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隋唐时期阶段特征: ______________与______________的时代。

考点 1 隋的统一、隋唐科举制、大运河的开通
1.隋朝朝统一
581 年, ____________夺取北周政权,建立______________朝。以___________为都城。589 年，______________灭掉陈
朝,统一全国。
2.科举取士制度的创建
(1)概况: ______________ 即 位 后 , 初 步 建 立 起 通 过 ______________ 选 拔 人 才 的 制 度 。 ______________ 时 ，
______________的创立,标志着______________的正式确立。
(2)意义: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_____________的一大变革,加强了______________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
______________的范围。
3.大运河的开通
为了加强______________ ,巩固隋王朝对______________的统治，______________时期开凿了大运河。这是古代世界
______________ 的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
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2700 多千米,自北向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地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____交流。
考点 2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1.贞观之治
____________统治期间，____________比较清明，_____________得到进一步发展，_____________增强，_____________
昌盛,历史上称之为“_____________”
2.开元盛世
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年号为“_____________"。当时，_____________稳定，_____________繁荣,国库充盈,民众生活安
定,唐朝的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进人了_____________时期,历史上称为“_____________ ”。
3.唐朝兴盛的原因
(1)唐太宗时期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①进一步完善_____________，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
②制定_____________,减省刑罚。
③增加科举考试科目，_____________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
④严格考察各级_____________的政绩。
⑤减轻_____________ 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_____________ 生产。
(2)唐玄宗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整顿_____________，裁减冗员;发展_____________,改革税制;注重文教，编修经籍。
考点 3 盛唐气象
1.农业: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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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业:纺织业中，_______ 以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冠于全国。制瓷业中,有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和闻名中外的_____。
3.商业:

___________ 既是当时中国___________

、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考点 4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1.鉴真东渡: ___________时期，___________接受日本僧人的邀请东渡___________，___________次才成功。
2.玄奘西行: ___________时期,高僧___________从____________出发,西行前往___________取经。根据他的口述,弟子记
录了《__________ 》一书。
考点 5“安史之乱"
开元末年以后，__________

追求享乐,任人唯亲,朝政日趋腐败。755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发动叛乱,史称“安

史之乱”,唐朝的国势从此__________ ,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朝的__________权力衰微,逐渐形成__________ 的局面。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辽宋夏金元时期阶段特征: ________________

发展和____________

考点 1 北宋的政治
1.宋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1) 解 决 武 将 专 权 的 积 弊 ( 兵 权 ): 首 先 解 除 ____________ 的 兵 权 , 牢 牢 地 控 制 了 _____________; 还 控 制 对 军 队 的
_____________，使禁军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还经常调换军队将领,定期_____________割断将领与士兵和地方
的联系,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中央,宋太祖为防止宰相权力过大,采取_____________ 的办法,削弱_____________。
(3)在地方,宋太祖派_____________ 担任各地州县的长官;实施_____________的制度,频繁调动州县长官;还在各州府设
置_____________，,以分知州的权力;取消_____________ 收税的权力，后来又陆续在地方设置_____________，把地方
财赋收归_____________。
2.重文轻武政策
(1)内容:为防止唐末以来_____________的弊端重现,宋太祖有意重用_____________掌握军政大权。后继的宋太宗继续
采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政策,使_____________的格局逐渐形成。宋朝注重发展文教事业,改革和发展了
_____________ 。宋初大幅度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提高_____________。
(2)影响：宋朝的_____________政策,扭转了五代十国时期尚武轻文的风气,杜绝了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的情
况发生,有利于政权的_____________和社会的安定。
考点 2 辽、宋、西夏、金的对峙局面
1.

辽太宗时,占领_____________ ,辽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加剧。宋太祖晚期,北宋与辽保持_____________关系。
宋太宗时,北宋向辽发动数次战争遭到失败,只好采取_____________政策。宋真宗时,辽军攻宋，打到澶州城下,
宰相

力劝皇帝亲征,打退辽军。后来宋辽订立盟约称“_____________ ”。此后很长时间,辽宋之间保持

着和平局面。
2. _____________称帝后,多次率军进攻北宋,宋朝被动挨打。后来,北宋与_____________进行和谈,订立和约,元昊向
_____________ 称臣,宋给西夏_____________。宋夏边界贸易兴旺。(边境贸易的场所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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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宋抗金名将_____________统率的“岳家军”在郾城大败金军主力。宋高宗和权臣秦桧害怕抗金力量壮大,危及他
们的统治,便向金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宋金和议，_____________向_____________称臣,并给金
_____________。双方以_____________至大散关一线划定分界线,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考点 3 宋代经济的发展
1.原因
(1)政治原因:南方_____________,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2)经济原因:北民南迁,带来了_____________ 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3)自然原因:南方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生长。
2.表现
(1)农业:由越南传人的_____________ ,北宋时推广到东南地区。_____________产量在宋朝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
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
(2)手工业
①丝织业:北宋时,四川、江浙地区的经织生产发达;海南岛已有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
②制瓷业:北宋兴起的_____________，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中心。
③造船业:广州、____________

、明州的造船业水平很高,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上最

早的船坞。南宋制造的海船还配备了先进的_____________。
(3)商业
①宋代最大的商业城市有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乡镇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叫作____________。
②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前代,政府在主要港口设立____________加以管理。
③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____________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3.完成过程
经济重心的南移开始于____________，到____________ 时最后完成。
“国家根本、仰仗东南”
考点 4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与元朝的建立
1.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1206 年, ____________ (人名)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被尊称为____________。
2.元朝的统一
(1)过程:1227 年,蒙古灭西夏。1234 年,蒙古灭____________ 。1260 年,忽必烈继承汗位。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
____________ ,次年定都于____________。1276 年,元军攻人南宋都城临安,南宋灭亡。南宋大臣陆秀夫、____________
等人展开抗元斗争。1279 年,元军攻灭南宋残部,元朝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2)意义: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____________ 局面,为____________ 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行
军事，

的统一王朝，在地方上推

，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是我国省制的开端。在中央，设置最高行政

，

负责全国

负责监察事务。

考点 5 元代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1.内容:元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在这一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___________直接统辖,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
事务。还在当地设置地方机构,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
2.影响: ____________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3.元朝时设置

，是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

考点 6 宋元的都市生活
1.北宋____________,南宋____________，元朝___________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开封城内有许多___________
的场所,叫作“___________ ”。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___________”。
2.宋元时期戏剧表演的主要形式是___________ 。杂剧形成于___________ 。
3.北宋文学家

对词的发展有突出责献，他的词风豪迈而飘逸;元代最优秀的杂剧家是

，他的

代表作是悲剧《窦娥冤》。
4.北宋史学家

主持编写的《

》是一部

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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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巨著，记述了从

到

共 1 300

考点 7 宋元时期的科技
1.概况: ___________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这一时期科技的重大成就。
2.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毕昇发明了___________。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文化的传
播,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战国时,人们利用天然磁铁制成“___________ ”,宋代开始用人造磁铁制成指南的工具,并开始
用于___________事业。指南针的运用,大大促进了世界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
4.火药的发明和应用: ___________时,中国人已经发明火药，唐朝末年，火药开始运用到军事领域。_________时期,火
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元朝发明了火铳。火药的发明和西传,改变了欧洲的作战方式,推动了___________的变革。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明清时期阶段特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点 1 明朝的统治
1.在地方:取消___________,设立___________(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还先后分封诸子为王,驻守各地,监控
地方,巩固皇室。
2. 在中央:废除________和中书省,提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权,使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
为分散兵权,朱元璋把原来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将军队调动和武官任命的权力统归__________,
这样皇帝就直接掌握了军事大权。
3.特务机构:朱元璋设立部__________，,明成祖时期设立__________，加强对官民的监视。
4.思想文化上：明朝提倡尊孔崇儒,严格规定考试的题目必须来自__________、__________；考生对题目的解释,必须是
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得自己随意发挥:考试答卷的文体格式,段落划分，必须严格按照八股文的形式。
__________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考点 2 明朝的对外关系
1.总况: 明代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是__________

(交往)、__________(冲突)。

2.郑和下西洋
(1)主要目的:提高__________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示中国富强”,同时也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的奇珍。
(2)概况:1405-1433 年,

__________ 率船队 7 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洲和非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

__________ 东海岸和__________沿岸。
(3)意义
①郑和的远航，__________ 长，__________大,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②增进了中国与__________ 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③开创了西太平洋与__________之间的亚非海上交通线,为人类的航海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3.戚继光抗倭
(1)背景:元末明初,日本的一些武士和奸商,组成海盗武装集团,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和抢劫,被时人称为
“__________ ”
。
4

(2)概况:16 世纪中期,戚继光奉命抗倭,组建“__________ ”。
“戚家军”在__________九战九捷,平定了浙东地区的倭患;
此后,又前往__________、广东配合当地明军剿灭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基本解除。
(3)意义：__________领导的抗倭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
考点 3 明朝的科技
1. __________ :药物学著作,总结了我国古代药物学成就,丰富了我国医药学宝库,在世界医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 __________ :科技巨著,涵盖了当时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所有生产、加工部门，对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
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被誉为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 ;农业科学巨著,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技术革新和作者关于农学的创新研究成果。

考点 4 明朝的建筑
1.明长城
(1)目的:防御北方__________贵族南扰。
(2)起止地点:东起__________ 、西至__________。
(3)特点:在长城修筑史上,明代修筑长城的_________ 最大,历时最久,布局更合理,技术更先进,设施更为完善,工程质量更
为优异。
(4)意义:它已成为_________ 聪明智慧、坚韧刚毅和凝聚力的精神象征。
2.北京故宫
北京是_________ 两朝的都城。明朝北京城有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宫城即_________，今称_________,是当时世界上
最宏大、最辉煌的皇家建筑群。
考点 5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1.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朝在台湾的建制
(1)明朝末期,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1662 年, _________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被荷兰侵略者占据了 38 年的台湾,
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_________。
(2)1683 年清军攻入台湾,台湾归入清朝的版图。1684 年(康熙时)设置_________,隶属福建省，
1885 年台湾正式_________ ,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2.册封达赖和班禅与设置驻藏大臣
(1)清初, _________接见五世达赖喇嘛,1653 年正式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 年,康熙帝册封格鲁派另一位首领
“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此后,历代_________ 和_________

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2)1727 年(雍正帝时)开始设置_________， 监督西藏地方政务。
(3)1751 年,设置噶厦,授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教事务,加强了对_________ 的管辖。
(4)1793 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 条,规范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
3.西北边疆的巩固
(1)康熙三次率军亲征,平定了蒙古贵族________叛乱,稳定了西北部边疆地区。
(2) _______帝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设置________，管辖包括巴勒喀什池在内的整个
新疆地区,驻军设哨,加强了对________地区的管辖。
考点 6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1.政治上:设立军机处。清朝初期,还保留着专门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设立了南书房,直接为皇帝草
拟谕旨和处理奏章。雍正时设立军机房,处理西北军务,后改名________________。
2.思想文化上
(1)大兴

________ 。

①目的：加强________ 控制,加强君主专制。
②危害: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许多人才;文字狱的推行,禁铟了人们的________ ,严重阻碍了
思想、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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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________ 政策。
表现:一方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检查,把认为是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列为
_______________,收缴并销毁。
考点 7 清代闭关锁国政策
1.原因
(1)(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稳定,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要同外国进行_______________。
(2)清政府担心国家_______________受到外国侵犯。
(3)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实行_______________，严格_______________对外贸易。
2.表现
(1)实行严厉的_______________ 政策,禁止国人出海贸易。
(2)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不许出海。外商来华贸易,对来船的数量、通商口岸地点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3)只开放_______________ 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并规定由朝廷特许的“_______________”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3.影响
(1)积极: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了一定的_______________ 作用。
(2)消极:清政府闭关自守,导致国家的闭塞,使中国错失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_______________的机会,中国逐
渐落伍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考点 8 京剧
1790 年,由徽商出面组织四大徽班先后到_______________献艺,徽班一时誉满京城。后来,徽调不断吸收昆曲、秦腔、
京调、汉调等地方戏的优点,加以创造和改进, 在道光年间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剧种“皮黄戏”, 以后又被称为
“_______________ ”或“京戏”
。
考点 9 中国古代朝代顺序
______________、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_______________、西汉、东汉、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
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_______________ 、唐朝、五代十国、宋(北
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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