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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因图片解读：图一为《洋务运动》，展现了洋务运

动时期创办的洋务工业成就分布情况，图二为《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交通建设主要成就分布示意

图》，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

国的建设成就。

因问题探究

观察《洋务运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

交通建设主要成就分布示意图》，回答问题。

（1）图一与图二的成就在地域分布上有什么不

同？分析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图一、图二两次运动的目的

是否达到？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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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

学习目标

本版“自主学习”答案

【基础扫描】

1援3 亿 新解放区 土地改革 19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 地主阶级封建剥削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2 少数民族 大陆

2援封建土地 地主阶级 土地 土地 人民政权 生产力 农业生产

工业化

【深度扫描】

1.根本原因：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直接原因：农村存在着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

地改革，获得土地。

2.直接目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

根本目的：解放农村生产力，巩固人民政权。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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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了解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2援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公布时间和主要内容。

3援掌握和理解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阴 钱 进

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封建国家土地

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下面我们就后两种类型进

行简单介绍：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于战国。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

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它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

立，是我国 圆园园园 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

阶级正是凭借对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

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 圆园园园 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

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

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

落后。

（2）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

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它不占主要地位，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存在这种

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它是对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重要补充，与封建地主土地所

有制共同构成封建经济的基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

重要基础。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主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这种土地所

有制逐渐破产。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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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内容、性质、作用

时间、地点、内容、影响

背景、目的、基本任务、主要成就、意义

绎易混点：1949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与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异同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

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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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新中国各项制度的总原

则

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

了国家的国体与政体读图学史

上海

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

福州船政局

安庆

安庆内军械所

汉阳

汉阳铁厂

开平

开平矿务局

洋 务 运 动

1955 年，中国第一套 6000 千瓦火力发电机

组在上海组装成功。

1956 年，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

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来。

1956 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

试制成功。

1956 年，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

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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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万吨 原油/万吨 煤/亿吨 粮/亿吨
1953 年和 1957 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示意图

（参考答案见本版）

音重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成就

音难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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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

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

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

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

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讲述的是一位经历过旧时代的妈妈，

在和平年代对下一代的孩子，回忆起自己遭受地主迫害，吃不饱、穿不暖

的日子，并借此让自己的孩子知道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以此来

灌输一种正确向上的人生观。

（一）基础扫描

1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1）新中国成立后，占全国 赃_____ 多人口的 赃赃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 还没有进行

土地改革，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

__________，获得土地。

（2）赃赃赃赃赃赃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赃赃赃_赃赃赃，它规定废除 赃赃赃______赃 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 赃赃____赃赃__赃赃。到 赃__赃____赃 年底，除部分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地区外，

全国 _________ 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2援土地改革的意义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 2000 多年的 赃赃____赃赃 制度，消灭

了 赃____赃赃；农民翻了身，得到了 赃赃赃_______赃赃，成为 赃赃_____赃赃赃 的主人。这

使 赃赃____赃赃 更加巩固，也大大解放了农村 赃赃__赃赃，赃赃____赃赃 获得迅速恢复和

发展，为国家的 赃赃__赃赃赃 建设准备了条件。

（二）深度扫描

1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土地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2援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是什么？

自主学习

由上述歌曲中可知，旧时代农村的大多数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为何农民辛勤劳作却极度贫穷？这种状况在什么时候得到解决？

基础过关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初，中国能制造桌子椅子、茶

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造。为改变

这一状况，中国政府实施了 （ ）

粤援土地改革

月援第一个五年计划

悦援三大改造

阅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依据下图判断，我国在 员怨缘猿—员怨缘苑 年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的是 （ ）

粤援农业 月援轻工业

悦援重工业 阅援手工业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西藏的社

会经济发展。“一五”计划期间通向“世界屋脊”的公

路有 （ ）

淤川藏公路 于青藏公路 盂滇藏公路 榆新

藏公路

粤援淤于榆 月援淤盂榆
悦援淤于盂 阅援于盂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

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这一决定最早是被写入 （ ）

粤援员怨缘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月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悦援员怨愿圆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阅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全国有

员缘 亿人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提出 员员愿 万条修改

和补充意见，大会根据这些意见，对宪法草案进行了

认真的修改。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充分表

达了 （ ）

粤援人民的意志 月援党的意志

悦援工人的意志 阅援农民的意志

能力训练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感

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

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材料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创造了许

多历史上的第一。

（员）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什么状况？

（圆）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为了改变

上述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一措施的基

本任务是什么？有何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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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图片解读：右图中农民在积

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该法是由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

过，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

行的法令，共 6 章 40 条。它明确指

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

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

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开辟道路。

因问题探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颁

布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何时实施的？其主要内

容是什么？

（3）法令颁布后，主要在什么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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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报
八年级历史素养提升 基础导学

阴 郑旭东

基础过关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

乡村人口不到 员园豫的地主和富农，占有 苑园豫耀愿园豫的

土地，而占乡村人口 怨园豫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

占有约 圆园豫耀猿园豫的土地，他们终年劳作，仍不得温

饱。上述材料反映的是 （ ）

粤援土地改革的背景 月援土地改革的内容

悦援土地改革的性质 阅援土地改革的影响

彻底废除了中国 圆园园园 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

度，使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大大提高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的是 （ ）

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月援土地改革的完成

悦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阅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员怨缘园 年 远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全国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的成果不包括 （ ）

粤援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月援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悦援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阅援废除了土地私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南地区解放战争的推

进，贵州境内有大片少数民族区域，土司制度依旧根

深蒂固，为此中央政府给广大土司控制下的“贱民”

分田地，瓦解土司制度。这一行为得以推行是因为中

央颁布了 （ ）

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月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悦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阅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解放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

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将重点

地区放在 （ ）

粤援新解放区 月援老解放区

悦援少数民族地区 阅援边远地区

能力训练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

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

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十条：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

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

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

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材料二 第六条：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

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

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材料三

请回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标志

着哪一场运动的开始？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目的。

（圆）依据材料二回答：为减少土地改革中的阻

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党和政府对富农采取了怎样的

政策？

（猿）根据材料三指出这场改革的直接结果。结合

所学知识，谈谈这次改革的完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

深远意义。

思维导图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

课程导入

同学们，你知道诗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与我国实行的哪一经济规划有关吗？中国的

工业化建设是怎样起步的呢？

本课重难点提示荩荩荩

上期参考答案

圆版
员援粤 圆援阅 猿援悦 源援粤 缘援A
远援（员）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职能。

（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了临

时宪法的作用。

苑援淤事件：图一反映的

是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

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

约》的场景。图二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场景。

于影响：《南京条约》签订严

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

完整，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

代史的开端，中国开始进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

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真正

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占人

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从此站起来了。盂感想：言

之有理即可。

源版
1.A 2.A 3.D 4.D

5.B 6.C
7.（1）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

（2）黄继光、邱少云。革

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

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顽

强的革命意志，自我牺牲的

精神，等。

（3）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

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

境，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

地位。

（4）对中朝人民来讲，

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中朝

军民的英勇作战；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等。

封建土地制度严重

阻碍农村经济和中

国社会的发展

废除地主阶级封

建剥削的土地所

有制，建立农民的

土地所有制

背景

内容

土地

改革

目的

意义

解放农村生产力，巩固人民政权

摧毁了我国存在 圆园园园 多年的封

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

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

巩固了人民政权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

迅速恢复发展

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易混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不同点 相同点

土地占有者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产品分配

土地归私人

所有 （私有

制）

地主阶级封建剥

削的土地所有制
地主阶级

剥 削 与 被 剥 削 的

关系

地主阶级占有绝大

部分的劳动成果

农 民 的 土 地 所

有制
农民阶级

地 主 与 农 民 一 起

劳动

农民自己占有劳动

成果

1援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

2援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知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一）基础扫描

1援第一个五年计划

（1）时间：________—________ 年。

（2）目的：为了有计划地进行 _____赃_____
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 ________ 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

（3）基本任务：集中主要力量发展 ______，
建立国家 ________ 和国防 _________ 的初步

基础；相应地发展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业、轻工业、农

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4）建设成就：_______________ 等三大工

程、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 等建成投

产，新建 ________赃赃、_赃赃_______ 等铁路 30 余

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路相继通

车，密切了祖国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1957
年，________ 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

（5）意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开

始改变了 _____________ 的面貌，向社会主义

________ 迈进。

2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1）______ 年 9 月，__________ 在北京召

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

我国第一部 _________ 类型的宪法，是我国有

史以来真正反映 __________ 的宪法。宪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_____________ 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

了 ________。
（2）大会选举 ____赃赃赃赃_____ 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_____赃赃___ 为副主席，________
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决定 ________ 为国务院总理。

（3）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形

成了 __赃赃赃______ 制度，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

制度，为社会主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建设奠

定了基础。

（二）深度扫描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有何历史

作用？

自主学习

本版“自主学习”答案

【基础扫描】

1援1953 1957 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 重

工业 工业化 现代化 交通运输 建设人

才 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 长春第一汽

车制造厂 沈阳机床厂 飞机制造厂 宝成

鹰厦 川藏 青藏 新藏 武汉长江大桥

工业落后 工业化

2援1954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

主义 人民利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

恩来 人民代表大会 民主政治

【深度扫描】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形成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是毛主席 1956 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感兴

之作。其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寥寥两笔，不

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建成的大桥凌空

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

义。历史不会忘记，1957 年 10 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结

束了渡轮摆渡的历史，“天堑”变通途。现在，仅武汉就有

十一座长江大桥。

易错易混点

读图学史

我国从 1953 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共编制

和实施了 10 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国家将“五年

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一字之差，充分

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理念、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重

大变革，体现了从作为组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

机制向作为政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手段转

变；体现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体现了更加注重政府履行职责的领域，弱化调节

市场的领域。

五年计划，后改称五年规划，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纲要，是中国

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

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回顾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不仅能描绘新中国

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大体脉络，也能从中探索中国经

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比与检视过去，可以从历史的发

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

武汉

鞍山

长春沈阳

大型轧钢厂

沈阳第一
机床厂

第一汽车
制造厂

武汉长
江大桥

拓展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执行了十

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目前“十三五”规划正在执行中。

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仅有两个三年是在五

年计划的执行之外，专门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

一个是 1950—195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的国

民经济恢复期。我国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和

政府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艰苦奋

斗，迅速治愈了十四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战争创伤，国

民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另一个时期是

1963—1965 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头

三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后，1961 年春，党和政

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之后不得不中止五年计

划的连续制订，用三年（1963—1965 年）时间继续调整，

前后共五年时间。

为什么把“五年计划”改为
“五年规划”

音重点 土地改革的开展

音难点 土地改革的背景 土地改革的意义

农民在土改中分
到了土地

浙江省嘉兴镇东乡农民土改
胜利完成后，湖南省岳阳县第
一区麻塘乡农民高彩官和家
人一起看领到的土地证

课程助跑

（参考答案见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