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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兵家说：“胜我”是糊涂。

理人等就是证明。在这一时期，列强没有占领中国领土，因此题肢!被排除。

"# $! 本题提供的材料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 穿和服的巨人”指的是日本；“ 一个戴

眼镜的小孩”自然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头子溥仪，而不可能是蒋介石或者汪精卫。

%# &!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经济的野蛮掠夺，总方针是变沦陷区经济为日本垄断资本的

附庸。’ 是其目的，( 是不可能的。

)# 解析：本题以材料为立足点，第（*）问考查材料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并由此说明因

近代中国海防落后导致的后果；第（+）问考查比较能力，要求学生在阅读材料的基

础上，对材料中蕴涵的有效信息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然后再回到课本中，要求

回答清政府的举动；第（,）问同样考查比较能力，中国发展海军是对外敌海上入侵

的被动反应；而马汉的海防思想则恰恰与之相反。

答案：（*）材料一反映了清朝水师装备落后，海防废弛；材料二反映了近代列强侵华

绝大部分从海上开始；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

说明了落后就要挨打。

严重后果：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国侵占香港岛，强迫上海等五口开埠；美国借《 望

厦条约》取得军舰任游开埠港口；近代中国海防洞开，领海主权遭到破坏。

（+）材料三中李鸿章主张“陆主海从”的近海防御战略，不穷兵于海外；材料四中吴

元炳主张加强海防建设。吴元炳的奏议正确。

举措：创办北洋舰队等海军，修建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成立海军衙门。

（,）中国发展海军是对外敌海上入侵的被动反应，是单纯防御；西方国家发展海军

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

专题二! 近代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史

!考情分析
在近年来的高考中，对于有关近代中国人民抗争与探索史内容的考

查相当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块知识点：一是考查对近代中国人民抗争

与探索史有关史实的记忆、再现的能力。例如 +--. 年文综全国卷"考查 *)+" 年初

国民革命高潮时的政府机构；文综北京卷考查三湾改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文

综天津卷考查两次国共合作；文综四川卷考查秋瑾、宋庆龄；文综重庆卷考查政党在

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等；二是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和综合运

用能力，例如 +--. 年文综全国卷"考查《临时约法》、天津文综卷考查平型关战役的

属性、重庆文综卷考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根本目标的共同点等。从题型

上来看，主要是选择题；从难度上来看，基础类知识点考查较多，难度总体较小。可以

预测，+--" 年高考对本专题的考查题型可能会走向多样化，难度会相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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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说：糊涂是大智若愚，宽厚忍让；是大勇若怯，以柔克刚；是处事不悖，达

观权变；是外乱内整，内精外纯；

! ! !知识整合
一、近代不同阶级的抗争与探索

"# 清朝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史实："$%& 年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

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中，关天培、裕谦等爱国将领为国

捐躯。

甲午中日战争中，左宝贵、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聂士成等英勇杀敌。

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聂士成壮烈牺牲。

评价：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已不单纯是维护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捍卫了

中华民族的利益，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高贵品质。

’# 农民阶级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和探索

史实："$(" 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太平天国运动

是中国近代大规模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同时也带有新时代的特点，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建立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

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发展资本主义，但缺乏必要

的社会条件，无法实行。

义和团运动是因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而发展起来的一场农民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

的口号，具有爱国性质，但笼统排外的性质与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不足是其致命性弱点。

评价：农民阶级由于其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为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地主阶级探索强国之路的主张和实践

史实：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开始注目世界，探

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但未能付诸实践。

"& 世纪 )* 年代以后，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继承了抵抗派“ 师夷长技”的思想，提

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并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进行了 %* 多年的洋务运

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始，涉及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但不主

张改变封建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它的失败具有必然性，但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是探索强国之路的一种尝

试。"& 世纪末，一些开明地主拥护戊戌变法，’* 世纪初，他们又推动清政府“ 预备立

宪”，但最终都愿望落空。

评价：近代地主阶级抗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怪圈，

最终没有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 资产阶级的探索和实践

史实："&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产生了民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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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是有所不为，而后有为；是宠辱不惊，是非心外；是得意淡然，失意泰

然；是宽容忍让，不计前嫌；

级，早期的维新派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学习西方的主张，但未形成完整的理

论，也没有付诸行动。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康、梁维新派：提出了把挽救民族危亡同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在一

起的救国方案，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结果昙花一现。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领导

辛亥革命，取得重要成果。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终未能完成反帝反

封建的任务。

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 短暂的春天”，资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以陈独秀

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思想

解放潮流，并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复辟与专制逆流，但对东西方文化绝对肯定与否定的

方式和态度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立场，维护民主共和，但屡遭失败，在苏

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实现了伟大转变，提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

党合作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反独裁的斗争，梦想在中国建立起

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抗战胜利前后，这种斗争非常突出，但因蒋介石的压

制迫害，他们转向依靠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中间道路”。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实：$%&$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属于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就是领导阶级不同。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又分为五个阶段：

!"!" 年 # 月至 !"$% 年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

期。$%&$ 年的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中心任务；$%&& 年的中共“ 二

大”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 年的中共“ 三大”正式制定了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是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

第一次合作，掀起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

反动统治。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又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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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藏锋露拙，明哲保身；是匿壮显弱，明知故

昧；是乐天知命，顺应自然；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

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

流砥柱的作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以

来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总决战，最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探索。

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证明：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道路，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近代前期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主要特点的认识

"# 探索具有广泛性。近代前期的主要社会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

阶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活动。这是由于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

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各阶级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必然

有一致性的一面。

$# 具有普遍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特点，义和团例外。这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不仅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其从闭关锁国和妄自尊大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与中国落后的现实。

%# 探索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在学习西方的内容上具有不同的层次。从学技术到

学经济政治、从学立宪到学共和（ 即所谓的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

次）。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不仅在于时间上的差异和对西方认识上的差异，更主要的

是阶级地位的差异。

&# 具有继承性。前后提出的各种救国方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量变又有质

变。如地主阶级洋务派继承了地主阶级抵抗派“师夷长技”的思想，但又有一定的变

化；但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而是量变。早期维新派是由洋务派转化

而来的，他们也继承了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的思想，又发展为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

济，这就是质变。他们不是要维护封建统治，而是要反对封建统治。

’# 探索与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相关。在侵略战争期间的救国方案以反

侵略为主要内容，如地主阶级抵抗派、义和团的救国方案等。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

主要不同点

"# 革命性质与范畴：辛亥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的一部分。

$# 革命领导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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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与世无争，宁静致远；是吃亏是福，财去人

安；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

"# 革命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

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革命的目的和前途：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前途是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前途是社会主义。

%# 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没有建立统一的革命军队，没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走了城市武装起义和各省宣布独立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的革命军队，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 革命的彻底性和结果：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未提出彻底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扶植的袁世凯窃取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经过 ’( 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伟大胜利。

四、国共关系发展演变历程

)# 演变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呈现“ 合作"对抗"再合作

"再对抗”的曲折发展历程。

’# 概况

（!）!"#$ % !"#& 年：合作。

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中

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

统一战线。同时，孙中山也从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革

命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 年初，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有力地推动了

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制造了“ 四一二”和“ 七一五”政变，导

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

略势力；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但也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

（#）!"#& % !"’& 年：对抗。

中共从大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

政策，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等起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 工农武装割据”的

道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起义、“ 围剿”革命根据地、围追堵截长征

中的红军。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

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将领逐渐倾向于中共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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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是保静养神，清心寡欲；是沉默是金，寡言鲜过；是谤我容之，侮我化之⋯⋯

的主张。"#$% 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

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 % "#&’ 年：再合作。

&’ 世纪 $’ 年代，随着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两党捐弃前

嫌，最终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 年 # 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

宣言，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抗战初期，中国出现了两个战场（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两

条抗战路线（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三种论调（ 国民党

内亲日派的“亡国论”、亲英美派的“速胜论”和毛泽东的“ 持久战”）。抗战进入相持

阶段后，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共产党则继续争取同国民党维持合

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自中国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

义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 % "#&# 年：再对抗。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蒋勾结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破裂，

由合作走向对抗。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内战，最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

了美蒋反动派，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 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党内合作方式

党内合作的内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采用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的合作方式。党内合作的前提是保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

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力量的弱小；#国民党

和孙中山能够接受的国共合作方式。

评价党内合作方式：积极作用：!有力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推动了国民党的

革新；"有利于共产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使国民大革命具有更广泛的

群众基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的发展。消极作用：中共没有提出对民主革

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制约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基本因素

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合作或者对抗，是由多种因素制约的。

!两党的阶级性质。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的代表。

共产党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性质的不同是国共关系矛盾斗争

直至分裂的根本原因。

!



! ! 快乐人生的四句箴言：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

人，把自己当成自己。

!社会主要矛盾。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党就有结束对抗走向合作

的可能；当阶级矛盾上升时，两党合作关系就有可能破裂，走向对抗。

"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国际环境的影响。进步的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国际

环境能促成两党之间的合作，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推动，第二

次国共合作中美英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反之，反动的国际政治势力插手，又会加速两

党关系的破裂，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抗战

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对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认识

在中国近代后期的历史上，国共两党两度携手合作，又两度分道扬镳，这种复杂

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后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乃至当代大陆与

台湾的关系。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形成，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国共两党始终存在着共同的敌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的共

同敌人是列强和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共同敌人则是日本侵略者。尽管国

共两党在阶级基础、思想纲领、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打倒列强，除

军阀”和“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保证当时中华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根本条件，是全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符合国共两党共同的根本利益。这个“大同”保证了国共两党合作关

系的建立、维持和巩固，并顺利地打倒其共同的敌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谱写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宏伟的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篇章。大革命失败以后，双方进行了十年对峙，频繁的内战使国共两党受到严

重的创伤，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大片的国土惨遭日本侵略铁蹄的践踏。第二

次国共合作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历史新篇章，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由于

国共两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当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时，国民党为了维护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昔日的同盟者进行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导致两党合作的再次

破裂，三年多的内战又使千百万生灵涂炭，最终国民党败退台湾，偏安一隅；中国共产

党则在百废待兴的大陆坚忍不拔地求发展，以完成民族振兴的大任。

从上述国共两党关系发展演变的教训来看：“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如今国共两

党必须以民族利益为己任，再次携手合作，方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题型 "! 准确记忆近代中国人民抗争与探索斗争中的具体

史实

【调研 "】! 面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几经挫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

识到，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为此，国民党在 "#$% 年采取的重要措

施是

!



! ! 永远不要嘲笑别人的梦想，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性。说话时要慢，思想时要

快。

"# 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军

$# 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北伐军

%# 与共产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

&# 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军事学校

解析! 解题时注意题肢中的措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国民党在 ’()* 年采取

的措施；二是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武装。" 项和 $ 项的时间分别是 ’()+ 年和 ’(), 年；

% 项尽管发生在 ’()* 年，但不符合建立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符合条件的只有 &。

! ! 【技巧点拨】! 不管解答何类选择题，必须注意将题干中的条件与题肢逐一对

照，缺一不可。例如本题只要题干中的两个条件缺少了一个，很有可能误选 "、$、% 三

个选项中的任意一个。将题干中的条件与题肢逐一对照是解答选择题的一个基本方法。

【调研 )】! 下面两幅图都是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企业，创办下列企业的直接目的是

"# 辅助军事工业 $# 发展民族工业

%# 增强国家实力 &# 抵制列强侵略

解析! 解答本题首先要注意解读两幅图片所反映出来的信息，这两幅图片分别

是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和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筹办的开平煤矿，都属于洋务派创

办的民用企业。结合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点可知，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直接目的是解

决创办军事工业过程中出现的资金、能源短缺等问题，即辅助军事工业。故选 "。

! ! 【知识链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它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主张

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对于洋务运动的有关知识点，包括其背景、

目的、过程、失败原因以及影响等需要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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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图文题在近年来的高考中比较常见，同学们在解答这类试题时

需注意解读图片中蕴涵的有效信息，并将其与所学的相关基础知识相结合。同

学们在备考复习时首先应重视对基础知识的再认再现，在此基础上逐步学会综

合运用。例如本题的图片是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民用企业，知道这一点就可以

知晓创办这些企业的直接目的是辅助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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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朋友的“朋”，合则为朋，分则为月。一个月亮心里就够温馨的了，两个月亮

心里就亮堂起来了。

题型 "! 对教材知识的再现和理解诠释

【调研 #】! $%#& 年 ’ 月，图中的历史人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伟业。他的举动代表了谁的利益

() 地主阶级 ! ! *) 清政府中的禁烟派

+) 广大人民群众 ! ! ,) 中华民族

解析 ! 解答本题时首先要注意图中的历史人物是林则徐；

$%#& 年 ’ 月他领导的一场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虎门销烟。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注意的

是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是站在反对外来侵略的立场上，他不仅代表统治阶级，而且也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 ! 【举一反三】! 林则徐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由

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只要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民族

英雄如关天培、左宝贵、聂士成、张自忠等，不管其分属哪个阶级，我们都可以称他们

为民族英雄。

题型 #! 评析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新生事物产生的历史影响、

功过作用

【调研 -】! 下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的是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 中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

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 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 异种残之，外邦

逼之，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

()!" *)!# +)"$ ,)#$
解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新旧之别，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有排满的思想，

这一点在今天不可取，题肢#和$都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将满族称为

“鞑虏”和“异种”，具有排满主义的思想。!和"属于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

出了民族平等和联俄的思想，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只有 ( 项正确。

! ! 【发散类比】!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发展了孙中

山的旧三民主义思想，复习时需要注意将新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

主义三部分进行类比，寻找其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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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探索主张及实践

$) 农民阶级

实践：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主张：《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扶清灭洋”。

特点：具有革命性，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具有落后性，决定其革

命斗争只能是“血溅轩辕”。

!



! ! （接上）朋友这个词汇之所以让人轻松，是因为可以随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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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产阶级

实践：维新变法运动、实业救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

主张：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民主与科学。

! ! 特点：具有先进性，是民族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又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决

定其改革与革命只能是“屡战屡败”。

$# 无产阶级

实践：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主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特点：集革命性、先进性于一身，决定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题型 %! 纵向归纳某方面新事物的形成与演变

【调研 &】! （"’’(·四川文综卷·)*）中国近现代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宋庆龄

的主要事迹有

!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领导一二·九运动!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 -#!#$ .#"#$
解析! 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其一生的活动与中国

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宋庆龄无关，题

肢!和$没有问题。至于题肢#，)/%) 年皖南事变以后痛斥国民党的罪行就是典型

的一例。因此本题正确的选项是 - 项。

! ! 【发散类比】!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对于这些人物的重

大活动同学们要能够进行前后联系，编成大事年表。例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

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

【调研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善师外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

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注：行贾，指工商业）

———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

材料二! 中学为其本，西学为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以为欧洲各国

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

强者以得民心为要，⋯⋯诸如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

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

材料三! 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府，三、土地国有⋯⋯以一个

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

!"



! ! （接上）就像一套高档的组合家具，放在一起，有一种整体美。单个排放，有

一种独立美。

国”。⋯⋯要求你们（指美国人民）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我们同情的支援⋯⋯因为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回答问题：

（"）三段材料的主张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共同之处？

（#）根据所学知识，对三段材料中的基本主张就其在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方面

的作用进行评价。

解析! 虽然题目没有要求指出三则材料所代表的政治派别，但答题时可从这方

面入手：材料一代表地主阶级抵抗派，材料二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材料三代表资产

阶级革命派，然后转化为对三个政治势力主张的对比。注意答题时切不可脱离材料。

答案! （"）共同之处：都要求改变中国的现状，向西方学习，以挽救中国的危机。

不同之处：材料一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并发展工商业；材料二中的观点是兴办教育，

开设议院，军事上仿效西方是次要的；材料三中的观点则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

国，改变土地制度。

（#）三者对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材料一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不主张给予任何的触动，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

务运动的失败即是证明。材料二虽然触及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只是改良，即主张对

封建统治作某些改变，而不否定封建制度，这也无法使中国富强起来，戊戌变法的失

败即是证明。材料三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是正确的，但其资产阶级共和

国方案和幻想帝国主义的帮助，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即是证明。

! ! 【知识链接】!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上，不同阶级和阶层先后登上政治舞

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再到

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了“ 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主张，后来洋务派将其付诸实践，领导了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派提出学习西

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后来康、梁维新派将其付诸实践，领导了戊戌

变法，但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领导了辛亥革命，同

样以失败告终。上述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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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近年来许多高考题都强调学科内知识的整合，注重学科内同一

类型或者相关知识点之间的前后联系和比较，题目设计在时间上有跨度，同学

们在复习时切不可孤立地看待某一历史事件，而要注意纵向联系。

题型 $! 比较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现象的相似或不同

【调研 %】! （#&&’·江苏卷·""）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相比，相同点是

!!



! ! ! ! ! ! ! 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

"# 政权组织原则 $# 土地政策

%# 军队性质 &# 主要地域分布

解析! 比较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农村革命根据地。两者的政权组织原则不同，分别是工农革命政权和“ 三三制”抗日

民主政权；土地政策不同，分别是土地革命路线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

土地政策；主要地域分布不同，分别主要在南方和北方；只有军队性质相同，都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 ! 【品思总结】!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不

同时期，由于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不相同，对此同

学们要认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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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比较类型的选择题在高考中比较常见，比较的对象可谓五花八

门，同学们解答这类题时应在寻找科学的解题方法上下工夫，尤其是将备选项

逐一与题干相对照。

’#（综合题）图 ’ 和图 ( 是太平天国运动所反映的内容，你觉得最可能在

下列哪一地区大力推行

! "# 广州 $# 长沙 %# 桂林 &# 南京

(#（变式题）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权主义是三民主

义的核心，其原因在于

"# 它把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 它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

%# 它提出了资本主义土地纲领

&# 它主张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创新题）从讨袁斗争的结局来看，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一成一败，其关键取决于

"# 孙中山是否直接参与领导

$# 帝国主义是否直接支持袁世凯

!"



! ! 给予中获得，爱人者被爱。

"# 革命党人是否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

$# 讨袁斗争的群众基础是否广泛

%#（综合题）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将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发展称为“ 没

有前途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

&# 工业结构不合理

’# 地区分布不平衡

"# 社会环境未根本改变

$# 军阀割据混战

(#（基础题）图示四幅历史人物的照片中，属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有

&#!"# ’#"#$ "#!"$ $#!#$
)#（变式题）图示为一同学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的 *+ 世纪早期的一份报纸一角，

它反映了

&#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 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 响应五四运动国内专电

,#（综合题）-.// 年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举起抗日反蒋旗帜的原因有

!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 "民族危机的加深! #国民政府的退让! $一二·九运

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 ’#!"# "#"#$ $#"#

!"



! ! （接上）惟有爱，使我们懂得给予与获得，让我们忘却自己，沉浸在另一个生

命之中，领略幸福的真谛，沐浴灵魂的芳香。

"#（基础题）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分布在南方，

主要原因是

$# 北伐战争的影响

%# 北方是军阀统治中心

&# 南方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多是南方人

(#（综合题）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提出的土地政策的共同点是

!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 %#!"$ &#!#$ ’#!"#$
)*# 有的史学家认为，在 )( 世纪 +* 年代到 ,* 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

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经过了“睁眼看世界”、“ 走出国门看世界”和“ 仿洋改

制看世界”三个历程。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综合题）简要分析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所经过的每个历程的主要

原因。

（,）（能力题）简要评述三个历程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

【参考答案】

)# ’! 广州、长沙和桂林都不是太平天国定都以后的主要统治区域，而两幅图片所反

映的内容只能在形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南京是太平天国定都以后的都

城所在地，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都处于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因此两幅图

片在这里很可能得到实施。

,# %!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民族主义即“把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

的腐朽统治”是前提；民权主义即“ 创立民国”，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

级共和国，它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

立政权的问题，因而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生主义“ 提出了资本主义土地纲

领”是其补充和发展。

+# ’! 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力量涣散，无力号召群众；护国运动中，袁世凯称帝，违背

历史潮流，众叛亲离，导致最终两者一成一败，可见讨袁斗争的群众基础是否广

泛是决定性因素。

-# &! 同学们首先要理解“ 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指的是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

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源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受本国封建统治的压迫，外受

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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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上）惟有爱，才能让我们的心灵花园花团锦簇，馨香久远。

"# $! 本题的四幅图片对应的历史人物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孙中山，孙中山

是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 &! 由图中的信息可知，北洋军阀政府免去了曹（汝霖）、陆（ 宗舆）、章（ 宗祥）的职

务，这是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表现之一。

’# &!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 ()*" 年，很明显与 ()** 年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举起抗日

反蒋旗帜无关。

+# $! 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分布在南方即淮河以南地区，主要是由于北伐战争在这里

传播了革命的火种，群众基础比较好。

)# $! 同学们要寻找的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提出的土地政策的共同点。

抗战期间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没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因而

!明显错误。其他几个选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制定土

地政策的共同出发点。

(,# 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理解“ 睁眼看世界”、“ 走出国门看世界”和“ 仿洋改制

看世界”的具体含义。“睁眼看世界”指的是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

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 走出国门看世界”指的是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

术，进行探索和努力；“仿洋改制看世界”则以戊戌变法为代表。

答案：（(）主要原因：

“睁看眼世界”———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一批有识之士，从“ 天朝上国”的

迷梦中惊醒，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国外历史、地理，总结失败的教训，寻找御敌

的方法。

“走出国门看世界”———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下，统治集

团为挽救统治，进行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仿洋改制看世界”———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马关之辱和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使中国人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耻辱感，先进的中国人把认识世界与变

法维新结合起来。

（-）实践及结果：

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组织人编译了《 各国律例》和《 四洲志》；魏源编写的《 海

国图志》，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这些对开阔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

意世界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清政府陆续派官吏常驻外国，并派遣留学生。洋

务派创立了一批近代的军事、民用工业，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

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维新派大力宣传学习西方，兴民权，

实行君主立宪，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终因戊戌政变而失败。戊戌变法在当时社

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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