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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各阶段特征

及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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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约前2070~1840年）

知识体系

通史知识体系
（横向比较）

专题知识体系
（纵向比较）

1.先秦时期（前2070~前221年）：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过渡的时期

2.秦汉时期（前221~220年）：国家
统一和封建社会初步发展时期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

年）：封建国家大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
4.隋唐时期（581~907年）：封建社

会空前繁荣时期
5.宋元时期（960~1368年）：封建经

济继续发展、民族融合加强时期
6.明清时期（1368~1840年）：统一

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1.政治：社会状况、社会制
度、统治政策等

2.经济：经济形态、经济发

展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各
个领域的表现、经济制度、经济
政策等

3.民族关系：民族之间的战
争、管理、联系、联姻等

4.对外关系：中外之间友好

交往及交流、从对外开放到“闭
关锁国”

5.思想文化：思想、科技、
教育、文学艺术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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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公元前770~前221年）

阶段特征

政治
春秋时期，分封制趋向瓦解；战国时期，诸侯争

霸，实现局部统一。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逐步
建立

经济
铁器、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井田制逐步瓦解，

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建立

民族关系 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使各民族逐步整合

思想文化
思想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科学技术领先于

世界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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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时间 事件

前1046年
武王伐纣，西周建立（西周在政治上推行分封制、宗

法制；经济上推行井田制）
前770~前256年 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时期）

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前770~前476年 春秋时期（奴隶制瓦解时期）

前651年 葵丘会盟，齐桓公霸主地位确立
前632年 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称霸

前475~前221年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时期）
前354年 桂陵之战（围魏救赵）
前356年 商鞅变法（封建性质的改革）
前256年 东周灭亡
前341年 齐魏马陵之战
春秋时期 孔子确立儒家思想
战国 司南发明

战国秦国 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
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局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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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封建社会的统一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公元前221~220年）

阶段特征
我国历史上首次形成封建大一统时期，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都得到巩固和完善，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发展时期

政治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确立和巩固，同时封建制度的弊

端开始暴露

经济
封建经济初步发展，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并开始出

现对外贸易

民族
关系

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民族
关系有“战”有“和”，从“和”为主流

对外
关系

对外交往初步发展，主要是亚洲国家，同欧洲国家开
始有直接交往

思想
文化

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文化繁荣；科技
发达，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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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封建社会的统一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公元前221~220年）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时间 事件
前260年 长平之战（秦统一的原因、条件）

前230~前221年 秦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韩赵魏楚燕齐）

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秦灭亡

的原因之一）
前207年 秦朝灭亡

前206~前202年 楚汉战争
秦朝 修建长城

前202年 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
前138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前127年 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

前119年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加强同西域各国的友好交

往）

前60年
西汉设置西域都护（汉宣帝时，标志今新疆地区正式

归属中央管辖）
西汉 造纸术发明
8年 西汉灭亡
25年 刘秀称帝，建立东汉
东汉 蔡伦改进造纸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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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
民族大融合时期（220~589年）

阶段特征

政治
秦汉以来的封建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其间虽有西晋的

短期统一，但分裂是这一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

经济 江南经济得到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基础

民族

关系
汉族和各少民族大融合

对外

关系

体现民族融合特色；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

（数学、农学、医药学、地理学等方面科技成就突出）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88魏晋时期
民族大融合时期（220~589年）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时间 事件
200年 官渡之战
208年 赤壁之战
220年

三国
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国

221年 刘备称帝，建立蜀国
222年 孙权称王，吴国建立
230年 孙权派卫温到达夷洲（今台湾）

266~316年 西晋（定都洛阳）
280年 西晋灭东吴，统一全国

317~420年 东晋（定都建康）

420~589年 南朝

宋 420~479年 建康
齐 479~502年 建康
梁 502~557年 建康
陈 557~589年 建康

386~582年 北朝

北魏 386~535年 洛阳
东魏 534~550年 邺城
北齐 550~577年 邺城
西魏 535~557年 长安
北周 557~581年 长安

439年 北魏实现黄河流域的局部统一
494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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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

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581~907年）

阶段特征
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局面，国内各民族友

好交往和中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政治
封建社会第二个大一统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的创新、完善时期

经济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封建经济空前繁荣

发展

民族
关系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民族政策开明，民
族关系空前融洽

对外
关系

交通发达，海陆并举；对外政策较为开放；对日本、
朝鲜政治制度影响深远

思想
文化

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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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

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581~907年）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时间 事件
581年 隋建立（隋文帝杨坚，长安）
隋初 经济发展，出现“开皇之治”
589年 隋统一中国
605年 隋开始开凿大运河
618年 唐朝建立（唐高祖李渊，长安）

唐朝时期 日本派遣唐使来华
627~649年 唐太宗“贞观之治”

629年 玄奘前往印度求取佛经
7世纪前期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

641年 文成公主入藏
唐中宗时（710年） 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

713~741年 唐玄宗“开元盛世”

唐玄宗时 尺带珠丹上表唐玄宗，吐蕃与唐“和同为
一家”

754年 鉴真和尚到达日本
唐穆宗时（823年） 立唐蕃会盟碑

907年 唐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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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
民族政权并立与再统一时期（960~1368年）

阶段特征
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契丹、女真、蒙古等

少数民族南下，民族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政治
从分裂割据、若干民族政权并立逐步走向统一，是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经济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

民族
关系

民族政权长期并存；出现了又一次民族融合；少数民
族封建化；形成新的民族

对外
关系

对外贸易繁荣

思想
文化

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发展，对世
界文明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理学产生、宋词和元曲繁
荣、世俗文学出现是这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少数民族
文化同汉族文化进一步交融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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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907年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

（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
荆南、闽、北汉）开始

916年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国
947年 契丹改国号为辽
960年 赵匡胤建立北宋，五代结束
979年 十国结束
1004年 辽宋澶州之战，宋胜
1005年 宋辽订立“澶渊之盟”
1038年 元昊建立西夏
1044年 宋夏和议

11世纪中期 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北宋 指南针（罗盘针）使用

1115年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 辽天祚帝被金俘虏，金灭辽

1127年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宋元时期
民族政权并立与再统一时期（960~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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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140年 郾城大捷，岳家军大败金军

1141年 宋金和议

1206年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政权，称“成吉思汗”

1234年 蒙古灭金

1260年 忽必烈即位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1276年 元灭南宋

1279年 元统一全国

元朝
忽必烈时期

忽必烈改制
行省制度确立
设立宣政院，西藏正式归属中央管辖
琉球（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管辖
设置“司农司”
编成农书《农桑辑要》

元朝 回族形成

宋元时期
民族政权并立与再统一时期（960~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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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统一国家巩固与封建制度逐步衰落时期（1368~1840年）

阶段特征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和巩固，经济和文化取得了一定成就；

同时专制统治不断强化，对外闭关锁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政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封建制度走向衰落；我

国辽阔的版图在清朝前期最终奠定

经济
封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本主义萌芽出

现

民族
关系

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对外
关系

由较为开放走向“闭关锁国”；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
尖锐，发展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思想
文化

文化专制进一步发展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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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368年 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元灭亡
1403年 明成祖定都北京

1405~1433年 郑和七下西洋
1561年 戚家军取得台州九捷
1565年 倭寇基本肃清

16世纪以后 中国古代科技开始走向衰落
17世纪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36年 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1661年 郑成功横渡台湾海峡，打败荷兰殖民者
1662年 荷兰殖民者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166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561年 戚家军取得台州九捷
1565年 倭寇基本肃清
1664年 清兵入关，开始清朝在中国统治

明清时期
统一国家巩固与封建制度逐步衰落时期（1368~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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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684年 台湾府设立（隶属福建省）

明太祖时
宰相制度被废除
锦衣卫设立
设立廷杖制度

明成祖时
设立特务机构东厂
在元大都基础上修建北京城，中心为紫禁城

清朝前期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顺治帝时
册封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封号
平定蒙古贵族准噶尔部叛乱

康熙帝时 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封号
雍正帝时 设立军机处，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雍正帝时（1727年） 设置驻藏大臣

乾隆帝时
平定回部（维吾尔族）大小和卓叛乱；后设伊犁

将军管理新疆
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1684年 台湾府设立（隶属福建省）

明清时期
统一国家巩固与封建制度逐步衰落时期（1368~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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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1840~1949年）

整体概述
1.一种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两大主要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中华民族（最主要矛盾）

封建主义——人民大众

3.双重历史任务：反侵略（反帝）、反封建

4.两个历史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5.四条基本线索：

（1）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

（2）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这种屈辱地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的抗争史

（3）中国近代史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各种救国道路的历史

（4）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工业、近代科学技术和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产

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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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1840~1949年）

通史知识体系
（横向比较）

专题知识体系
（纵向比较）

1.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近代前期：1840~1919年）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旧民
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19世纪40~60年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资产
阶级改革运动高涨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
纪初）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发展（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
动前夕）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近代后期：1919~1949年9月）

（1）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失败（第二
次国民革命时期）（1919~1927年）

（2）国共十年对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民革命时期）（1927~1937年）

（3）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
年）

（4）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民革命时期）
（1945~1949年）

1.政治民主化：列强侵略与中
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的
民主革命

（1）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840~1919年）：鸦片战争、第
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
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辛亥革命

（2）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919~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
命兴起、国共十年对峙、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

2.经济工业化：近代中国经济
结构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
展

3.思想科学化：近代中国的思
想解放潮流；20世纪以来中国重
大思想理论成果

4.生活西方化：近代中国社会
生活的变迁、大众传媒的变迁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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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孕育时期）

（19世纪40~60年代）

阶段特征

政治

（1）列强入侵，两次鸦片战争分别使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步加深

①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它是鸦片战争的
继续和扩大，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2）封建制度日益衰落，但封建势力依然强大，人
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意识不断增强

①禁烟运动
②革命：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是旧式农

民运动的最高峰
（3）军事上逐步用坚船利炮武装军队，新式的海军、

陆军诞生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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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经济

（1）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近代工
业体系慢慢形成，但不完整，近代化举步维艰，自然经
济逐渐解体；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近代工业
出现，外商企业、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工业现代化开启；
民族工业兴起

（2）西方生活方式开始传入，衣、食、住、行等逐
逐渐多元化。服饰：西装传入，长袍马褂仍流行；饮食：
西餐馆、面包房等出现；住宅：租界出现西式住宅；交
通：使用轮船；文化：在华传教士办报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孕育时期）

（19世纪40~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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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思想
文化

向西方学习，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进程，萌发新
思潮

（1）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2）搜集西方情报；编译书籍和报纸
（3）著书和了解世界各国情况
但这些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和付诸行动，仅停留

在器物层面

对外
关系

“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中国被迫日益对外
开放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孕育时期）

（19世纪40~60年代）



2222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孕育时期）

（19世纪40~60年代）

时间 事件

1839年6月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6月 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 魏源《海国图志》编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思想

1842年8月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9世纪40年代以后 照相术传入中国

1851~1864年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56年10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57年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1858年 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58年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中英、中法、中俄
签订《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 洋务运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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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高涨时期或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时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阶段特征

政治

（1）列强继续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
成和完全形成；清王朝日益衰落，并走向覆亡

①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后签订《马关条约》
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年）后签订《辛丑条约》
（2）中华民族出现第一次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斗争不断
①戊戌变法
②辛亥革命

经济

（1）列强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对华侵略进入新阶段，开始强
列要求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洋务运动及洋务经济发展和破产；民
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初步发展，出现民族工业的发展高潮，民族资产
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2）外国生活方式逐步进入中国，中国的近代教育与交通运输
业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

思想
文化

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君主立宪；革命思潮；民主共和

对外
关系

列强侵略加剧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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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世纪60~90年代 洋务运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1861年 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1862年 京师同文馆
1864年 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1865年 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1866年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1872年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
《申报》在上海创刊

1876年 左宗棠进军新疆
1878年 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
1880年 天津电报总局设立
1881年 唐山至胥各庄（唐胥）铁路建成

1888年
北洋水师初具规模
张之洞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19世纪80年代 中俄签订《改订条约》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高涨时期或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时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2525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894年7月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1894年9月 黄海海战
1894年11月 孙中山建立兴中会

1895年
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甲午中

日战争中国战败
洋务运动破产

1895年4月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895年
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揭开维新

变法运动的序幕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19世纪（1895~1900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1897年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

1898年6~9月
百日维新
京师大学堂设立

1899年 义和团运动兴起
1900年6月 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高涨时期或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时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2626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900年8月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1年9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1905年 清政府宣布废止科考试

1905年8月
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1906年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1909年 京张铁路建成通车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高涨时期或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时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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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
（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建立~1919年五四运动前）

阶段特征

政治

（1）列强继续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八国联军侵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深化，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列强调整侵华政策，从“瓜分”
转为“以华制华”，先后扶植清王朝、袁世凯和多派军
阀作为殖民工具，民族矛盾正式合流；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兴起，爆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确立民主共和制；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达
到高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2）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开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卖国，孙中山维护共
和民主的斗争连遭挫败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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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
（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建立~1919年五四运动前）

阶段特征

经济
实业救国成为时代的潮流，随着民族工业短暂而迅速

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

思想

文化

（1）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

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历史主流

（2）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动

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马

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

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因素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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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3月 民国政府颁布“剪辫令”
1912~1919年
一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短暂春天）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开始
1917年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
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

1919年
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刊登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
1919年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1919年6月5日 上海工人举行罢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
（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建立~1919年五四运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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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时期或国民革命时期）

（1919~1927年）

阶段特征

政治

（1）中国人民国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成为社

会的主要矛盾。五四运动爆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开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

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共一大召

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召开；中国革命的面貌

焕然一新

（2）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决定国共合作；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实

现；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国民政

府出师北伐，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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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时期或国民革命时期）

（1919~1927年）

阶段特征

经济
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开始

走向萧条。美国和日本加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思想
文化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1918年，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并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入；1919年的五四

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主流）

（2）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政治基础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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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提出“新

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

1924年5月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1924年11月 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3月 孙中山逝世

1925年3月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目标：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1927年4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全

面破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时期或国民革命时期）

（1919~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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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十年对峙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民革命时期）
（1927~1937年）

阶段特征

政治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
（1）一方面，国民党右派背判革命，反共反人民；国民

党反动派先后对红军进行了五次反革命“围剿”。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的探索，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
命道路，并武装反抗国民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工作重心由城市中心论转为农村包围城市；土地改革；因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和召开遵义会议

（2）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打击，开始进行局部侵华战
争，国共政治局面从分裂对峙走向联合抗日：1931年，九一八
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1931~1937年，中国军民局部抗战

（3）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
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
着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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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十年对峙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民革命时期）
（1927~1937年）

阶段特征

思想

文化

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把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对外

关系
日本开始独霸中国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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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

1927年9月
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标

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开始

1928年4月 朱德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会师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0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陕北吴起镇会师

1936年10月
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

国共十年对峙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民革命时期）
（1927~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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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时期
（1937~1945年）

阶段特征

政治

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同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构成了这段历史
的主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开始全面抗战

（1）日本侵华进程：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
升；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
面抗战（即全民族抗战）；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制造
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

（2）侵华日军罪行：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和
毒气战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
中共七大召开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的胜
利和影响

经济
日本对沦陷区的疯狂掠夺，使中国民族企业遭受空前残酷

的打击

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

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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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全国性抗战开始

1937年7月8日
中共发表宣言
呼吁“全国一致抗战”

1937年8月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1937年9月
国民党公布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国共

两党合作正式形成，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10月 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12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8年3~4月 台儿庄战役
1940年8~12月 百团大战

1945年4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9日 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

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时期
（1937~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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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年）

阶段特征

政治

（1）国共两党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国人

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也

是民主与独裁两大势力较量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

打退国民党进攻，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尽力争取和平民主，赴重庆谈判，召开政协会议，国共

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破裂

（2）内战的爆发：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

1947年，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

区进行土地改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反攻序幕；

1948~1949年发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国民党军队

主力；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北平谈判；渡江战役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

胜利；1949年9月，新政协召开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通过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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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年）

阶段特征

经济 在三座大山挤压下，民族资本主义陷入绝境

对外

关系
美国“扶蒋反共”，独霸中国

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4040第二阶段 中国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945年8月 重庆谈判

1945年10月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10月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

1946年6月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人民解放战争开始

1947年3月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6月
刘邓大军开始挺进中原，揭开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

进攻的序幕

1948年9月 辽沈战役开始

1948年11月 淮海战役开始 平津战役开始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4月21日 渡江战役开始

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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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
（1949~今）

整体概述

1949年10月
~1956年年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
的过渡时期

1956~1966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8年底~今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和巩固

成立
和巩固

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

向工业化
迈进

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确立社会
主义制度

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严重失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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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
（1949~今）

整体概述

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
祖国统一及外

交成就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和深圳特区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香港、澳门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美建交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科技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和推广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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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
（1949~今）

通史知识体系
（横向比较）

专题知识体系
（纵向比较）

1.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49年10月~1956年底）

2.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
曲折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开始时期；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阶段）（1956年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

3.“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
结束）

4.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19768~今年）

1.政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和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等；建立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层民主得到发展

2.经济：完胜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
公有制；“一五计划”完成；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
行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3.思想文化：“文化大革命后”开展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提出“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

4.科技成就：“两弹一星”；籼型杂交水
稻；航天工程等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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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阶段特征

政治

（1）巩固新政权：追歼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西藏和平解放

（2）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步，形成了中国特色
的民主政治：1949年新政协召开和《共同纲领》通过；
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三大制度的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总体特征：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1952年是新中国恢
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阶段；1953~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
化建设起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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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阶段特征

经济

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开始启动

（1）恢复国民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

（2）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行“一化三改”，“一

五”计划的开展，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社会

主义工业化起步。1956年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和中国社会20世纪的第二次历史

性巨变，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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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阶段特征

外交

新中国的外交开创新局面，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 “一边倒”和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联苏反美、中苏建交和毛泽

东访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同17国建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外交政策的成熟；参加日内

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

议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
形势

二战后形成两极格局对峙局面；两大阵营对立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

上威胁，企图扼杀中国的新生政权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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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时间 事件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开国大典举行

195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

1951年5月
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
1951年10月 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底
土地改革完成，中国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

制度

1953年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我国制定发展国

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
1953~1957年 我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6年底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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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时间 事件

1953年2月
我国政府在同印度政府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1953年7月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1954年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两国总理共同倡导并作

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

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1955年4月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提出“求同

存异”方针
1956年 毛泽东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9月 中共八大召开，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1956年底
我国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
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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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1956~1966年）

阶段特征

政治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艰苦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

（2）由于缺乏经验，由“左”倾思潮发展到“极左”思
想泛滥，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危害

这一时期成绩与挫折并存，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
进

经济

“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超额完成；1956年中共八大
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

年发展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会化运动，造成了国民发
展比例的严重失调，严重脱离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加
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导致1959~1961年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1960年
党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
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从1962
年起开始恢复发展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总体特征：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505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1956~1966年）

阶段特征

外交

（1）中苏关系恶化，中美仍处于敌对状态
（2）反苏反美
（3）两个拳头打人
（4）一条线、一大片——重视同亚非拉国家发展友好关

系；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和团结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总体特征：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5151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时间 事件

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是对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否定

1958年5月~1958年底 大炼钢铁

1958年开始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

1959~1961年 三年经济困难

1961年初
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

1964年6月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1956~1966年）

总体特征：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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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10月
我国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实现导弹和原子

弹的结合
1967年6月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
1971年10月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年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中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建交

1973年
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代籼型杂交

水稻

1976年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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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阶段特征

政治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依
法治国；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祖国统一大业大步迈
进

（1）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党
的工作重心转移；三大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
织路线）的确定。

（2）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两岸
停火；1980年两岸交往逐步被打破；1981年叶剑英提出
祖国统一九条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
为中国在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总体特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
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形成并发
展。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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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阶段特征

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内经济体制改

革，接轨世界；单一公有制经济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经济全面振兴，

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工业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

进展；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和创办乡镇企业；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设立，沿海开放城

市的发展，沿海经济开放区；海南成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的

开发、开放；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外交

推进全面开放、接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和平

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为建

立国际新秩序而斗争；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

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以联合国

为中心的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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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阶段特征

思想
文化

现代化的科技文教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教科文
成就突出

（1）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必须坚持四
项墓本原则，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
成；“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2）教育：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尊师重教风气形
成；1983年“三个面向”的提出成为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指
导方针；1986年科教兴国提出；教育立法取得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等；教育全方位改革取得
成就

（3）科技：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制
定“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改革开放后，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国际
形势

两极格局走向终结，多极化趋势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
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发展

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5656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时间 事件

1978年11月
1978年11月，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
宣言书

1978年12月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中美关系从和解到建交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建国以来当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这

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1979年1月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美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化发展

阶段
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

1980年 我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2年以后 包产到户推行到中国农村

1983年
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
1984年 中央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12月 中英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5757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时间 事件
1985年 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6年3月 我国政府决定实施“八六三计划”
1986年 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7年4月 中国和葡萄牙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8年 建海南省，并设海南岛经济特区

20世纪90年代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
1990年 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0年 台湾成立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1991年 大陆成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1991年 我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

1993年 “汪辜会谈”使两岸关系的发展迈出历史性重要一步

1993年11月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

1995年
江泽民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成为新时期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5858第三阶段 中国现代史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至今）

时间 事件

1997年
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1993年 “汪辜会谈”使两岸关系的发展迈出历史性重要一步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1997年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邓小平

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9年12月 澳门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01年 中国上海承办APEC会议

2001年12月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我国对外

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3年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2005年3月4日 胡锦涛提出四点强硬的反“台独”主张

2005年3月14日 十届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2007年 “嫦娥一号”探月卫星



5959第五阶段 世界古代史

古代亚欧文明

时间 事件

前443~前429年 雅典伯利克里时代

前334年 亚历山大开始东征

646年 日本大化改新开始



6060
世界近代史

（14世纪~1917年）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整体概述

1.时间范围：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1917年（十月革命）
2.一条基本线索：世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确立对世界统治的历史。按近代史

模式可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国家垄断）

世界近代史线索

时间 阶段 思想 经济 政治 工人运动 科技 文艺

14~18

世纪

工业革
命前的
世界

人文主
义发展

世界市
场开始
形成

英美率
先确立
民主政
治制度

——
经典力

学

文艺复
兴时期
文学

18~19世
纪上半期

工业革
命时期

——

世界市
场初步
形成

——
马克思主
义诞生

蒸汽机
改良

——

19世纪下
半期~20

世纪初期

第二次
工业革
命时期

——

世界市
场最终
形成

—— ——

进化论、
电气技
术应用

——



6161
世界近代史

（14世纪~1917年）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通史知识体系
（横向比较）

专题知识体系
（纵向比较）

1.资本主义萌
芽阶段（14世纪初
~17世纪初）

2.工场手工业
时期（早期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17
世纪初~18世纪末）

3.蒸汽时代
（自由资本时代）
（18世纪末~19世
纪中期）

4.电气时代
（帝国主义时代）
（19世纪中后期
~1917年）

人类由分赛隔绝状态进入整体发展的一体化过程。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

1.经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化（世界近代工业
文明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5、16世纪起，人类文明开始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17、18世纪的政治革命开
启了工业文明的大门。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是
工业文明时代确立和扩展的世纪。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推动下，工业文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一步深化。在
此过程中，世界各国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融
合，共同推动了世界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

2.政治：专制独裁向民主法制转化（资产阶级统治
确立）

3.思想文化：愚昧迷信向民主科学转化
西方近（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是先解放思想，然后

制度创新，最后工业革命，是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
而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走的路与西方正好相反，
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



6262
资本主义的兴起萌芽时代
（向工业文明迈进时期）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14世纪~17世纪初）

阶段特征

“人”和“世界”被发现，欧洲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由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

经济

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欧洲出现（意大利）。

开辟新航路（1500年前后）和殖民掠夺扩张，完成了资本原始

积累，并开始出现世界市场雏形，世界开始成为一个整体。资

本主义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人类文明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

文明迈进

政治 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封建（天主教会）斗争

思想文化

14~17世纪，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精神文化领域

的反映，传播了人文主义，解放了思想，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

了精神枷锁；以天文学革命为开端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哥白

尼、伽利略）

对外关系 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掠夺扩张

核心内容：人的解放，世界的发现



6363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4~17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307~1321年 但丁创作（神曲）

15~17世纪
新航路开辟

世界经济全球化开端

1487~1488年 迪亚士到达非洲好望角

1492年 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到美洲

1497年 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1519~1522年 麦哲伦环球航行

16世纪初~19世纪中期 “三角贸易”

1543年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提出日心说，近代

自然科学诞生

17~18世纪 启蒙运动

1600年 东印度公司建立

资本主义的兴起萌芽时代
（向工业文明迈进时期）
（14世纪~17世纪初）



6464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现代化起步——开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时期）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17~18世纪）

阶段特征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制度矛盾尖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经济
殖民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拓展；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原

始积累，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政治

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英国：17~18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1640~1689

年）、美国独立战争和共和制的确立（1775~1787年）、法国大革命

（1789~1794年）】；工业资产阶级还未真正掌权，处于劣势，世界各国整体

仍是以封建制度为主

思想
文化

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取得突破（牛顿经典力学，1687年），为后来的启

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启蒙运动广泛传播（17~18世纪），理

性主义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对外
关系

西欧列强殖民扩张（荷兰、英国：17~18世纪）密切了各地区联系

核心内容：构想、构建理性王国，革命时代，科学诞生



6565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640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648年 议会军取得内战胜利
1649年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

1688年
“光荣革命”（宫廷政变），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1689年7月
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标志近代自

然科学确立

1689年
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的

资产阶级统治

1748年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出版，系统阐述“三

权分立”学说
1762年 卢梭《社会契约论》出版

18世纪60年代
（1765年）

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标志着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1775~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现代化起步——开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时期）

（17~18世纪）



6666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775年4月
莱克星顿枪声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美

国独立战争开始
1775年 组建大陆军，华盛顿为总司令

1776年7月4日
北美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告北美殖民

地独立
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

1776年
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出版，提出资本主义自

由、放任政策
1777年10月 萨拉托加战役
1781年10月 英军在约克镇向华盛顿投降

1783年 美英签署《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1785年 瓦特改良蒸汽机
1787年 美国制定《1787年宪法》

1789年5月 法国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

1789年7月14日
法国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
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现代化起步——开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时期）

（17~18世纪）



6767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789年8月 法国制宪会议颁布《人权宣言》

1792~1793年
法国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处

死路易十六

1793年
法国雅各宾派掌权
革命达到高潮

1794年7月
法国“热月政变”
法国大革命结束

1799年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法国政权

1804年
拿破仑建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政权

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4年 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

拿破仑统治时期 颁布《法典》、发动对外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现代化起步——开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时期）

（17~18世纪）



6868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与扩大
（人类历史进入了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阶段特征

人类历史进入了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经济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5年）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19世纪上半期，
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随后法、美相继完成，德、俄、日等国也陆
续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工业化时代的到
来；资本主要义列强加紧全球范围的海外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
步形成，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

政治

1.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遍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
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英国海外殖民霸权和世界霸主地位
的确立

2.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社会主义诞生和社会主义运动蓬
勃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1848年）

思想
文化

1.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共产党宣言》，1848年；推动了社会主
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2.科学理论重大突破：生物进化论题1859年；瓦特与蒸汽机

对外
关系

资本主义列强加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



6969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8世纪60年代

1765年

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标志着工业革命（第

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1785年 瓦特改良蒸汽机

1807年 美国富尔顿发明汽船

1815年 滑铁卢战役拿破仑战败

1825年 史蒂芬孙发明火车机车

1840年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

1844年 马恩相会

1848年2月 《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

1853年
美国强行逼迫日本开放港口，打开日本大门，列强

侵入，日本主权开始丧失

1859年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正式提出“进化论”

1861年 俄国农奴制改革

1861~1865年 美国内战（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与扩大
（人类历史进入了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



7070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861年3月 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林肯就任美国总统

1861年4月 南方叛乱势力挑起内战

1862年 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1865年 南部叛军投降，北方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1868年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19世纪60~80年代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

器生产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

世界经济全球化初步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与扩大
（人类历史进入了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



7171

第二次工业革命、思想文化与近代科学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阶段特征

大企业时代气息到来，资本主义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

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德：迅速。英法：缓慢。日俄：迅速走上资

本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产生垄断（组
织），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最终形成

政治

1.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干预国家政治。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

2.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矛盾激化，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

3.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更加健全，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思想
文化

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爱迪生与电的应
用，爱因斯坦相对论）

对外
关系

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矛盾激化



7272第五阶段 世界近代史

时间 事件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80年代 内燃机发明

1879年 爱迪生发明“碳丝”电灯泡

1885年 德国卡尔·本茨发明汽车

1903年 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行者1号”飞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思想文化与近代科学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7373

世界现代史
（1917年~今）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整体概述
1.时间范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到现在
2.两条基本线索：世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

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制度竞争共处，世界人
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



7474
世界现代史

（14世纪~1917年）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通史知识体系
（横向比较）

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
的世界
（社会主
义的建立
和资本主
义的调整
时期）

1917~
1929年

①十月革命引起了巨大震撼，两大进步潮流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人类历史的
新纪元；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呈现多种类型和不同发
展道路

②资本主义世界由动荡调整到相对稳定发展

1929~
1939年

①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
②世界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斗争
③世界矛盾激化并走向新的世界大战

1939~
1945年

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②法西斯势力由发动战争到重点防御，直到最后灭亡
③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由各自为战到结成同盟，相互配合，

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两极格局
下的世界
（两种社
会制度共
同发展与
相互竞争
的时期）

1945年
至今

总体特征：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
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1945年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共处和激烈竞争的和平共处时期，也
是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
民族解放运动纵深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时期；还
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发扎及对全球影响深化扩展时期



7575
世界现代史

（14世纪~1917年）

专题知识体系
（纵向比较）

苏联社会主
义道路的探

索

俄国十月革命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与弊端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下
的西方世界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罗斯福新政

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的发

展变化

欧洲的联合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战后世界格
局的演变、
科学技术和

文化

美苏“冷战”
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世界经济格局的全球化趋势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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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战后西方世界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阶段特征

资本主义由动荡走向相对稳定并再次走向动荡

1917~

1929年

十月革命引起了巨大震撼，两大进步潮流蓬勃发展：社

会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人类历史

的新纪元；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呈现多种类型和不

同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世界由动荡调整到相对稳定发展

1929~

1939年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世界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侵

略与反法西斯斗争；世界矛盾激化并走向新的世界大战

1939~

1949年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势力由发动战争到重点

防御，直到最后来亡；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由各自为战到结

成同盟，相互配合，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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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3月 “二月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
统治

1917年11月 俄国十月革命
1918~1921年初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

1919年1~6月 巴黎和会
1919年6月28日 《凡尔赛和约》签字

1920年1月 国际联盟成立
1921年3月 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1921年11月~1922年2月 华盛顿会议
1922年2月 《九国公约》签字

1922年 苏联建立
1924年 列宁逝世，斯大林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1925年底 苏联经过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
完成

1925年 苏联采取“工业化”方针
1927年 苏联推行“农业计划方针”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战后西方世界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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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28~1932年 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

1933~1937年 苏联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工业产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1929~1933年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

1933年开始 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实行“新政”，国家干
预经济

1936年 苏联新宪法颁布

1936年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斯大林体制形成，高度
集中计划经济

1937年 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

1939年9月1日~1945年9

月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 德军突袭波兰（“白色方案”），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

1941年6月22日 德国闪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7日 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初
《联合国家宣言》签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

式形成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战后西方世界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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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42年6月 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场转折

1942年7月~1943年2月 斯大林格勒战役——二战转折
1942年10月 阿拉曼战役——北非战场转折

1943年11~12月 苏、美、英举行德黑兰会议
1943年12月 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

1944年6月 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

1945年2月 苏、美、英举行雅尔塔会议

1945年7~8月 苏、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

1943年9月 意大利投降

1945年5月8日 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结束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1945年9月2日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二战结束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战后西方世界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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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下的世界
（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

（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阶段特征

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

（1）战后资本主

义经济的恢复时期。
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高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
三足鼎立的局面

（2）当代资本主

义的新变化：利用国
家政权大力干预经济，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
会福利制度

世界经济多极
化趋势的出现：欧
共体的形成与扩大、
日本崛起为经济大
国、中国的振兴

（1）世界经济区域

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欧
盟、亚太经合组织建立

（2）世界经济的全

球化趋势：全球化进入
高速发展阶段，它既加
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
荣，也加剧了全球竞争
中的利益失衡，对发展
中国家而言既是机遇，
又是严峻挑战

（1945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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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下的世界

（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
（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阶段特征

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政治

（1）美苏两极
对峙格局的形成，
战争危险与平衡并
存：美苏：“冷
战”；美苏争霸

（2）多极化趋
势的出现：欧共体
的形成、日本崛起
为经济大国、不结
盟运动的兴起和中
国的振兴

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出现
（1）因素：欧共体的形

成、日本的崛起、不结盟运动
的兴起、中国的振兴、美苏自
身实力的相对下降

（2）表现：世界经济出
现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
面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侵
越战争泥潭，与苏联争霸处于
守势，战略收缩。中苏关系恶
化，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
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世界局势趋向缓
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的加强

（1）政治格局：
“一超多强”（美国、
欧盟、日本、俄罗斯、
中国）

（2）政治形势：
总体上趋于缓和，和
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
代的主流；但是明显
呈现缓和与动荡并存
的局面

文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与发展（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

为代表），推动了信息时代的来临，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

（1945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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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45年10月 联合国成立

20世纪四五十年代 美国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
1945年底 电子计算机诞生
1946年3月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

1947~1991年底 美苏“冷战”
1947年底 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冷战开始

1953年 苏联赫鲁晓夫改革

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 美苏冷战既有缓和又有紧张，优势在美国

1955年

苏联等国在华沙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华沙条约》），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
政治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从而使“冷战”带有明
显军事对抗色彩

20世纪50年代以后 日本经济的发展，进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

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 美苏冷战中，苏联处于攻势，美国转攻为守

两极格局下的世界
（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

（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1945年~今）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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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68年 苏联勃列日涅夫改革

1969年7月16日
“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人类第一次登上月

球

20世纪70年代初
日本经济跃居
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

20世纪80年代
美苏冷战中，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苏联全面收

缩，美国同意有限缓和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1985年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

1986年 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

1987年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

位
1989年 东欧剧变

1989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建立（APEC）

两极格局下的世界
（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

（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1945年~今）

第六阶段 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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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20世纪90年代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

1991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欧洲联盟

条约》）签订

1991年底
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结束，

雅尔塔体系结束

1993年11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到欧共体成员国批准

生效，欧洲联盟在欧洲共同体基础上正式建立
1995年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1996年 克隆羊“多利”诞生

1999年
科索沃战争
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正式启用

2007年 欧盟共有成员国增至27个

两极格局下的世界
（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

（两极格局、美苏“冷战”、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

（1945年~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