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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东省枣庄市中考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 20 分）

1．（2分）2020年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医药无论在防治还是救治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早在东汉时期，提出“治病”理论。倡导预防疾病的医学家是（ ）

A．蔡伦 B．华佗 C．张仲景 D．李时珍

2．（2 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罗盘”导航技术，到 13世纪末才被欧洲水手掌握，中国的海船开始使用

指南针则是在（ ）

A．唐朝初年 B．北宋末年 C．元朝末年 D．明朝初年

3．（2分）“古田，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凤凰涅

槃，新型人民军队由此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历史征程，古田会议（ ）

A．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B．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C．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D．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4．（2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战歌激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与敌人浴血

奋战。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射口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是（ ）

A．刘胡兰 B．董存瑞 C．黄继光 D．邱少云

5．（2分）2012年 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即“中

国梦”，中国梦就是（ ）

A．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B．完成“一带一路”建设

C．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D．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6．（2分）新冠疫情期间，某同学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时，搜集到如图三幅图片，由此判断他正在学习（ ）

A．佛教 B．基督教 C．伊斯兰教 D．道教

7．（2分）15世纪后期全盛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催生出众多彪炳史册的艺术巨匠，其中，开创了现实主

义艺术新时代的“美术三杰”是（ ）

A．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琪罗

B．莎士比亚 伏尔泰 但丁

C．孟德斯鸠 伏尔泰 卢梭

D．莎士比亚 达•芬奇 但丁

8．（2分）拿破仑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 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有一样东

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法典》。”法典（ ）

A．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B．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C．稳固了帝国的社会秩序，保证了皇帝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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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9．（2 分）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研制出实用的发电机。电

动机也很快发明出来。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 ）

A．蒸汽时代 B．电气时代 C．信息时代 D．网络时代

10．（2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美洲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伟大

的成就”中除了古巴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外，还有（ ）

A．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B．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C．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

D．1999年巴拿马收回运河全部主权

二、解答题（共 2 小题，满分 30 分）

11．（15分）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从秦朝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19世纪

40年代初，英国通过战争手段，迫使清朝政府赔款、割让香港岛。后来，九龙、“新界”也被迫离开了祖国的

怀抱。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大清帝国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

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

今大皇帝准香港一岛予大英国君主及后主位者，任便立法治理；定银具二千一百万，应如何分期定清开列于

左；英国可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税费。

﹣﹣摘自《海关中外条约》

（1）材料出自中国近代史上哪一次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试概述条约的主要内容。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

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

﹣﹣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

（3）“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写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者。

材料三：读图

（4）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表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试分析香港能够回归祖国的原因。

材料四：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在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持“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

的关系。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2．（15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为了和平，国际社会不断探索防止和消除战争的方

法，1945年联合国建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属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或经

济上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署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和和约。

﹣﹣《联合国家宣言》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内容。



第 5页 共 18页 ◎ 第 6页 共 18页

材料二：1947年 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说明要援助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土耳其，宣称世界又分

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因而“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

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2）材料中的“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分别指什么？“美国的政策”被称为什么？这一政策的出台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材料三：读图

（3）德国的分裂源自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试简述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内容。

材料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

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联合国宪章》

（4）依据材料写出联合国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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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东省枣庄市中考历史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 20 分）

1．（2分）2020年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医药无论在防治还是救治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早在东汉时期，提出“治病”理论。倡导预防疾病的医学家是（ ）

A．蔡伦 B．华佗 C．张仲景 D．李时珍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医学成就的相关史实。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

【解答】东汉末年，张仲景收集了许多民间药方，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

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他还提出了“治未病”理论，提倡预防疾病。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后世尊称

他为“医圣”。选项 C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识记和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并识记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医学成就

的相关史实。

2．（2 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罗盘”导航技术，到 13世纪末才被欧洲水手掌握，中国的海船开始使用

指南针则是在（ ）

A．唐朝初年 B．北宋末年 C．元朝末年 D．明朝初年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指南针的使用的相关史实。重点掌握我国的四大发明、影响及其传播的相关史实。

【解答】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发现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

制成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广泛用于航海。还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为后来欧洲航海家的航海

活动创造了条件。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罗盘”导航技术，到 13世纪末才被欧洲水手掌握，中国的海船

开始使用指南针则是在北宋末年，选项 B符合题意。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再认再现能力。理解并识记指南针的使用的相关史实。

3．（2分）“古田，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凤凰涅

槃，新型人民军队由此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历史征程，古田会议（ ）

A．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B．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C．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D．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分析】本题考查古田会议。识记古田会议内容及地位。

【解答】古田会议，1929年在福州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本题以古田会议为背景，考查学生识记历史知识能力。

4．（2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战歌激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与敌人浴血

奋战。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射口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是（ ）

A．刘胡兰 B．董存瑞 C．黄继光 D．邱少云

【分析】本题考查了抗美援朝。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 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

附近。

【解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誉为“最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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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中，黄继光用身躯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口，掩护战友夺回阵地，自己壮烈牺牲。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需要准确识记抗美援朝的英雄人物事迹。

5．（2分）2012年 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即“中

国梦”，中国梦就是（ ）

A．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B．完成“一带一路”建设

C．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D．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分析】本题考查中国梦。识记中国梦的内容。

【解答】2013年 3月 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创造全

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中国梦的相关史实。

6．（2分）新冠疫情期间，某同学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时，搜集到如图三幅图片，由此判断他正在学习（ ）

A．佛教 B．基督教 C．伊斯兰教 D．道教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基督教相关知识的内容。对于基督教要从其创立、发展、影响及与现实的联系等方面

进行掌握。

【解答】由题干图片判断是基督教。公元 1 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传说中的耶稣创立了基督教。耶稣是“救

世主”，人们要忍受苦难，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因为“救世主”在希腊语中称为基督，所以把这种信仰基

督耶稣的宗教称为基督教。人们把传说中耶稣诞生的这一年作为公元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就是公元元年；基

督教会后来确定耶稣出生的日期是 12月 25日，并将这一天定为“圣诞节”。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识记与灵活掌握基督教的相关知识。

7．（2分）15世纪后期全盛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催生出众多彪炳史册的艺术巨匠，其中，开创了现实主

义艺术新时代的“美术三杰”是（ ）

A．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琪罗

B．莎士比亚 伏尔泰 但丁

C．孟德斯鸠 伏尔泰 卢梭

D．莎士比亚 达•芬奇 但丁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艺复兴相关知识的掌握。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持续了近三百年。

【解答】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持续了近三百年。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必须打破中世纪以来的封

建统治和教会神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强调和发挥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倡导人文主义精神。

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琪罗开创了现实主义艺术新时代的“美术三杰”。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艺复兴相关知识的掌握。重点识记文艺复兴的内容与影响。

8．（2分）拿破仑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 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有一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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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法典》。”法典（ ）

A．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B．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C．稳固了帝国的社会秩序，保证了皇帝的专制权力

D．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拿破仑法典》相关知识的掌握，《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

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解答】据题干“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 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

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法典》。”结合所学可知，《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的第

一部民法典，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它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

鉴与效仿。

故选：D。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拿破仑法典》相关知识的掌握，重点识记内容与影响。

9．（2 分）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研制出实用的发电机。电

动机也很快发明出来。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 ）

A．蒸汽时代 B．电气时代 C．信息时代 D．网络时代

【分析】本题考查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

【解答】“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研制出实用的发电机”

反映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力的广泛使用，它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

故选：B。

【点评】本题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背景，考查学生分析史料和识记历史知识能力。

10．（2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美洲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伟大

的成就”中除了古巴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外，还有（ ）

A．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B．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C．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

D．1999年巴拿马收回运河全部主权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二战后拉丁美洲捍卫主权运动的相关史实。解题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

美洲”。

【解答】二战后亚非拉独立运动的发展，亚洲的印度 1947年取得独立；北非的埃及在 1952年掀起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赢得埃及独立，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1962年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独立；1999年纳米比亚独

立标志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体系的崩溃；1959年拉丁美洲的古巴推翻美国的傀儡政府，维护了国家主权，走

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巴拿马为从美国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展开了不

懈的斗争，到 1999年底，终于收回运河的全部主权。从时间、地点、题目要求上可以得出只有 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重点识记巴拿马捍卫主权的斗争的历程及意义。

二、解答题（共 2 小题，满分 30 分）

11．（15分）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从秦朝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19世纪

40年代初，英国通过战争手段，迫使清朝政府赔款、割让香港岛。后来，九龙、“新界”也被迫离开了祖国的

怀抱。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大清帝国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

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

今大皇帝准香港一岛予大英国君主及后主位者，任便立法治理；定银具二千一百万，应如何分期定清开列于

左；英国可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税费。

﹣﹣摘自《海关中外条约》



第 13页 共 18页 ◎ 第 14页 共 18页

（1）材料出自中国近代史上哪一次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试概述条约的主要内容。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

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

﹣﹣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

（3）“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写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者。

材料三：读图

（4）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表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试分析香港能够回归祖国的原因。

材料四：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在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持“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

的关系。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分析】本题以香港问题为背景主题，主要考查了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及主要内容、鸦片战争的影响、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的原因、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等知识，明确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国耻，标志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解答】（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出自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 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

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应交纳的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

（2）结合所学知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

的主权，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

国近代史的开端。

（3）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

提出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可知，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的原因是：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改革开放

以来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推动；全国人民的支持。

（5）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坚决维护主权问题，坚决收回香港，

坚持一国两制。

故答案为：

（1）鸦片战争；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 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

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应交纳的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

（2）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3）邓小平。

（4）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推动；全

国人民的支持。

（5）立场和态度：坚决维护主权问题，坚决收回香港，坚持一国两制。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识记和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并识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及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的影响、“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的原因、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

度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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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为了和平，国际社会不断探索防止和消除战争的方

法，1945年联合国建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属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或经

济上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署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和和约。

﹣﹣《联合国家宣言》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内容。

材料二：1947年 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说明要援助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土耳其，宣称世界又分

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因而“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

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2）材料中的“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分别指什么？“美国的政策”被称为什么？这一政策的出台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材料三：读图

（3）德国的分裂源自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试简述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内容。

材料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

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联合国宪章》

（4）依据材料写出联合国的宗旨。

【分析】本题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政策、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为

了和平，国际社会不断探索防止和消除战争的方法，1945年联合国建立。

【解答】（1）由“（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属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

军事或经济上的。（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署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和和约。”结

合所学，可知，《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签字各国保证竭尽全力，互相合作，彻底打败德、意、日三国

轴心及其附庸，绝不单独与敌人媾和。

（2）依据材料：1947年 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说明要援助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土耳其，宣称世

界又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结合所学，可知，材料中的“极权政

体”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国家”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1947年 3月，杜鲁

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政策的开始，标志着美苏冷战开始。

（3）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个大国在 1945年 2月 4日至 2月 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

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

1、分区占领德国，彻底摧毁军国主义和纳粹制度；2、战后成立联合国；3、苏联在结束欧战的三个月内参加

对日作战。

（4）由“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

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可以看出，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故答案为：

（1）签字各国保证竭尽全力，互相合作，彻底打败德、意、日三国轴心及其附庸，绝不单独与敌人媾和。

（2）“极权政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冷战政策；

影响：标志着美苏冷战开始。

（3）1、分区占领德国，彻底摧毁军国主义和纳粹制度；2、战后成立联合国；3、苏联在结束欧战的三个月

内参加对日作战。



第 17页 共 18页 ◎ 第 18页 共 18页

（4）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点评】本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政策、联合国为背景，考查学生分析史料和识记历史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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