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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报
八年级历史

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

荫掌握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

试、方法和政策及其原因。

荫认识到三大改造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

本版“自主学习”答案

【基础扫描】

1援分散经营 工业化 生产合作社 集体

化 合作化 1956 1956 生产合作社

2援1954 公 私 合 营 赎 买 和 平 高 潮

1956 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初级 要求过急 改变过快

【深度扫描】

1.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2.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

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国

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基础扫描

1.农业、手工业合作化

（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背景：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

发展。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

品满足不了国家 __________ 建设的需要。

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

们参加农业 ________________。
目的：走 ____赃______ 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道路。

结果：1955 年，全国掀起农业 __________ 的

高潮。_____ 年，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

合作社。

（2）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

动推动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_____ 年，90%
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 _________。

2.公私合营

（1）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开始：从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年起。

方式：逐步发展为企业的 ________赃赃赃赃，公

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

政策：国家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

_______ 政策。国家使用这种政策，实现了

_______ 过渡，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

结果：1956 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 _______。
（2）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时间：_______ 年底。

历史意义：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 ______
的转变。______赃赃赃赃赃_ 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

来，我国从此进入 ___________ 阶段。

缺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也存在

____________、工作过粗、____________ 等缺点。

（二）深度扫描

1.三大改造的目的是什么？

2.三大改造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1952 年秋，河北遵化王国范领导的合作社，23 户

贫农，全社仅有 1 只驴，入社 3 条腿，还有 1 条腿是别

社的，农民家里一穷二白，生产资料极为缺乏，人们称

这个社是“穷棒子社”。但就是这么一个穷棒子社，不

依靠政府的财政，依靠自己的劳动，去离该村约 18 千

米的深山打柴。1952 年冬季到 1953 年春季共打了价

值 400 多元的柴，帮助社里一些困难户解决了生活问

题，还为社里添置了 1 头牛，1 只驴，30 只羊，1 辆铁轮

车，还有一些生产资料。到了 1953 年冬季，社里又添

置了 1 只骡子，5 头牛，65 只羊，12 只猪，1 辆铁轮车，

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毛泽东听了后，豪情满怀地

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 6 万万穷

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

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这段材料所述是发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初的“穷棒子”精神，是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精神典范，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

价。大家知道它与我国哪一重要事件有关吗？

课程导入

思维导图

基础过关

纪录片《旗帜》从“开天辟地”“浴血奋斗”“建国

创业”“艰辛探索”“历史转折”“滚滚春潮”“扬帆沧

海”“世纪跨越”“发展新篇”和“阔步前行”10 个方面，

展示了九十多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请你判断，“艰辛探索”建

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是 （ ）

A援中共七大

B援中共八大

C援中共十二大

D援中共十三大

下图是 1958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刊

登的一篇通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

A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

B援传统农耕技术的创新

C援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D援“左”的错误在全国泛滥

面对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困难，1961 年中共中

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的方针是 （ ）

A.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B.浮夸风、“共产”风

C.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D.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口号、标语往往有着强烈

的政治色彩，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下列口号、标语出

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年）的是（ ）

A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B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C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D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

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下列

事件中不属于“抵制和抗争”的是 （ ）

A援“二月逆流”

B援停课停工“闹革命”

C援四五运动

D援邓小平整顿各方面工作

习近平称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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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曾

为他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位“党的好干

部”是 （ ）

A援焦裕禄 B援王进喜

C援邓稼先 D援雷锋

能力训练

小组合作，自主探究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

下面是某班同学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围绕“探

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进行的探究，请你

参与其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同学们了解到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时期既有许多成就，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并把几个严

重失误列举出来：

淤“大跃进”运动 于人民公社化运动 盂“文

化大革命”

同学们还通过上网查找资料的形式，找到了以

下三张图片：

A B C

（1）请将三张图片的英文字母代号与代表严重

失误史实的序号对号入座，填于下表空格中。

（2）“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历史的目的之

一是以史为鉴，通过对“盂‘文化大革命’”的探究，你

认为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3）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究，了解到我国在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出现过一些

失误，请你分析出现这些失误的原因。

探索中的良好开端 中共八大（1956 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9—1961 年

经济困难

探索中

的失误

经济建设成就

主要成就、英雄模范人物

全面调整（1961 年）

“大跃进”运动

总路线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

{
曲
折
探
索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音重点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主要教训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

成就

音难点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本课重难点提示荩荩荩

易混点：农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的区别。

农业合作社是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集

体经济组织。它把农民土地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

村建立的标志。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就是俗称的

“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的一次失误。

易错易混点

序号 淤 于 盂
图片

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以

个体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

济组织。

特点：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合作社

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其最主要的特点

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

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分配时，农

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

措施举例：

（1）入股土地折股办法：淤按照土地在平常年景

可能达到的产量（根据土地实际产量和土地好坏、耕

作难易、位置远近等条件评定）折合成标准亩数计股；

于按照当年的实际产量折合为标准亩数计股；盂按照

查田定产的税收负担亩数计股；榆按照土地自然亩数

计股。

（2）入社耕畜办法：淤社员私有、私养，由合作社

租用；于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使用，给

畜主以适当的报酬；盂共有、公养、公用，即由合作社

作价收买，转为公共所有。

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

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的经济组织，简称“高级社”。

其内部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劳动组织，基本单位是生

产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常是把劳动力、土地、耕

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

特点：高级社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

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

留下总耕地的 5%由农户分散经营，自留地归集体所

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

卖、出租和非法转让。

措施举例：

（1）少量零星的树木，仍归社员私有；

（2）幼林和苗圃偿付一定工本费后转归集体所有；

（3）大量成林的果树、茶树、竹林、桐树、漆树和其

他经济林，根据入社后收益的大小、经营的难易和栽

培工本费作价，转归集体所有；

（4）成片的树林，根据材积分等作价后，转归集体

所有。

拓展链接

（参考答案见本版）

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

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
1958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1 版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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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参考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

固》单元测试题

员援悦 圆援粤 猿援C 源援B 缘援B
远援月 苑援月 愿援悦 怨援阅 员园援B
员员援粤 员圆援C 员猿援悦 员源援阅 员缘援D

员远援（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圆）朝鲜停战

协定。（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改革法》。

员苑援（员）解放战争以来。（圆）五

四运动以来。（猿）鸦片战争。外

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

（源）我们这一代青少年要深深

懂得，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凝

聚着千百万革命前辈的牺牲和

艰苦斗争。我们应发扬革命前

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员愿援（员）设立驻藏大臣；册封

达赖、班禅；等。（圆）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

获得统一，各族人民实现了大

团结。（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员怨援（员）抗美援朝。美国在

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

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圆）土地改革。结果：到 员怨缘圆 年

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

国大陆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

革。（猿）巩固了新中国政权。

圆园援（员）员怨园园 年，八国联军

侵华，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

《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圆）影响：

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

告了中国 2000 多年君主专制

制度的终结；极大推动了中华

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

进步潮流的闸门。战争：抗日战

争的胜利。（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意义：结束了一百多年被

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中国

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占

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

此站起来了。（源）天安门广场升

旗仪式；奥运赛场上中国运动

员 获 得 金 牌 时 的 升 国 旗 仪

式；等。（符合题意，言之有理

即可）

圆员援提示：图一是开国大典；

图二是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在

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图三是

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改革法》。按题意叙述：

员怨源怨 年 员园 月 员 日 新 中 国 成

立，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人民

民主政权建立；员怨缘园—员怨缘猿 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员怨缘园—员怨缘圆 年中央在新

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

改革和抗美援朝巩固了新生的

人民民主政权，国家形势趋于

稳定。

学习报
八年级历史

音易错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是三大改造的完成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

三大改造的实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通过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

制度，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 员怨源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产资料并不

是公有制。

因读图思路

第一，确定时空。

看到这幅图片后，首先要思

考图片中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结

合所学可知，它发生在农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时期。

第二，背景或原因。

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满足

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第三，核心内容。

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实现集体经营。

第四，历史意义。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农

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因问题探究

材料一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

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

考”时，一个重大的考题迎面而来———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

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材料二 数亿农民来不及细品刚刚分田立命的喜悦，便投身合作

化的大潮之中；手工业则第一次不再由单个手工艺人独自传承、发展，

一些千年工艺因而趋于鼎盛；而当年那些“红色资本家”，如荣毅

仁等……

（1）材料一中提到“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

义公有制”，你知道共产党人是采取了什么措施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吗？

（圆）农民“投身到合作化大潮中”指的是什么措施？

农民申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大

改造

背景
对农业的

社会主义

改造

土地改革完成

分散经营，农产品
满足不了国家工
业化建设的需要

形式

走集体化和共同富

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

织起来，引导农民参

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 年 开始 ，到

1956 年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农业改造推动了手工业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形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形式：公私合营

是中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创举

政策：赎买政策

特点：和平过渡

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从

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时间

基础过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最主要原因是 （ ）

粤援个体生产拉大了农民之间的差距

月援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实现农业合作化

悦援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很难满足国家工业化建

设的需要

阅援人民渴望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抚州市某地有一社区叫作“豆腐社”，当地老人

说这是当年按国家政策，将从事豆腐制作加工的手

工业者组织在一起，建立了“豆腐生产合作社”而得

名。这一名称最早可能出现在 （ ）

粤援土地改革时期 月援三大改造时期

悦援人民公社化时期 阅援改革开放时期

员怨缘源 年北京著名的中药老店同仁堂的经理乐

松生带头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政

府对同仁堂的改造方式是 （ ）

粤援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月援建立股份有限公司

悦援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阅援转变为国营企业

援员怨缘远 年，一位中国诗人写道：“请看，中国张开

了翅膀———银亮的翅膀！万里的远航！在清朗的日子

闪射着辉煌的阳光！”该诗句表达了 （ ）

粤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欢乐

月援三大改造胜利完成后的欣喜

悦援“大跃进”运动开始初期的信心

阅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的狂热

员怨缘远 年底，毛泽东曾说：“手工业中许多好的

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

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

个恢复。”此话针对的问题是 （ ）

粤援土地改革中的急于求成

月援三大改造中的过急过粗

悦援“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

阅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

能力训练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改变生产资科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

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

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刘少奇

（员）材料一反映了怎样的史实？

（圆）材料一图二所反映的史实中，党和国家创造

性地实行了什么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什么作用？

（猿）材料二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

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是何时完

成的？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有什么标志性意义？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音重点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音难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
本课重难点提示荩荩荩 读图学史

思维导图

易错易混点

（一）基础扫描

1.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中共八大

时间：________ 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

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 出 任 务 ： 大 会 分 析 了 当 时 国 内 的

______，指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

把我国尽快地从 ________ 变为 ________。
作用：中共八大以后，中国开始全面的大

规模的 ________ 建设。

（2）经济建设的失误

表现：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接着，全国掀起了“________”的
高潮和 ________ 运动。

原因：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

后的状况，但 ________，忽视了 ________。
调整：中共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

“__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__、_赃_______、赃赃_______”
的八字方针，于 1961 年初开始实施。到 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

产 得 到 恢 复 和 发 展 ， 呈 现 出 ______赃__、
_赃赃_______ 的新面貌。

2.“文化大革命”

（1）原因：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认

为党和国家面临着 ________ 的危险。为此，他

强调“________”，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________ 年夏，“文化大革

命”全面发动起来。

（2）过程：________、江青、________、张春

桥等人组成的 ____________，成为“文化大革

命”的实际指挥部。他们趁机煽动“________，
________”，民主与法律受到践踏。国家主席

_______ 被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遭受了

残酷迫害，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周围形成了

一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粹

了他们的阴谋。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等人慌

忙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________ 机毁人

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被

粉碎。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王洪文、张春桥、

姚文元等人逐渐勾结起来，进行篡党夺权的阴

谋活动。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们，说他们是

“_______”。1976 年 10 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

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一举

粉粹 ______赃，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

革命”。

（3）教训：“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复杂的

_________ 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我

们党对 ________、________ 没有完全搞清楚，

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

3.建设成就

工业建设：________、________ 两大钢铁

基地，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 建设起

来。到 1965 年，我国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的

___________。新兴的电子工业、___________、
________ 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其他建设：修建了 __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
包兰等铁路。我国首先完成了人工合成 _____
____，这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国防尖

端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初步形成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 ________ 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英雄模范人物：大庆石油工人“铁人”

________、党的好干部 ________、解放军好战

士雷锋。

科技成就：1967 年 6 月，我国成功地爆炸

了第一颗 ________；1970 年 4 月，我国成功发

射了第一颗 ________；1973 年，在世界上首次

培育成功强优势的 ________。
（二）深度扫描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

成绩的原因有哪些？

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

课程导入

荫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

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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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荫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及主要教训。

【基础扫描】

1.1956 主要矛盾 落后的农业国 先进的工

业国 社会主义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急于求成 客观的经济规律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物价稳定 市场繁荣

2.资本主义复辟 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1966
陈伯达 康生 中央文革小组 打倒一切 全面内

战 刘少奇 温都尔汗 四人帮 江青反革命集团

社会历史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3.武汉 包头 大庆油田 胜利油田 大港油

田 全部自给 原子能工业 航天工业 兰新 兰

青 结晶牛胰岛素 工业体系 王进喜 焦裕禄

氢弹 人造地球卫星 籼型杂交水稻

【深度扫描】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

工作时，曾不同程度地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尽量减

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广大干部群众对“左”

倾错误的抵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

高昂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

（1）原因：对国情分析不够，由于中国刚刚从革命战

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

发展阶段认识不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少经验，急

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2）特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3）影响：使得“左”的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泛滥开

来；使国家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

经济困难。

（4）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从国情出发，循

序渐进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

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名师点拨

这是一幅反映 员怨缘远—
员怨远远 年间某一历史运动的

漫画。这幅漫画是由华君武

和江苏邳县八集公社农民朱

会然合作的。邓拓闻讯后为

此画作题诗一首 《大豆过

江》：“叶作风帆荚作船，长江

飞渡若云烟。出身豆类成大

器，家在东吴试验田。”

图文展示的是哪一历史运动？这一历史运动是怎

样开始的？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

本版“自主学习”答案

图一 农民代表向党中央和毛

主席报喜

图二 工商界代表向党

中央和毛主席报喜

（参考答案见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