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二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5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50 分 )

1.“天子 适诸 侯曰 巡狩 … … 诸侯 朝于 天子 曰述 职… … 一不 朝， 则贬 其

爵;再不 朝， 则削 其地 ;三不 朝， 则六 师移 之。 ”这反 映出 西周 实行 的政

治制 度是 ( )。

A.禅让 制 B.世袭 制 C.奴隶 制 D.分封 制

2.春秋 战国 时期 ，社 会急 剧变 化， 各学 派纷 纷著 书立 说发 表意 见，

形成 了“ 百家 争鸣 ”的学 术局 面。 下列 属于 儒家 思想 的是 ( )。

A.“兼爱 ”“ 非攻 ” B.“顺其 自然 ，无 为而 治 ”

C.“ 民贵 君轻 ”“ 仁政 ” D.主张 改革 ，提 倡法 治

3.考古 印证 了历 史的 印记 。考 古学 家在 我国 新疆 发现 许多 汉代 的丝

织品 ，在马 来西 亚发 掘出 与汉 代陶 片纹 饰相 似的 陶片 ，在印 度尼 西亚 出

土了 汉代 的钱 币。 这些 考古 发现 证实 ( )。

A.张骞 出使 西域 B.陆海 丝绸 之路 的存 在

C.甘英 到达 波斯 湾 D.中亚 和东 南亚 都是 中国 版图

4.我国 古代 历史 上， 许多 统治 者在 位期 间出 现了 社会 安定 、经 济繁

荣的 局面 。下 列局 面出 现在 东汉 时期 的是 ( )。

A.文景 之治 B.开元 盛世 C.汉武 帝大 一统 D.光武 中兴

5.歌曲 《龙 文》 中唱 到“ 一横 长城 长， 一竖 字铿 锵;一画 蝶成 双， 一

撇鹊 桥上 ;一勾 游江 南， 一点 茉莉 香。 ”这形 象地 赞誉 了我 国的 ( )。

A.戏曲 艺术 B.诗歌 艺术 C.绘画 艺术 D.书法 艺术



6.热播 电视 剧《 隋唐 英雄 传》 是一 部以 民间 传说 及历 史故 事综 合改

编的 古装 侠义 电视 剧。 该剧 中两 个王 朝的 相同 点是 ( )。

①前者 灭亡 和后 者建 立在 同一 年 ② 定都 在同 一城 市

③选官 都采 取了 科举 制 ④ 都是 外戚 夺权 建国

A.①② ③④ B.①② ③ C.②③ ④ D.①③ ④

7.与汉 唐相 比， 宋元 经济 发展 的特 点是 ( )。

①经济 重心 转移 至江 南地 区

②商品 经济 活跃 ，出 现了 纸币

③对外 贸易 繁盛 ，转 为以 海路 为主

④太湖 流域 的苏 州、 湖州 成为 重要 的粮 仓

A.①② ③ B.②③ ④ C.①③ ④ D.①② ③④

8.清统 治者 认为 对少 数民 族应“因其 教不 易其 俗，齐其 政不 易其 宜”。

在此 思想 影响 下， 清政 府( )。

A.设立 军机 处 B.奉行 闭关 锁国 政策

C.收复 台湾 D.实行 金瓶 掣签 制度

9.洪秀 全将 基督 教与 中国 的民 间宗 教相 结合 ，创 立了 拜上 帝会 ，其

目的 在于 ( )。

A.推翻 清朝 统治 ，建 立理 想国 度 B.打击 西方 列强 ，进 行反 帝斗 争

C.进行 改朝 换代 ，完 成民 主革 命 D.传播 西方 宗教 ，取 代儒 家学 说

10.1860 年英 、法 强迫 清政 府签 订《 北京 条约 》， 其中 条约 “ 加开

为商 埠” 之地 的是 ( )。

A.北京 B.上海 C.广州 D.天津



11.“东沟 海战 天如 墨 ，炮震 烟迷 船掀 翻 。致远 鼓楫 冲重 围 ，万火 丛

中呼 杀贼 ”与此 诗相 关的 历史 人物 是 ( )。

A.关天 培 B.林则 徐 C.邓世 昌 D.李秀 成

12.戊戌 变法 和辛 亥革 命是 中国 近代 化过 程中 的两 次伟 大实 践 。二者

的共 同主 张有 ( )。

A.通过 学习 西方 先进 技术 来挽 救民 族危 机

B.推翻 君主 制度

C.在中 国建 立资 本主 义民 主制 度

D.用西 方的 民主 与科 学来 救中 国

13.“山东 亡 ，是中 国亡 矣 ”“我同 胞有 不忍 于奴 隶牛 马之 痛苦 ，亟

欲奔 救之 者乎 !则开 国民 大会 、露天 演说 、通电 坚持 ，为今 日之 要著 ”。

与此 相关 的历 史事 件最 有可 能是 ( )。

A.公车 上书 B.辛亥 革命 C.五四 运动 D.护国 战争

14.习近 平主 席强 调，党对 军队 的绝 对领 导，是我 军的 军魂 和命 根子 ，

永远 不能 变，永远 不能 丢。在抗 战时 期 ，由中 国共 产党 直接 领导 的军 队

有( )。

①东北 抗日 联军 ②国民 革命 军第 八路 军

③国民 革命 军新 编第 四军 ④中国 人民 解放 军

A.①② ③ B.①② ③④ C.①② ④ D.②③ ④

15.深圳 是中 国区 域经 济改 革开 放的 拓荒 者 ，浦东 是带 动长 江经 济带

发展 的新 引擎 ，雄安 新区 将成 为加 快创 新驱 动发 展的 新的 增长 极 。这三

个区 域的 相同 点是 ( )。



A.都是 改革 的试 验区 B.都促 进了 沿海 的开 发

C.都是 近代 开放 的口 岸 D.都推 动了 京津 冀发 展

16.中央 新影 音像 出版 社出 版发 行的 新中 国外 交历 程纪 念光 盘包 括

12 集内 容， 每一 集的 标题 都反 映某 一时 期的 外交 特点 ，其 中能 够反 映

新中 国 20 世纪 70 年代 外交 特点 的是 ( )。

A.“另起 炉灶 ”“ 分道 扬镳 ”“ 播种 友谊 ”

B.“ 扬眉 吐气 ”“ 跨洋 握手 ”“ 冰释 雪融 ”

C.“ 另起 炉灶 ”“ 跨洋 握手 ”“ 扬眉 吐气 ”

D.“ 斗智 斗勇 ”“ 再次 较量 ”“ 峰回 路转 ”

17.罗马 帝国 不断 对外 扩张 ，最终 使广 袤的 地中 海成 为它 的内 湖 ，这

一盛 世局 面实 现于 ( )。

A.公元 1 世纪 B.公元 2 世纪 C.公元 前 1 世纪 D.公元 前 2 世纪

18.下面 是一 位同 学准 备的 自编 剧本 中的 一段 剧情 ，你认 为剧 本中 应

该修 改的 地方 有( )。

A.①③ ④ B.②③ ④ C.①② ④ D.①② ③

19.“1519 年 9 月 20 日晨 ，在 西班 牙桑 卢卡 尔港 ，隆 隆的 炮声 送

走了 人类 有史 以来 最奇 异的 远航 。 ” 这次 “最奇 异的 远航 ” 指的 是( )。

A.亚历 山大 东征 B.哥伦 布船 队的 远航

C.“ 三角 贸易 ” D.麦哲 伦船 队的 远航



20.追求 民主 与法 制贯 穿了 世界 资本 主义 发展 的历 史 ，下列 展现 了这

一历 史线 索的 文献 ，按 时间 顺序 排列 ，正 确的 是 ( )。

A.《 权利 法案 》— —《人权 宣言 》— —《独立 宣言 》— —《拿破 仑

法典 》

B.《权利 法案 》— —《独立 宣言 》— —《人权 宣言 》— —《拿破 仑

法典 》

C.《权利 法案 》— —《人权 宣言 》— —《 拿破 仑法 典》— —《 独立

宣言 》

D.《 独立 宣言 》— —《权利 法案 》— —《人权 宣言 》— —《拿破 仑

法典 》

21.马克 思说 ：“ 市场 总是 在扩 大，需求 总是 在增 加，工场 手工 业再

也不 能满 足这 种需 求，于是 以蒸 汽机 的发 明与 使用 为标 志的 工业 革命 兴

起。 ”这段 话表 明 ( )。

A.蒸汽 机的 发明 是工 业革 命开 始的 标志

B.工业 革命 的直 接原 因是 蒸汽 机和 机器 的发 明

C.由于 市场 需求 的扩 大， 引起 了工 业革 命

D.工场 手工 业始 终无 法满 足市 场的 需要

22.“二战 后 ，东欧 社会 主义 国家 照搬 苏联 模式 ，高度 集中 的经 济政

治体 制越 来越 不适 应社 会发 展要 求 。有些 国家 虽然 进行 了改 革，但成 效

不大 。经济 困难 ，人民 生活 水平 下降 ，社会 危机 严重 ，最终 导致 东欧 剧

变。 ”上述 材料 说明 ( )。

A.国际 社会 主义 运动 在全 世界 遭到 失败



B.资本 主义 制度 比社 会主 义制 度优 越

C.改革 对于 解决 东欧 国家 的社 会危 机没 有任 何作 用

D.东欧 国家 照搬 苏联 模式 是东 欧剧 变的 主要 原因

23.口述 史料 主要 指经 过口 传或 为后 人记 录成 为史 料的 民间 传说 、歌

谣、历史 人物 讲话 以及 访问 调查 的原 始资 料 。司马 迁在 撰写《史记 》时

“网罗 天下 放失 旧闻 ，考之 行事 ，稽其 成败 兴坏 之理 ”。对此 ，以下 说

法正 确的 是( )。

A.“天下 放失 旧闻 ” 即口 述史 料

B.口述 史料 是《 史记 》撰 写的 主要 依据

C.司马 迁对 口述 史料 持怀 疑态 度

D.司马 迁对 口述 史料 进行 了考 证提 炼

24.第一 部用 马克 思主 义理 论剖 析中 国古 代历 史的 著作 是 ( )。

A.李大 钊的 《史 学要 论》

B.郭沫 若的 《中 国古 代社 会研 究》

C.范文 澜的 《中 国通 史简 编》

D.翦伯 赞的 《中 国史 纲》

25.刘老 师在 讲宋 代历 史设 计了 一个 活动 ：“ 我是 北宋 开封 的一 个富

商，凭着 自己 的聪 明才 智，我的 生意 越做 越红 。我在 开封 开了 一家 很大

的瓷 器铺 子， 后来 又开 了绸 缎铺 子、 炼铁 铺。 ”刘老 师采 取了 ( )。

A.倒叙 式教 学方 法 B.对话 式教 学方 法 C.情景 式教 学方 法 D.问题

探究 式教 学方 法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30 分 )



26.简述 十一 届三 中全 会的 内容 及意 义。 (10 分 )

27.简述 开发 和利 用历 史见 证人 资源 的步 骤。 (10 分 )

28.简述 中学 教学 中选 取史 料的 标准 。 (10 分)

三、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每 小题 16 分， 共 48 分 )

29.(16 分 )阅读 下列 材料 ，回 答问 题。

材料 一 国际 组织 是国 际社 会发 展到 一定 阶段 的产 物。 17 世纪 的威

斯特 伐利 亚会 议开 创了 国际 关系 史上 通过 国际 会议 解决 国际 争端 的先

例。 19 世纪 中叶 以后 ，出 现了 越来 越多 为特 定目 的而 设的 一些 常设 机

构， 它们 是现 代国 际组 织的 雏形 。进 入 20 世纪 之后 ，国 际组 织开 始获

得真 正的 发展 ，国际 组织 也从 最初 的专 门性 和技 术性 组织 开始 向一 般性

和政 治性 组织 扩展 。二战 结束 时建 立的 联合 国是 世界 上第 一个 真正 意义

上的 政府 间国 际组 织， 开创 了国 际组 织发 展史 上的 新纪 元。

材料 二 新中 国成 立以 来，中国 与国 际组 织的 关系 演变 大体 上可 以分

为三 个阶 段：一是 从 1949— 1971 年，中国 很少 参与 当时 世界 上主 要的

国际 性组 织;二是 1972— 1989 年， 中国 与国 际组 织的 关系 进入 到一 个

新阶 段，但对 国际 组织 的参 与还 是比 较有 限的 ;三是 1989 年至 今 ，中国

开始 深入 参与 当今 世界 上几 乎所 有重 要的 国际 组织 。王逸 舟将 中国 与国

际组 织关 系的 演变 概括 为“ 从拒 绝到 承认 、从扮 演一 般性 角色 到争 取重

要位 置、 从比 较注 重国 内需 求到 更加 兼顾 国际 形象 ”的曲 折过 程。

— —摘编 自宋 睿《 新中 国成 立以 来中 国与 国际 组织 关系 的演 变》

(1)根据 材料 一并 结合 所学 知识 ，概括 国际 组织 产生 和发 展的 主要 原

因和 历史 意义 。(4 分)



(2)根据 材料 二并 结合 所学 知识 ，分析 新中 国成 立以 来影 响各 阶段 中

国与 国际 组织 关系 的主 要因 素 。并谈 谈你 对新 时代 中国 与国 际组 织关 系

发展 的期 待。 (12 分 )

30.下面 是某 教师 讲授 大化 改新 的教 学过 程， 阅读 材料 ，回 答问 题 。

(一)导入

教师 指“ 亚洲 封建 时代 ”的地 图， 请学 生关 注与 我国 一衣 带水 的邻

邦— —日本 。教师 说明 日本 的自 然特 点：它是 个岛 国，国土 有限 ，资源

匮乏 。日 本人 常有 对国 家和 民族 的忧 患意 识和 危机 感。

(二)介绍 背景

教师 结合 小字 内容 ，向 学生 简单 介绍 大化 改新 的背 景。

(三)指导 阅读

指导 学生 阅读 教材 ，勾 画大 化改 新的 主要 内容 。

(四)启发 思考

启发 学生 回忆 并思 考， 日本 大化 改新 与中 国的 隋唐 治经 济制 度有 哪

些相 似的 地方 ?它们 之间 有何 联系 ?

组织 学生 进行 小组 活动 ，完 成表 格。

(五)教师 小结

日本 民族 非常 善于 把其 他民 族的 文化 拿来 ，变 成具 有自 己特 色的 文

化。 在古 代， 日本 向中 国学 习 ;在近 代。 日本 向西 方学 习， 这些 都使 日

本不 断进 步、 强盛 。

课后 思考 ：从 日本 的这 段历 史中 ，你 们得 到什 么启 示 ?

问题 ：(1)你觉 得该 老师 的做 法有 什么 优点 和问 题 ?(11 分 )



(2)请你 给出 改进 建议 。 (5 分 )

31.(16 分 )某教 师针 对“十一 届三 中全 会后 农村 生活 的变 迁 ”设计 了

如下 调查 活动 ：

活动 目标 ：以家 庭或 者村 庄为 单位 ，调查 十一 届三 中全 会后 的变 迁 ，

感受 这次 大会 在社 在社 会主 义现 代化 建设 过程 中的 作用 。

活动 准备 ：

(1)调查 形式 ：按照 就近 的原 则，将全 班同 学分 成 3 个小 组进 行活 动 。

(2)调查 内容 ：物 质生 活、 土地 利用 、风 俗习 惯等 。

(3)调查 方式 ：访谈 长辈 ，发放 调查 问卷 ，利用 图书 馆 、网络 等收 集

资料 。

活动 建议 ：

(1)根据 小组 预先 拟定 的提 纲 ，小组 同学 分工 合作 ，在农 村中 有针 对

性地 开展 调查 活动 。

(2)注意 搜集 一些 具有 典型 意义 的材 料 ，为调 查报 告准 备准 确、翔实 、

生动 的内 容，

(3)小组 同学 分工 协作 ，整 理、 分析 资料 ，撰 写调 查报 告。

(4)在全 班甚 至是 全校 进行 成果 分享 、展 示。

请对 上述 调查 活动 进行 评析 ，并 对有 待改 善的 地方 提出 改进 建议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2 分)

32.(22 分 )根据 下列 材料 ，按 要求 完成 教学 设计 任务 。

材料 一 《义 务教 育历 史课 程标 准(2011 年版 )》规 定： 知道 遵义 会

议， 认识 其在 中国 革命 史上 的地 位。



材料 二 课文 摘录

红军 和根 据地 的发 展， 使国 民党 统治 集团 大为 震惊 。从 1930 年底

开始 ，国 民党 反动 派对 中央 革命 根据 地连 续进 行了 四次 大规 模的 军事

“围剿 ”，结果 都被 红军 粉碎 。1933 年秋 ，蒋介 石调 集 50 万军 队 ，对

中央 革命 根据 地发 动第 五次“围剿 ”。由于 中共 临时 中央 负责 人博 古和

军事 顾问 李德 等人 在军 事指 挥上“ 左”的错 误 ，红军 英勇 奋战 一年 ，付

出了 重大 牺牲 ，也没 能打 破敌 人的“围剿 ”，反而 陷入 极其 危险 的境 地 。

中共 中央 和中 央红 军被 迫放 弃中 央革 命根 据地 ，进 行战 略转 移。

1934 年 10 月， 中共 中央 率领 中央 红军 八万 多人 突围 西进 ，开始 长

征。敌人 调集 兵力 对红 军实 行围 追堵 截。红军 拼死 冲杀 ，冲破 了敌 人的

四道 封锁 线，渡过 湘江 ，但人 员损 失惨 重 ，只剩 下三 万多 人 。博古 等人

执意 要去 湘西 与红 二、红六 军团 会合 ，但敌 人已 去湘 西的 路上 布下 了重

兵，企图 一举 消灭 红军 。在这 危急 时刻 ，毛泽 东果 断建 议红 军改 向敌 人

力量 薄弱 的贵 州前 进。这一 建议 得到 了中 央多 数同 志的 支持 。于是 ，红

军强 渡乌 江， 攻克 贵州 重镇 遵义 。

1935 年 1 月 ，中共 中央 在遵 义召 开政 治局 扩大 会议 ，集中 全力 纠正

博古 等人 在军 事上 和组 织上“左 ”的错 误，肯定 了毛 泽东 的正 确军 事主

张，选举 毛泽 东为 中央 政治 局常 委，取消 了博 古 、李德 的军 事最 高指 挥

权。

遵义 会议 确立 了以 毛泽 东为 核心 的新 的党 中央 的正 确领 导， 在极 其

危急 的时 刻，挽救 了党 ，挽救 了红 军 ，挽救 了革 命 ，成为 中国 共产 党历



史上 一个 生死 攸关 的转 折点 。这次 会议 是中 国共 产党 从幼 稚走 向成 熟的

标志 。

根据《义务 教育 历史 课程 标准 (2011 年版 )》要求 和课 文内 容 ，设计

出相 关的 教学 过程 ，包括 教学 环节 、教师 活动 和学 生活 动 ，并说 明设 计

意图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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