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天星，是我在学海航行迷航时的启明星。它引导我向前冲———飞跃高考！

———周吕!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四中高二 " 班（#$—#% 级）

专题一! 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史

!考情分析
中国近代史是工业革命以后崛起的欧美列强对中国发动的赤裸裸的

侵略史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儿女挽救民族危亡、探索

近代化道路的历史。在近年来的高考中，对于有关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史考查的

试题相当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块知识点：一是考查对近代列强侵华与中国人民反

抗的基本史实的再认再现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 &##% 年文综全国卷!第 ’& 题考

查从总理衙门的设立到其改为外务部这一变化反映的问题；文综全国卷"考查“ 片面

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广东历史卷考查《 辛丑条

约》、’"() 年国民政府收回治外法权等。二是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来考查近代列强对

华侵略，体现隐性介入社会热点的思路。例如 &##$ 年文综全国卷!考查中美关系专

题、&##% 年江苏历史卷第 &$ 题考查中美关系等。三是考查区域史。例如 &##% 年文

综全国卷!第 )" 题考查近代开放的通商口岸的地理分布特点和影响；文综重庆卷第

)* 题考查香港岛被割让的原因和香港回归的主要背景以及启示等。从考点分布来

看，涉及本专题绝大部分知识点；从题型来看，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有涉及。

在复习本专题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有：一是侧重再现 ’+(# 年至 ’"($ 年间西

方列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基本史实，尤其要注意比较两次鸦片战

争、甲午中日战争和 ’")’ , ’"($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等，要在深化理解教材和构建知

识体系上下功夫；二是注意从区域史的角度来反思，尤其是列强重点侵略的山东、东

北、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发展演变，突出列强侵华与中国近代化的辩证关系。

可以预测，&##* 年高考对本专题的考查题型依旧多样化。

!知识整合

一、近代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在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强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

了一个个“城下之盟”，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始沦为

签订的条约：《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 望厦条约》、《 黄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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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只有把握好今天，才能拥有心中的明天。

———杜梦圆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南平街 "# 号 $ % #

约》（简称“南京五虎望黄埔”）。

列强获得的特权：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

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

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始丧失。在经济上，鸦片

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

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

然经济逐步解体。

影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加深

签订的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美、英、法和英、法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于

’()( 年和 ’("*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列强获得的特权：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

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和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

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中国内

地，大大方便了西方列强进行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

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正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影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 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

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并且刺激了列强

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掀

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赔款，只有大

借外债，这便利了西方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内陆通商口岸的开放，使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开办工厂的规定，便利了西方列强进一步掠夺

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

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步伐的加

快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沦为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再次战败。’,*’ 年 , 月，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

法等 ’’ 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

凶极恶地对中国敲诈勒索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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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总有天星在闪烁。

———周恒! 皖芝山区大堤宿舍 " 幢 #$" 室

的在华代理人。慈禧太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充分暴露了其投降卖国的奴才嘴脸。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

具。

影响：《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

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

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需要侧重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和阶段

性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要突出“ 鸦片战争———开始沦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加深”、“甲午战争———大大加深”、“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完

全沦为”四个阶段。注意通过对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内容来阐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形式上有

自己独立的政府，实际上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根深蒂固。它

们不仅操纵中国财政经济的命脉，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中枢和战略要地。中国的

历届政府都具有很强的反动性，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尤其是《 辛丑条约》签订

后，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 以华治华”的工具。就国家主权状况而言，半殖民地

是历史的沉沦。从经济上来看，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外商企业、洋务企业

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自然经济依旧占统治

地位。就社会发展形态而言，半封建是历史的进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

不平衡，这同中国幅员辽阔、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经济的分散性有很大关系。

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列强侵华方式和侵略格局的变化

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相适应，列强对外侵略扩张表现为以

炮舰为后盾，攫取侵略特权为其商品输出服务。英国号称“ 世界工厂”，在较长时期

内保持优势，列强侵华时的相互关系以勾结为主。

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相适应，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方

式表现为瓜分世界和资本输出，随着列强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争夺中国的矛盾激

化。辛亥革命后，列强扶植袁世凯，后又扶植各派军阀混战。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

国。%&"% ’ %&"" 年华盛顿会议使中国又回复到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 世纪 #$
年代，为了摆脱经济大危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打破华盛顿体系，与美国在争夺中国

问题上展开激烈角逐。二战结束后，欧洲列强普遍衰落，美国独占中国，直到新中国

成立以后才彻底退出中国大陆。

三、从区域史的角度来分析列强对华的侵略

综观整个中国近代前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山东、东北、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

地区是列强重点争夺的地区。谨以山东、东北和长江流域为例。

山东地区：%()( 年烟台开放———%(&) 年日军占领威海卫———瓜分狂潮中德国攫

!



! ! 既然选择了远方，留给世界的只有背影。

———桑枝璐! 新疆昌吉州二中高三一班（"#—"$ 级）

取山东———%&’& 年英国强租威海卫———%’%( 年日本独占———华盛顿会议上中国

收回。

东北地区：沙俄通过《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东北 %"" 多万平方公里

领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充分反映了日俄争夺东北的矛盾；在瓜分狂潮中，东北是俄

国的势力范围；)" 世纪初日本逐渐排挤俄国，并通过“二十一条”巩固既得利益，后又

扶植张作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变东北为其殖民地。

长江领域：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兵临南京城下，《 南京条约》中上海对外开

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京、镇江、汉口和九江四处内陆口岸对外开放；%’ 世纪末长

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对外开放；抗日战争

期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等。

近代列强对山东、东北和长江流域等重点地区的争夺和角逐，反映了列强侵华的

矛盾和利益冲突。

四、对近代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总体认识

从原因来看，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由资本主义

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决定的。

从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式来看，与资本主义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紧密相关。两

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工业革命后，列强以战争为手段，以打开和扩大中国市场为目的；甲

午中日战争发生在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体现了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侵略要

求；而 )" 世纪 *" 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妄图独占中国、征服世界的称霸战争。

从规模来看，战争的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波及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危害程度

一次比一次大。

从侵略方式上来看，列强对华侵略的方式有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之别。

在不同时期，或交替使用，或一并使用。列强进行军事侵略的目的是攫取政治特权，

破坏中国国家主权，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其经济利益。列强的文化侵略是为其政治、

经济侵略服务的。

从结果和影响来看，除 *" 年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外（!""# 年中法

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其他历次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宣告结束，中国逐渐陷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无法抵抗先

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五、近代列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及历史启示

近代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绝大部分都是从海上开始入侵的。%&(" 年，英国舰队从

海上敲开中国国门。)" 年后，英法联军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驱兵

北京城。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五年后，八国联军的炮舰又迫成《 辛丑条

约》的签订。此后的中国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恣意横行。据不完

!



! ! ! ! ! ! ! ! ! ! ! 人生三部曲

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 "# 次，入侵舰艇

$ "%&多艘次，入侵兵力达 #’ 万人。外敌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

为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一部列强侵华史，就是一部列强从海上

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必须从经济上确保海防经费

的充足投入；必须变革旧制度，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更新落后观念，树立

现代海权战略意识。

六、中国近代的社会巨变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冲击下，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巨变。从生产力到

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社

会性质：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政

治上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沦为任人宰

割的东方弱国；经济上由原来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发展为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

存局面，即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人民革命的任务：社会主要矛盾

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

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其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

人民肩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政治体制：由原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利益的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政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

#阶级结构：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阶级结构从单一的地主与农民的阶

级结构变成多个阶级并存的复合结构。$思想文化领域：由“ 天朝上国”和“ 世界中

心”的自大观念转变为向西方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其间经历了从单纯学

习西方先进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传统文化逐步向近代文化转

型。%外交和国防观念逐步更新。外交上从原来的闭关自守逐步走向世界，由夷夏

之防逐步转变为中外平等交往，国防观念也发生了由重陆轻海到陆海并举的转换。

七、对马克思的殖民地“双重使命”理论与资本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

影响的分析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为一体的“ 总体

战”，对中国造成了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列强在军事上

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政治上攫取大量特权，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还干涉中国

革命，阻挠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济上对华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将中国变为其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文化上进行宗教麻醉和奴化

教育。总之，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长期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贫穷和落后

的总根源，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列强对华的侵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

!"



! ! 歌德：少年，我爱你的美貌；壮年，我爱你的言语谈吐；老年，我爱你的德行。

代化进程。列强的侵略使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和

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充当了

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和“建设性使命”，这是次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的

“双重使命”理论，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

题型 "! 准确记忆和再现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

【调研 "】! （#$$%·文综全国卷!·"#）英国通过《 虎门条约》取得

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

&’ 英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特权

(’ 其他列强从中国掠取的各项特权，英国可以援例享有

)’ 英国取得了独占中国内地市场的贸易特权

*’ 英国取得了与中国共同商定中国关税税率的特权

解析! 《虎门条约》中规定：“ 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

沾，用示平允。”这就是说只要中国给其他国家好处，英国就可以同享。题目的四个选

项中符合条件的只有 ( 项。

! ! 【举一反三】! 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侵略特权比较多，对于这些专

有名词的内涵务必要搞清楚，除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外，还有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

等。近年来高考对这些概念的直接考查比较多，学生平时复习需要留心。

【调研 #】! 下列哪一条约的签订突出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

略要求，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能力。《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华侵

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经济侵略的角度来看，在甲午战争之前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

战争以后以资本输出为主；从政治上来看，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

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因此本题正确的选项是 )。

! ! 【易错提示】! 不少学生容易错选，答案五花八门，犯了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的错

误。因此学生务必要注意，无论是单元复习还是专题复习，必须以强化基础知识为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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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近年来高考对于再现基本史实和阐释基本概念的考查已经出

现过多次，甚至已经细化到对每一个概念的理解，同学们在备考复习时需要重

视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史实的再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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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大白：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

老年是历史的，一页一页地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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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第二次鸦片战争图示：

题型 "! 评析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影响、功过等
【调研 #】!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列强积极扶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是

$% 清政府已经无可救药

&% 袁世凯较清政府更加忠实于帝国主义

’% 革命党人损害了列强的在华利益

(% 认为袁世凯有能力维持中国的“国内秩序”

解析! 本题属因果关系选择题，主要考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态度的实质。辛

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已经不能够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列强需要寻求一

个新的强有力的在华统治代理人，维持中国的“ 国内秩序”，以维护和扩大在华侵略

利益。故答案为 (。

! ! 【举一反三】! 干涉中国革命是列强对华进行政治侵略的主要手段。近代历史

上，列强干涉或者直接镇压的中国革命斗争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

命、国民大革命等。

【调研 )】! 对造成图示所反映趋势的原因的叙述，正确的是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导致 *+)) 年贸易额一度激增! "鸦片走私泛滥，抽走

大量资金，导致 *+), 年后贸易额下降 ! #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导致 *+)- .
*+,* 年间贸易额下降! $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

*+)) . *+,- 年英国输华货物统计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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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臧克家：（中国穷苦农民）儿子，在土里洗澡；父亲，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解析! 从图表中数据的变化情况来看，"#$% & "#$$ 年英国输华货物数量激增，固

然这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有关，而在 "#$’ & "#(’ 年间，一直处于徘徊状

态，总体上低于 "#$$ 年的水平。对这一原因的分析，同学们应明确：鸦片战争以后英

国对华输出的商品并非当时的中国人所需，遇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

制，而非鸦片走私泛滥和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 )。

! ! 【品思总结】!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

以后，英国并没有完全打开中国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凭借更多的特权，逐

渐打开了中国市场，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难以抵挡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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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律总结! 对 "#$* & "+** 年列强侵华掌握的关键是一条主线、二个重点、

三项原则

一条主线，是指以五次侵华战争为主线。

二个重点，一是掌握列强侵华的史实、罪行和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矛盾、

勾结及其相关表现；二是中国军民反抗的典型史实及结果。

三项原则，一是对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

的灾难和不断加深的危机，所表现出的野蛮、残忍和非正义性，予以谴责；二是

对中国爱国军民不屈不挠地坚持反抗外国侵略付出了巨大牺牲，表现出坚强的

民族气节，留下的爱国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予以认同和赞扬；三是对清朝统治

者当中昏庸误国、投降卖国之辈的错误行径乃至罪责，予以批判。

题型 ,! 纵向归纳新事物的形成与演变
【调研 (】! 沙俄割占中国的下列领土中，严重违背中俄《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

俄边界的是

!黑龙江以北 ’* 多万平方公里! "乌苏里江以东近 $* 万平方公里! #巴尔喀

什湖以东和以南 $$ 万平方公里! $中国西北部 - 万多平方公里

./!" )/#$ 0/!# 1/!"#$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纵横比较和联系的能力。仔细研读题干可

知，题肢中的内容必须是“中俄《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而后来沙俄凭借不

平等条约将其攫取。结合相关知识可知，中俄《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是中俄东段边

界，!和"都是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属于中国领土，后来沙俄分别通过《 瑷珲

条约》和《北京条约》将其攫为己有。而#和$是沙俄强占的中国西部领土，明显与

题干无关。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

! ! 【反思领悟】! 沙俄对中国的领土一直虎视眈眈。"’#+ 年的《 尼布楚条约》划定

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而后来沙俄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强占中国领土 "(*
多万平方公里，是近代历史上强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同学们对于沙俄强占中国

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及领土的位置（结合地图）要灵活记忆。

【调研 ’】! 科举状元张謇鉴于甲午残败，国事日非，毅然挂冠从商，先后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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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鼎均：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年的我们给了社会；到了老年，把

我们还给了我们自己。

"# 家企业，参加了 $ 个公司的投资。到 "$%" 年，仅大生纱厂一、二厂就获利白银

" &’’多万两。导致张謇的企业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

!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 #辛亥革命的推

动! $列强资本输出导致中国自然经济瓦解速度加快

()!"$ *)!"#$ +)"#$ ,)!"#
解析! 分析题干时需要抓住题目涉及的时间段是甲午残败后到 "$%" 年，这一时

期张謇从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张謇创办企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缩影。联系教材相关知识点可知，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

主义工业经历了 "$ 世纪末 %’ 世纪初和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

次发展机遇。题肢!、$是 "$ 世纪末 %’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

题肢"、#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春天的原因，因此本题的正确

答案是 *。

! ! 【发散类比】!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生于 "$ 世纪

六七十年代，"$ 世纪末 %’ 世纪初初步发展，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同学们需要对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概况和影响全面了解，并进行

纵向比较。

")（变式题）下列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叙述，正确的有

!开放的通商口岸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 "英国军队曾

经攻破京师! #英军曾经侵犯台湾岛，遭到台湾军民的抗击! $英国

曾经三次由广州向北方进军

! ()!$! ! ! ! ! *)!# ! ! ! ! ! +)!" ! ! ! ! ,)"$
%)（创新题）“倘遇有（中英人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

律，发给管事官（即驻华领事）照办。”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正确的是

!它出自《南京条约》附件! "英国要求华洋“ 分居”!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

主权! $助长了英国在华的侵略活动

()!"$ *)!#$ +)!"# ,)"#$
-)（创新题）“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无

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这反映出列强在

侵华方式上的新特点是

() 增开商埠 *) 割占领土 +) 增加赔款 ,) 掠夺劳动力

.)（基础题）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

这在客观上反映出

() 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对外贸易条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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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糊涂! 儒家说：“限我”是糊涂。道家说：“无我”是糊涂。

"# 外商企业和洋务企业利润的刺激

$# 清政府扶持沿海地区企业的发展

%# 受西方入侵最早，自然经济解体程度较深

&#（综合题）《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 武装监督”之下，

以下条约内容能反映这一状况的是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由各国派兵保护! "拆除北京至大沽的炮台!

#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

六部之上

’#!"$ "#!"# $#!#$ %#"#$
(#（综合题）国民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有

!支持北洋军阀进攻革命政权! "制造惨案，阻止革命发展! #趁中国内战，派兵

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扶植新代理人，分化革命阵营

’#!"$ "#"# $#!#$ %#!"
)#（综合题）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有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穿和服的巨人，抱着一个戴

眼镜的小孩。这幅漫画所反映的内容是

’# 美蒋亲密关系

"# 日本与汪伪政权的亲密关系

$# 日蒋亲密关系

%# 日本帝国主义与伪满洲国的关系

*#（基础题）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沦陷区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其总方针是

’# 满足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

"# 实现“共存共荣”、“经济提携”

$# 变沦陷区经济为日本垄断资本的附庸

%# 断绝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

+# ,- 世纪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海洋世纪。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

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器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

———《鸿胪寺卿黄爵滋敬陈六事疏》（-*.& 年）

材料二! 据不完全统计，自 -*/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

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 */ 次，入侵舰艇 - *(0 多艘次，入侵兵力达 /)
万人。外敌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大劫难的直

接根源。

———《中国海疆主权》

材料三! 李鸿章在谈到国防安全时说：“ 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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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说：“忘我”是糊涂。

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

为立国根基。”

材料四! 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摘自《江苏巡抚吴元炳奏》（"#$% 年）

材料五! 英国政府的优势在于能利用它的威力巨大的海上力量这个武器。海上力

量使它富有，并反过来保护了使它致富的贸易。⋯⋯作为海洋上的统治者，它堵住

了海洋上所有交通干线。

———美国马汉《海洋战略》

（"）（基础题、综合题）简述材料一与材料二的关系？从海权和海防的角度看，这些

问题最终导致了什么严重后果？请结合有关史实说明。

（&）（综合题）材料三和材料四中的海防思想有何不同？谁的意见正确？对此清政

府采取了什么重大举措？

（’）（开放题）比较材料三、四和五，分析近代中国发展海军与西方列强的差异。

【参考答案】

"( )! 由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可知!正确，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入侵了台湾，而且鸡笼

是中国军民抗击英军的主要地点之一，故"正确。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

军队没有攻破京师；英国曾经两次由广州向北方进军，因此题肢#和$都不正

确，本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 )。

&( )! 材料的大致意思是：如果发生了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与中国人之间的法律纠

纷，英国人如何治罪，由英国来处理。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是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中的内容，这句话说明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因而题肢!、

"、$符合题意，而题肢#与领事裁判权无关。

’( *! 从材料中的“华民情甘出口”、“ 毫无禁阻”可知，清政府允许华工出国，实际上

列强将掠夺中国劳动力合法化。

%( *! 列强侵略中国最早从沿海地区开始，这里的自然经济解体程度相对于内地而言

较深，也就产生了适宜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成长的劳动力条件和市场条件。因此

本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 *。

+( )! 本题的题干中要求题肢能够反映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 武装监督”

之下。准许各国派兵保护东交民巷，说明了清政府已经处于列强的炮口之下；

#则说明清政府已经是“有国无防”；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则属于列强对中

国进行政治控制的内容，与“武装监督”无关。因此本题正确的答案是!#"。

,( -! 干涉中国革命是列强对华政治侵略的惯用伎俩。国民大革命时期，列强支持北洋

军阀张作霖进攻革命政权；制造万县、一三、南京等惨案；扶植国民党右派作为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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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糊涂! 儒家说：“限我”是糊涂。道家说：“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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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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