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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80_83_E8_c34_544692.htm 约20万年前 和县人生

活在江浦县一带。 约11000年前 溧水人开始进入氏族公社的

生活。 约5000年前 北阴阳营原始居民进入母系氏族公社。 

约4000年前 晚期北阴阳营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 约公元

前21世纪 夏朝建立，南京属扬州管辖。 约公元前16世纪 商朝

建立。 约公元前11世纪 西周建立，南京属吴国。 公元前570

年 衡山之战。 公元前541年 吴国在今高淳县境内筑固城。 公

元前495年 吴王夫差在冶城山设立冶炼作坊，铸造兵器。 公

元前472年 范蠡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筑“越城”。 公元

前333年 楚威王灭越，在石头山建“金陵邑”。这是南京名“

金陵”的开始。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东巡，经过丹阳(今江宁

县的小丹阳)，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211年 孙权将政治中心从

京口迁来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 212年 孙权在石头山筑石

头城，并置烽火台，作为水军基地。 229年 孙权在武昌称帝

，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为封建王朝在南京建都之始。 230

年 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带领万人船队到达夷洲(今台湾)。 265

年 东吴后主孙皓迁都武昌。次年又还都建业。 280年 晋军攻

占石头城，孙皓投降，吴国灭亡。 282年 西晋设秣陵和建邺

两县。 313年 因晋愍帝名司马邺，改建邺为建康。 317年 司马

睿建立东晋政权。 327年 历阳镇将苏峻叛乱，经三年东晋才

平定。 330年 东晋重建建康宫，修苑城。 420年 刘裕称帝，改

国号为“宋”。东晋灭亡。 446年 筑北堤，立“玄武湖”，

这是玄武湖名称第一次出现。 527年 同泰寺建成，建康佛寺



达700余座。 549年 寿阳镇将侯景发动叛乱，攻陷建康，城池

遭到严重破坏。 578年 陈宜帝阅兵于玄武湖。 589年 隋军攻占

建康，陈后主被俘。隋文帝下令全毁建康城。 726年 唐代大

诗人李白首次游金陵。 937年 李建立南唐。 943年 李死，葬于

南郊祖堂山。 975年 宋兵攻入江宁府，后主李煜投降，南唐

亡。 1034年 北宋建文宣王庙(今夫于庙)。 1076年 王安石任江

宁府知府，实行新政，泄玄武湖水，填湖为田，分给贫民耕

种。 1129年 金兵渡江，镇守建康大臣杜充弃城逃走，通判杨

邦义坚贞不屈，被金兵剖心。 1130年 岳飞与金兵大战牛头山

。 1275年 元兵攻占雨花台，入建康城。改建康府为建康路。

1279年 建康设东，西织染局。 1366年 朱元璋攻筑应天府城。

1376年 开始营建“明孝陵”。 1385年 建成鸡笼山观象台。

1402年 燕王朱棣率兵入城，自立为帝，即明成祖。 1405年 郑

和首次下“西洋”。百考试题 1408年 泥国王麻邦惹加邦来南

京访问。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

编成。 1421年 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 1431年 

报恩寺琉璃宝塔建成。 1627年 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画谱》

刊行。 1645年 清兵入南京，福王朱由崧被俘，改南京为“江

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 1688年 孔尚任来南京写《桃

花扇》。 1727年 江宁织造曹(曹雪芹之父)，被革职抄家。

1736-1750年 吴敬梓寓居秦淮河畔写成《儒林外史》。 1842

年8月 在南京下关江面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中英南京

条约》。 1853年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 1856年 天京事变。 1859年 洪仁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

天国朝政。 1864年 清军围攻天京，先后攻陷天堡城和地堡城

，六月初六日破城占领天京。 1865年 李鸿章创建金陵机器局



。来源于百考试题 1881年 南洋官电局创办。 1886年 马林诊所

开设，南京始有西医院。 1894年 兴建南京第一条马路(从下关

码头到通济门)。 1896年 金陵机器局工人罢工。 清政府创办

南京第一所新式学校江南水师学堂。 1896-1898年 谭嗣同在南

京著《仁学》，推动维新。 1897年 南京邮局设立。 1898-1902

年 鲁迅在南京就读。南京第一所高等学校江南高等学堂设立

。 1900年 南京创办磁石式电话通讯。 1911年11月 徐绍祯发动

秣陵关起义。 1911年12月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2年1月 中

华民国成立。 1913年7月 “二次革命”中，黄兴在南京独立

讨袁。 1919年5月 南京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小营操场召开国耻

纪念会，会后示威游行请愿。南京万余人举行国民请愿大会

。下关码头工人拒卸日货。 1919年6月 全市工人，商人和学

生举行“三罢”斗争。 1922年秋 中国共产党浦口小组成立。

次年，又成立南京党小组。 1923年2月 浦镇，浦口铁路工人

举行罢工，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二七”罢工。 1925年3月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南京各界举行悼念活动。 1925年8月 南

京各界人士声援上海人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3

月 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 1927年4月 蒋介石制造“四一○”

反革命事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1929年6月 孙中

山灵柩安葬于中山陵。 1931年12月 国民党军警镇压各地来南

京的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制造震惊中外的“珍珠桥血案”

。 1935年12月 南京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形

成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937年8月 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

，叶剑英等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商讨合作抗日。八路军驻京

办事处建立。 1937年11月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重庆。 1937年12

月 日军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938



年5月 新四军东进，在江宁、溧水、高淳等地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次年又进入六合、江浦两县。 1940年3月 汉奸汪精卫

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投降。 1945年9

月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举行。 1946年5月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进驻梅园新村。 1946年6

月 “下关惨案”发生。 1946年11月 伪国民大会制订伪宪法。

1947年1月 南京大专以上学校学生两次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1947年3月 日本战犯谷寿夫等在南京伏法。 1947年5月 “五二

○”运动暴发。 1948年 蒋介石在南京任“总统”，李宗仁任

“副总统”。 1949年4月 发生“四一”惨案。 1949年4月 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历史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1949年5月10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任市长。 1949年10月1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南京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 1951年1月 

市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4月 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

动。 1951年12月 “三反”运动全面展开。 1952年1月 开展“

五反”运动。 1952年9月 江苏建省，南京为省会。 1956年1月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 在1952年工农业生产恢复的

墓础上，南京社会经济在1953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期间稳步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

革命”。 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京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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