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部分《中共党史》解析



- 2 -

一、单选题

1、【答案】B

【解析】中国共产党于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

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2、【答案】C

【解析】从 1928 年底到 1931 年初，在 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

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

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3、【答案】D

【解析】1947 年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

击方向。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

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

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

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度、谢

富治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

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

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4、【答案】A。

【解析】“春天”喻指中国的改革开放（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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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案】C。【解析】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废除封建土地剥削，调动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其根本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为工业化开辟

道路，故选 C

6、【答案】D

【解析】1927 年 7 月 15B,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

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

命最后失败了。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

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

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7、【答案】A

【解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

件。中央提出，从 1953 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

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

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

步基础。

8、【答案】A

【解析】1924 年至 1927 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

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

民革命”。

9、【答案】B

【解析】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

关系之和。它包括阶级关系（基础关系）、维护这种关系的国家机器、社会意识

形态以及相应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很显然,解放后，我国的社会意识



- 4 -

形态,国家机器等方面并未发生较大变化。A选项不符合题意。

1952 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

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

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故本

题应选择 B选项。背景:1952 年底到 1953 年初,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

问题。抗美援朝可望结束；土地改革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特点：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

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

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10、【答案】D

【解析】建国初期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11、【答案】A

【解析】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

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2、【答案】A

【解析】实际上 79 年的圈是以下三大伟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胡总书记，

叶委员长，邓副总理，这一个圈是深圳，珠海，蛇口三大特区，这个圈主要是他

们化的，也不是哪一个着出的快定，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以上所说，可用当时

的政治文件及报纸杂志为证。“画了一个圈”指设立经济特区。

13、【答案】A

【解析】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分布在南方，主要原因是北伐战争的影响。南

方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根据地。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支援广州国民政

府的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又推动工农运动的高涨，革命战争在南方广大人民群

众中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为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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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案】D

【解析】中共民主草命纲领与新三民主义的区别: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几小

时工作制，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小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

15、【答案】D

【解析】1950 年 2 月到七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

经过讨论，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

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经三中全会提出、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由中央人民政府于 1950 年 6 月 28 日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党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形成法律。这一

思想的实施,标志着我们党对富农政策的实际转变。

16、【答案】D

【解析】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

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

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

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7、【答案】A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分析可知,中共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体现了实

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因此两个会议有-定的继

承性；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中共八大没有提出

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所以③错误①②

④均正确,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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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答案】C

【解析】在经济建设方面,“八大”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

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答案】B

【解析】“八大”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

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答案】C

【解析】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

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

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

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陈独

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煮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H,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

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

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

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

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

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

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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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答案】D

【解析】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

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

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

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

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春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

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

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

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

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出章

程。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

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22、【答案】C

【解析】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改。基本路线的本

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3、【答案】A

【解析】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

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

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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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答案】A

【解析】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

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

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

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

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

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

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

用的原因。

25、【答案】D

【解析】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

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

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

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26、【答案】D

【解析】1978 年 1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

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

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27、【答案】A

【解析】本题是组合选择题,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

史时期提出的土地政策,考查对历史现象本质的认识、概括能力，对历史概念内

涵的理解能力以及论从史出分析问题的能力。关键是准确识记不同时期的土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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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明确其目的或作用，分析比较其共同点，选项④不属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土

地政策,应排除。正确选项为 A。

28、【答案】B

【解析】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

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

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192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

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貌下解放出来，把督

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

的帮助。

29、【答案】C

【解析】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30、【答案】D

【解析】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

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

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谩义会议是党的历

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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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31、【答案】AB

32、【答案】BC

33、【答案】ABC

34、【答案】AD

35、【答案】ABC

36、【答案】ABCD

37、【答案】BC

38、【答案】ABC

39、【答案】AC

40、【答案】BC

41、【答案】ABC

42、【答案】CD

43、【答案】ABCD

44、【答案】BCD

45、【答案】ABC

46、【答案】ABC

47、【答案】BD

48、【答案】BD

49、【答案】CD

50、【答案】ABCD

【解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述了 12 个问题,贯穿全文

的基本思想是: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

主要内容。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

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

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指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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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

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科学文化上的问

题，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应采取加强民

族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实行“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

51、【答案】CD

52、【答案】BCD

53、【答案】BCD

54、【答案】ABCD

55、【答案】ABCD

56、【答案】ABCD

57、【答案】ABC

58、【答案】CD

59、【答案】CD

60、【答案】ABCD

61、【答案】ABC

62、【答案】ABCD

63、【答案】ACD

64、【答案】ABCD

65、【答案】BCD

66、【答案】AC

67、【答案】BCD

68、【答案】ABCD

69、【答案】AC

70、【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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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71、【答案】错误

72、【答案】错误

73、【答案】箇吴

74、【答案】错误

75、【答案】错误

76、【答案】正确

77、【答案】正确

78、【答案】正确

79、【答案】正确

80、【答案】正确

81、【答案】错误

【解析】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

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

持了四个原则:求同存异物、既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坚持依靠自己力量

和争取外援相结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很明显是右倾

投降主义的错误

82、【答案】正确

83、【答案】错误

84、【答案】错误

85、【答案】正确

86、【答案】正确

87、【答案】错误

88、【答案】正确

89、【答案】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