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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记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

“帮助了朝鲜人”：这场战争最

后以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告终，

中朝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锻炼了中国人”：这次战争捍

卫了我国的主权，巩固了新生的人

民民主专政，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

了和平环境；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

际地位，也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

巨大贡献。

“教训了美国人”：这次战争是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遭受的

失败，故“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

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

司令官。”

“富裕了日本人”：这次战争爆

发后，美国改变遏制日本的政策，

给日本大量的军事订单，刺激了日

本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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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

自主学习学习目标

音基础扫描

员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员）召开：员怨源怨 年 怨 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

_________ 举行。

（圆）代表：中国共产党、_______、
无党派人士、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

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

各方面代表 _________ 余人。

（猿）讨论主题：_________。
（源）内容

淤会议决定成立 ___________，
通过了《_________________》。《共同

纲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_________ 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

家政权属于人民，各级政权机关一律

实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

于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

举 _______ 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

德、刘少奇、________、李济深、张澜、

高岗为副主席。

盂决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

《___________》为代国歌，以北平为

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 ________
纪年。

榆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 ____
________。

（缘）意义：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_________。

圆援开国大典

（员）时间：_______ 年 员园 月 员 日。

（圆）内容

淤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 ________ 今天成立了！”

于毛泽东宣读了 _____________
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盂举行盛大阅兵式：_______ 任

检阅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猿）意义

淤国内意义：开辟了中国历史新

纪元；推翻了 _________、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真正成

为 _________ 的国家，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于国际意义：壮大了 ________
和 ________ 的力量。

3.西藏和平解放

（1）时间：_________。
（2）过程：人民解放军一面 ____

___________，一面力争和平解放西

藏。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 _________
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

府谈判。

（3）结果：双方签署《中央人民政

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

（4）意义：__________ 获得统一，

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

（参考答案见本版）

圆园员怨 年 员园 月 员 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苑园 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圆园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

庆新中国 苑园 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苑园 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

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

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员园园 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

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苑园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

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

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课程内容 教学活动建议

荫讲述开国大典，认识

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荫组织观看《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影片，体会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深刻内涵。

员怨源怨年 员园月 员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浴火

重生，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新征程。请

同学们在课下搜集资料，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国庆阅兵，回

望新中国 苑园年不平凡的历程。

【基础扫描】答案

员援北平 各民主党派 远园园 成立新中国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新民主主义 民主集中 毛泽东 宋庆龄

义勇军进行曲 公元 人民英雄纪念碑 政治协商制度

圆援员怨源怨 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朱德 帝国主义 独立自主

和平民主 社会主义

3.1951 年 向西藏进军 阿沛·阿旺晋美 祖国大陆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

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3 年 7 月，美国被迫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五次大规模战役、

上甘岭战役等

1950 年，朝鲜

内战爆发

美国侵略朝鲜，严

重威胁中国安全

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

国请求援助

为我国的

经济建设

赢得一个

相对稳定

的和平环

境，大大

提高了我

国的国际

地位

背景

开始

结果

经过 意义

基础过关

“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入，也不能听任

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国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

来这段话是针对哪一事件而发表的？ （ ）

A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B援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C援美国发动侵越战争

D援英国侵略印度

好的歌曲，能够唱响时代的主旋律。“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出的时代主旋律是 （ ）

A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B援转战陕北、斗智斗勇

C援决战平津、瓮中捉鳖

D援渡江战役、一往无前

“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你的胸膛是一道胜

利的高墙/敌人的罪恶枪口被堵住了/你生命的火花

像长虹一样闪耀/……”该诗赞美的英雄人物是（ ）

A援邱少云 B援赵登禹

C援毛岸英 D援黄继光

2015 年 3 月 20 日，中韩双方对 68 具中国人民

志愿军遗骸进行交接，使这些在朝鲜半岛沉睡了超

过半个世纪的烈士得以“荣归故里”。当年，志愿军战

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被誉为 （ ）

A援和平卫士

B援钢铁卫士

C援党的好战士

D援最可爱的人

右图所反映的历史

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是

（ ）

A援美国被迫在停战协

定上签字

B援中朝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C援标志着朝鲜半岛的统一

D援彻底消灭了美帝国主义

观察右面漫画，结合

所学知识，判断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

A援漫画中铁钳下的“恶

人”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

京大屠杀

B援漫画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司令员是朱德

C援漫画向我们表达的寓意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D援漫画中铁钳下的“恶人”代表的是以英军为主

的“联合国军”

能力训练

2019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69 周年

纪念日。请你结合所学知识，探究下列问题。

材料一 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

的，唇亡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

的抗美斗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

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

决定的。

———引自《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材料二 如图：

材料三 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

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

（1）根据材料一说说我国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

目的。

（2）材料二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谁？你从他们身上

学习到了哪些可贵的精神品质？

（3）根据材料三，请你谈谈中朝人民取得这场战

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4）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这场战争中朝

获胜的原因有哪些？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思维导图

易错易混点

音重点 黄继光、邱少云的英勇事迹

音难点 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性质

图片历史

1950 年 11 月，号称“王

牌”军的美军陆战第一师向

杨根思所在的阵地发起进

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

摧毁。杨根思率领部队顽强

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

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 8
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

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

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他

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

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

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英

勇捐躯。

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杨根思

1978 年至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本学期，《学习报·历史》八年级辅导内容为中国现代

史。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也是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

懈努力的历史。中国现代史是指 1949 年 10 月 员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学期导语：

1949—1956 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56—1966 年，曲折发展时期。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本课重难点提示荩荩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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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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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一招

绎易错点：抗美援朝属于我国民主革命任务，但不属于民主革命的遗留

任务。

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以美军为主的所

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国飞机入侵

中国领空；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中

国的安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请求中国政府派兵援助。因此，抗美援

朝运动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行为而进行的国际援助，有保家卫

国的性质，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发生的新事件，不是中国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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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创作于 1956
年夏，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乔羽写作时，给这首歌定

名为《一条大河》，发表时编辑将其改成《我的祖国》。

影片《上甘岭》反映的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上

甘岭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这

首主题歌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之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歌词真挚朴实，亲切生动。前半部

曲调委婉动听，三段歌词展现的是三幅美丽的图画，引

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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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郑旭东

基础过关

“（员怨源怨 年来北平）参加的代表单位 源缘 个，中

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

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

正式代表 缘员园 人，候补代表 苑苑 人，特别邀请人士 苑缘
人，共 远远圆 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

题是 （ ）

粤援筹备建立新中国

月援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悦援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阅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决定是

（ ）

淤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于以《义勇军进行曲》为

代国歌 盂采用公元纪年 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粤援盂榆 月援淤于榆
悦援淤于盂 阅援淤于盂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

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

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

现代政府。”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

主法治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文

件是 （ ）

粤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月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悦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阅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东方红，太阳升……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

民的大救星。”这首歌里的“人民的大救星”在第一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举为 （ ）

粤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月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悦援国务院总理

阅援国务院副总理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

布达拉宫广场飘扬”（右图）

符合这一史实的结论是

（ ）

粤援员怨缘员 年西藏和平解放

月援员怨缘圆 年西藏和平解放

悦援员怨远圆 年西藏完成民主改革

阅援员怨远缘 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

能力训练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

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员怨源怨 年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讲话

材料二 它所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

基本原则及各项基本政策……尽管它还不是一部正

式的宪法，但不管从内容上还是法律效力上看，它都

具有国家宪法的特点，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员）据材料一分析，员怨源怨 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起了

什么作用？

（圆）材料二中的“它”是哪部文献？这部文献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起了什么作用？

结合下面的两幅图，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主题，写一篇 员缘园 字以上的短文。内容包括两幅图

片分别反映的历史事件及该事件的影响和比较图片

后的感想。

图一 图二

思维导图

易错易混点

读图学史

音重点 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音难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第一届中国

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

准备

开国大典

标志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通过《共同纲领》；

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等等

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举行

盛大阅兵式

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

元；壮大了世界和平民

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内容 内容 意义

巩固 西藏和

平解放

绎易混点：抗日战争胜利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

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

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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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绎易错点：员怨源怨 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远 名副主
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

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为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因图片解读：左图为人

民英雄纪念碑，它位于北京

天安门广场中心，在天安门

南约 源远猿 米，正阳门北约

源源园 米的南北中轴线上，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

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

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通高

猿苑援怨源 米，正面（北面）碑心

是一整块石材，长 员源援苑 米、

宽 圆援怨 米、厚 员 米、重 远园援圆猿 吨，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

志于 员怨缘缘 年 远 月 怨 日所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八个金箔大字；背面碑心由 苑 块石材构成，内容为毛

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 员缘园 字小楷字体碑文。碑文

内容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

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

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因问题探究

【问题一】

（员）在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建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二】

（圆）“三年以来”指哪一时期以来？“三十年以来”

指哪一事件以来？

【问题三】

（猿）“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具体指什么事件？

从那时起，中国人民的内外敌人是谁？

（一）基础扫描

1.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背景：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

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_____”，一直打

到中国边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边。美军飞机入侵中国

领空，轰炸扫射中国 ___赃赃赃____ 城市；美国

___赃赃赃赃赃___ 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

军解放台湾。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中国的

安全。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赃赃 请求中国政府

派兵援助。

（2）目的：抗美援朝、_________。
（3）概况：1950 年 10 月，________________

率 领 ___________________ 开 赴 朝 鲜 前 线 。

______________ 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连续发

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

回到“三八线”附近。

（4）结果：赃赃赃__赃__赃赃 年 7 月，美国被迫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

的胜利。

2.战斗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

（1）英雄事迹

黄继光：在 _________ 战役中，黄继光在已

经受伤、手榴弹用尽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冲了上

去，用自己的 __________ 堵住敌人的机枪射

口，为战友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自己英勇牺牲。

邱少云：志愿军某团准备夺取敌人的一个

高地，邱少云所在的排奉命潜伏。敌人的炮火燃

起烈火，烧到邱少云身上。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

和潜伏部队的安全，邱少云严守 ___________，
纹丝不动，直至被大火吞噬，壮烈牺牲。

（2）革命精神：高度的 ______________、革

命 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 精神，他们

被誉为“_______________”。
3.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

赢得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__，大大提高了

我国的 ___________。
（二）深度扫描

1.人们为什么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最可爱

的人”？

2.查阅资料，试说出美国为什么要派兵侵略

朝鲜。

【基础扫描】答案

三八线 鸭绿江 东北边境 第七舰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保家卫国 彭德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五 1953
停战协定 上甘岭 胸膛 潜伏纪律 爱国主

义 英雄主义 国际主义 最可爱的人 相对

稳定的和平环境 国际地位

【深度扫描】答案

1.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

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为保家卫国、支援朝

鲜，赴朝作战。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畏艰

险，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战争的胜利，伸张

了正义，援助了朝鲜，保卫了祖国，为国家和民

族赢得崇高的国际荣誉，所以被誉为“最可爱的人”。

2.二战后，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下，朝鲜半

岛分别形成北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南部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两个政权。1950 年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出于打击社会主义力量、遏制新中国发展

的目的，控制联合国，以美军为主组织一些资本

主义国家的兵力，出兵侵略朝鲜。

课程内容 教学活动建议

荫认识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正义性。

荫学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

曲，学习志愿军将士的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

课程导入

第2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美援朝

第26期
土地改革

工业化的起步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第27期
第一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28期
三大改造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第29期
第二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30期
伟大的历史转折

经济体制改革

第31期
对外开放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

第32期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第33期
第三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34期
第一阶段复习（内容：

1—11课）

第35期
民族大团结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

第36期
海峡两岸的交往

钢铁长城

第37期
第四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38期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外交事业的发展

第39期
第五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40期
科学文化成就

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41期
第六单元综合复习及

检测

第42期
第二阶段复习（内容：

12—20课）

第43—48期
期末复习导航

2020年 1—6月
编辑计划

（参考答案见本版）

乔羽先生手稿

同学们，你会唱《我的祖国》这首歌吗？中国人民志

愿军为什么要赴朝作战呢？这次战争中涌现出了哪些

英雄人物呢？

“美军将领范弗里特，这个人更加阴狠，在中国军

队准备进攻时，他打破美军常规，不修筑防御工事，仍

下令北进攻击。他说，对于中国人，防守是不行的，只有

进攻。他把李奇微的‘火海战术’用得更狠，使用的弹药

量是美军规定限额的 5 倍以上。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质

询这种‘范弗里特弹药量’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中国士兵突然就在大雪中出现，有的人脚上连鞋

都没有，这令在零下 40 度气温中的美军士兵仿佛感到

眼前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幻觉。……他们好像对美军

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批士兵倒了后，第二批就跨

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批、第四批。其不怕死的精神仿

佛是殉教者，令美军官兵非常害怕。”

王树增的《朝鲜战争》中描写的那些无畏和可敬的

生命，让我一次次泪眼模糊。这是凛凛大国之军威，长

存人类亿万年之精神。我感到，生动记述一场战争的历

史很重要，但深刻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更重要。

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会在今天传承，并将

影响到我们的明天。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与革命先烈

相识相知，并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什

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的不屈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作者写

作《朝鲜战争》的最高追求。

———摘编自中国文明网

︽
朝
鲜
战
争
︾

乔羽

（参考答案见本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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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难点提示荩荩荩

书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