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学习、复习试题

2015—2016 学年

单项选择题

1. 20 世纪初，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最能说明这

一点的是（严禁中国人民反帝 ）

2.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南京条约》）

3. 近代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是（ ）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4.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 ）

黄花岗起义

5、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是（ ）

五四运动

6. 最能说明五四运动性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

7. 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论断

是 （ ）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1931 年 1月至 1935 年 1月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

折，它是（王明的左倾教条错误）

9.八路军第 115 师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是（ ）

平型关战役

1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作斗争应坚持的原则是（B ）

A.抗战、团结、进步 B.有理、有利、有节 C.减租减息 D.反对内战

11.下列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C、民主党派起了领导作用

12.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

务基本完成的标志是（C）

A.抗日战争 B.解放战争

C.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D.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3.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14.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从（ 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

级合作社 ）的逐步过渡的形式。

15.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是（ C ）

A.1945 年 B.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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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56 年 D.1966 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这个观

点是在（中共八大 ）

17.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简答题:

1.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是什么？
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

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队中国近代社

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个任务

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

2. 中国革命是怎样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

在各地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武装斗争，其结果是凡是在城市举行起义或是起义

后向城市进行强攻的都相继遭到挫折，凡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进攻的起

义，或是在农村地带建立根据地的都取得成功。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

“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建立革命

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

争，建设根据地，这是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所要求的。毛泽东还在理

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中国

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的经

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的阐述了共产党领导

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

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3.简述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取得完全

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 20 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②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使中华民族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

民族的觉悟，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精神。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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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达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

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

并进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

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化了。但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

反抗，同时也与帝国主义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是它们中的任

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制服中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

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

义，还有一定的主权。由于它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殖民主义宗

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外国资本主

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

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

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

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5.概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意义。

形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

有组织的阶级，但是单凭自己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

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在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

更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

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

同国民党进行合作。国民党的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正式形成。

意义：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在中国革

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6.简述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历史意义

答案要点：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

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牌。它为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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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生产力，使全国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

础。

第二，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创造了一

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形式，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同时把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

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伟大创举，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论述题:

1. 试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第一、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自强”、

“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

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

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封建统治服务。

洋务派企图以吸收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巩固和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的

目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洋务运动都外国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经与西方列

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方面

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洋务运动企图依赖

外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第三、洋务运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

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管理仍然是封建衙门式的。军事工业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

效益，产品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

度”，商人无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及其腐败，大小官员既不

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据此，洋务运动不能

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2. 试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缺陷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

手段推翻清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主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

建立“民主独立的国家”。 不足：同盟会纲领中的民主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

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

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孙中山说的政治革命，目的就是建立民国。不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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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的地位，因

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

革命。不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

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3. 试述近代中国三种建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中共的最终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的原因？

近代中国在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主要在 1921—1949 年期间，中国存在着三

种的阶级力量，他们分别提出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

买办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坚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以便让资本主义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

社会。

第三种，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

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

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

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兼顾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各阶级、阶层的拥

护，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的提出，使各阶级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形成了以中

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现代化中坚力量。并最终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方案得以确

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构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民族独立、

具有高度主权的权威国家。在众多建国方案中是最符合国情的建国方案，也是符

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建国方案。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4. 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论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

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

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是劳动者与

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

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这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

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没有

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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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

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首先着重党的思想

建设，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

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

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论述上述观点。

5.试析 1953 年开始中共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
第一、社会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

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
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发展工业，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
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
业 起飞的基础。而且，它是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
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
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道路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
国营经济的依赖性。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
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
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想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土地
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通过实行农
业合作化来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和
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当时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
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
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
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
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
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注意的基本因素之一。

分析题:
1．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减租

又称二五减租，即规定地主地地租一律照原租额减收 25%，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

过 37.5%。减息的原则是“分半减息”，规定放贷的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 10%。

①简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意义。

②为什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

①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有利于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



7

一战线一边，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另一方面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进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②封建势力虽然有所削弱，但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存在，少数地主仍然占有

较多的土地，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占有的土地仍然较少，他们的经济地位

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减租减息政策是一项适用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历史

时期的过渡性政策。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进行彻底

的土地改革。

2．(1)试比较康有为、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路径和选择有何不同。

(2)“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反映的是哪一派政治

人物的主张?结局如何?09 年自考资料|自考笔

(3)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我自

材料 1：自从一八四 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

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

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

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

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

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

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

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

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

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

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

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月 30 日)09

材料 2：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

民的道路，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 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

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辛亥

革命后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包括议会制、多党制

等。并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

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时人悲愤地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

和。”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

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2005

年 l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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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点：

(I)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主要是主张向日本学习，采用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

义，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主要是主张学习英美的政治制度，建

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2)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主

张。最终在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5.cm )(3)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中

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

弱性和妥协性；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其中，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体现在：①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十分软弱的阶级。②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广大

工农群众，特别是发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③不能建

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

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09年自考资 料|自考笔记 |自考串讲 |自考试题 |自考答案 |自考题库 |自考白皮 书等" E4 Z! a0W& w1 8̀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