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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201.1977 年 7 月 ，_____ 作 出 决
定，恢复邓小平在 1976 年被错误撤销
的党内外的全部领导职务。
A.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B. 党的十一大
C.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2.1977 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分
管的主要工作是_____。
A. 外交和对外贸易
B. 工业和交通运输
C. 科学和教育
203.1977 年 8、9 月间，邓小平在中
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及
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一再强调建国
后 17 年我国科学、
教育战线的主导方面
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
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_____。
A.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广大知识
分子的积极性
B. 尽快实行科学和教育体制改革
C. 广大知识分子要增强责任感，自觉地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4.197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虽
然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继
续_____，因而没有能够完成拨乱反正
的历史任务。
A. 坚持揭批查
“四人帮”的斗争
B. 肯定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
和口号
C. 采取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
误做法
205.粉碎
“四人帮”
后，
党中央、
国务
院决定恢复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废除的
学校招生考试制度。_____，
全国高等学

校重新开始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A.1976 年底 B.1977 年底至 1978 年初
C.1978 年秋季
206. 在 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
学大会，邓小平强调了_____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
A.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B.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C.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07.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
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
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是党和国
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碍，处
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
_____才告结束。
A.1977 年党的十一大
B.1978 年 5 月真理标准讨论时
C.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
208.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
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
其主要原因是_____。
A.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长期破
坏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B. 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彻底清
理
“左”的错误，
而且继续犯了
“左”的
错误
C. 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坚决贯彻毛泽东
生前确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209.1978 年 2 月，第五届政协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
致 选 举 _____ 为 政 协 全 国 委 员 会 主
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
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具有重要的意义。
_____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
A. 叶剑英 B. 邓颖超 C. 邓小平
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210.1978 年 5 月 11 日 ，
《光 明 日
A.《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报》发 表 题 为 _____ 的 特 约 评 论 员 文
B.《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
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是的原则》
方针，
揭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C.《坚持党的路线，
改进工作方法》
A.《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15. 邓小平在 1978 年中央工作会
B.《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
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着重指出，要
的检验》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实事求是，这
C.《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
211.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
义的思想基础。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
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刚
是的传统，
就必须_____。
刚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支持， A. 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并再次阐述了毛泽东关于_____观点。
方针
A.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
B. 解放思想，
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
系实际
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
B.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C. 深入揭批林彪、
“四人帮”所奉行的极
C.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左路线。
2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
216. 邓小平在 1978 年中央工作会
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个
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大讨论对于促进
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_____，具有深远 “大政策”
，
其主要内容是_____。
的历史意义。
A.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
A.提高认识，
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B. 解放思想，
端正思想路线
B.在改革开放中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硬”
C. 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C.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
建设高度的
213.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
217.1978 年 12 月 召 开 的 _____，
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 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
设上来。这是_____的拨乱反正。
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A. 政治路线
B. 思想路线
A.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C. 组织路线
B. 党的十一大
21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C.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
21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党

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
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切实搞
好党风建设，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
一书记的_____。
A. 中央监察委员会
B.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C. 中央政法委员会
219.1949 年 9 月 30 日，松江县召
开了第一次____，毛泽东获悉此事后
指示转发松江县的经验。
A. 人民代表大会
B. 人民代表会议
C.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220.1950年2月，
五龙乡4名翻身农民
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立全县第一个____。
A. 乡农民党支部
B. 乡正式党支部
C. 乡临时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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