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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20 年，魏国建立，曹丕自立称帝，后世称之为曹魏或曹魏政权，定都洛阳
公元 221 年，刘备称帝，后世称之为蜀汉或简称蜀
公元 222 年，吴国建立，曹魏封孙权为吴王，建立吴国，定都建业。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公元 581 年，杨坚（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隋朝建立，定都长安；589 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并
在中央设三省六部制

公元 420 年，南朝宋建立，南朝（宋、齐、梁、陈）开始，都城在建康

公元 263 年，魏灭蜀，曹魏的司马昭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灭亡

公元 595 年—605 年，李春主持修建赵州桥，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石拱桥

北魏实行均田制

公元 230 年，孙权派卫温率万人船队到达夷洲（今台湾），加强了夷洲和大陆的联系

隋朝首创科举制，唐朝加以完善

公元 605 年，隋炀帝（杨广）开始开通大运河。大运河北通涿郡，南到余杭，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
江南河

南朝时，扬州、荆州是江南生产丝织品最多的地方，涌现了建康、江陵等重要商业城市，番禺（今
广州）成为海外贸易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汉化改革

南朝时期，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是世界上最先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科
学家，比欧洲早 1100 年。著作《缀术》

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容最完整
的农书

三国
时期

隋朝

南北朝
  时期

公元 280 年，西晋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公元 316 年，匈奴首领刘渊率兵攻入
洛阳，西晋灭亡

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前秦（北方的统一政权）出兵伐东晋，东晋谢安 VS 前秦苻坚，东晋以少胜多
大获全胜。典故：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东山再起

两晋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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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18 年，李渊（唐高祖）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公元 626 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627—649 年）

公元 7 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唐太宗派大臣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成亲。
在拉萨大昭寺有文成公主的塑像。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嫁给尺带珠丹，进一步密切了唐蕃的友好关系

公元 713—741 年，唐朝在唐玄宗李隆基治理下出现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公元 755—763 年，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
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

公元 780 年，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
分为夏、秋两季征收，称为“两税法”

公元 875—884 年，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等；黄巢的作品《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杀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曲辕犁和筒车的出现，表明唐朝农业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

唐朝时，中日往来频繁，日本先后 13 次派遣唐使。日本到唐朝的留学生中最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唐
朝时期东渡日本的使者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和尚；唐朝初年著名僧人玄奘西游天竺取经，为
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朝

宋朝

北宋

南宋

公元 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

公元 1127 年，“靖康之变”，金灭北宋，赵构于临安建立政权，南宋开始

公元 916 年，契丹国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在上京称帝，建立契丹国，改国号为辽；
公元 1038 年，元昊建立西夏（由党项族建立并定都兴庆的政权）；公元 1115 年，完
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定都会宁；公元 1125 年，金灭辽

公元 1140 年，宋金郾城大战，岳飞率岳家军以少胜多，予以金军沉重打击

公元 1005 年，宋（宋真宗、寇准）辽（萧太后）“澶渊之盟”

公元 1141 年，南宋（宋高宗、秦桧）与金订立《绍兴和议》，形成宋金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 1069 年，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时期）

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1227 年蒙古灭西夏，1234 年蒙古灭金

11 世纪中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南宋时，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太湖流域一带的水稻产量很高，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
下足”的谚语

北宋时发明了插秧农具“秧马”；出现了牛转翻车；政府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由福建推
广到北方一些地方

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都有夜市、晓市，还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瓦子）；北宋
前期，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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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元世祖）改国号元。公元 1272 年，迁都燕京（今北京），改名大都

元朝时，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是泉州港

公元 1276 年，元灭南宋

公元 1279 年，元统一中国

元朝建立行省制度；在中央设宣政院管辖吐蕃，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

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最早将台湾纳入其行政管辖范围

清朝

公元 1683 年，康熙收复台湾；1684 年，清朝设置台湾府，属福建省管辖

公元 1727 年，清朝（雍正时）设置驻藏大臣；同年，签订《中俄布连斯齐界约》，明确规定蒙古是中
国的领土

公元 1839 年 6 月，林则徐虎门销烟

顺治帝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后来康熙帝封班禅五世为“班禅额尔德尼”，雍正帝设驻藏大臣；
三者地位平等；乾隆时建立金瓶掣签，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公元 1685—1686 年，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清军、沙俄）。公元 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西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
中国领土，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罗斯。《尼布楚条约》是中俄第一个边界
条约

明朝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明太祖）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 1421 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初，开始修建长城

1405—1433 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过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16 世纪中期，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的戚继光抗倭功勋卓著；1662 年，郑成功从荷兰殖
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在我国澳门的居住权

公元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公元 1636 年，皇太极（清太宗）改国号为清

公元 1644 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同年，清军入关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明朝后期，白银成为流通的货币

公元 1581 年，张居正改革，实施“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
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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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840 年—1949 年

列强
侵华

第二
次鸦
片战
争

时间

时间

意义

条约

鸦片
战争

1840—1842 年

导火线
1839 年，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 年英国政府以鸦片问题作借口，发动
了侵略战争。

1858 年，中国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58 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 年，中国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56—1860 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1894—1895 年时间

条约

中日
战争

战争结果
1894 年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
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1895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意义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同时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
得以跻身列强。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1883 年 12 月—1885 年 4 月时间

条约

中法
战争

清朝将领 冯子材、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等 

1885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法新约》

战争结果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清廷于台湾设省。

时间

条约

意义

八国
联军
侵华

1900 年

侵略国家 以英、美、日、俄、法、德、意、奥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合
远征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的武装侵略战争

1901 年，清政府与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 11 国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
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2 年，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割香港岛给英国。

1844 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条约

历史文化——中国近现代大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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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抗争

太平
天国
运动

洋务
运动

戊戌
变法

时间 

时间

时间

1851—1864 年，19 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农民反清运动

19 世纪 60—90 年代

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

建立北洋海军

1872 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

1851 年 1 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1856 年，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互相残杀，由盛转衰

性质 晚清洋务派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
统治的自救运动。前期口号：“自强”；后期口号：“求富”

指导思想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结果 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
标志着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性质 光绪帝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

内容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天朝田亩制度》颁布

1859 年，洪仁玕提出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

1861 年，设立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

1861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研制成
功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1862 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京师同文馆”，是最早的洋务
学堂

1865 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官

内容

1895 年 4 月，“公车上书”：康有为率领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
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1898 年 9 月 21 日，“戊戌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
帝为首的改良派发动的一场血腥政变，导致持续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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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抗争

辛亥
革命

新文
化运
动

指导思想

经过

性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五四
运动

导火索 1919 年 1 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意义 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开始

标志和阵地 开始标志：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主要阵地：《新青年》、北京大学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
国号中华民国

1912 年 1 月 1 日，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

意义 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意义 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5 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旧称
“德先生”与“赛先生”）

1918 年 11 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18 年 5 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无情的鞭挞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经过

历史文化——中国近现代大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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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儒家

孔子

老子

春秋时期人。儒家创始人，编纂《春秋》，晚年修订《六经》；《论语》是其弟子及其
再传弟子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和思想的记录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主张“德治”和“仁”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庄子

战国时期人。代表作《庄子》（《南华经》），包括《齐物论》《逍遥游》等

著作中的成语：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庖丁解牛、庄周梦蝶、鹏程万里

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均为战国时期人。代表作分别为《商君书》《韩非子》

法家提倡依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主张加强君主集权，
“以法为教”

墨家 战国时，墨子创立墨家，著作《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孟子

战国时期人。《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
的语言、政治观点

性善论。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
战国时期人。代表作《荀子》，包括名篇《劝学》

性恶论。朴素唯物主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春秋时期人。道家学派创始人，代表作《道德经》

儒家
经典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
曾子、子思、孟子，称“四子书”，简称“四书”四书

《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经

道家

兵家
春秋时，孙武编《孙子兵法》，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兵书 

战国时，孙膑编《孙膑兵法》，孙膑认为顺应民性，就是合乎“道”，充分反映了《孙膑兵法》受
到了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

战国时，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成语：一字千金杂家

历史文化——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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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字体
演变

书法
名家
作品

甲骨文

东汉

殷商时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

金文 商、周时期，刻铸在钟、鼎及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

大篆 春秋战国到秦时通行的字体

小篆 秦朝统一文字为小篆，著名的秦代石刻有《天山石刻》《会稽石刻》

隶书 由小篆演变而来，产生于秦，通行于汉，为后世楷书、草书、行书的产生和演变奠定了基
础。讲究蚕头燕尾

楷书 又称正书或真书，出现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特点是横平竖直

元

草书 直接从隶书演变而来，汉初始有草书，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

行书 形成于两晋，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章草

行书、草书。有“书圣”之称，《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楷书。欧体严谨刚劲，《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

隶书，创“飞白书”，《熹平石经》

行书、草书。有“小圣”之称，《洛神赋十三行》《中秋帖》

张芝

王羲之

欧阳询

蔡邕

王献之
东晋

唐

楷书。《孔子庙堂碑》虞世南

楷书。《雁塔圣教序》褚遂良

楷书、行书。楷书被称为“颜体”，端庄雄伟，《多宝塔碑》《颜勤礼碑》;
行书《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

楷书。柳体风骨（颜筋柳骨），“柳字一字值千金”。《玄秘塔碑》《冯
宿碑》《神策军碑》柳公权

狂草。“颠张醉素”，《自叙帖》《苦笋帖》

张旭

怀素

楷书。赵体柔媚，元人冠冕，书法《洛神赋》等赵孟頫

魏 创楷书，《宣示表》《荐季直表》钟繇

隋 草书。《真书千字文》，典故《退笔成冢》智永

楷书、行书。《自书诗帖》蔡襄

北宋

楷书、行书。《赤壁赋》《后赤壁赋》；《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
三行书”苏轼

楷书。赵佶即宋徽宗，创瘦金体，擅长花鸟画赵佶

行书、草书。《诸上座帖》《经伏波神祠诗》黄庭坚

诸体皆工。《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米芾

草书。“草圣”，《古诗四帖》

历史文化——文字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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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散文
名篇

春秋 左丘明 《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战国 韩非 《扁鹊见蔡桓公》（讳疾忌医）

南北朝 江淹 《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秋声赋》

东晋 陶渊明 《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

秦 李斯 《谏逐客书》

三国

唐

北宋

《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名都篇》、《白马篇》曹植

《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

欧阳修

《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
汉

《过秦论》《吊屈原赋》贾谊

司马相如

《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柳宗元

《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苏洵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刘禹锡

《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

《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

《游褒禅山记》《伤仲永》《读孟尝君传》王安石

《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诸葛亮

《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

苏轼
《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后赤壁赋》《飓风赋》《石钟山记》

《项脊轩志》

南宋 周敦颐 《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核舟记》魏学洢

归有光
明

清 《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袁枚

历史文化——中国文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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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现当代
文 学

（部分）

叶圣陶

原名周树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

作品：《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狂人日记》《朝花夕拾》

作品：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夜》等，
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

茅盾
原名沈德鸿，现代杰出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作品：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朱自清
作品：诗和散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

著名篇目：《背影》《荷塘月色》《绿》

徐志摩
新月派主要诗人

作品：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等，著名篇目有《再别康桥》《在病中》《沙
扬娜拉》《偶然》等

明清
小说

关汉卿

  元曲
四大家

三言二拍

《窦娥冤》——窦娥

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救风尘》——赵盼儿

《望江亭》——谭记儿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马致远 《汉宫秋》——王昭君、汉元帝；《青衫泪》——白居易

郑光祖 《倩女离魂》——张倩女

白朴 《墙头马上》——裴少俊；《梧桐雨》——唐明皇、杨贵妃

四大奇书（明）

清代小说

罗贯中：《三国演义》，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四大奇书”之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
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

曹雪芹：《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蒲松龄：《聊斋志异》，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

施耐庵：《水浒传》，中国第一部用通俗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

吴承恩：《西游记》，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

历史文化——中国文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