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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新理念  落 实 学科素养
              搭建科学体系   培 养 关键能力

1. 引导学生经历真实的学习过程

3. 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及历史学科素养

★【学习目标】为学生提供达成目标的探究方
法和经历真实学习过程的“抓手”

★通过分析历史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联系，培养
学生用综合的观点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引导学生运用恰当的时间和空间表达方式，
培养“时空观念”等核心素养

2. 培养学生历史信息获取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突出图片和表的运用，培养学生读取和分析图
片、表格的基本技能，提升历史信息获取能力

★通过情境化设计，彰显“论从史出”理念，
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亮点解读亮点解读

★探究环节在情境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突破
教材重点、难点、疑点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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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第１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主要内容.

２．讲述开国大典,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３．组织观看«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影片,体会“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深刻内涵.

４．通过讨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时,为什么要一面向西藏进军,一面力争和平解放,培养辩证

思维能力,并认识和平解放是最终目的,同时理解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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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暂时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临

时宪法的作用.

２．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２０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巨变.

４．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

	��/ F*K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各阶段经验教训的总积累,标志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

后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里程碑,也是中

华五千年历史中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材料一　１０９年的中国近代历史,既是屈辱的历史,也是抗争的历史、探索的

历史,要解决的主题是独立、民主和富强,即反帝反封建和实现近代化(现代

化).近代社会的变革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围绕

这个主题进行的.
———龚书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思考»

１．依据材料一,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２０世纪头２０
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革?

材料二　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

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

族了.”

２．材料二中“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结合材料二和

教材知识,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３．综合上述材料,说说“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

【知识链接】
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

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
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

阶段.

【时空纵横】

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和１９４６ 年政协会议有以下 相

同点:
(１)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的.
(２)都 得 到 多 数 民 主 党 派 的

支持.
(３)任务都是和平建国.

【历史启示】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反帝反封建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
能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和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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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国家邮政局曾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该套邮票发行于(　　)

A．１９４９年 B．１９９９年

C．２００９年 D．２０１７年

２．“展示了一幅宏伟的建设蓝图,是建国纲

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国家

临时宪法的作用.”这里的“它”是指 (　　)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中华民国约法»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D．«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３．升国旗、唱国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代国歌是 (　　)

A．«马赛曲»　
B．«黄河大合唱»

C．«毕业歌»　
D．«义勇军进行曲»

４．“从清晨开始,首都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敲着锣鼓,喜
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按动电

钮,升起了灿烂的五星红旗.紧接着举行盛大的阅

兵式.”这里描述的盛况是 (　　)

A．庆祝土地改革完成

B．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C．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D．开国大典

５．某校正在开展历史专题图片展览,下列图片能选入

“中国历史新纪元”板块的是 (　　)

A．五四运动
　　

B．抗日战争胜利

C．攻克南京
　　

D．开国大典

６．(山东潍坊)年代尺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的先后顺序

和时代主题.下面是一位同学设计的年代尺,这位

同学探究的主题是 (　　)

A．侵略与反抗

B．新民主主义革命

C．近代化的探索

D．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７．某教授主张把中国近代分为“１８４０—１８９５”“１８９５—

１９１９”“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三个历史阶段.“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重要成果包括 (　　)

①推翻君主专制　②实现民族独立　③人民获得解

放　④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A．②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８．标志着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分离走向团结、从落

后走向进步的重要转折点是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西藏和平解放

C．抗日战争胜利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９．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某博物馆陈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两

种方案.方案一:以玉璧为主体,图案中有国家名

称、红色五星、金色齿轮、金色禾苗等要素.方案二:
保留了红色五星、金色齿轮、金色禾苗等要素,加入

了天安门图案.
天安门在中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结合２０世纪

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谈谈你对加入天安门图案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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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９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及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

代表(含候补代表)共６６２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

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 (　　)

A．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B．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C．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D．商讨战后奋斗方向

１１．毛泽东指着五星红旗的式样深情地说:“这个图案

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以上情景最有可能发

生于 (　　)

A．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B．红军长征前

C．重庆谈判前

D．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

１２．历史线索是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它是由产生重大

事件或者历史转折的年份贯穿而成.下列年份在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历程中,更具标界意义的是

(　　)

A．１８６０年　　　　　　 B．１８９４年

C．１９１７年　　　　　　 D．１９４９年

１３．阅读以下歌谣,总结该歌谣涉及的重大事件包括

(　　)



 




　　国旗国歌此确定,首都定名为北京,建立英雄纪念

碑,革命先烈人人敬.选举主席毛泽东,“十一”登上天

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盛大阅兵和游行.

①中共七大的召开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③开国大典的举行

A．①②③　　　　　　　B．①②
C．②③　　　　　　　　D．①③

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这个“新”主要是指 (　　)

A．国家的名称变了

B．国家的性质变了

C．国家的发展水平变了

D．人民的生活变了

１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　著名作家、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萧乾

事后(参加开国大典后)回忆说:“如果重生是奇迹,
今天我看见了５０００年(古)老中国的重生.老了

时,我将拍着胸脯对我的儿孙们讲,开天辟地的那

一天,我在场!”
请回答:
(１)材料一图片中的人物正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什么?

(２)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二中萧乾这样写的

缘由.

(３)当你重温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时,你的内心

在想些什么?

人民英雄纪念碑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

念碑.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参加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心,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日开始动工兴建,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落成

揭幕.纪念碑总高３７．９４米,碑基由花岗岩做成,碑心

是一块重６０吨的巨石,正面刻有毛泽东题写的“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
恩来书写的碑文.碑身两侧是由五星、松柏和旗帜组

成的花环浮雕装饰.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镶嵌着８幅巨大的汉

白玉浮雕,按历史顺序依次排列为:虎门销烟、金田起

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

战争和胜利渡长江.在最后一块浮雕的两侧,另有两幅

以“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为主题的装饰性浮

雕.这些浮雕高２米,总长４０．６８米,雕刻着１７０多个人

物,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我国百余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

史实,记录了人民英雄千古不朽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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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　抗美援朝

１．知道抗美援朝的背景、时间、目的、结果,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

２．学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曲,联系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学习

志愿军将士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３．理解中国政府派志愿军奔赴朝鲜的原因,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与意义.

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

２．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被誉为“最可爱的人”,其中的英雄代表有黄继光、邱少云等.

３．１９５３年,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政权,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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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

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
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
材料一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

“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

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

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致毛泽东主席的信函

材料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１．根据材料一、二,中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何时开始跨

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

材料三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

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材料四　抗美援朝期间全国捐献统计简表

项目 数额 备注

捐款捐物 ５５６５０亿元 折合新人民币５．６亿元

可购战机 ３７１０架

２．依据材料三、四,指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

３．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黄
继光、邱少云是杰出代表.请根据教材知识,谈谈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被誉

为“最可爱的人”.

【史论要旨】
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支

援了邻国,抗击了帝国主义国家

的侵略,又保卫了伟大祖国的安

全,是一场抗击侵略、保家卫国

的正义战争.

【史料解读】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的歌

词“保和平,卫祖国”,说明了抗

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中国好儿

女,齐心团结紧”,是战争胜利的

保证;“打败美帝野心狼”,是战

争的目标.

【知识链接】
抗美援朝精神的内涵

(１)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

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２)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
(３)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

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４)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

诚精神;
(５)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

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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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内蒙古赤峰)“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
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

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

控制.”这段话中的“敌人”是指 (　　)

A．美军　　　 B．日军

C．八国联军　　　 D．英法联军

２．好的歌曲,能够唱响时代的主旋律.“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唱出的时代主旋律是 (　　)

A．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B．转战陕北,斗智斗勇

C．决战平津,瓮中捉鳖 D．渡江战役,一往无前

３．在抗日战争中,他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

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打败美国侵略者.“他”是 (　　)

A．李宗仁 B．朱德 C．彭德怀 D．林彪

４．“他伸开两条坚强的胳膊,向敌人的火力点猛扑上去,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正在喷射火舌的机枪口”上
述文字描述的战斗英雄是 (　　)

A．董存瑞 B．黄继光 C．邱少云 D．雷锋

５．“列车呀,请慢一点儿开,让我们再看一眼朝鲜的亲

人,让我们在这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上再停留片

刻.”这里与朝鲜人民依依惜别的军队是 (　　)

A．红军　　　　　 B．八路军

C．新四军　　　　 D．中国人民志愿军

６．下图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在 (　　)

A．１９５０年 B．１９５１年 C．１９５２年 D．１９５３年

７．观察下面漫画,结合所学知识判断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

A．漫画中铁钳下的“恶人”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

京大屠杀

B．漫画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是朱德

C．漫画向我们表达的寓意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D．漫画中铁钳下的“恶人”代表的是以英军为主的所

谓“联合国军”

８．阅读下面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

的报告»中指出:“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

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

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

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

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

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１)材料中的“它”指什么历史事件? “一个觉醒了

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

族”是指什么? 其在这次事件中的重要代表是什么?

(２)该事件中的“西方侵略者”主要是指哪一国家?
它当时的哪些侵略活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３)该事件的结果如何? 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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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下列关于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原因的

表述,最重要的是 (　　)

A．美国侵略了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

B．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请求中国政府派兵援助

C．朝鲜爆发内战

D．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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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下面是在某战争中牺牲的今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

籍部分革命烈士名录.据此分析,这场战争最有可

能是 (　　)

陈观松(１９２４—１９５２)

赖监桥(１９３３—１９５３)

李佛林(１９２９—１９５３)

刘宴群(１９２７—１９５０)

徐承钦(１９２８—１９５１)

邱慈荣(１９２３—１９５２)

廖武(１９３１—１９５３)

蔡以仁(１９１８—１９５０)

刘房添(１９１９—１９５１)

　

A．北伐战争　　　　　 B．中国抗日战争

C．解放战争　　　　　 D．抗美援朝战争

１１．一位老战士到某中学给学生讲课时说:“为了不暴

露埋伏地点,邱少云硬是在火海中咬紧牙关、纹丝

不动,直到壮烈牺牲! 同学们,这是怎样的一种毅

力、怎样的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 (　　)

①爱国主义精神　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③艰苦

创业的精神　④革命忠诚精神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 D．②③
１２．美国的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

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已成为一个可

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

弱无能的国家了.”该材料表明 (　　)

A．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可以与美国对抗的强大国家

B．朝鲜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C．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D．朝鲜战争的胜利洗刷了中国百年来的民族耻辱

１３．抗美援朝,难忘的岁月.阅读材料,完成以下探究.
【５亿胸膛的共鸣】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

国”６０多年前,当炮兵第一师某连指导员麻扶

摇高唱着他写的那首后来与抗美援朝一同永载史

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与２５万名战友一道,
奔赴硝烟正浓的战场时,他们坚信这一战,不但将

捍卫年轻共和国的安全与尊严,而且是中国人民站

起来的一次有力诠释.
(１)麻扶摇所在的这支队伍被称为什么?

　　我们不愿意选择战争,但我们从来就不惧怕战

争———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时候,５
万万人民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２)“５万万人民”发出的“同样的声音”是什么?

【鲜血铸就的尊严】

　　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就是一部志愿军百万将

士用生命写就的英雄史.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

群山中,从汉江到清川江两岸的土地上,处处浸透

着中华儿女的忠诚与热血.
(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了哪些中华英雄儿

女? 请写出两位.

【鲜血凝成的丰碑】

　　１０月２５日,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抗

美援朝,是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而

进行的正义战争.
(４)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给我们留下了哪些

宝贵的精神财富?

【跨越国界的友情】

　　１９５８年的一天,金日成在欢送志愿军的盛大

国宴上,充满深情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留

下了我们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伟大功绩.你

们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

样.它将永远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５)你怎样理解材料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伟大功绩”?

志愿军中的战斗英雄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

干部３名,师职干部１０余名,团职干部２００多名.
这些烈士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其中,有抱炸药

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枪眼、视
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

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捐躯开路的许家

朋,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占元,有卧

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有抢修桥梁保

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有战终日、歼顽敌、屡建战

功的杨春增,有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

士罗盛教
他们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用自己的

生命换取了祖国的安宁,祖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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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课　土地改革

１．通过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土地改革前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统计资料,了解土地改

革的原因,认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２．知道土地改革的时间、进程、结果,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３．对比土地改革前后农民的生活状态,理解土地改革的意义,认识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巩固国家政权的措施之一.

１．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改革法».

２．土地改革从１９５０年冬开始,到１９５２年底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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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

彻底的改革”.
材料一　

　　　　　　　　　　地主:坐享其成　　　　　　农民:劳而无获

１．漫画反映的是哪一土地制度? 结合教材知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的土地状况.

材料二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

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

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１９５０年６月)

２．材料二中“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表明土地改革主

要在哪些阶级中进行?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土地改革要废除和建立的土地

制度分别是什么?

材料三

３．结合材料二、三,说明“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

大最彻底的改革”.

【概念释读】
封建土地制度即封建土地所有

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在

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占有大量

土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

地,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租种地

主的土地,而把劳动成果的一部

分以地租形式无偿地缴纳给地

主.它是农民受剥削、受奴役的

总根源.

【易错提醒】

１．区别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和根

本目的:直接目的是废除封建

土地制度,让无地或少地的农

民获得土地;根本目的是解放

农村生产力,巩固人民政权.

２．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

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

发生变化,但土地的私有性质

并没有改变.

３．封建土地所有制不等同于封建

制度,它仅是封建制度的内容

之一.封建制度由多项制度组

成,如政治上有封建君主专制,
这在辛亥革命时已被推翻;经
济上有封建土地所有制,１９５２
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该制

度也被摧毁.因此,从反封建

角度上说,土地改革最终完成

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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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土地改

革的根本原因是 (　　)

A．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

B．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

C．土地占有者缺乏生产积极性

D．地主、富农残酷剥削贫农、雇农

２．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它是“一
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中国人民对于残余的封建

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这

场战争的胜利,将在实际上结束中国社会的半封建

性质”.这件大事应是 (　　)

A．土地改革　　　 B．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

C．抗美援朝　　　　　 D．和平解放西藏

３．在土地改革中,我国广大农民对所分得的土地拥有

的最重要权利是 (　　)

A．所有权　　　　　B．使用权 C．经营权　　　　　D．管理权

４．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山东某农民领到了土地房产所有

证.他领得此证是依据 (　　)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中华民国约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５．“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地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
主劳动回心.”这一局面出现在哪一事件后 (　　)

A．抗日战争胜利 B．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C．西藏和平解放 D．土地改革推行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多次对农村生产

关系进行调整.与下图相关的事件完成后,中国农

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建立了土地公有制

B．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C．消灭了地主阶级

D．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７．土地改革后,某地农民昼夜不停地拉土垫地,把一千

多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这一现象充分说明(　　)

A．土地改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B．土地改革巩固了人民政权

C．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

了农村生产力

D．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列事件中,既巩固了政

权,又促进了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的

是 (　　)

A．和平解放西藏　　　 B．土地改革

C．抗美援朝　　　　　 D．召开政协会议

９．请对比下面表格、图片反映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所学

知识,写一篇８０~１２０字的小短文.(要求:题目自

拟,史实正确,语句通顺,表述完整,体现图、表之间

的联系.)
全国土地改革前中国土地情况调查表

阶级成分 地主、富农 贫农、雇农

占人口 ７％以下 ５７％以上

占土地 ５０％以上 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

　　
农民取得的土地

房产所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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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曾抽样调查了农民家

庭平均占有(含所有权和使用权)生产资料情况.
据下表判断,此项调查的时间可能是 (　　)

农户户均占有生产资料情况表

类别 耕地(亩) 牛(头) 犁(只) 房屋(间)

数量 １９．４８ ０．４３ ０．７３ ４．１７

A．１９１２年　　B．１９４９年 C．１９５０年初　　D．１９５３年

１１．有人总结了一个“政权三部曲”,即“政权建立、政权

巩固、政权建设”.下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具有“政权巩固”性质的事件有 (　　)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②土地改革　③抗美援朝　④«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的颁布

A．②③　　 B．①② C．②④　　 D．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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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全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不到７％的

地主、富农,占有５０％以上的土地.他们凭借占有

的土 地,残 酷 剥 削 和 压 迫 农 民.而 占 农 村 人 口

５７％以上的贫农、雇农,却只占有１４％的土地.他

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材料二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做梦也在想着:“有

一天自己能有个三亩五亩的地,能在自己的土地上

耕种,那有多么高兴啊!”我们这个理想现在实

现了现在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劳动果

实完全为自己所得了.这样,我们生产的劲头怎能

不大呢?
———宽甸县罗圈夹村农民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材料三　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说:
“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的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
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办不成的.
所以说,这是一次最彻底、最全面、最成功的土地

改革.”
请回答:
(１)材料一反映的是什么土地制度?

(２)全国大部分农民实现了材料二中的“理想”是在

哪一年?

(３)根据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土地改革

的重要意义.

１３．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 简单地说,就

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就

是我 们 民 族 被 侵 略、被 压 迫、穷 困 及 落 后 的 根

源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

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

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

利的基本的果实.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按照

A 所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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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

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

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１９５０年６月)

材料二　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农民的

积极性 大 大 提 高.１９５１ 年,中 国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１．４亿吨,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２６．９％.
(１)材料一中“原来的土地制度”有什么消极影响?
“A”代指哪一文献?

(２)从两则材料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改革

的目的是什么?

(３)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什么变

化? 材料二中的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６月３０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
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
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革
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

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的土地,如果

每人平均土地数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

百的,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半地主式富农出租

的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的,征收其

出租的土地.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

产资料,除依法收归国有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
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

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地主

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任务的胜

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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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志类事件

１．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标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２．祖国大陆获得统一的标志———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

解放.

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标志———１９５３年７月,美国被

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４．我国存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的

标志———土地改革的完成.

５．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达成.
二、知识小结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２．抗美援朝

３．土地改革

三、归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政权采取的

主要措施

１．１９５１年,和平解放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２．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的建设

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威望.

３．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获
得了真正的解放,人民政权更加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内蒙古呼和浩特)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会议

的内容 (　　)

A．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B．制定并通过“共同纲领”

C．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D．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２．(湖南邵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法»施行.«国歌法»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故

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

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

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等.«国歌法»所保护的

对象是 (　　)

A．«英雄交响曲» B．«义勇军进行曲»

C．«黄河大合唱» D．«游击队之歌»

３．(山东泰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段碑文写道:“三
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碑文所指的历史阶段是

(　　)

A．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４．(四川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旧时代终

结的标志.请问下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义

的是 (　　)

A．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B．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军

事力量

C．洗雪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捍卫了中华民族的

文明成果

D．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抗美援朝

５．(山东临沂)下图中的纪念馆坐落在朝鲜平壤,馆内

展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有关图片和实物资

料,介绍了志愿军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图中

的“祖国解放战争”在中国被称为 (　　)

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

A．人民解放战争 B．抗美援朝战争

C．朝鲜解放战争 D．朝鲜统一战争

６．(贵州遵义)“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

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侵朝鲜的同时,公然干涉中



１５　　　

国内政.还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并出动飞

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根据上述

材料,说明我国抗美援朝是 (　　)

A．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B．挑战美国权威的不明智之举

C．以抗美之名侵略朝鲜

D．以抗美之名称霸世界

７．(四川内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

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反抗美国的侵略.当

时率领志愿军的司令员是 (　　)

A．朱德　　　　　　　B．彭德怀 C．林彪　　　　　　　D．毛泽东

８．(宁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 ”这首歌一经问世,迅速传遍

大江南北.它体现了 (　　)

A．中国工农红军争取胜利的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

B．抗日军民抵抗侵略的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英雄

气概

C．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

D．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高寒地区的必胜信念和

顽强意志

土地改革

９．(河南)１９５３年,我国农民净货币收入比１９４９年增

长１２３．６％,每人平均净货币收入增长１１１．４％.农

民的购买力有了成倍增长.这直接归因于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西藏和平解放

C．抗美援朝胜利 D．土地改革完成

１０．(山东临沂)下图中所宣传的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

后,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包括 (　　)

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法

A．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

B．使中国的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C．彻底摧毁了我国封建土地制度

D．大大解放了我国的农村生产力

综合运用

１１．(黑龙江绥化)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

想.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沿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足

迹,重温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确定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大会确定中国共产

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
材料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材料三　首都３０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一面鲜

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乐队奏起

«义勇军进行曲»,５４门礼炮齐鸣２８响.毛泽东宣

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１)材料一中的“大会”指的是哪次会议?

(２)材料二描述的是哪一历史事件? 这一事件中召

开的重要会议是什么?

(３)材料三描述的是哪一历史场景? 写出这一令人

激动的场景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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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第４课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１．通过中国与印度、美国的钢产量和发电量的比较表,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

状况,认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２．掌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的、基本任务、主要成就及意义.

３．结合最近召开的一次“两会”,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初步探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１．为改变工业落后局面,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

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局面,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３．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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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
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材料一　１９５１年,中国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２６．６５％,重工业

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３５．５％.
材料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

家都来欺侮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

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

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

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摘编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依据材料一,分析“一五”计划实施的背景.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当时的历

史背景,指出“一五”计划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措施的原因.

材料三

图一
　　　　　

图二

２．材料三中的两幅图片分别反映了哪一历史事件? 图片反映的历史事件与

“一五”计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材料四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国生产总值增长率

３．分析材料四中的数据,你认为“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在建设方面存在什么

不足?

【概念释读】
五年计划(从２００６年起改名为

五年规划)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五年规划,主要是对全国重

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

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做出规划,
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

和方向.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编

制出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三个五

年规划.

【史论要旨】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取得

巨大成就的原因

(１)我国政府对“一五”计划给予

政策 支 持,并 投 入 大 量 人 力、
物力.
(２)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

情和积极性高涨.
(３)友好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支持

和援助.

【易错提醒】
工业化,任重而道远

“一五”计划的完成开始改变我

国工业落后的面貌,但这并不等

同于实 现 了 国 家 工 业 化.“一
五”计划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开端,直到现在,我国仍在

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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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析中国与印度、美国的钢产量和发电量的比较表,
下面得出的结论不正确的是 (　　)

人均产量

　 　　国家

名称　 　　

中国

(１９５２年)
印度

(１９５０年)
美国

(１９５０年)

钢产量 ２．３７kg ４kg ５３８．３kg

发电量 ２．７６kWh １０．９kWh ２９４９kWh

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水平极其落后

B．这是我国“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的重要依据

C．为了改变这一落后局面,我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D．长年的战乱、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是这一局面出

现的重要原因

２．我国政府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

的是 (　　)

A．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B．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C．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D．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３．(河南)下图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实施的１５０项

重点工程项目比例分布示意图.这表明当时我国

(　　)

A．工业项目均衡发展　 B．大力发展重工业项目

C．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　D．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变

４．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常用简洁的词语来总结某一时

期的主要建设成就.“一桥”“二铁”“三藏”“四厂”总
结的是我国哪一时期的重要建设成就 (　　)

A．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B．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

C．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D．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

５．“一个好汉三个帮.”从无到有,中国人在建设汽车

厂、飞机厂等大型工矿企业过程中,得到了下列哪个

国家的帮助 (　　)

A．美国　　　 B．英国

C．日本 D．苏联

６．１９５３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送给朱德一段我国

自行研制的第一根无缝钢管(如下图).时值 (　　)

A．解放战争时期　　　　　B．抗美援朝时期

C．“一五”计划时期　　　D．土地改革时期

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果展示会上,
你不可能看到 (　　)

A．武汉长江大桥通车
　　

B．我国第一架喷气式

飞机试飞成功　

C．解放牌载重汽车投入运输
　　

D．青藏铁路通车

８．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万里长江横

渡,极目 楚 天 舒. 一 桥 飞 架 南 北,天 堑 变 通

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天堑”变成“通途”的工

业成就是 (　　)

A．武汉长江大桥　　　 B．南京长江大桥

C．青藏公路　　　　 D．宝成铁路

９．(江苏盐城)某次会议期间,广东省代表蔡廷锴说:
“现在人民有了各项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

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是 (　　)

A．中共一大

B．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中共十二大

D．中共十五大

１０．１９５４年９月,王爷爷作为一名人民代表,到北京参

加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他亲历的活动是

(　　)

A．听取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B．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C．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D．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１１．«光辉历程»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０周年的大型

纪录片,其中有一段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下列对我



１９　　　

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描述正确的是(　　)

A．它是１９５６年制定的

B．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政府

C．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

D．它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１２．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每个

国家实现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的重要过程和手段.
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直接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

实现工业化.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产品

名称
单位

按人口平均产量

中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各国为我国倍数

苏联 美国 英国

电力 度 ７．９ ２１９．５ １１４４．６ ５１４．９ ２７．８１４４．８６５．２

原煤 公斤 ８３．０ ７６１．０ ３４９８．０４９３８．０ ９．２ ４２．１ ５９．５

生铁 公斤 １．７∗ ８４．４ ２４４．５ １６５．９ ４９．６１４３．８９７．６

钢 公斤 ０．９ ９５．３ ３７６．３ ２５５．２ １０５．８４１８．１２８３．６

棉布 公斤７．３４∗ ２０．２８ ６１．４２ ７０．３８ ２．８ ８．４ ９．６

(∗包括个体手工业的产量)
———«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１９５８年统计出版社出版)
材料二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

担负起１００多年来受到严重阻碍的工业化重任.
但是从１９５３年我国完成战后的经济恢复,转入大

规模经济建设以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资源严

重缺乏就开始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

设重工业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
(１)依据材料一分析,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我国工业化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２)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中国共产党采取

的“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重工业和完整

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具体指什么? 这一“战略”超
额完成后,对我国有怎样的影响?

(３)依据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

特点.

4	�6

１３．(山东滨州)“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到处充满了生

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共和国几乎每

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

项目开工上马,其中许多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新工

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
材料中的现象发生于２０世纪 (　　)

A．５０年代　　　　 B．６０年代

C．７０年代　　　　　 D．８０年代

１４．下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四

个人的对话,其中正确的是 (　　)

A．西藏人说,一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们那里才

有了通向外地的公路

B．武汉人说,我第一次走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是在

１９５１年

C．长春人说,我爸爸目睹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的下线过程

D．鞍山人说,我为我的家乡出现中国第一个制造机

床的工厂而骄傲

１５．刘少奇在一次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完全的

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制定一个像现

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这里“在共同纲

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指的是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

C．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通过

D．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１６．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１９４９年我国经济数据表

项目 １９４９年 比历史最高年

钢 １５．８万吨 －８３％

煤 ０．３２亿吨 －４８％

粮 １．１亿吨 －２７％

棉 ４４．４万吨 －４９％

工业总产值 １４０．２亿元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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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１９５２年我国经济数据表

项目 １９５２年 比１９４９年增加

钢 １３５万吨 ７５４％

煤 ０．６６亿吨 １０６％

粮 １．６亿吨 ４５％

棉 １３０万吨 １９３％

工业总产值 ３４９亿元 １４９％

材料三　１９５７年我国经济数据表

项目 １９５７年 比１９５２年增加

钢 ５３５万吨 ２９６％

煤 １．３亿吨 ９７％

粮 １．９５亿吨 ２２％

棉 １６４万吨 ２６％

工业总产值 ７０４亿元 １０２％

请回答:
(１)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１９４９年我国

经济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２)根据材料二,说明１９５２年我国经济状况是怎样

的.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呈现这一状况的原因.

(３)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１９５７年我国

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４)从上述变化及原因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１７．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

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

主专政.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

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１)材料一出自什么法律文献? 该文献是在什么会

议上制定的? 地位怎样?

(２)材料二出自什么法律文献? 该文献是在什么会

议上制定的? 性质怎样?

(３)依据材料二回答,该法律文献确立了我国哪一

政治制度?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

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代

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还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
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周恩来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按
照宪法规定,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起,原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结束了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

作用的过渡状态,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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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课　三大改造

１．了解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方式与过程.

２．通过图片、表格、折线图等材料,分析农业合作化的意义.

３．以当地著名民族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例,分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方式及政策,理解其原因.

４．通过小组讨论,归纳三大改造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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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

２．国家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实现了和平过渡,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

３．三大改造完成后,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归生产合作社所有,是集体占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

料归国家所有,是国家占有.

４．三大改造的实质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５．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 F*K

　　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

务,而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用三年的时间就完

成了.
材料一　我国的农业仍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当时贫苦农民缺乏生产

工具、资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水利问题,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不能合理地使

用耕地,也不能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农具.这就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

品满足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１．从材料一中可以看出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什么问题? 农村土

地实行由“分”到“合”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２．图一是一本连环画的封面,该书讲述了孙家庄农民孙志刚在１９５１年分得

了土地和一头牲畜,１９５３年又将土地、牲畜等入“社”的故事.孙志刚“分
得了土地和一头牲畜”和“又将土地、牲畜等入‘社’”分别指哪一运动? 在

这两次运动中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３．图二中上海永安公司公私合营的场景发生在哪一运动中? 这一运动结束

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这一变化中,哪一政策起了重

要作用?

【知识链接】
“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的关系

“一五”计划主要是发展经济,是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三大改

造是变革生产关系,是为了解决

工业化过程中的原料、劳动力、
资金等问题,即满足工业化的需

要.三大改造发生在“一五”计

划期间.

【概念释读】

【时空纵横】
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转变

鸦片战争:封建社会→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

三大改造的完成:新民主主

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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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

经济,劳动生产率低下,假如任其自由发展,可能会

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如果不引导农民走组织起

来的路,不仅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

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

等条件.”这段材料强调的是 (　　)
A．土地改革的弊端

B．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的必要性

C．“一五”计划开展的前提

D．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意义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最主要目的是 (　　)
A．实现国家工业化

B．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C．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D．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３．某同学利用下面的三幅历史图片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内容应围绕 (　　)

农民申请加入农

业生产合作社

　
互助模范

　
喜获丰收

A．土地改革　　　　　　B．农业合作化

C．手工业合作化　　　　　D．公私合营

４．如果你需要一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准确信息,那
么下列资料中你将选用 (　　)
A．当时农民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农具

B．农民纷纷申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C．１９５４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D．１９５６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５．一位木匠回忆社会主义改造时说了以下的话,你认

为符合实际的是 (　　)
①当时手工业的合作化推动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②当时自己县的木匠都踊跃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③１９５６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④１９５６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６．(浙江舟山)舟山有位民族实业家———

刘鸿生.右图是他创办的鸿生火柴厂

与其他４家企业合并后生产的宝塔牌

火柴盒上的贴标.该贴标反映了当时

国家正在进行 (　　)

A．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B．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工业化

７．“中华老字号”胡玉美酱园厂在安徽第一家实行公私

合营,改造后改名“公私合营安庆酱园厂”.该属名

大约出现在２０世纪 (　　)
A．４０年代　　　　　　B．５０年代 C．６０年代　　　　　　D．７０年代

８．下面词汇中不能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是(　　)
A．生产合作社　　　　　　B．赎买政策

C．公私合营　　　　　　　D．和平解放

９．下面表格是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６年中国经济指标的变化,
这一变化意味着 (　　)

　　　经济成分

年份　　
国营

经济

合作社

经济

公私合

营经济

资本主

义经济

个体

经济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１％ １．５％ ０．７％ ６．９％ ７１．８％

１９５６年 ３２．２％ ５３．４％ ７．３％ ０ ７．１％

A．国民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B．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C．中国已经完全消灭私有制

D．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１０．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下面哪一

事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 (　　)

１１．在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指

出,公私合营以后,东来顺的涮羊肉嚼不烂了,芝麻

酱不香了,糖蒜不甜了;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好吃了.
这表明三大改造 (　　)
A．很有必要 B．效果极好

C．违背经济规律 D．后期出现问题

１２．识读下图:

农民代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

请回答:
(１)图片反映的情景发生于哪一时期? 图片中农民

代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什么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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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该喜讯出现在什么时间?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实

现的? 目的何在?

(３)该喜讯使我国确立了怎样的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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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９５６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土地 (　　)
A．从农民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B．从国有转变为农民所有

C．从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

D．从集体所有转变为农民私有

１４．下图是某同学整理的学习笔记,其反映的主题是

(　　)

A．巩固新生政权　　　 B．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

C．“一五”计划成就　 D．社会主义改造

１５．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要

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不能停止创新.下列措

施最能体现创新精神的是 (　　)
A．农业生产合作社

B．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C．对私营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

D．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１６．某历史研究小组的同学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中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
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这句话之后,各抒己见.下列

看法最正确的是 (　　)
A．甲:不对,“一五”计划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

B．乙:对的,“一五”计划后的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

C．丙:不对,三大改造后中国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D．丁:对的,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

１７．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

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

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１)材料中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分别指什

么? 这两件大事是由谁领导完成的?

(２)结合所学知识,谈谈“第二件大事”完成的历史

意义及局限性.

(３)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第二件大事”的实质及其

与“一五”计划的联系.

荣毅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选

择了离开,唯独荣毅仁执意留下来.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

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

份史料记载,被其他荣氏家族成员抽往海外的资金,
高达１０００多万美元.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

国银行大楼４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毅一句

“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

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之后,陈毅还

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

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

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１９５４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

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

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
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

留消费财产.”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

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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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课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１．了解中共八大的内容,借助查阅史料和访问老人等形式,认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失误及带来的危害.

２．了解“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和危害,结合当今社会发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３．通过观看纪录片、办手抄报等形式,掌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

建设成就,学习和发扬以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

４．通过学习本课,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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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产生的严重失误.

２．“文化大革命”延续十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的时间分别为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年.

３．王进喜、焦裕禄、雷锋三位英雄模范人物精神品质的共同内容是:爱国主义、艰苦创业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

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仍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

	��/ F*K

　　历史像长河,有缓流也有急流;历史像画卷,有暖色也有冷色;历史像乐

曲,有高音也有低音.１９５８年以来,我国经历了近２０年的“低音”.
材料一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

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

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

１．结合材料一,请你评价一下“总路线”.伴随着“总路线”,
党中央发动了什么运动?

材料二　以钢为纲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其中重工业畸

形发展,从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产值增长２．３倍,而农业产值下降２２．８％到

１９６０年,粮棉的产量跌落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

２．依据材料二,“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从中你可以得到什么

启示?

材料三　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

了一些科技成就.

３．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十年间我国取得了哪些

主要科技成果.

【史论要旨】
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

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愿

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易错提醒】
“大跃进”运动属于社会生产力

发展范畴,错误的根源在于忽视

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人民公社化

运动属于变革生产关系的范畴,
错误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变革

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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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成为中

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

要成果.这次会议是 (　　)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B．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D．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２．下图是小明在复习时绘制的时间轴.我们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严重失误是 (　　)

A．三大改造后期要求过急

B．“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C．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D．实行公私合营

３．那是一个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的年代,当时的口号

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这些口号反映出当时我国 (　　)

A．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

B．生产力水平有所发展

C．经济建设忽视客观规律

D．经济发展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４．下图反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导致图中③点到④点

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

A．经济建设没有计划性 B．自然灾害迅速蔓延

C．“左”的错误严重泛滥 D．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５．“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 (　　)

A．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B．“九一三事件”

C．四五运动

D．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６．“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

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１０００亿元,钢产量２８００万

吨,财政收入４００亿元”这则材料反映出“文化

大革命”的一个严重后果是 (　　)

A．民主法制遭到践踏

B．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C．经济结构极不合理

D．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摧残

７．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

期取得的成就有 (　　)

①原油和石油产品全部自给　②开始改变工业落后

面貌　③修建了青藏公路　④国防尖端技术取得巨

大进展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８．１９７３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

型杂交水稻.这一科技成就缓解了世界粮食危机.

以下科技成就同样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是

(　　)

A．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B．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C．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

D．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

９．(江苏南京)“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工人.”“他”的典型事迹是 (　　)

A．研制原子弹　 B．参加石油会战

C．治理兰考灾害　 D．培育杂交水稻

１０．“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

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阅读下列

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世界经济与科技迅

速发展.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党

代会.大会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

了今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为探索和建设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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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开辟了良好开端.

(１)依据材料一说明中共八大“为探索和建设社会

主义开辟了良好开端”.

材料二　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年我国粮食人均产量曲线图

(２)依据材料二,指出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年我国粮食人均

产量有何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生变化的

原因.

材料三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

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

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

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３)焦裕禄曾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为带领群众治

理“三害”,以身殉职.焦裕禄被人们称颂为什么?

根据材料三,谈谈焦裕禄身上体现出哪些优秀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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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出工自由化,吃

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反映了我国在社会

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出现的哪一失误 (　　)

A．三大改造　　　　　　　B．“一五”计划

C．人民公社化运动　　　　D．“大跃进”运动

１２．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

凭借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寻求一条更快捷的

现代化道路”.１９５８年开始的这条“更快捷的现代

化道路”带给中国的是 (　　)

A．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B．钢铁资源有效利用

C．国民经济损失惨重　

D．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１３．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涌现出王进喜、

雷锋、焦裕禄等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先进事

迹突出地体现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　　)

A．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B．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C．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D．坚持科学,崇尚民主



２９　　　

１４．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８年时间里,全

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各民

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的许多负责人受到无情批

判和斗争,各级政协相继停止了一切活动.

材料二　大事记

１９７９年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１９８０年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强调必须解

决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１９８６年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

１９９９年

九届全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宪 法 修 正 案,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

(１)依据材料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哪些政治

制度遭到破坏?

(２)依据材料二,说说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

段历史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１５．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我国经济状况数据统计

　　　　
材料二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

“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邓小平

(１)材料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经济状况数据统

计,你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２)“文化大革命”期间　　　和　　　反革命集团

先后被粉碎.

(３)结合上述分析,“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哪

些“反面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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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复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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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现代史上社会性质的三次变化及其原因

１．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原因:外国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中
国战败.

２．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原因:中国人民进行

了１００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３．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
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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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划分

１．巩固政权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２．“一五”计划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３．三大改造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

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５．“文化大革命”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６．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７８年至今.

工业化的起步

１．(河北)下图中,某条折线反映了我国重工业净产值

比重变化的趋势,这条折线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２．(河南)１９５５年８月,武汉钢铁公司开始施工.它的

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先后有１８个省(自治

区)、４８个城市、１０００多家工厂为武钢制造设备和

配件.这表明 (　　)

A．农业对工业建设的支援

B．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C．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优势

D．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３．(江西)对下表信息理解错误的是 (　　)

１９５７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同１９５２年对比情况表

　　项目

年份和增长率 　 　

原煤

(万吨)
钢

(万吨)
布

(亿米)
粮

(万吨)

１９５２年 ６６４９ １３５ ３８．３ １６３９２

１９５７年 １３０００ ５３５ ５０．５ １９５０５
增长率(％) ９６ ２９６ ３２ １９

A．工农业产品产量都呈现出增长趋势

B．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高于农产品产量增长率

C．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标志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

D．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高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

民主政治建设

４．(广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毛泽东提出“人民来制定宪

法”的思想:劳动人民参与立宪,把他们认为应该如

何管理国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实

践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会议是 (　　)

A．中共一大

B．中共七大

C．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５．(山东滨州)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修改宪法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是 (　　)

A．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B．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１９７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D．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大改造

６．(福建)“到１９５２年,国营经济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

命脉,私营工厂只有依附国营经济才能生存.大部

分资本家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材料叙述的

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　　)

A．背景 B．目的

C．内容 D．作用

７．(山东济南)创建于济南的老字号瑞蚨祥,在１９５４年

底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实现公私合营.我国在公私

合营过程中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是 (　　)

A．成立合作社　　　　　B．赎买政策

C．无偿没收　　　　　　　D．政企分开

８．(江苏南通)到１９５６年底,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其途径是 (　　)

A．三大改造　 B．“大跃进”运动

C．人民公社化运动　 D．“文化大革命”



３２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９．(湖南 怀 化)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提出“工业以钢为

纲”,号召一切部门都要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支
援大炼钢铁.为了炼钢,人们砸铁锅收废铁,甚至拆

下钢窗铁门做原材料.这一现象反映的是 (　　)

A．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B．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C．“大跃进”运动

D．人民公社化运动

１０．(湖南娄底)如果要拍摄一部以共产党员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影片,最合适的素材是(　　)

A．上甘岭战场,黄继光舍身堵枪眼

B．兰考盐碱地,焦裕禄带病治风沙

C．紫竹林租界,义和团抗击侵略军

D．北京菜市口,谭嗣同慷慨赴刑场

综合运用

１１．(江苏常州)阅读下列材料:
常州大成纺 织 印 染 公 司 创 始 人 刘 国 钧 先 生 生 平

简表

时间 年龄 生平

１８８７年 １岁
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靖江县(今靖江市)

生祠堂镇

１８９８年 １２岁
贩卖酒酿、瓜果,代杂货店制纸锭,以补

家用

１９１１年 ２５岁
奔 牛 镇 上 同 业 因 惧 兵 灾,相 继 关 闭 逃

逸,先生独自营业,获利丰厚

１９１９年 ３３岁
好友蒋盘 发 招 股 集 资６２万 元,筹 办 大

纶纱厂

１９２１年 ３５岁 大纶纱厂８月竣工,１１月出纱

１９３１年 ４５岁
１１月,在«武进商报»发表«土纱救国计

划书»,向政府作抗战条陈

１９５１年 ６５岁

６月,响应 国 家 号 召,大 成 公 司 捐 献５０
亿元(旧人民币),先生个人捐献２．６５亿

元,折算可购战斗机３架半

１９５３年 ６７岁
在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表

示大成公司要积极争取公私合营

１９５４年 ６８岁
９月,参 加 一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作

发言

１９６６年 ８０岁
８月,宁、常、沪住宅先后被“红卫兵”查

抄;９月,被迫作书面检查

１９７８年 ９２岁
时卧病榻,心怀祖国,叮嘱亲人:要为祖

国建设多作贡献.３月８日谢世

———摘编自«刘国钧文集传记卷»

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１)刘国钧先生１２岁、２５岁、３３岁、３５岁时,我国

发生的体现民主革命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分别是

什么?

(２)刘国钧先生４５岁时作抗战条陈、６５岁时踊跃

筹款、８０岁被迫作书面检查的背景性事件分别是

什么?

(３)刘国钧先生６７岁时,表示大成公司要积极争取

公私合营,反映了先生对三大改造中哪一“改造”的
积极响应?

(４)刘国钧先生６８岁时参加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推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这次会议通过的重

要法律文件是什么?

(５)请简要评价刘国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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