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历史（下）参考答案

八年级历史（下）形成性练习（一）
员—缘 粤月悦C悦 远—员园 悦粤A月粤 员员—员缘 悦粤悦粤B
16.（1）会议：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用：政治协商会议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

职权，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政协会议的召开初步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历史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1949 年 10 月 1 日。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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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员苑援（员）抗美援朝。时间和人物：员怨缘园 年 员园 月，彭德怀。

（圆）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精神：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

（猿）上甘岭战役。

（源）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

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

程碑。

员愿援（员）从 员怨圆员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员怨源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圆愿 年时间。

（圆）抗美援朝战争。原因：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中朝人民共同并肩作战；志愿

军战士的英勇作战；等等。

（猿）变化：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理解：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

毁了我国存在 圆园园园 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

的主人。

（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

员怨援例文 新中国的成立与巩固

一个民族要独立，要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要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隆重举行，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

新纪元。1950 年 10 月，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彭德怀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大大

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

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我们应倍加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学习生活中学习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八年级历史（下）形成性练习（二）
员—缘 月阅悦阅悦 远—员园 阅悦月月月 员员—员缘 C悦A月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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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远.（1）临时宪法。

（2）为了适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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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3）说明了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健全与完善；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等等。

（4）党和政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人们对“两会”关注度高，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

识；人们关注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安全、环境等民生问题；国家重视科技事业的发

展；等等。

员苑援（员）工业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重工业基础更加薄弱；或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

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

（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

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等等。

（猿）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

（源）建成武汉长江大桥；修建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新建宝成、鹰厦铁路；等等。意义：我国开

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员愿援（员）三大改造。

（圆）淤农业生产合作社；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盂公私合营；榆社会主义公有制。

（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员怨援（员）图一：焦裕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为了改变兰考面貌，以身作则，身患癌症仍顽强坚

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被人民称颂为“党的好干部”。图二：王进喜。他率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

油大会战，以顽强的意志，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使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得以提

前开钻。当井喷的险情发生时，他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被誉为“铁人”。图三：雷

锋。“解放军好战士”，他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甘当革命的螺丝钉，默默无闻地为人民

做好事。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助人为乐，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

（圆）图四、图五是“一五”计划期间；图六是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猿）原因：党和国家制定正确方针路线；广大工人农民的艰苦奋斗，高涨的工作热情；土地改

革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抗美援朝的胜利创造了安定的国际环境。（任答两点即可）

八年级历史（下）形成性练习（三）
员—缘 粤悦悦粤月 远—员园 悦阅阅粤月 员员—员缘 粤悦阅月阅
员远援（员）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事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两个凡是”。

（圆）方针：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策：把工作中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猿）历史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员苑.（1）淤邓小平理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举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设立雄安新区；等等。

（2）阶段一：1980 年开放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随后，从 1984 年到 1992 年我国陆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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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及内陆城市、边境城市，开放领域不断扩大，有力推动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二：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拓了

新空间。阶段三：2013 年，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

加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促进了各国共同繁荣。

特点：开放区域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

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逐步深入，由接纳世界到融

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由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拓展对外投资，再到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等等。

（3）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作用：对内改革激发各

行各业活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

极性，人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对外开放推动国内的进一步改革，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化，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拓了新空

间；等等。

员愿援（员）邓小平理论。会议：中共十五大。

（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会议：中共十六大。

（猿）科学发展观。

（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员怨援（员）信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

（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理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猿）变化：经济特区建立时，主要是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带一路”侧重对外输出产

品、技术、设备和资金。

（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缘）建议：坚持改革开放，顺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走可持续发展战略；

等等。（言之有理即可）努力学习，勇于拼搏；学好知识，长大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一份力；等等。

（言之有理，答出一点即可）

八年级历史（下）期中检测卷（一）
员—缘悦阅粤阅月 远—员园阅粤月粤阅 员员—员缘粤悦悦悦粤
员远援（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

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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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力量。

（圆）农民翻身：土地改革。计划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意义：到 员怨缘远 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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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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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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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格局。

员苑援（员）突出特点：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反

华势力的敌视和侵略或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方针（政策）：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方针。

（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意义：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

基本准则。

（猿）事件：中美关系正常化或尼克松访华。 背景：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高，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共同需要。

（源）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信峰会等。

员愿援（员）革命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岁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等等。改革时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或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圆）对内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

历史意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扶择；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空前解放，综

合国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使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改革开放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猿）内涵：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源）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等等。

员怨援（员）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中共十九大；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圆）都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解放了思想，推动了

改革开放的进程。

（猿）农业和工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原因：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奠

定了基础；国家采取优惠政策，派出大批人员，通过技术、资金等多种方式，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建设；中央实行西部大开发，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国家实施兴边

富民行动，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源）方针：“一国两制”。意义：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国耻，在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八年级历史（下）期中检测卷（二）

1—5 BAABC 远—员园 DCBBD 员员—员缘 DDDAC
16援（员）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乐于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任答

两点即可）

（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猿）过程：设立经济特区，到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深入开放内地。特

点：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17援（1）秦灭六国完成统一；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最高利益”：实现工业化。措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3）内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实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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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立经济特区；设立

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等等。（任意一点1 分）

（4）地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任意一点 1 分）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18.（1）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翻了身，得到

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巩固了人民政

权；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任意一点 1 分）

（2）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互助合作道路。变化：由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

制（或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3）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等。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

了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5）原则：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制定经济政策要实事求是，符合基本国情；要把人民利益放在

优先考虑的地位，关注民生；生产关系调整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稳中求进；等等。

19.（1）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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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等等。（任意一点 1 分）榆民主法治；法制建设；等等。（任意一点 1 分，言之有理即可）

（2）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原因：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左图：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带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均有很大提

高。农村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任意一点即可）

右图：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4）示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

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到

1956 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

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

征程，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共十八

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

评分说明：围绕主题，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逻辑关系清晰；观点论述与 2 个关键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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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并紧扣文章主题进行解释和扩展可得 5 分，之后逐条减分。

八年级历史（下）形成性练习（四）
员—缘 月月阅悦阅 远—员园 阅月阅阅月 员员—员缘 悦粤悦阅粤
员远援（员）“一国两制”。祖国统一。

（圆）香港；员怨怨苑。澳门；员怨怨怨。
（猿）意义：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国耻，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

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源）“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开辟了途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

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成功实践。

员苑援（员）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前

提：各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或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

（圆）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措施：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

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行动。

（猿）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和睦、友好、互助的关系，各民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

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

员愿援（员）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一定要收回香港。根本原因：中国经

济实力落后，综合国力衰弱。

（圆）《中英联合声明》。

（猿）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祖国统一

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源）两岸经贸、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更加频繁。

（缘）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根本原因；两岸经济文化交往

日益密切，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历

史将证明“台独”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任意两点）

员怨援（员）淤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于邓小平；盂员怨怨缘 年 员 月；榆九二共识。

（圆）有利于创设发展经济的安定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平统一同样有利于台湾地区的稳

定、繁荣与发展；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等等。

（猿）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骨肉不分离。

（源）圆园园愿 年 员员 月，两岸达成空运直航、海运直航、邮政合作等协议。

（缘）宣传语：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本是同根，赤子情深；等等。

八年级历史（下）形成性练习（五）
员—缘 悦月月阅悦 远—员园 粤月悦月粤 员员—员缘 月月悦阅悦
员远援（员）员怨远源 年 员园 月 员远 日。钱学森、邓稼先。意义：打破了当时有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我

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圆）中国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标志性意义：我国因此成为

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猿）人民解放军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说明国防建设已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军之路，并

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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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苑援（员）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夕（员怨源怨 年 源 月）。名字：华东军区海军。战争：抗美援朝。

（圆）战略导弹部队（或第二炮兵部队）。主要职能：进行核威慑和核反击；进行中远程精确打

击，进行战略制衡；等等。

（猿）主题：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源）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员愿援（1）万隆会议；“求同存异”方针。

（2）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员怨苑圆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

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符合史实即可）

（猿）增加出国留学的机会；方便出国旅游；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方便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的

全面了解和学习；等等。（答出两点即可）

（4）特点：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如：伙伴外交、和谐世界、战略协作伙伴；举行 APEC 会议，

加入 WTO，积极参与维和；等等。

员怨援（员）美国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岛屿，其侵略活动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符合题意即可）

（圆）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原因：员怨苑怨 年中美建交，中美两国关

系实现了正常化。

（猿）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美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等等。意义：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言

之有理即可）

八年级历史（下）期末检测卷（一）
员—缘 BBBAA 远—员园 ABABD 员员—员缘 ACDAB
员远援（员）意义：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便利了交通，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经济

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意两点即可）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

（圆）主要内容：思想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政治上，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组织上，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

征程。

（猿）粤：中共十五大。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员苑援（员）主张：求同存异。影响：推动会议圆满成功；加强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

（圆）员怨苑员 年，第 圆远 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作用；员怨苑圆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

向正常化；员怨苑怨 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为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猿）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各国的

合作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等等。

特点：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员愿援（员）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真

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等等。（任答两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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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措施：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实行公私合营。实质：使私有制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猿）现象：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原因：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确立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理论等理论的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

供制度保障；等等。（答出两点即可）

（源）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认识：走中国道路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

情；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答出两点即可）

员怨援（员）材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材料二：“一国两制”。共同之处：二者都立足于本国国情

（历史和现实），具有中国特色；都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都在各自区域内享有一定的自治

权；都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等等。（答出两点即可）

（圆）淤“两弹一星”；于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对解决世界性饥饿问

题作出重要贡献；盂屠呦呦；榆乘坐神舟五号升入太空并成功返回地面。

（猿）过程：设立经济特区，到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深入开放内地。特

点：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源）“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各国共同发

展，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平等对话，

实现合作共赢，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八年级历史（下）期末检测卷（二）
1—5AB悦月悦 远—员园阅阅BDA 员员—员缘DBBBC
16.（1）不同：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是就中英之间关于香港主权问题进行会谈，属于外交事

务；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是就海峡两岸的交往合作进行会谈，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共同呈

现的主题：祖国统一。

（2）袁隆平：成功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为解

决世界性饥饿问题也有重要贡献。屠呦呦：发现了有效抵抗疟疾的青蒿素，开创了治疗疟疾的新

疗法，对人类生命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3）作用：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便利人们的出行和物资的运输；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等等。（任意一点 1 分）政治：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综合国力日趋增强，为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科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等。（任

意一点 1 分）

17.（1）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史实：1953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 年，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1954 年，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

日内瓦会议，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意一点 1 分）

（2）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 年，中美双方正式签署并发

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外交新

局面，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新高潮。

（3）时代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联结全球经贸的通道或共同体；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共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深远意义：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的合作

与交流，实现合作共赢；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8



18.（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

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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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开始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

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2）指的是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

改革开放。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开启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3）基本内涵：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认识：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19.（1）淤毛泽东；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之处：都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

都推动中国的发展；都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2）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3）党和政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人们对“两会”关注程度高，有较强的参政意识；

人们关注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疫情防控等民生问题；科技创新在国家

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等等。（任意一点 1 分）

（4）“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当时有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2019 年国庆阅兵展现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显示了捍卫国家国

防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力量。

（5）示例：

中国智慧引领时代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其他国家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新途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

制度，促进了民族平等、团结，维护了国家统一，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为世界各国处理

好民族问题树立了成功典范。“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推动香港和澳门回归，既维护了祖国

的统一，又照顾港澳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也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同类型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的认可，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努力践行大国担当、大国使

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评分说明：题目恰当，围绕主题，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逻辑关系清晰；观点论述与事件及

影响建立联系并能解释和扩展出材料本身的意义可得 6 分。之后逐条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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