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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天生我材必有用，面对暂时的挫折，须有亮剑的勇气！

! ! ! ! ! ! ! ! 剑锋所指，所向无敌，试问北大骄子，宁有种乎？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一、近两年中国近代史高考考点分布

"##$ 年高考试题充分体现了当今高考改革的趋势和特点，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

能力的培养，但也不失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仅中国近代现代史（%&’# ( %)’) 年）

这一块来看，所考查的知识点有：

年份 试卷 考查的主要知识

"##*

全

国

卷

卷!：毛泽东诗词；《望厦条约》；《开罗宣言》；美扶蒋反共的根本目的

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海国图志》与《 瀛环志略》；《 变法通

议》；文学革命的先声

卷#：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戊戌变法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内容；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措施；中共作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

志；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采取的重要措施

北京

文综卷

“二十一条”；%) 世纪末 "# 世纪初和一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

展的共同原因（材料）；毛泽东选择将“红旗子”插在井冈山的历史背

景及意义、启示（材料）

天津

文综卷

中华民国的成立；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新思潮的萌发（ 材料）；

“红色旅游”与陕甘宁边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条件，拥护共产党

的原因（材料）

江苏卷

《马关条约》、《天津条约》；《 天朝田亩制度》；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

步；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原因；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

春天，导致“短暂”的主要原因；大革命的影响；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台湾问题（材料）；中共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后方针的变化

及原因、影响（材料）；洋务派、维新派、新文化运动领袖们“ 向西方学

习”（问答）

广东卷

领事裁判权；洪秀全宗教理论的思想来源；洋务运动创办民用企业；

康有为著作；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立；对民主共和的认识（材料）；日本的“统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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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中流击水，我遏飞舟。 ———李剑锋! 河南省温县一中高二 "# 班

$%%#

全

国

卷

卷!：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变化的实质；对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规定；

"&$’ 年初国民革命高潮时的政府机构；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

的通商口岸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材料）

卷"：“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的外交；洋务运动企业的资金来源；孙中山规划“ 高原铁路系统”

的战略意图及抗日战争前中国铁路的主要特征（材料）

北京

文综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西方文明冲击

下的近代中国、$% 世纪的世界战争与人类文明（材料）

天津

文综卷

中国近代兼有制度之争和思想之争的事件；黄埔军校；平型关战役

的属性；中国近代译书活动的新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材料）

江苏卷

《资政新篇》；"& 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民国初

期重要历史事件的排序；“民主”与“ 科学”口号的提出者；抗日民主

根据地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八路军臂章番号；战略决战；近代中美关

系（材料）；《天朝田亩制度》、“ 平均地权”、"&(" 年的土地革命路线

（问答）

广东卷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经世致用思想；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收入；《 辛

丑条约》；一战对中国工业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

影响；$% 世纪 (% 年代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

际地位；千里跃进大别山；清王朝被民主共和国取代（问答）

! ! 二、命题特点
近两年的历史试题，都依据当年颁布的《考试大纲》，面向中国历史教学实际，坚

持稳中求变、平稳过渡的原则，坚持以能力立意、以问题立意为命题的指导思想，力求

做到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考查基础知识与学科人文素养的统一，代表了命题的走向。

") 立足基础，关注能力

近两年来，试题突出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考查的知识点都是教材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史实，考查识记能力的题目占有相当比重。例如 $%%# 年全国文综卷!
限制袁世凯权力、国民革命高潮时的政府机构，全国文综卷"《马关条约》的影响、南

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外交，北京文综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广东卷太平天

国农民运动。但试题并不拘泥于此，力图深化到能力层面，如 $%%# 年全国文综卷"
中国近代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工业资金来源，全国文综卷!分析通商口岸的开放对近

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对能力的要求提高了一些，这要求学生解题时注意对材

料的灵活运用。

$) 依托教材对学科主干知识考查，特别注重对学科内知识交叉点的考查

近几年来，高考文综试卷中的历史学科命题一直坚持以学科主干知识为载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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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年寒窗，未名湖畔竞芬芳；一生辉煌，博雅塔顶赛激扬。

———刘璐!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高三 "# 班

能力立意为主线，考查考生分析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比较鉴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命题思想。"$$% 年全国和各地文综历史试题都坚持了这一

思想，如全国卷!、"“政治机构与制度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遭受列强

宰割到国家强盛的历程”，天津文综卷“ 两次国共合作”、重庆文综卷“先进的中国人

提出的救国思想与方案”。从中可以看出 $% 年的历史试题对这些专题考得较细，如

选择题部分，题干很平，很容易理解，但它的选项干扰性强，每一个选项考查的知识点

都不一样，尤其突出了学科内知识的交叉点。如 "$$% 年天津文综卷在“ 制度变迁反

映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这一题组的 & 道选择题的选项知识含量很大，除了考查中国古

代史两个重大事件外，还考查了“ 中国近代史兼有制度之争和思想之争的历史事

件”、“世界近代史关于议会的叙述”。

’( 问题立意，关注“热点”，选取素材，创设情景，力求体现时代性

高考文综历史试题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历史分析，时常以国家的大政方针、国际社

会的焦点问题作为命题的载体。文综试卷以现实问题为素材，就历史学科来说，试卷

重视历史问题的史鉴功能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近两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具有时

政热点和人文热点的混合热点是命题的重点，近两年的高考试题体现了这一点。

"$$) 年北京文综卷第 &$ 题、上海综合能力卷（文科）*+—"’ 题和天津文综卷第 ’+ 题

（“红色旅游”题）是对革命传统精神和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延伸

和思索；全国卷#"*—"’ 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题）、北京文综卷 "*—"’ 题（“战争

与和平”题）和上海卷第 ’% 题（“反思二战的历史小论文”题）都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 周年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 周年的好题材。"$$% 年继续关注“ 三

农”———取消农业税，江苏卷考查《天朝田亩制度》、“ 平均地权”、*+’* 年的土地革命

路线；广东卷考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世纪 ’$ 年代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全国

文综卷"考查“孙中山规划‘高原铁路系统’的战略意图及抗日战争前中国铁路的主

要特征”。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历史课程）应坚持基础性、时代性，应密切

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高考命题思想正是对这一改革

理念的呼应。

&( 以“人类文明史”为主题，贯穿两条主线

近两年来以文明史范式指导“ 文综”历史试题的设计和命制成为命题的一大趋

势。高考试题要求考生更多地从文明发展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历史问题。"$$) 年

全国!、"、#卷考查“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海国图志》与

《瀛环志略》、《变法通议》、文学革命的先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等。"$$% 年全国卷!
*"—*) 题以“政治机构与制度的变化”来考查政治文明；北京文综卷以“*, 世纪以来

文明的对话”为主题，考查 *, 世纪中西文明的对照、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近代中国、"$ 世纪

的世界战争与人类文明、当代文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天津文综卷考查中西文化交流。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考查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现代化主线。现代化，指

!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张文海! 山东省潍坊临朐七中高三 " 班

的是以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

其核心是经济上的工业化、信息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 年三套文综全国

卷对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进行了考查。另一条是全球化主线。人类历史发展进

步的历程，就是整体世界形成的过程，“现代化”是指人类文明的纵向发展，是世界近

现代历史发展的主线，而“全球化”是指人类文明的横向扩展。命题者经常从这两个

角度来立意，如 #$$% 年北京文综卷考查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近代以来的世界与中国产

生的巨大影响，#$$& 年北京文综卷考查 ’( 世纪中西文明的对照、西方文明冲击下的

近代中国、#$ 世纪的世界战争与人类文明和当代文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三、命题趋势及备考方略
’) 注重对近代文明史的考查

高考注重对文明史的考查是一大趋势，因此要注重对文明史的理解和掌握。

一是把握近代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相关知识：《资政新篇》中的政治民主思想、

早期维新派政治思想、康梁政治民主思想及政治活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南京临

时政府的建立、《临时约法》、孙中山反袁斗争、新文化运动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的

民主思想、国共两次合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论联合政府》等。

二是近代工业化的相关知识：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和原因；外

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办厂等。

要注意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与碰撞，要重视文明交流史，包括中外

文明交流史和中国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明交流史。复习文明史时，还要注意不

能忽视人类为创造文明所付出的代价，要了解历史上发生的典型的“野蛮现象”的基

本史实，揭露其对文明的危害。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发动五次大规模

的侵华战争，成为文明史复习的内容。

#) 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由于综合测试目标中要求高考命题要“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近几年高

考试题中研究性学习试题已经初露端倪，因此，在高三的历史复习中，学生应注意强

化对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创新能力题的出现和考查的需要。

近两年高考历史试题在题目设置和参考答案设计方面的开放性和研究性的学习特点

已经非常明显，如 #$$& 年北京文综卷“’( 世纪以来文明的对话”，这实际上就是把研

究性学习的内容引入到高考命题中的尝试。

*) 逐步加强跨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引导学生学会和掌握系统综合

的思维方法和能力

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与传统的单科能力测试的区别在于强调对考生综合能力

的考查。这既包括学科内知识的综合，也包括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近几年来，虽然文

科综合试卷仍然以学科内知识的综合为主，但跨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试题的综合程度

不断提高，这表现在试题材料的使用更为灵活，学科知识间的综合更为自然，命题的

角度更为多样，对综合能力素质的要求更高，如：概括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并简要说

!



! ! 青春路上，唯有拼搏过，才能敢言无悔。

———闵文镇! 湖北省浠水县闻一多中学二三班

明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可以涉及地理、历史和政治各

学科知识。从题目设问看，解题不直接涉及地理知识。但是，解题时是从历史角度回

答还是从政治角度回答则不易判断，也就是说全面回答本题，需要具备历史、政治两

个学科的知识，而从答案设计来看，本题侧重从历史角度回答。这道题充分体现了跨

学科综合试题的重要特点，即从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来看，命题“ 打在学科的交叉点

上”。

"# 热点问题要渗透到平时的复习中去

热点问题可分类为：政策理论性热点（时效长）、时事性热点（ 时效短）、学术性热

点三类。

热点的剖析：注意从背景知识、核心知识、相关知识的链接，把热点问题专题化。

四、常考知识点
$# 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方面：（$）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

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日本对华侵略。把握这些战争的背

景、过程、结果及影响。（%）主要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 望厦条约》、

《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俄国侵占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的几大条约、

《辛丑条约》、“二十一条”。把握这些条约的内容、影响及评价。

%# 近代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

运动、五四运动。把握所属阶级活动、思想及意义。

&# 中国反动政府统治史：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特点以及清朝的灭亡，北洋军

阀政权的建立，洪宪帝制，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汪伪政权”，解放战争时期

的国民党政权。

"#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官僚资本的膨胀。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工人运动高潮，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北

伐战争，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工农武装起义，毛泽东的“ 工农武装割据”

思想，土地革命，红军的战略转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一二·九运动和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百团大战和敌

后军民的艰苦斗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中共七大，抗日战争的胜利，重庆谈判，《双十

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内战的爆发，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人民解放

战争迅速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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