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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点拨
课标解读

时空坐标

单元导图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工业化的起步

三大改造

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召开

艰辛探索与
建设成就

时间

文件

成就

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年

重点发展重工业

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领域

改造形式

意义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建立生产合作社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公私合营

会议

曲折

英雄模范人物

中共八大
良好开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

焦裕禄、王进喜、雷锋

三大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

十年艰辛探索
“文化大革命”

员怨缘猿 年 员怨缘源 年 员怨缘远 年 员怨缘苑 年 员怨缘愿 年 员怨远远 年 员怨苑远 年
中共

八大

颁布《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宪法》

“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

1.理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

主义的基本制度，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里需要明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基本结束，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新中国成

立到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我国是处在由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

本建立起来。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在政权形式上的表现。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建立，真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政治权

利，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就国家的大政

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

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具有历史的

必然性、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猿.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

误，从中得到哪些教训？

（1）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要立足本国国

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生产关系要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3）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

（4）政府的决策必须科学化、民主化。

课标内容分解 教学活动建议

荫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任务、特点、建设成就及其影响。

荫知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了解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含义。

荫知道三大改造的时间、内容、改造形式及其影响。

荫列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口号，简述其影响。

荫通过搜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感受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

荫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与结束的时间，通过列举“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

法制遭到破坏的事例，简述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及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

荫结合最近召开的一

次“两会”，谈谈两会的

作用。

荫通过收集社会主义

道路探索时期的图文

资料，了解中国在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成

就与失误。

单元综述：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始起步，并取得了巨大成

就。民主政治建设也顺利进行，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6 年底，我国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得以建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我国取得了重大成

就，但也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和曲折，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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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考点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

（2019·浙江温州）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全国工

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4.8%，这种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1956 年，工业总产

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 （ ）

A援“一五”计划的实施

B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C援“大跃进”运动的掀起

D援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对“一五”计划的识

记。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变

化可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

一时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阶段，所以 A
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在 1957
年之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发生在 1961 年至 1965
年，所以 B、C、D 不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A。

绎考点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2019·广西梧州）它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

型的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

础。“它”颁布于 （ ）

A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B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

C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D援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第一部

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

人民利益的宪法。故答案选 B。

绎考点三 三大改造

（2019·内蒙古赤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

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材

料中“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哪件

事？ （ ）

A援开国大典

B援土地改革

C援“一五”计划

D援三大改造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三大改造的相关史实。1956
年底，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故答案选 D。

绎考点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2019·湖北恩施）“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

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

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

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材

料是对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哪些

重大失误的总结？ （ ）

A援新中国成立初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B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C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D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解析：本题考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

大改造是 1953—1956 年，时间上与题意不符，故 A
项排除；“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指的是“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故这段话总结的是“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故 B 项正确；计划经济与

“文化大革命”在题干中均无体现，故 C、D 两项排除。

故答案选 月。

绎考点五 英雄模范人物

（2019·湖南益阳）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的坚强意志跟冲天干劲，带领钻井队

艰难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被称为“铁人”的

是 （ ）

A援王进喜 B援焦裕禄

C援袁隆平 D援邓稼先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

关知识的掌握。解题的关键在于题干中的“带领钻井

队艰难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被称为‘铁

人’”，结合所学可知，王进喜被称为“铁人”。故答案

选 粤。

绎考点六 “文化大革命”

（2019·广西贵港）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

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

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

‘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这个“反面教训”是

（ ）

A援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

B援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C援过度依赖苏联政府

D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严重的个人崇拜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

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文化

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损失巨大，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故答案

选 阅。

专
题
归
纳

【专题综述】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

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经历了近现代社会

的转型，在这期间，中国社会性质经历

了三次变化。

【专题归纳】

第一次：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

由主权独立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原因：由于英国

等西方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

腐败无能，不断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

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农民阶级与地

主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外国

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

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

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原因：1949 年，

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实行

各种经济形式并存，政治上建立人民民

主专政。因此，虽然实现了国家独立，主

权完整，但此时，经济上仍是各种形式

并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并未确立，故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属

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第三次：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

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有计划的社会

主义改造。1953 年，中共制定了过渡时

期总路线。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规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到 1956 年，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

【专题升华】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警

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闭关必然落后。

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不断进步，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部近代史又是一部抗争史，它告

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

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民族，御侮自强、救

亡图存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

进动力。

一部近代史还是一部探索史，它昭

示我们：反帝反封建必须同时进行，缺

一不可；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大多数

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提出彻底的

民主革命纲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实现这一历史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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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赵自强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员缘 小题，每小题 圆
分，共 猿园 分）

员怨缘猿 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从

那时起，中国人熟悉了一个经济术语：“五年计划”。

以下属于“一五”计划成就的是 （ ）

淤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 于修建青藏、新

藏等公路 盂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榆武汉长

江大桥建成通车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于榆
悦援于盂榆 阅援淤盂榆

对下表反映的内容认识正确的是 （ ）

“一五”计划期间农、轻、重产值增长速度和比重变化表

淤农业生产增长相对缓慢 于国民经济调整任

务完成 盂国民经济建设成就突出 榆重工业得到

了优先发展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盂榆
悦援淤于榆 阅援于盂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员怨缘源
年这一年，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成就是

（ ）

粤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土

地改革

月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第一部

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悦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初步建立独立的工业

体系

阅援完成三大改造，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这在

世界上早就出现过，但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

国工商界都兴高采烈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

例的。”“和平方法”指的是 （ ）

粤援实行股份制 月援廉价收购

悦援赎买政策 阅援无偿没收

电视剧《大宅门》讲述的是老北京一家百年药

店白家“百草厅”的百年兴衰沉浮历史，这家民族资

本家老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应走的发展道路是

（ ）

粤援公私合营 月援独立经营

悦援投资国外 阅援股份制经营

学者彼得·诺兰认为，任由经济发展，不采取

任何调控措施是不合理的，“我一直深信中国在五十

年代早期……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中国当时的选择是 （ ）

粤援走上了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

月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

企业

悦援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阅援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和资本

在 员怨缘远 年 员 月 圆缘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陈

云对毛泽东说：“公私合营以后，东来顺的涮羊肉嚼

不烂了，芝麻酱不香了，糖蒜不甜了，全聚德的烤鸭

也不好吃了……”以上材料表明 （ ）

粤援进行三大改造，很有必要

月援进行三大改造，效果极好

悦援进行三大改造，违背规律

阅援三大改造后期，出现问题

员怨缘愿 年，中共中央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号召

一切部门都要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支援大炼钢

铁，为了炼钢，人们砸铁锅收废铁，甚至拆下钢窗铁

门作原材料。这一现象反映的是 （ ）

粤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月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悦援“大跃进”运动

阅援人民公社化运动

莫言说过：“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

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

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

一天没敢出来。”这里的“公共食堂”与下列哪一事件

有关 （ ）

粤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月援“大跃进”运动

悦援人民公社化运动

阅援“文化大革命”

员怨缘怨—员怨远员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

困难。为克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

针是 （ ）

粤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月援“以阶级斗争为纲”

悦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阅援抓革命，促生产

援员怨缘远—员怨远远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时期，下列哪一项全面反映了其历史阶段的特征

（ ）

粤援正确与失误、成就与挫折错综交织

月援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

悦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阅援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和失误

下列是某广播电台节目表（节选），这张节目

表应出现于 （ ）

缘：猿园 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远：园园 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

远：圆园 革命文艺

员缘：源园 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节目

员远：园园 红小兵节目

员远：圆园 红卫兵节目

粤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月援“一五”计划时期

悦援“文化大革命”时期

阅援改革开放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被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惨遭批斗，失去人身自

由。这突出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 （ ）

粤援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

月援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悦援科技教育遭到严重摧残

阅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

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

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

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中共中央的这一

深刻反思主要是基于 （ ）

粤 三大改造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

月援人民公社化运动破坏农村生产力

悦援“大跃进”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

阅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涌现了一大批

先进人物，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

根基和砥柱。观察下列人物图，其中属于这一时期全

国人民楷模的是 （ ）

淤 于 盂 榆
粤.淤于盂 月援淤于榆
悦援淤盂榆 阅援于盂榆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猿 小题，每空 圆 分，共远 分）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有成绩也有失误。

（员）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任务的事件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左”倾错误，破坏最严重、影响时间最长的

运动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

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政策，最终实现了和平过渡。

三、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猿 小题，员苑 题 1圆 分，

员愿 题 员远 分，员怨 题 员远 分，共 源源 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

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

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文化大革命”是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

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材料二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

杰，扬眉剑出鞘。

———天安门广场的一首悼念诗

材料三 “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

增长速度

比重变化

1953—1957 年

平均增长速度

1953 年农

轻重比例

1957 年农

轻重比例

农业 4.5豫 52.8豫 43.5豫
轻工业 12.8豫 29.6豫 29.2豫
重工业 25.4豫 17.6豫 27.3豫

（时间：怨园 分钟 满分：员园园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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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

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

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

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

好事。

———《邓小平文选》

（员）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领导者”指的

是谁。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又指的是哪两个反革命

集团？（6 分）

（圆）根据材料一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圆 分）

（猿）材料二中的“雄杰”指的是哪位伟人？（圆 分）

（源）据材料三，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从“文化

大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有哪些？（源 分）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阅读下列材

料，回答有关问题。

材料一 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

要矛盾的变化，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

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些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

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员）材料一所述内容是党的哪次会议上提出的？

依据材料一指出当时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源 分）

材料二 从 员怨缘远 年到 员怨远远 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

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

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圆）“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

很大成就”，请你举出探索过程中的建设成就四例。

（愿 分）

材料三 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

批准了关于伊伊问题的“审查报告”，给伊伊加上“叛徒、

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伊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

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伊伊含冤病逝。

（猿）依据材料三，指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哪

起冤案。（2 分）

（源）现阶段，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哪两个关键词为我们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重演提供了重大警示价值？（圆 分）

“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是国计民生

的重大问题，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图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状况

图二

材料二 员怨缘远—员怨远远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许多挫折，但仍然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

———改编自部编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

材料三 员怨苑愿—圆园园园 年我国居民年收入状况表

———摘自高中岳麓版《历史》必修（陨陨）

（员）图一 粤 点土地改革完成有何重大的历史意

义？（源 分）

（圆）结合图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图一 月 点到 悦 点

农村经济下滑的原因。（源 分）

（猿）图一 悦 点到 阅 点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哪

些？（圆 分）

（源）举一例说明材料二 员怨缘远—员怨远远 年国民经济

“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何影响？（远 分）

四、探究题（圆园 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请结合图示信息，写一篇历史小短文。

要求：（员）题目自拟。（2 分）

（圆）文中必须包含反映上述探索过程的史实各

一例，并谈谈你从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员远 分）

（猿）表述成文，史实准确，字数不少于 员缘园 字。

（圆 分）

项目 1978 年 1997 年 2000 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
133.6 元 2090.1 元 2253 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
343.4 元 5160.3 元 6280 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210.6 亿

元

46 279.8
亿元

64 332.4
亿元

工业起步—制度建立—良好开端—出现失误—伟大

转折

发
展
状
况

年份1952 1957 1960 1965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