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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谁

翻译的？

 陈望道

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何时

何地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哪里

举行？

 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法租界望

志路 106 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

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

3. 在党的创建史上被称为“南陈北李”的

具体指哪两位？

 陈独秀和李大钊

4.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代表有几位，分别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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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 13 位。分别是：上海的李达、

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

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

邓恩铭，北京的刘仁静、张国焘，广

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

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

议题是什么？

　  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6. 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

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7.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

议题是什么？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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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是

什么会议上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9.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是什么？

 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

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

共和国。

10.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正式标志是什

么？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

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

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

决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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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11. 黄埔军校创建于何时？

 1924 年 5 月。（孙中山先生自任军

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

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仑等苏联

军官为军事顾问。）

12. 北伐战争的口号是什么？

 打倒列强，除军阀

13.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谁？
 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

张作霖三派北洋军阀。

14.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哪篇文

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初步提出了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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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5. 1926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哪篇文

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

中心问题”？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16.1927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湖南湘潭、

湘乡、长沙等地考察，撰写了什么

文章，驳斥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

责难，论述了进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

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7. 哪次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

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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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斗争的旗帜。）

18.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哪三次大的起

义？

 南昌起义（1927 年 8 月 1 日，由周

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等领导

的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 (1927 年 9 月 9 日，由毛泽

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

农革命军举行的武装起义）
 广州起义（1927 年 12 月 11 日，由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武

装起义）

19. 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著名论断，是在何时、哪次会议上提

出的？

 1927 年 8 月 7 日，“八七会议”



9

20. 第 一 次 国 共 十 年 内 战 开 端 于 哪 个

事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

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

武装政变 ,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

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21.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

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三湾改编。（1927 年 9 月 29 日，秋

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

村时，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制度。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

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

要开端。）



“中咨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
  党史知识应知应会 120 题10

22. 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什

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3.1928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指的是什么？

 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

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

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

坏东西要赔。

24. 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作战的“十六

字诀”是什么？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25. 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

国代表大会是哪一次，在哪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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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莫斯科。（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是何

时制定的什么法典？

 1928 年 12 月，井冈山《土地法》。（毛

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而主持制

定）

27.“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在哪次会

议确定的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1929 年 12 月，福建上

杭县古田村）

2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

出现了哪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

倾盲动主义错误；



“中咨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
  党史知识应知应会 120 题12

 第二次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三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

教条主义错误。

29.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何

时何地召开？

 1931 年 11 月 7 日，江西瑞金。

30. 党的历史上的哪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

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军事上，批判了博古、李德等

人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肯

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基本原则；

组织问题上，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

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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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红军长征的起止时间分别是何时？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

32. 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和

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站是哪次

战役？

 湘江战役（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

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

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

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

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

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

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

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

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

人锐减至 3 万余人。）

33.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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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会师的地点在哪里？

 甘肃会宁。

34. 抗日战争的起止时间分别是何时？

 1931 年 9 月 18 日 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1931 年 9 月 18 日 夜， 在 日 本 关

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

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

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

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

“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

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

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

无条件投降。）

35.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是发生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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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什么事件？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36.《八一宣言》提出了什么口号？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八一宣言》

即 1935 年 8 月 1 日发布的《中国苏

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37. 什么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

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1935 年 12 月 9 日，

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高呼“反对华

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

对晋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等口号，

向北平当局请愿，游行示威，它揭

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

北的阴谋，有力宣传了“停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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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抗日”的主张，极大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觉醒。）

38.《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

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

 洛川会议（1937 年 8 月 25 日，洛川

会议，提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

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

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

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

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

派，巩固后方；十、实行抗日的民

族团结政策，是实现全面抗战路线

的纲领。）

39. 抗战初期，八路军哪次战役打破了日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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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型关大捷（1937 年 9 月）

40. 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

大胜利是哪场战役？

 台儿庄战役。（1938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4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

策略方针是什么？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

立顽固势力。

42. 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

件是什么？

 《论持久战》

43. 全面抗战分为哪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37 年 7 月 7 日卢

沟桥事变至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

汉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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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相持阶段（1938 年 10 月至 1943

年 12 月）

 战略反攻阶段（1944 年 1 月解放区

战场局部反攻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

44.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

三大法宝是什么？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45. 抗日战争期间，大生产运动首先在哪

一地区展开？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指抗日

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

内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

的群众运动，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

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

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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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是哪一次？

 延 安 整 风 运 动。（1941 年 2 月 至

1945 年 4 月）

47. 延安整风运动的方针是什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8.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

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

整顿文风。

49. 党的哪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

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

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这是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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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

史性会议。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

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

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

写入党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

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

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

结、统一和成熟。）

50. 党的七大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是什

么？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

我批评的作风。

51.1946 年 8 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怎

样的著名论断？



21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52. 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是什么？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53. 千里跃进大别山主要是由哪支部队领

导实现的？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察鲁豫野

战军。

54.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整党方针是

什么？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

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55.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何时何地召开？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村

56.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针对党的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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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两个务必”具体指什么？

 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

作用的纲领是什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58. 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指的是什么？
 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

革命

59. 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

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

案件，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是指的什么案件？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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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

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1.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止时间分别是何

时？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开赴朝鲜战场）
 1953 年 7 月 27 日（中美签署停战协

定）

62. 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时间是何时？

 1951 年 10 月

63.1952 年开展的“三反运动”具体指的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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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

义

64.1955 年在农村实行的粮食“三定” 

政策具体指的是什么？

 粮食定产、定购、定销

65.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的标志

什么？

 1956 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

完成。（农业方面通过农业合作化，

将生产资料农民私有制变为生产资

料集体所有制；手工业与资本主义

工商业通过和平合理的国民联营收

购，改造生产资料为公有制。）

66.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实践中探索本国建

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是？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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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

系》的报告。

67.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什么是反

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最有效武器？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68.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什么？

 “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

“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

69.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

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70.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何时何地成功爆

炸？

 1964 年 10 月 16 日，罗布泊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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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第一颗氢弹于何时何地成功爆

炸？

 1967 年 6 月 17 日，罗布泊试验基地。

72.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何时何地

发射？

 1970 年 4 月 24 日，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

73.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什么讲话，被称

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

74.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是什

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7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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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

 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集体。 

76.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

容是什么？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

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77.中国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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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78.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什么重要

文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

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79. 党的哪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

战略目标？
 党的十二大

80. 党的哪一次会议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

81. 党的哪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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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四大

82. 党的哪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五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区别：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等方面的展开，这些目标和

政策被党的十五大系统概括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政治主

张和行动准则。）

83. 党的哪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党的十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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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党的哪一次会议上，首次概括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

85. 党的哪一次会议上，提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

86. 党的哪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

87. 党的哪一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

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动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

关键阶段？

 党的十五大

88. 党的哪一次会议上作出《中共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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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 年 10 月）

89.“建设生态文明”理念首次写入党的

哪个文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

90.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在哪一年？

 1992 年。（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91.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92.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9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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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94.“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体指什么？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5.“两步走”战略安排具体指什么？

 第 一 个 阶 段， 从 二〇二〇年 到

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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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9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具体指什么？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

97.“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指什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

98.“五大发展理念”具体指什么？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99.“两不愁 三保障”具体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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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

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

100.“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指什么？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

101.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02.“一带一路”具体指的是什么？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103. 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

体时间节点是怎样的？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

争取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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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05.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什么？
 实现共产主义

106.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

什么？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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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而奋斗。

107.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

108.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什么？

 密切联系群众。

109.“三严三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110.“两学一做”具体指什么？

 学党规党章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

员

111.“四个意识”具体指什么？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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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齐意识。

112.“四个伟大”具体指什么？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113. 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具体指什么？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

险。

113.“四个合格”党员，具体指哪些方面

合格？

 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

格、发挥作用合格。

114.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好干部标准是

哪 20 个字？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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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115. 国有企业好干部 20 字标准具体指什

么？

 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清正廉洁。

1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松懈纠治

“四风”，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滋生蔓延。其中“四风”指的是

什么？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

117.《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 年十九大修

订版）》中指出，党的纪律主要包括

哪六个方面的纪律？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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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四史”具体

指的是什么？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

11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哪

24 个字？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0.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 14 条基本方略是什么？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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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