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学历史特岗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是招聘合格的初中历史教师的选拔性考试。考试大纲体现大学本科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及相近
专业水平，是命题教师命题和参加应聘考生备考的主要依据。

二、 考试时间、形式及试卷结构

考试以卷面笔试为主，实行闭卷考试。
题型由单项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种题型组成，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三、 考查内容

以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或相当于历史专业本科）所学习的主干基础课程作为考查范围，主要
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中学
历史课程论、教学论的主干知识和主题内容。

（一）中国古代史

1. 先秦时代
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文化遗址
夏商周政权的更替
青铜文明和甲骨文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
大国争霸与战国七雄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2. 秦汉时期
秦国的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秦始皇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
秦末农民战争西汉的建立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
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
丝绸之路和中西交流
东汉建立和光武中兴
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
黄巾起义
秦汉时期的文化
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西晋的门阀政治和西晋的灭亡



“五胡”内迁与北朝政权的更替
北魏孝文帝改革及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东晋及南部政权的更替
江南经济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4. 隋唐时期
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隋朝开凿大运河
隋末农民起义和隋朝灭亡
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和赋税制度
科举制度
唐朝前期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唐末农民起义
唐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交流
隋唐时期的文化
5. 五代、宋元时期
五代十国
契丹族与辽国
北宋的建立及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北宋中期的社会改革
党项族与大夏国
女真族与金国
金灭辽和北宋
南宋与金对峙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统一
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
元末农民起义
宋元时期的文化
6.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
明朝的建立及君主专制的强化
明初郑和下西洋
明长城与故宫
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
满族的兴起及清朝的建立
明末农民起义
清朝的统一和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清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清时期的边疆危机与维护国家统一、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
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
明清时期的文化

（二）中国近代史



1. 两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西方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2. 太平天国运动
拜上帝教与金田起义
定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
天京变乱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资政新篇》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

3. 洋务运动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的背景
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近代海军、近代教育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及特点和影响

4. 边疆危机和瓜分狂潮
中国边疆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法新约》
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
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5. 救亡：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
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及评价
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

6.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
孙中山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中国同盟会及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评价

7. 北洋军阀的统治
袁世凯专制独裁与二次革命
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运动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护法运动
日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



8.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
五四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共一大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二大及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

9. 国民大革命
国民党一大召开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黄埔军校的创办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工农运动的高涨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国民大革命的成果及经验教训

10.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内政和外交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和新生活运动
八七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共领导的红军反抗国民党军队的武力“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遵义会议
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建立
—二·八”事变及淞沪抗战
华北事变及“一二·九”运动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

11. 全民族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英勇抗战和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和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
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继续抵抗和内外政策的调整
中共组织的百团大战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历史意义、胜利的原因分析

12. 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和全面内战爆发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及爱国民主运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的胜利



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七届二中全会
北平和谈的破裂及渡江战役、南京国民政府覆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共同纲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

（三）中国现代史

1．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活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
“一五”计划完成及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苏共二十大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中共八大的召开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庐山会议与反右倾运动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七千人大会”
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对抗
经济建设的成就及问题

3．“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全国大动乱。
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中共九大
“九一三”事件
中共十大
1 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及全面整顿
四五运动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和经验教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发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
中共十二大、十三大



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教训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活跃

5．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事业
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文学艺术的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

6．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
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
大众传媒的发展

（四）世界古代史

1．人类的起源
2．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

金字塔与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王国与苏美尔文明
婆罗门教、佛教与古印度文明

3．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古希腊城邦和雅典民主政治
古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
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
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思想

4．西欧封建国家
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帝国
英吉利王国、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国家的形成
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
基督教会的发展壮大

5．拜占庭帝国的兴衰与俄罗斯国家的兴起
6．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和扩张

7．亚洲的封建国家
新罗统一朝鲜、高丽王朝、李朝
日本大化改新和幕府统治
印度莫卧尔帝国

（五）世界近代史

1．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资产阶级革命
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新航路的开辟及影响
西欧国家早期殖民扩张及世界市场的开拓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德意志宗教改革
欧洲启蒙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责任内阁制形成
北美独立战争和 1787 年宪法、联邦政府的建立
法国大革命与《人权宣言》
拿破仑和法兰西第一帝国
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
1 848 年欧洲革命概况

2．工业化时代的西方与世界
英国工业革命及扩展和影晌
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共产党宣言》
第一国际
巴黎公社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德意志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
意大利统一
俄国农奴制度改革
美国南北战争与林肯
日本明治维新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印度民族大起义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拉丁美洲种植园主大土地所有制和考迪罗制度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组织的形成
19 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和第二国际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

（六）世界现代史

1.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
萨拉热窝事件
一战的性质和进程
一战的结果和影响

(2) 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俄国十月革命和工农苏维埃政府建立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共产国际的建立及活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特点及评价

(3) 二十年代的国际关系
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国际联盟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斗争
洛加诺公约

(4) 二十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英法的衰落与重建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津寺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
美国的繁荣

(5) 一战后亚非拉的民主民族运动
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埃及华夫脱运动、墨西哥护宪运动

(6)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罗斯福新政及意义
德国法西斯政党上台和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日本法西斯势力上台和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扩张与英法美的绥靖政策

(7) 第二次世界大战
慕尼黑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和初期阶段
战争的扩大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和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及教训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1) 战后国际关系与两极格局的形

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联合国的成立
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及对战败国的处置
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
美苏争霸

(2)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
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发展
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
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
美国、西欧、曰本经济三足鼎立的竞争态势

(3) 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国力增强
斯大林逝世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4) 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崛起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印度尼西亚独立
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问题
埃及共和国建立
四次中东战争
阿尔及利亚独立
古巴革命成功
非洲独立运动
万隆会议
不结盟运动与第三世界的兴起

(5)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腾飞
印度经济的发展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
西亚海湾国家经济的发展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
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3．两极格局瓦解后的世界
(1)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的瓦解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
苏联解体及原因和影响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剧变
苏美两极格局的结束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多极化趋势下和平与动荡并存的世界

(2)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和组织、东盟）
南北关系与南南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4．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5．20 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

（七）中学历史课程论和教学论

1．《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2．《中学历史教学法》
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
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基本素养
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技能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模式和类型
中学历史学习的有效方法
历史课堂教学设计
历史课堂教学实施
历史课堂教学测评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
中学历史教师的进修提高
中学历史教师的教研和科研

四、 参考内容

1．晁福林编：《中国古代史》 （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郑师渠编： 《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桧林编： 《中国现代史》 （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吴于厪、齐世荣编：《世界史，古代史》（上、下册）、《世界史，近

代史》（上、下册）、《世界史.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5．于友西编： 《中学历史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6．《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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