒险精神。

A．《鲁滨逊漂流记》 B．《巴黎圣母院》

C．《人间喜剧》 D．《匹克威克外传》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 年山东）

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诗剧《浮士德》的作者是（ ）

A．泰戈尔 B．歌德 C．托尔斯泰 D．海明威

（四）近代文学的高峰与终结——十九世纪文学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风行一时。浪漫主义竭力夸大人的精神的主

观能动作用，希望个性解放、创作自由。十九世纪三四年代以后，批判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欧洲文学的

主要思潮。法国、英国、俄国最为突出。批判现实主义重视揭露现实社会的矛盾，反映“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流派 人物 国籍 具体介绍

浪漫 拜伦 英国 塑造出“反抗、孤独、忧郁”诶特征的“拜伦式”英雄形象；代表作有《东方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6%99%E5%BE%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85%B0%E8%A5%BF%E6%B0%91%E6%97%8F/33266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A%E6%8B%89%E6%96%AF/15441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A%E6%8B%89%E6%96%AF/15441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97%85%E5%91%BB%E5%90%9F/11932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A%E5%90%9B%E5%AD%90/90647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AF%E8%92%99%E8%BF%90%E5%8A%A8/1199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85%B0%E8%A5%BF/198260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E9%80%9A%E4%BF%A1/6573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F%E6%98%93%E5%8D%81%E5%9B%9B%E6%97%B6%E4%BB%A3/81904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AE%9E%E4%BA%BA/29408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B7%E9%A9%AC%E5%8F%B2%E8%AF%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6%9B%B2/6990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8E%E5%A3%AB%E6%AF%94%E4%BA%9A/1210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A7%86%E9%9B%B7%E7%89%B9/1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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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事诗》《普罗米修斯》《唐璜》等

雪莱 英国
构想了理想社会的雏形；预言希腊的独立（“天才预言家”）；代表作有《解放

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致云雀》

雨果 法国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代表作有《巴黎

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等

普希金 俄国
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青铜骑士”。代表作有《叶甫

根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致大海》《自由颂》等

惠特曼 美国
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代表作有《草叶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美国民族

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诗集）等

现实

主义

巴 尔 扎

克
法国

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代表作有《人间喜剧》（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

书”，包含《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高利贷者》等）、《克伦威尔》等

狄更斯 英国
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

表作有《雾都孤儿》《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

批判

现实

主义

莫泊桑 法国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代表作有《羊脂球》《项链》《我

的叔叔于勒》等

马克·吐

温
美国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以幽默讽刺著称；代表作有《百万英镑》《汤

姆·索亚历险记》等

欧·亨利 美国
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擅长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小人物的悲欢；代表作有《麦琪

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二十年后》等

列夫·托

尔斯泰
俄国

创造了史诗体小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

列尼娜》《复活》等

契诃夫 俄国
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代表作有《套

中人》《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草原》《凡卡》、戏剧《樱桃园》等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山西）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他讲道：“冉阿让、卡西莫

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下列关于法国文学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冉阿让是《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形象

B．卡西莫多是《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形象

C．《羊脂球》是“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作品

D．《人间喜剧》是文学大师雨果的小说集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3 年山东）

下列作家、作品、国别对应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但丁—《神曲》—意大利 B．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美国

C．果戈里—《死魂灵》—俄国 D．莫泊桑—《红与黑》—法国

四、现代文学

二十世纪以后的外国文学，繁花似锦、思潮纷纭、流派众多。二十世纪初叶，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无产

阶级文学脱颖而出；在英、法、美、德等国家，批判现实主义依然生生不息；亚非地区正处于反帝、反殖民的

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因此文学作品大多反映争取自由民主生活的要求和斗争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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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国籍 具体介绍

高尔基 苏联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作有《海燕之歌》《母

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海明威 美国

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他的笔

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代表作有《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

了，武器》等

罗曼·罗兰 法国

他的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代表作有《名人传》

（《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被称为“三大英雄传记”“巨

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泰戈尔 印度
著名诗人，被称为“诗圣”；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代表作有

《新月集》《飞鸟集》《吉檀迦利》《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代表作有《百年孤独》，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品

艾略特 英国
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代表作有《荒原》（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

响力的一部诗作，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四个四重奏》等

知识拓展

外国文学中的并称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

勃朗特三姐们：夏洛蒂·勃朗特（《简·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安妮·勃朗特（《艾格妮丝·格雷》）。

英国诗坛的三颗巨星：拜伦、雪莱、济慈。

世界名著中的四大吝啬鬼：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

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

莫里哀剧作《吝啬鬼》中的阿巴贡、

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 年陕西）

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俄国作家是（ ）

A．托尔斯泰 B．高尔基 C．屠格涅夫 D．普希金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 年河南）

下列作品中反映了反战主题的是（ ）

A．《竞选州长》 B．《雾都孤儿》 C．《老人与海》 D．《永别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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