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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 2018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升学）考试科目实施意见

历史部分
Ⅰ.考试性质

遵义市 2018 年初中毕业生历史学科学业（升学）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终

结性考试，是高中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并依据《义务教

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遵义市 2018 年初中毕业学生学业（升学）

考试学科实施意见》的要求命题。试题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把考查历史知识与学习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达成培养学

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内容

1．考试范围

初中毕业生历史学科学业（升学）考试的范围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

员会 2001 年及 2002 年初审通过、国家颁发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

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2． 考试内容

中国古代史 (约占 30%) 中国近现代史(约占 40%) 世界近现代史(约占 30%)

二、考试要求

1．能力要求

第一层次为识记层次：是指对历史知识的再认和再现，不作分析和评述。

在“内容标准”中使用 “知道”、“了解”、“讲述”、“概述”、“简述”、

“列举”等词，这部分内容大约占全部内容的 60%；

第二层次为理解层次：是指对历史知识表现形式的转换、理解和推论。在

“内容标准”中使用“认识”、“理解”、“说明”等词，这部分内容大约占

全部内容的 30%；

第三层次为运用层次：运用指归纳、比较、概括重要历史知识，分析和评

价历史事件、人物，揭示其本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在“内容标准”中使用

“比较”、“分析”、“评价”、“探讨”、“体会”等词，这部分内容大约

占全部内容的 10%。

2．目标达成

通过对学生的历史知识、能力、方法以及情感价值观的考查实现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目标的达成，主要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

价值观五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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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空观念 历史的时空观念是指将所认识的史事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

行观察、分析的观念。掌握“时空观念”是学生学好历史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基本途径。

（2）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是指通过严格的检验获取可信史料，并据此努力重现

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将符合史实的材料

作为证据，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

料既是我们揭示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证据，更是我们评析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与

历史事件的基石。因此，“史料实证”既是历史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解

释历史和评判历史的重要能力体现。

（3）历史理解 历史理解是指要从历史实际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

看待和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是理解历史。

将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与结果，历史人物的言行、贡献与地位，历史现象的出

现、状态与后果等等都放在历史的条件中进行具体的考察，并实事求是地做出公

正而贴切的解释，在理解历史中构建自己的历史叙述，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

能力，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

（4）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

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能力。历史是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实

验性，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过去事情的解释，既包含了叙述者对史

事描述的整理与组合，又体现了叙述者对历史的立场、观念等。

（5）历史价值观 “历史价值观”是从历史研究的求真、求 通、立德追求中凝

练出来的价值取向，即对历史的探究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丰富的思想观念、

文化传统、情感认同等，提供历史的经验、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共同追求。培养

和发展学生的历史价值观，就是要帮助学生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财

富，养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形

成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具有关注国家命运的情怀；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形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同时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国际理解意识，尊重、理解、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面向

世界的开放心态和胸怀。

三、历史学科考试具体的内容标准

中国古代史部分

（一）大一统的秦汉帝国

（1）知道秦始皇和秦统一中国，了解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统一措施对中国历
史发展的影响。
（2）知道秦的暴政和陈胜、吴广起义，知道秦朝的灭亡和西汉的建立。
（3）了解“文景之治”，知道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4）通过“丝绸之路”的开通，了解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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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东汉的建立，知道东汉外戚、宦官专权造成的社会动荡；知道佛教的
传入和道教的产生。
（6）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知道造纸术的发明参传播文化的作用；讲述张仲
景和华佗的故事。
（二）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社会经济高度发展

（1）知道北宋的建立，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
（2）知道辽、西夏与北宋的对峙局面；了解女真族的崛起，知道岳飞抗金的事
迹和南宋偏安。
（3）知道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4）知道成吉思汗的崛起以及蒙古军灭亡夏、金和南宋；知道元朝的统一。
（5）通过宣政院管辖西藏，知道西藏在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6）知道宋元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了解宋元时期的都市生活和宋词、元曲的
流行。
（7）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火药的应用和外传，认识四大发明对
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中国近现代史部分

（一）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

（1）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列举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认识鸦
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感受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2）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
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
（3）了解魏源、严复等人的主要思想；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史实。
（4）知道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战役；列举《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说明《马
关条约》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关系。
（5）知道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结合《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分析《辛丑条约》对中国民族危机全面加深的影响。
（二）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1）了解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步认
识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局限性。谈谈对洋务运动的看法。
（2）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代表，了解“百日维新”的主要史实；以张謇
兴办实业为例，初步认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曲折。
（3）以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例，了解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主
要史实；以《申报》、商务印书馆等为例，了解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4）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知道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了解
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史实，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5）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
思想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6）了解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1）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认识五四运动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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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史实，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历史意义。
（3）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主要史实；了解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的主要史实。
（4）知道南昌起义，讲述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故事，认识中国共产党创
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
（5）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体会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知道遵义
会议，认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四）伟大的抗日战争

（1）知道九一八事变，了解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知道西安事变，理解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的意义。
（2）简述七七事变的史实，认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意义。
（3）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为例，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侵略本
质。
（4）列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日史实，体会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5）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了解日本投降的史实；
探讨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五）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知道重庆谈判，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的努力．认识国民党
独裁内战的本质。
（2）了解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史实；知道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和南京解放，说明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
（六）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1）讲述开国大典。认识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体会“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的深刻内涵。
（2）了解土地改革运动。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
（3）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
治；知道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4）了解“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知道中国 1956 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5）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
意义。
（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及主要教训。
（2）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了解这一时期以王进喜、雷锋、
邓稼先、焦裕禄等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
（3）了解“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等，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了解中国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
（4）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等史实，知道中国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知道中国国防科技的重大成就。
（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和深圳特区的发展，认识邓小
平对改革开放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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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香港、澳门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改善的史实，认识祖国统一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3）说出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等重要法律，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进展。
（4）认识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初步理解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5）列举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史实，认识教育发展在
“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地位。
（6）以我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等史实为例，说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的作用。

世界近现代史部分

（一）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1）知道《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初步理解文艺复兴对人的思想解放的
意义。
（2）通过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球航行，初步理解新航路开辟的世界影响。
（3）通过 1640 年革命和其后的“光荣革命”，初步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
历史意义。
（4）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活动，初步理解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5）通过华盛顿、《独立宣言》，理解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二）近代社会的确定与动荡

（1）通过珍妮机、蒸汽机、铁路和现代工厂制度等的出现，初步理解工业化时
代来临的历史意义。
（2）知道玻利瓦尔领导的反殖民斗争、印度民族大起义等史实，理解殖民地人
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和艰巨性。
（3）知道“三角贸易”，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4）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理解马克思主
义诞生的历史意义。
（三）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结

（1）知道彼得一世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法令，理解改革促进了俄国
历史的进步。
（2）知道《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主要内容，理解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发展中
的作用。
（3）知道明治维新的主要政策，理解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4）通过电的利用，内燃机与汽车、飞机的诞生等史实，了解第二次工业革命，
理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
（5）知道“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萨拉热窝事件、凡尔登战役等；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了解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探讨突
发事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四）构建文化的圣殿

（1）通过牛顿、达尔文、托尔斯泰和贝多芬等人的成就，认识科学和文化在近
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了解伏尔泰等人的基本主张，初步认识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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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战火再起

（1）了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纳粹德国对外扩张；知道德国、日本、意大利侵
略集团是改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2）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进程、《联合国家宣言》和雅尔塔会议等国际
会议，理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艰巨性和胜利原因。

Ⅲ.考试形式

历史学业考试采用书面笔答形式，试卷采用与思想品德普通合卷的形式。

合卷满分为 100 分（思想品德和历史各占 5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Ⅳ.试卷结构

一、试卷结构

历史部分由试题卷和答题卡两部分组成。试题卷长度为 16K3 页，答题卡约

占大 8K 版 1 面（排 3框）。

二、试题类型

历史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类，历史总题量为两道大题，15 道小题。

1．选择题：采用单项选择题编制，有 12 道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4 分；

2．非选择题：题型以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为主（不排除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探

究题型），有 3道小题，共 26 分。

三、试卷难度

历史试题卷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难度比例大约为 6：3：1，

着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Ⅴ.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利用卡片进行学习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下面是一位八年级同学整理的课堂

学习笔记卡片，根据卡片判断该同学学习的内容是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正确答案：A

本题考查学生对《南京条约》内容和影响的识记。只要求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再
认和再现，不作分析和评述。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读完题干、副
题干就可以准确作答。

（综合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历史理解、历史解释等学科核心素养）

2.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

下列史实最能说明“合作者”这一观点的是

A．南昌起义 B．秋收起义 C．武昌起义 D．北伐战争

割地：香港岛

影响：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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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D

要求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有一定的掌握，以题干在的“合作者”为突破点，

对历史知识进行转换、理解和推论，得出正确答案。

（综合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理解能力，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解释、

历史价值观等学科核心素养）

3.某军事博物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图片展。请根据图片

选择最恰当的一条标语

A．90年磨砺利剑出，科技强军换新颜

B．90年英雄辈出，长征精神永远传承

C．90年不忘初心，传承红色服务人民

D．90年披荆斩棘，本色不改为国为民

正确答案：A

要求学生不只是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对历史知识表现形式进行转换、理

解和推论。将题干中的关键词与图片联系起来，结合选项“标语”分析判断，史

论结合进行推理，推断出正确答案。

（综合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时空观念、历史价值观等学科核心素养）

4.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外来列强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下列符合

“抗争史”史实的是

①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抗击日军 ②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④抗美援朝

A．①③ B．①② C．②④ D．②③

正确答案：B

此题考查学生归纳、比较、概括重要历史知识的能力。学生必须要有相当的

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具备一定的能力，分析时要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与副题干进

行联系比较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综合考查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核心素养）

5.以下关于新中国成立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述中，正确的是

①前者结束了旧时代后者结束了错误方针

②后者是对前者开创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③前者开创的事业为后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④前者开启了新纪元后者开创了新时期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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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C
要求学生能够归纳、概括、比较重要历史知识，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揭示

其本质。通过对试题的主题干与副题干联系比较分析，排除错误的论点，推断出

正确答案。

（综合考查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历史价值观学科核心素养）

6.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诗句，隐含的科技发明是

A．造纸术 B．指南针 C．活字印刷术 D．火药

正确答案：D
考查中国传统文化、四大发明内容识记。只要求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再认和再现，

不作分析和评述。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读完题干就可以准确作答。
（综合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历史价值观学科核心素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7．口号和标语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某校历史兴趣小组在开展“走近历

史”活动中，为国民革命选择口号、标语，你认为最合适的是

A．“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B．“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C．“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 D．“打倒列强除军阀”

正确答案：D
考查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通过对口号标语的迁移运用考查历史知识的再

认和再现，不作分析和评述。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读完题干就
可以准确作答。

（综合考查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等学科核心素养）

8．1949 年 9 月，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

“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并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下列

对碑文中的三个时间段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B．1946 年，解放战争爆发

C．1919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D．1840 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正确答案：A
考查题干中呈现的历史材料，要求学生获取材料信息，结合选项中的知识进

行判断推理，逆向思维得出正确答案。
（综合考查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

二、非选择题

9．（6分）某同学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后，设计了如下阶梯示意图。认真阅读

图表，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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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识读阶梯示意图，说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1分）

（2）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1分）

（3）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指导思想是什么?（2分）

（4）中共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新时代”的我们

应该怎么做呢?（2分）

（通过一段引言及示意图，引出问题，进行分层设问。通过 4 个设问，综合考

查了识记、理解、综合运用等几种能力层次，对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

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等学科核心素养进行综合考查。）

参考答案：

（1）1949年 10月 1日；（答出年代即可得分，1分）

（2）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封建君主专制）；

（1分）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分）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作为中学生，我们要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热爱祖国，

用过硬的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以己之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自己的

命运与国家的兴衰与荣辱紧密相连；遵纪守法，做合格公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想而不懈努力等等。

（学生从自身角度出发，答出任意 2点即可得分，2分）

10.（8 分）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战争中出现几十万人大交战的场面，新式武器不断被使用。1915 年 4
月，德军第一次使用毒气。1916 年 9 月，英军第一次使用坦克。在海上，还出
现了 260 多艘战舰混战的景象。 ——摘自《历史》九年级上册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耗费了 20 亿美元的巨额经费。终于在 1945 年 7 月 16 日爆炸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而同时制造出的另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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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摘自《历史》九年级下册
材料三：

（1）“新式武器”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一战中最残酷的是哪次战役？（1分）

（2）两次大战中，许多科技发明应运而生。请说明战争与科技的关系。（2分）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性质的战争。（1分）

（4）“论从史出”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战争带给人类深重的灾难?
请运用材料中的信息进行论证。（4分）

（通过两则材料及数据图表，引出问题，进行分层设问。通过 4 个设问，综合

考查了识记、理解、综合运用等几种能力层次，对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历史价值观等学科核心素养进行综合考查。）

参考答案：

（1）凡尔登战役；（1分）

（2）科技的发展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科技的发

展等等。（两个方面都讲到，言之有理可得分，2分）

（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分）

（4）战争对人类而言是一场浩劫，是一场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

口 15 亿人，几十万人大交战，260 多艘战舰混战，840 万阵亡，2100 万人受伤，

经济损失达 2084 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 80%人口卷入，耗费了 20 亿美

元的巨额经费进行原子弹研制，伤亡人数超过 1亿人，经济损失达 40000 亿美元

等等，各项数据显示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战人口、

伤亡人数及经济损失巨大，特别是研制出的核武器危害极大，给人类带来空前的

深重的灾难。（史论结合，结合主题言之有理即可得分，4 分）

比较类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战人口 15 亿人 全世界 80%人口卷入
伤亡人数 840 万阵亡，2100 万人受伤 超过 1亿人
经济损失 2084 亿美元 40000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