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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圆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1.唐朝建立

时间：_____ 年。建立者：______。都城：______。
2.“贞观之治”

（1）626 年，______ 即位，次年改年号为 ______，
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_______。

（2）治国措施：唐太宗吸取 _______ 的教训，勤

于政事，虚心纳谏，从善如流。_______ 敢于直言。唐

太宗知人善任，_______ 善于谋略，______ 敢于决

断，他们都是贞观时期著名的宰相。

（3）革新措施：政治上，完善 ___________；制定

_______，减省刑罚；增加 _________，鼓励士人报考，

______ 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严格考察 _______。
经济上，减轻人民的 ______，鼓励发展 ______。

（4）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

增强，文教昌盛，历史上称之为“_______”。
3.女皇帝武则天

（1）地位：_______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措施：打击敌对的 ______；大力发展 _____，
创立 _______；减轻人民负担，重视发展生产。

（3）影响：武则天在位时期，________ 持续发展，

__________ 持续增长，______ 得到巩固和开拓，为

后来的“______”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4.“开元盛世”

（1）在位皇帝：________。年号：________。
（2）措施：唐玄宗即位后，稳定政局，励精图治，

重用贤能，在 ________ 和 _________ 的辅佐下，整顿

__________，裁减 ___________；发展 _________，改

革 ________；注重 ________，编修 ________。
（3）影响：唐玄宗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

库充盈，民众生活安定，唐朝进入 ________，历史上

称之为“________”。
第 3课 盛唐气象

1.经济的繁荣

（1）农业：垦田面积逐渐扩大；农业生产技术不

断改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

________ 和筒车；重视兴修水利。

（2）手工业：纺织业品种繁多，尤以丝织工艺水

平最高，其中 ______ 冠于全国；陶瓷器生产水平也

很高，最具代表性的有 __________ 的青瓷、________
的白瓷和闻名中外的 ________。

（3）商业：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大都市，如都城长

安，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 ________ 交往的中

心，也是一座 ________ 的大都会。

2.民族交往与交融

（1）民族交融：淤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兵先后击

败 _________，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于唐太宗实行

___________ 的民族政策，被周边各族尊奉为“天可

汗”。盂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通婚。榆朝廷中有

很多重要官职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虞东北、西北、

西南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而密切的

联系。

（2）唐与吐蕃的交往———文成公主入藏：

淤原因：吐蕃赞普 _______ 仰慕中原文化，派使

者到唐朝求婚；________ 同意将文成公主嫁给他。

于意义：唐蕃和亲促进了吐蕃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

3.开放的社会风气

（1）社会充满活力，人们多显示出一种 _______、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兼容并蓄，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多受

习俗的影响，刚健豪迈的 ____ 风气盛行一时。

4.多彩的文学艺术

（1）诗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黄金时

期，最为著名的诗人有“诗仙” 、“诗圣” 、

白居易等。

（2）书法：名家辈出，最著名的有 和欧

阳询等。

（3）绘画：题材和类型广泛，著名的画家有 、

吴道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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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课程导入

自主学习

（参考答案见本版）

“自主学习”参考答案：

第 圆课：1.618 李渊 长安

2.李世民 贞观 唐太宗 隋亡 魏征 房

玄龄 杜如晦 三省六部制 法律 科举考试

科目 进士科 各级官吏的政绩 劳役负担

农业生产 贞观之治

3.武则天 官僚贵族 科举制 殿试制度

社会经济 人口 边疆 开元盛世

4.唐玄宗 开元 姚崇 宋 吏治 冗员

经济 税制 文教 经籍 鼎 盛时 期 开元

盛世

第 3 课：员.曲辕犁 蜀锦 越窑 邢窑 唐

三彩 文化 国际性

圆.东、西突厥 开明 松赞干布 唐太宗

猿.昂扬进取 西北少数民族 尚武

源.李白 杜甫 颜真卿 阎立本

悦读的心情
丰富的版面，灵动的编排

生动的文字，实用的习题

博闻的智慧

名师联手打造，课内课外结合

瞻天地以为师，眺万物以成长

致知的收获

紧扣教材，随课辅导，细讲精练

思维点拨，分层优化，创新演练

声明:1. 本报选用了部
分国内外图文，为了更好地
维护著作者权益，敬请作者
与本报联系，以便及时奉寄
稿酬。2. 凡本报录用的作
品，其与本报相关的汇编出
版、网络出版、网上传播、电
子和录音录像作品制作等
权利即视为由本报获得。如
有特殊要求,请在来稿时或
致电本报编辑部说明。编辑
部电话：0351-3239656
《学习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课标内容要求

荫知道唐太宗和“贞观之治”，

知道唐玄宗和“开元盛世”，初步认

识唐朝兴盛的原因。

荫通过经济繁荣、开放的社会风

气和唐诗的盛行，了解盛唐的社会

气象。

荫以文成公主入藏的史实为例，

认识唐代各民族和睦发展。

教学活动建议

荫设计表格，列出

秦始皇、汉武帝与唐太

宗的历史功过。

荫从文物图片和唐

诗中感受唐朝的社会风

尚。

此图描绘的是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

春天出游的行列。前面有三个单骑开道，依次为男装仕女乘黑色马；中间并列两骑，即虢国

夫人和韩国夫人并辔而行，均骑浅黄色骏马，虢国夫人居全画中心位置，韩国夫人侧向着

她，二人脸庞丰润，雍容华贵，神情悠闲自若；最后并列三骑，中间为保姆，一手执缰绳一手

搂着怀中小孩，保姆右侧为男装仕女，左侧为红衣少女。作品表现了贵妇们游春时悠闲从容

的欢悦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奢侈淫逸的享乐生活。

“五难求婚使”———禄东赞

初
唐
四
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

中唐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名句。

王、杨、卢、骆分别是指王勃、

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是武

则天时代的诗坛风云人物。由于

他们的诗歌创作一扫六朝以来诗

坛柔弱轻浮的宫体诗风，以革新

者的姿态活跃于文坛，史称

“初唐四杰”。

王勃：在“初唐四杰”

中，王勃是才气最大、成就

较高的一个。相传他作诗写

赋从不打草稿，先磨墨，然后在床上蒙头

静卧，等到深思熟虑后，伏案奋笔疾书，并

不再改动一字，当时人将此传为“打腹

稿”。王勃的著述很多，除诗外，其赋、文也

堪称一流，如写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序》

即久负盛名。

杨炯：自幼聪慧非凡，不满 10 岁即被

荐举为神童。杨炯文学才华出众，善写散

文，尤擅作诗。现存诗 30 余首，以五言见

长，多为边塞征战诗篇，如《从军行》《出

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

豪放，表现了战士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

卢照邻：卢照邻，自幼研习经史，“阅

礼而闻诗”，10 多岁时学习文字训诂，以博

学善文闻名于乡里。唐高宗时被举荐入

朝，由此开始了宦海沉浮。早年他受生活

环境影响，写过许多精巧雅致的宫体诗，

多系应酬答唱之作，没有多大实际社会意

义。晚年因环境、身体等原因，风格变得更

加严峻、苍凉。无论诗、文，在反映个人遭

际时，都流露出对现实的愤慨不平和人生

的沉郁悲伤。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行体，著

名的《长安古意》是他托古讽今的代表作。

诗中通过对汉代长安的铺陈描写，实际上

反映了唐王朝京城长安的繁华盛况，曲折

地揭露了王公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并预

言了这种堕落生活空

虚幻灭的结局，是一首

颇具艺术构思的长诗。

诗中“得成比目何辞

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更被后人誉为经典。

骆宾王：“初唐四杰”中最富传奇色彩

的人物。相传骆宾王 6 岁时即能作诗，传

为奇闻。7 岁时，他在池塘边嬉戏，客人指

着水中鹅群令他当场作诗，他随口便吟出

脍炙人口的《咏鹅》，因之获得了“吟鹅神

童”的称号。他辞采华丽，格律严谨。长篇

如《帝京篇》，五七言参差转换，讽时与自

伤兼而有之；小诗如《于易水送人》，二十

字中，悲凉慷慨，余情不绝。武则天时徐敬

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擅政，骆宾王

参加徐的幕府，并写下了有名的《讨武

檄》。讨武兵败后，骆宾王不知所终，下落

不明，或说被乱军所杀，或说遁入了空门。

评析：王、杨、卢、骆是初唐诗坛上有代

表性的杰出诗人，不仅给唐诗带来了新鲜

的内容和刚健活泼的风格，也对唐诗声律

和风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四杰

与盛唐三大诗人相比，成就并不突出，但

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不可磨灭。

松赞干布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十

分仰慕中原文明，多次向唐朝求亲。公元

640年，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去

求亲。禄东赞求婚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

折，相传有“五难求婚使”的插曲：

禄东赞到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

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就下了一道命令，

要求前来求亲的使者解答五个难题，哪国

使者能够正确解答，就把文成公主嫁给哪国。

第一题：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

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就把丝线

系在一只蚂蚁的腰部，然后在明珠另一个

孔眼处抹一些蜂蜜，蚂蚁闻到蜜香，就沿

着弯曲的孔道往里钻，最终把丝线带出来。

第二题：把 100 匹母马和 100 匹小

马驹儿放在一起，要求分别辨认出小马驹

儿是哪匹母马所生。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

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

水。第二天，再把马驹儿和母马放在一起。

饿慌了的马驹儿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

里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三题：让求婚使者分清一根两头

刨得粗细一样的大木头，哪头是树梢，哪头

是树根。禄东赞叫人把木头放在河里，头重

尾轻，重的下沉，轻的浮在水面，认得一清

二楚。

第四题：要各个使者在一天内把一

只羊的肉全吃光，皮子揉出来，还要喝一坛

酒，独自从迷宫般的皇宫走回住处。禄东赞

出门时把一团线的一头拴在住处的门闩

上，边走边松放着线团。在皇宫中他边喝酒

吃肉边揉羊皮，不知不觉，羊肉吃完了，羊

皮揉出来了，酒也喝光了，尽管有些醉，但

他牵着线团，顺利地走回了住处。

第五题：从 300 名年轻貌美的女子

中找出文成公主。这次，禄东赞是在汉族老

婆婆的帮助下，找到了两眉之间有一颗红

痣的文成公主。

禄东赞凭借自己的机智，一一破解了

唐太宗的难题，成功地让唐太宗同意把宗

室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趣味阅读

唐太宗 武则天

政治

（1）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勤于政事，
虚心纳谏，从善如流。（2）唐太宗广纳
贤才，知人善任。重用富有谋略的房玄
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

“房谋杜断”。他还重用敢于直言的魏
征。（3）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
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制定法
律，减省刑罚；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
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
的科目；严格考察官吏的政绩。

武则天统治时期，打击敌对
的官僚贵族；大力发展科举
制，创立殿试制度，不拘一
格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
基础。

经济
唐太宗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
展农业生产。

继续推行贞观以来减轻人
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重视
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以持
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

民族
关系

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西域设置安
西都护府；唐蕃和亲。

在西域设置北庭都护府。

治世
局面

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
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文教昌
盛。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
之治”。

武则天统治时期经济进一
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
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
贞观”。

唐太宗和武则天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都对唐朝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对他们的统治措施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朝初

年盛世局面出现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看出，两位统治者都重用贤才，努力发展生产，与民休

息，锐意进取，并通过一系列军事手段保护国内的正常生产活动。

这给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是：（员）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猿）加强各种监督，善听正确意见。

初唐皇帝重发展
与民休息铸盛世

专题归纳

文
史
百
科

对复杂历史知识的记忆，是

同学们感到最头疼的事情，下面

介绍几种方法帮助大家解决这个

难题。

员援谐音记忆法。谐音记忆，是

通过读音的相近或相同，把所记

内容与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

记忆的一种方法。许多同学学习

历史时，认为历史年代记忆最困

难。我们可以采用谐音记忆法来

记忆历史年代，如：远员愿 年，隋炀

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李渊建立

唐朝。可记作：“李渊见糖（建唐）

搂一把（远员愿），炀帝来抢被人杀。”

通过这种谐音记忆的方式，将历

史年代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联系

起来，便于记忆。

圆援歌谣记忆法。把一些枯燥

的知识编成顺口溜、歌诀，一定能

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把本

课内容总结成几句顺口溜：唐太

宗李世民，隋亡教训记心中。减轻

劳役重生产，君臣廉洁又勤政。

“房谋杜断”重贤能，虚心纳谏用

魏征。政治清明国强盛，“贞观之

治”真繁荣。则天皇帝女英雄，后

宫之中掌大权。唯一女皇她为先，

晚年称帝国号周。选拔贤能续发

展，国力强盛社会安。弘扬“贞观”

有政绩，引出“盛世”到开元。

猿援联想提炼法。学习历史知

识，需仔细分析所学历史知识点，

找到其内容的关键，然后进行提

炼，形成一定的条理，从而便于记

忆。如唐太宗的施政举措，经过分

析，我们可以将其提炼为“三减三

贤为一大”。其中“三减”是减轻农

民的劳役赋税、减少自己的享受

（“戒奢从简”）以及减省刑罚；“三

贤”是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魏征

（由此可以了解唐太宗任用贤才

和虚心纳谏）；“一大”即人民群众

的力量伟大。

总之，历史记忆方法很多。在

日常学习中，同学们应该善于结

合自身特点，采取多种方法加强

记忆，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学
习
风
向
标

《虢国夫人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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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训练

一、选择题

“笙磬同音”出自《诗经》，比喻两个人彼此齐心

协作，好像笙、磬两种乐器和谐地合奏一样。唐朝初

年，同心辅政、协调合作，被后世传为美谈的是

（ ）

粤援房玄龄、杜如晦 月援房玄龄、魏征

悦援杜如晦、魏征 阅援张玄素、魏征

“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的不同点是 （ ）

粤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 月援政治比较安定

悦援经济繁荣发展 阅援国力强盛

“开元初，四方丰稔（丰收），城镇商铺林立，客

商如云。”这直接反映了唐玄宗统治前期 （ ）

粤援经济发展 月援吏治清明

悦援人才济济 阅援生活奢侈

“尊敬的文成公主，带来手工艺五千种，打开了

西藏工艺繁荣昌盛的大门。尊敬的文成公主，带来畜

类五千种，给藏区乳酪的丰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列对文成公主入吐蕃所起作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 ）

淤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 于加强了中央对

西藏的管辖 盂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关系 榆促进了

中外友好往来

粤援淤于 月援于盂
悦援淤盂 阅援于榆
二、非选择题

分析下列材料，回答后面的问题。

材料一 欧阳修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

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

明宪宗说：“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

年间，莫若贞观之盛。”

材料二 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别的一位皇

帝。他一手推动了唐朝的繁盛，将唐朝领上历史的巅

峰，然而又因贪图享乐，重用奸臣，致使爆发长达八

年的战乱，使唐朝由盛转衰，他自己也晚景凄凉，尝

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员）以上两则材料分别描述的是古代哪一帝王？

（圆）为了创造“贞观之盛”，材料一中的帝王在政

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

（猿）简述材料二中这位帝王为引领唐朝走向“历

史的巅峰”采取的措施。

（源）以上两位帝王的治国方略对我们当今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何借鉴意义？

某校七年级（圆）班同学在学习了本课内容后，

进行了如下探究：

步骤一：归纳总结现盛世

（员）列表归纳“开元盛世”经济发展的表现，写出

空白处应填充的内容。

步骤二：探究问题揭谜底

（圆）开元时期，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

么？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步骤三：感悟历史明是非

（猿）有人说，在那个盛世社会里人人安居乐业，

社会没有剥削。对于上述盛世局面，你有怎样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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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学 能力评价

学习报
七年级历史

阴 赵修猛

思维导图

名师点拨

音重点：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经济的繁

荣 民族交往与交融

音难点：对唐太宗治国策略（思想）的认识 民族交往与交融

基础过关

一、选择题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

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唐宗”指的是

（ ）

粤援唐太宗 月援唐高宗

悦援唐中宗 阅援唐玄宗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曾有人评

价她“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她是 （ ）

粤援吕后 月援慈禧

悦援武则天 阅援王昭君

在唐太宗统治时期有一位大臣，前后向唐太宗

进谏二百多次，是著名的谏臣。以至于在他死后，唐太

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遂亡一镜矣。”那么这

位大臣是 （ ）

粤援长孙无忌 月援杜如晦

悦援狄仁杰 阅援魏征

所谓年号是指中国历代帝王即位后用以纪年的

名号，是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如“政启开元，治宏贞

观”，其中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那么开元是谁的

年号？ （ ）

粤援唐高祖 月援唐高宗

悦援武则天 阅援唐玄宗

某班举办主题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图片

展。下列工具由唐朝农民改进而成的是 （ ）

粤援铁农具 月援水排

悦援耧车 阅援曲辕犁

唐朝手工业发达，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闻

名中外的陶器珍品是 （ ）

粤援青花瓷 月援冰裂纹瓷器

悦援唐三彩 阅援白瓷

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 苑 世纪，是吐

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公主而建。这位密

切了唐蕃关系，受到汉藏两族人民尊敬的唐朝公主是

（ ）

粤援文成公主 月援蔡文姬

悦援王昭君 阅援金城公主

如果你生活在唐朝的开元年间，可以看到

（ ）

淤蜀锦色彩艳丽、冠于全国 于农民用曲辕犁在

农田里耕地 盂妇女不能骑马、射箭 榆社会风气开

放，充满活力

粤援淤盂榆 月援淤于盂

悦援于盂榆 阅援淤于榆
唐朝时诗人辈出，其中被称为“诗圣”的是

（ ）

粤援白居易 月援杜甫

悦援李白 阅援孟浩然

二、简答题

唐朝的和谐交往和开明的民族政策，为我国政

府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借鉴。让我们走进唐朝，探究

民族政策的“渊源”。

（员）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政策是怎样的？

（圆）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有哪些？各举一例

说明。

（猿）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唐朝时期少数民族

政策的看法。对我们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参考答案见下期）

本课
重难点
提示

唐朝初期

从
﹃
贞
观
之
治
﹄
到

﹃
开
元
盛
世
﹄

“贞观之治”

女皇武则天

“开元盛世”

背景：隋朝统治陷于瓦解

远员愿 年，李渊建立唐朝

吸取隋亡教训

勤于政事，虚心纳谏

广纳贤才，知人善任

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继续实行发展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

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注重文教

建立

盛世局面

基
础

鼎盛时期

民族政策 民族交往 民族交融

民族交往与交融

盛唐气象

多彩的文学艺术

经济的繁荣 开放的社会风气

农业

手工业

商业

特点

表现

文学 艺术

第 圆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第 猿课 盛唐气象

音易混点一：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位帝王的治国举措

【解读】 唐朝出现了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这三位重要的帝王。他们

注重发展生产，任用贤才，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些举措的实施，推

动了历史的发展，使唐朝先后出现了两大“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

世”。在学习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同学们注意这些帝王的治国举措的同时，

也要注意进行横向对比，找出他们的共同点。

【例题】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采取的治国举措的共同之处是

（ ）

A援亲自面试县令

B援合并州县

C援建立郡县制度

D援重用人才

【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位帝王治国的举措。

唐太宗注重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重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武则

天当政期间，继续实行唐太宗发展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唐玄宗即位后，

稳定政局，励精图治，重用贤能。因此，重用人才是他们的共同点，因此本题

的答案选 D。

音易混点二：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

【解读】 唐太宗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化，多次派使者

到唐朝求婚，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他。唐中宗时，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与唐

和亲，迎娶了金城公主，他上书唐朝皇帝说，唐朝和吐蕃“和同（为）一家”，

自称“甥”，称唐朝皇帝为“舅”。

【例题】 下列对文成公主入藏所起的作用的叙述，最为准确的是

（ ）

A.使吐蕃与唐结盟

B.使吐蕃与唐“和同（为）一家”

C.为吐蕃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D.加强唐对吐蕃的管辖

【解析】 从四个备选项看，与文成公主入藏不相关的是 A、D 两项，特

别是 D 项表述不正确，唐与吐蕃不能定义为管辖，只能是联系。B 项应该出

现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后，故也不正确。本题选 C。

易错易混点

员援盛唐时期为什么能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员）唐朝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胸怀天下，恩威并施，

营造了一个海纳百川的环境。

（圆）唐朝国力鼎盛，对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联

姻、册封等方式使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更加尊重。

（猿）在各民族的交往中，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得到了发展。

圆援唐朝时期文化繁盛的原因。

（员）唐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统一局面，政治稳定，为文化的繁盛提供了保障。

（圆）唐朝时期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同吐蕃、回纥、 羯、南诏等少数民族和睦相

处，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猿）唐朝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注重借鉴国外的科技文化。

（源）唐朝农业发展，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对外交往频繁，这些都促进了文化的繁盛

和发展。

上期参考答案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知识测试题

基础过关

员援月 圆援月 猿援悦 源援阅
缘援悦

远援（员）选拔官员注重门

第和出身，不注重才能，世

家大族的子弟通过门第即

可进入仕途。

（圆）科举制度。隋文帝

注重考察人才的学识，初步

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的制度。隋炀帝时，进士科

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正式

确立。

（猿）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能力训练

员援阅 圆援粤 猿援粤 源援粤
缘援悦 远援粤

苑援（员）结束了长期的分

裂割据局面，有利于人民生

活的安定，为隋朝经济文化

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圆）经济繁荣。原因：

淤国家统一安定。于隋文帝

励精图治，改革制度，发展

生产，人民负担较轻。

（猿）淤隋文帝时期社会

经济比较繁荣。于国家统

一，隋炀帝有征发几百万人

的可能性。盂有天然河道和

前代开凿的古运河做基础。

（源）国家统一安定；经

济繁荣；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的开通；等等。

昭陵在陕西礼泉，是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

陵有许多石刻，最精美的

是六匹骏马的浮雕像。每

块石刻宽约 2 米、高约 1.7
米。这六匹骏马是李世民

打天下时的坐骑，立有战

功，分别名为“飒露紫”“拳

毛 ”“白蹄乌”“特勒骠”

“青骓”“什伐赤”。李世民

为了纪念他心爱的战马，

下令按照每匹马生前的姿

态、性格，用石料雕刻，分

两组排列在墓前。这六匹

马的画稿出自唐朝著名的

画家阎立本之手。

看一看

青骓 什伐赤

飒露紫 拳毛

白蹄乌 特勒骠

昭陵六骏浮雕

分类 盛世经济繁荣的表现

农业 工具 ___________

手工业

丝织业 ___________ 冠于全国

陶瓷业
越窑—青瓷；邢窑—白

瓷；巩县—唐三彩

商业
大都市：____ 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

文化交往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阴 陈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