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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期中历史试卷逐题解析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48 分） 

 本部分共 3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

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西周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官职“媒氏”，督促男女婚嫁，并且规

定男子最晚 30 岁娶妻，女子最晚 20 岁出嫁。政府如此规定的目的是 

 A.鼓励婚姻自由  B.促进人口增长 

 C.加强基层控制  D.实行重农抑商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政府经济制度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只

是限定婚姻年龄，未体现“鼓励婚姻自由”内容，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政府督促男女婚嫁，限定婚姻年龄，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材料未体现“加强基层控制”内容，故 C 选项

错误；D 选项，材料内容与商业无关系，故 D 选项错误。 

2.春秋争霸战争时期，山东诸小国为齐国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

晋国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国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国所并。

这一历史进程造成了 

 A.县制普遍取代封邑 B.世卿世禄制被废除 

 C.君主专制不断加强 D.区域性的局部统一 

【答案】D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春秋诸侯争霸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并

未体现“县制”内容，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材料未体现“世卿世

禄”制，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君主专制集中体现在君相关系，材

料内容为诸侯地方行为，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秦国、齐国、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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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晋国的兼并行为体现区域性局部统一，故 D 选项正确。 

3.商鞅曾向秦孝公建议：招揽三晋农民归附秦国耕种，免除他们三代

的徭役，不服兵役；开垦山坡、洼湿之地，十年不收赋税。这一建议

的意图是 

 A.打击贵族势力  B.增强经济实力 

 C.贯彻仁政思想  D.扩展秦国疆域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商鞅变法措施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未体

现打击贵族势力内容，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招揽三晋农民，开垦

荒地等措施有利于发展农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商鞅变法贯彻法家思想，“仁政”为儒家理念，故 C 选项错误；

D 选项，材料为发展农业措施未体现扩展疆域，故 D 选项错误。 

 

4.《史记·河渠书》对中国古代某水利工程记载道：“渠就，用注填

阏（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

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此水利工程位于图中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C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相关知识点。根据材料信息

“关中为沃野”“秦以富强”等，可推断该工程位于秦国，今陕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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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选项，①位于燕国，今北京地区；②位于楚国，今江苏地区；③位

于秦国，今陕西地区；④位于秦国，但非陕西地区。故 C 选项正确。 

5.《孟子》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

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据此可知孟子主张 

 A.克己复礼以稳定社会 B.以严刑峻法维护统治 

 C.保证农民的土地财产 D.以礼仪彰显人的善性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孟子思想的相关知识。A 选项，材料未反映出

“克己复礼”的思想，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严刑峻法为法家的思

想主张，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根据材料“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产者无恒心”和“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可以反映出孟

子主张统治者保证农民的财产，故 C 选项正确；D 选项，材料并未体

现出 “善性”，故 D 选项错误。 

6.史书记载，秦的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授，掌副丞相”。有学者

认为“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据此意解“副丞相”者，有分

割丞相权力的作用。该学者认为，设置御史大夫的目的为 

 A.制约丞相权力，维护君主专制 

 B.强化思想控制，防止地方分权 

 C.扩大丞相权力，提高行政效率 

 D.担任侍从顾问，协助批阅奏章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秦朝中央官制的相关知识。A 选项，根据材料

“有分割丞相权力的作用”，可知设置御史大夫的目的为制约丞相权力，

故 A 选项正确；B 选项，丞相和御史大夫为中央官制的内容，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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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和地方官制，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设置御史大夫并未扩

大丞相权力，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侍从顾问为明代内阁的特征，

故 D 选项错误。 

7.《汉书·高帝纪》载，刘邦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

为善，置以为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复勿（免除）徭戍。以十月赐酒肉”。这一举措表明 

 A.儒学成为主流思想 B.注重推行道德教化 

 C.官府建立养老机制 D.统治思想转向有为 

【答案】B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汉代儒学发展的相关知识。A 选项，材料未反

映儒学成为主流，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根据材料“有修行，能帅

众为善”和“复勿徭戍”，可以看出为地方所推行的教化举措，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材料所述举措并非养老机制，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刘邦时期的举措以休养生息和“无为”为主，故 D 选项错误。 

8.中国古代有立法保护耕牛的传统，秦汉时期皆立法严禁杀牛，魏晋

南北朝时规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这一现象表明 

 A.西周宗法制度尚存 B.注重保护生态平衡 

 C.农业受到官府重视 D.立法过于严苛细密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农业措施的相关知识。A 选项，材料

反映古代保护耕牛的政策，未准确反映出保护耕牛政策的本质涵义，

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中国古代保护耕牛的目的并非为了生态平衡，

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中国古代保护耕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农业生

产，体现出官府对农业的重视，故 C 选项正确；D 选项，“立法严苛”

未准确反映出材料中保护耕牛政策的本质涵义，故 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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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高祖刘邦之后，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

帝时，废除民间收藏图书的禁令。文帝时，免于秦焚的古籍，多有出

现。不少诸侯王身边聚集了一群学者，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诸子学

呈现繁荣局面。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是 

 A.实行宽松的统治政策 B.百家争鸣局面的重现 

 C.诸侯王势力逐渐削弱 D.推行积极有为的国策 

【答案】A 

【解析】该题以汉朝初期的宽松统治为背景，主要考查汉朝时期思想

文化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由于秦末战争破坏，汉朝初期实行无为

而治的宽松政策，一改秦朝时期焚书坑儒的思想专制统治，汉朝大力

发展文化，故 A 选项正确；B 选项，百家争鸣出现在战国时期，材料

中只提及“不少诸侯王身边聚集了一群学者，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

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汉朝时期诸侯王实力衰弱是在汉武帝实行推

恩令以后，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汉朝初期由于经济凋敝，统治者

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积极有为的国策”是从汉武帝

时期实行的，故 D 选项错误。 

10.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六月颁布俸禄制，诏云:“置官班禄，行之

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自中原丧乱，兹制中

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宪章（效法）旧典，始班俸禄。”这

反映了 

 A.改革借鉴了汉族的官僚制度 

 B.旧势力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C.战乱导致典章文书大量毁坏 

 D.俸禄制导致官员的贪污腐败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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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该题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背景，主要考查改革初期俸禄制度

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中指出：俸禄制度实行的时间由来已久，

《周礼》中有俸禄制度，汉朝也因俸禄制的实行秩序良好，北魏效法

旧典实行俸禄制。北魏效仿的《周礼》和两汉都是属于汉族的官僚制

度，故 A 选项正确；B 选项，材料表明诏书已颁布，说明俸禄制的实

行势在必行，且未提及旧势力阻碍改革，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如

果典章文书大量毁坏就不能效仿旧典，且材料未涉及战乱，故 C 选项

错误；D 选项，材料未提及俸禄制的影响，材料中无法得出贪污腐败，

故 D 选项错误。 

11.唐太宗告诫巡视州县的官员:“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

废农时”，还规定:“诸非（非法）兴造及杂（额外）徭役”，超过一定

的数量，“坐赃论”。这说明唐太宗 

 A.选贤任能，虚怀纳谏 B.推行均田，鼓励垦荒 

 C.保证农时，减轻负担 D.不兴土木，休养生息 

【答案】C 

【解析】该题以唐太宗巡视州县为背景，主要考查唐太宗时期农业发

展的相关知识点。材料表明：唐太宗告诫地方官员不得过多迎来送往

耽误农民种地的时间，不得非法进行过度的徭役压迫百姓。A 选项，

选贤任能，虚怀纳谏是选官方式，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均田制从

北魏实行到唐前期，其性质是荒地国有，题干中并无体现，故 B 选项

错误；C 选项，保证农时，减轻百姓负担符合题意，故 C 选项正确；D

选项，题干中没有体现出休养生息的制度，故 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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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贞元八年（792 年）六月，江淮等南方诸州“霖潦为灾、浸没田

畴、毁败庐舍”，有大臣上奏“虽幸者京师岁稔，夏麦又登……然赋取

所资，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要求宜速救灾。对该材料，下列解读正

确的是 

 A.安史之乱对经济破坏严重 B.南方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 

 C.江淮地区成为了政治中心 D.关中地区是朝廷财赋重地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唐朝时期南方经济相关知识点。材料表明唐贞

元八年南方各州水患灾害严重，有大臣上奏虽然京师幸免于水患灾害，

但军国大计还是要仰仗江南，要求迅速救灾。说明江南地区对国家至

关重要。A 选项，材料中没有体现出战乱对经济的影响，故 A 选项错

误；B 选项，从材料“军国大计，仰于江南”可看出南方经济地位的

上升，且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唐朝都

城在北方，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材料未提及关中地区，故 D 选项

错误。 

 
13.上图为扬州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出产的瓷器，它是一件西亚椰枣纹

装饰风格的青釉褐斑模印贴花壶，椰枣纹图案中心标着一个“张”字，

表明是张氏家族作坊的产品。该文物可以用于研究唐代 

 A.交通路线与对外贸易 B.坊市制度与城市发展 

 C.官营手工业制瓷工艺 D.书法绘画与雕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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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知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知识。A 选项，题干

中表明瓷器是出产自唐朝长沙，瓷器上图案是有关“西亚”的风格，

可以看出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繁盛和对外贸易的频繁，故 A 选项正确；

B 选项，题干只表明唐朝瓷器的图案和风格样式，没有体现“坊市制

度和城市的发展”，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从题干中的“张氏家族作

坊的产品”来看，可以得出此瓷器不属于“官营手工业制瓷”，官营手

工业产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图案中心贴有

“张”字，但并没有体现出书法绘画。材料中也没有明确体现出雕版

印刷，故 D 选项错误。 

14.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为“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

使”，其变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蔡京对王安石变法推崇备至，

“取熙宁成法施行之”。梁启超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

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对此，说法正确的是 

 A.无法对王安石变法准确地评价 

 B.后人评价较当时更具有正确性 

 C.历史评价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 

 D.变法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知识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从题干中可以得出，司

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态度是贬低的，蔡京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

评价是赞扬的。上述人物处在不同的时代，受其时代背景的不同，对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评价也会有所不同。故 C 选项正确。A、B、D 选项

说法过于绝对，故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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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图是南宋临安城的城市布局，下列解读正确的是 

 ①经济职能是临安城首要功能 

 ②皇宫偏居城南表明皇权衰落 

 ③水运是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 

 ④周边城郊地区商业活动繁荣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答案】D 

【解析】该题考查的知识是南宋的政治经济知识。①选项，首都的首

要功能是政治职能，故①选项错误；②选项，皇宫偏居城南并不能明

确的表明皇权的衰落，故②选项错误；③选项，依图可以得出，临安

的城内有河流的流入，并且城市周围还有护城河的出现，可以得出“水

运是物资供应的重要途经”，故③选项正确；④选项，依图可以得出，

城市的护城河的周围有大量的“瓦肆”和“市”的出现，可以得出“周

边城郊地区商业活动繁荣”，故 D 选项正确。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 1 对 1 联合出品 

 10 

16.《元史》载：“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

重……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

挟雨衣，赍（携带）文书以行”。以下对该机构作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A.维持地方治安  B.巩固统一帝国 

 C.转运地方财赋  D.抑制武将势力 

【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知识是元朝的政治机构的作用。A 选项，元朝的

地方政治制度是行省制，“急递铺”是“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不是

维护地方治安的，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题干中介绍“急递铺”是

“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大都设置总急递铺”，并且“铺卒皆腰革带，

悬铃，持枪”，可以得出是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题干中的“急递铺”是“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没有体现出“转

运地方财赋”，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题干中没有体现出抑制武将的

势力，故 D 选项错误。 

17.据史料记载，明代棉布盛行，松江府是棉布的主要产地，苏州府的

嘉定、常熟所产棉布也很畅销，“商贾贩鬻，近自杭、歙，远至蓟、

辽、晋、陕”。由此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经济作物开始投放市场 B.棉纺织业取代传统丝织业 

 C.白银取代铜钱普遍流通 D.江南地区成为棉纺织中心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

中没有提及“经济作物投放市场”的时间，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

材料中没有涉及“棉纺织业”与“传统丝织业”的地位变化，故 B 选

项错误；C 选项，材料中并未提及“流通货币的变化”，选项与材料不

符，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材料中“松江府”、“苏州府”皆属于江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 1 对 1 联合出品 

 11 

南地区，是棉布的主要产地，所产棉布畅销各地，反映出其在棉纺织

业中的重要地位，故 D 选项正确。 

18.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

馆，私人海上贸易逐渐合法化。老百姓“富家以财，贫人以驱，输中

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而月港“所贸金钱，

岁无虑数十万……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据此可知 

 A.明朝始终奉行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 

 B.对外贸易有利于改善国计民生状况 

 C.福建地区是明清对外贸易主要通道 

 D.私人海上贸易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 

【答案】B 

【解析】考查明清对外政策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依据所学知识，

明朝初年即实行“海禁”政策，并非始终鼓励对外贸易，故 A 选项错

误；B 选项，依据材料中“老百姓利可十倍”月港“其殆天子之南库”，

表明开放海禁使国家与百姓获得了较大利益，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

材料中没有提到“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所在，并且没有涉及清朝，

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材料中没有提及“贫富分化”相关问题，故

D 选项错误。 

19.雍正七年（1729 年），对发动叛乱的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用兵时，

为缩短文件奏请批复的时间，加强保密性，设置了一个机构，此机构

后来 

 A.分散相权加强专制皇权 B.成为国家正式中枢机构 

 C.增强了内阁的执政能力 D.协助皇帝处理重大政务 

【答案】D 

【解析】考查清代君主专制的加强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依据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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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清朝时期不设丞相，不存在“分散相权”，故 A 选项错误；B 选

项，依据“雍正年间”、“处理军务”等信息，结合所学得知该机构为

军机处。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国家正式中

枢机构，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结合所学知识，军机处设立后，内

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依据所学

知识，军机处设立后，军机大臣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

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定，故 D 选项正确。 

20.明代思想家陈献章反对在圣贤经书中打圈子，主张“为学需从静坐

中养出个端倪来”，“求诸吾心”。据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发展了程朱理学体系 B.理学成为官方哲学 

 C.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 D.心学思潮由此出现 

【答案】C 

【解析】考查宋明理学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依据材料中“求诸吾

心”，可判定陈献章的思想符合“陆王心学”的主张，不是“程朱理学”，

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结合所学，理学在南宋年间已成为官方哲学，

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结合所学，南宋时期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发

明本心”，材料中陈献章“求诸吾心”的思想与其一脉相承，故 C 选

项正确；D 选项，结合所学，心学在南宋时期出现，不是明朝，故 D

选项错误。 

21.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对后世影响最大，书中重点介绍了英

法美等国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工艺制造、机械生产、对外贸易和

西洋各国相互关系等。林则徐编译这本书，对当时禁烟斗争的现实意

义包括 

 ①了解西方列强国情 ②寻求御敌的策略 

 ③维护中国司法主权 ④宣传商战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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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相关知识点。①

《四洲志》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和政情，故正确；②选项，书中

内容的对西方技术也有所介绍，有利于抵御入侵，故②正确；③选项，

材料中所涉及的时间为鸦片战争前，故③错误；④选项，“商战”主张

为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故④错误。 

22.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之后，当时一些西方人认为，这两件

事使清王朝在“数百年的固定不变之后，终于进入变化状态了。”这种

变化是指中国 

 A.开始全盘西化  B.开展自强运动 

 C.改革传统政体  D.鼓励实业救国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全盘西化是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结合所学知识，清朝在

经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等事件后，为维护自身统治，学习西方的器

物技术，开展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口号为“自强求

富”，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中国对传统政体的改良是在甲午中日战

争之后，并非在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后，故 C 选项错误； D 选项，

实业救国思潮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故 D 选项错误。 

23.在晚清学习西方的思潮中，王韬认为：“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

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

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以上言论所反映的主张是 

 A.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技术 

 B.以儒家学说抵御西方近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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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以西学取代传统儒家思想 

 D.以传统文化为主西方技术为辅 

【答案】D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中国近代思想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中

“诚使孔子生于今日……亦必有所取焉”，表明主张学习西方的近代技

术，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材料中没有涉及到以儒家学说抵御西方

近代思想，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材料中“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

之道也”，并未主张以西学取代儒家思想，而是维护儒家思想的传承发

展，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材料中“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表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维护中国传统政体，体现洋务运动的中

体西用思想，故 D 选项正确。 

24.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向西方学习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其中

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改良主张是 

 A.“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B.“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 

 C.“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 

 D.“禁庙宇寺观，既成者还其俗，焚其书” 

【答案】C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太平天国运动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是《天

朝田亩制度》的内容，未体现出来近代性质和社会改良，故 A 选项错

误；B 选项，是禁烟斗争时期的内容，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是《资

政新篇》的内容，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体现出来社会改良，故 C 选

项正确；D 选项，是《资政新篇》的内容，主张改变人民愚昧的思想

观念，没有体现社会改良，故 D 选项错误。 

25.19 世纪中期，中国产茶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张，福建武夷山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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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茶“漫山遍野，愈种愈多”，杭州於潜“仰食于茶者十之七”，湖

南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这表明 

 A.国内需求扩大使茶叶生产增加 

 B.通商口岸附近的农业逐渐破产 

 C.出口数量增加扭转了贸易逆差 

 D.开埠通商加速农业生产商品化 

【答案】D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材料叙述了“中国产茶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张”，并不能直接说

明是国内需求，A 选项以偏概全，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材料给出

“漫山遍野，愈种愈多”，“仰食于茶者十之七”，表述的是经济结

构的调整，并未说农业破产，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材料未涉及进

出口数量的表述，无法得出是否扭转贸易逆差，故 C 选项错误；D 选

项，19 世纪中期，东南沿海开放商埠，中国沦为西方的原料产地，受

西方经济影响较大，武夷山、杭州、浏阳等大量种植茶叶，农产品商

品化加强。故 D 选项正确。 

26.甲午战争开始之前，李鸿章争取列强出面调停，并且要求前线清军

“静守勿动”，“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李鸿章上述做法的实际

结果是 

 A.贻误战机，造成清军士气低落 

 B.造成列强矛盾，形成有利局势 

 C.有理有节，未给日军战争借口 

 D.运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损失 

【答案】A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甲午中日战争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根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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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知李鸿章令军队“静守勿动”“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说明

当时清政府没有积极充分的作战准备，一旦开战，处境非常被动，战

争之前的这番话，会导致贻误战机，士气低落，故 A 选项正确；B 选

项，列强此时持观望态度，甲午战前并未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局势，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日军蓄谋已久，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挑

起战争，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避免战争损失不符合史实，故 D 选

项错误。 

27.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呼吁开国会，行宪法，促进工业发 

                                        ①            ② 

展，实现军队现代化；第一次被光绪帝召见时，康有为建议“勿去旧 

          ③ 

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百日维新 

            ④ 

期间，光绪帝采纳了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D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百日维新内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百

日维新政治方面并没有“开国会，行宪法”，故①错误。经济方面，

“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故②正确。军事方面，“建

立新式军队，装备新式武器，按照新法练兵……”，故③正确。百日

维新“设农工商总局、设立铁路矿物总局”，故④正确。综上，②③④

正确，正确答案是 D 选项。 

28.读“中国进口货物来源国家所占百分比”表，可以看出 

年份 英国 日本 美国 

1871-1873 34.7％ 3.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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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03 15.9％ 12.5％ 7.1％ 

1913 16.5％ 20.4％ 6.0％ 

1919 9.5％ 36.3％ 16.2％ 

——资料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等 

 ①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量逐年下降 

 ②日本逐渐成为主要侵华国家 

 ③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列强之首 

 ④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答案】D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经济入侵关系的

相关知识。根据材料可知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所占百分比是上下波动

的，无法得出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量逐年下降，①错误。根据材料可

知，1871—1873 年段到 1919 年段，日本在中国进口货物的百分比不

断上升，且高达 36.3%，故②正确。根据材料可以看到，1919 年日本

在中国进口货物的百分比是最高的，美国所占百分比高于英国却低于

日本，并且，也只有一战期间，美国超过英国的百分比，此时欧洲列

强（英国）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故③错误，④正确。综上，正确答

案 D。 

29.1905 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满洲贵族载泽等先后考察

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轨道。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 

 A.清末新政的失败 B.国内矛盾的激化 

 C.黄花岗起义爆发 D.革命党人的妥协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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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相关知识点。A 选

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时间是 1901-1911 年，题干中清末新

政正在进行，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

起，清政府统治危机加重，导致国内矛盾激化，故 B 选项正确；C 选

项，黄花岗起义时间是 1911 年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C 选项错误；D 选

项，并未体现出革命党人妥协，故 D 选项错误。 

30.1908 年 5 月 17 日《北京白话画图日报》登载以下漫画，据此可知 

 

 A.晚清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分化严重 

 B.近代社会阶级压迫严重民不聊生 

 C.农民阶级成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D.漫画是传播革命理论的主要方式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清末时期阶级状况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图

片中工和农都是被压迫阶级，没有体现等级分化，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从图片中绅、商、吏等阶级压迫工农阶级，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1908 年农民阶级没有成为领导力量，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

根据题干没有民主革命的信息，故 D 选项错误。 

31.孙中山在阐释三民主义的某项主张时说，中国革命不能停留在“媲

迹于欧美”。当时欧美贫富差异巨大、阶级矛盾严重，中国应“睹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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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下各项符合上

述说法的是 

 A.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B.实行平均地权，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C.实现三权分立，保证民主政治实施 

 D.鼓励发展实业，促进近代经济发展 

【答案】B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三民主义相关知识点。A 选项，革命派推翻清

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没有体现贫富分化，故 A 选项错误；B 选项，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内容，核定地价，涨价归公，是避免中国出现欧

美国家贫富差距大的问题，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三权分立是学习

欧美政治制度，没有体现贫富分化的问题，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

发展实业与欧美国家相一致，没有体现贫富分化，故 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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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吴虞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文章，将封建宗

法制度、家族制度与专制制度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加以批判，指出家

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两者均以孝的伦理原则为核心和联结纽带，

且与忠、礼等伦理观念结合，最终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

厂”。以上言论意在 

 A.揭示专制制度根源 B.否定社会伦理道德 

 C.阐释儒家伦理体系 D.剖析传统家族制度 

【答案】A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知识点。A 选项，题干中把

宗法、家族、专制制度连在一起指出了专制制度的根源，故 A 选项正

确；B 选项，根据题干家族制为专制主义提供依据，并没有否定伦理，

故 B 选项错误；C 选项，根据题干主要表达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根据题干批判的重点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家族制

度，故 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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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52 分） 

33.（18 分）中国传统“天下”观经历了历史演变。 

材料⼀  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尚书·立政》 ⽅⾏天下，⾄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烈。 

《诗经·小雅·北⼭》 普天之下，莫非王⼟，率⼟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 
职⽅⽒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蛮、七

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  《春秋公⽺传·隐公元年》：“何⾔乎王正月？⼤⼀统也。”

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不⼀⼀皆奉之以为始，

故⾔⼤⼀统也。”“⼤”，重视、尊重；“⼀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

天⼦。后世因此称统⼀王朝的统治为“⼤⼀统”。 

 （1）依据材料一、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先秦时期“天下”观

的内容，并分析其对秦汉历史的影响。（6 分） 

【答案】内容：天下主要是指古代王朝统治的中原区域，延伸到周边

地区；王权至上；华夏为中心。（3 分） 

影响：为秦朝和西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历史文化基础；（2

分，或：秦汉时期，建立并巩固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或：西

汉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

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

思想上的统一。）西汉最终解决诸侯王割据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加

强了中央集权。（1 分） 

【解析】该题以先秦“天下观”为背景，主要考查获取与解读信息的

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根据材料可知，《尚书》《诗经》《周礼》

中的把天下解释成一种地理范围，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并同时突出王

的地位。《春秋公羊传》中把天下解释成一种政治概念，并把天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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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开始与政治统治、统一相结合。结合所学可知，秦汉以来，中

国古代疆域的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这个过程中“天

下观”成了我国政治理念的内核，至董仲舒融合了儒、道、法、阴阳

等思想，推动新儒学的形成，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时西汉时期，

推行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材料三  黄宗羲重新建构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下观，在他看来，

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不是皇帝的“囊中之物”。从“为天下非为君

也，为万民非为⼀姓也”的观念出发，强调君臣应该合理分配职权，共

治天下。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遗憾

的是，现实的社会往往却是“君主为主，天下为客”。这样的专制君主，

“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天下之害尽归于⼈。”黄宗羲激愤地说：“为天

下之⼤害者，君⽽已矣！”对君主专制进⾏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辛亥⾰命的精神⽂

明》 

 （2）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黄宗羲“天下”观的含义，并

分析其形成的背景。（6 分） 

【答案】含义：天下是百姓的天下，而非君主的天下；天下应该由君

民共治，反对君主专制。（3 分） 

背景：君主专制的强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3 分）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明清时期思想的相关知识点，着重考查的是黄

宗羲的思想。本题分为两小问，第一小问是“说明黄宗羲‘天下’观的含

义”直接从材料便可以得出，根据材料中所述的两处“在他看来”即可

得出本小问的答案，一是强调君民关系，一是强调理想的社会状态；

第二小问是分析形成的背景，需要结合所学作答，联系所学明清时期

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便可得出本小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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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第⼆

⼗三章的部分标题 

        
 （3）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说明晚清时期国家观念的变化以及变

化的背景（6 分） 

【答案】放弃“天朝上国”的观念，接受与世界各国平等的观念。（或：

接受近代国际体系；或：接受不平等的条约体制。）（2 分） 

背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2 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

始开眼看世界，逐渐了解了世界的发展形势。（2 分）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晚清时期思想变化的相关知识点。 

结合所学，中国传统国家观以“家国天下”思想为核心，文化伦理至

上。而现代国家观等核心却是独立与民主，根据材料中“华夏中心的

‘天下观’”、“屈从近代国际体系”可得出晚清时期国家观念的变

化。结合所学分析其形成背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逐渐

加深，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林

则徐、魏源等开明士大夫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打破了中国人

几千年来的狭隘世界观，进而催生其国家观念逐渐融入世界文明体系，

并开始中国由“天下”回归为“国家“的艰难历程。  

第⼆⼗三章 天下、国家与价值重

构：启蒙的历程 

⼀、“天下”的破灭 

华夏中⼼的“天下观” 

中国不“中” 

体制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礼仪”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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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分）评价历史⼈物应以事实为依据。 

 材料⼀  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始皇禁湘⼭诏”，记载秦始皇巡游湘⼭

（即洞庭湖君⼭）时，“登相（湘）⼭、屏⼭，其树⽊野美，望骆翠⼭

以南，树⽊  见亦美，其皆禁勿伐”。随⾏⼤臣提出：“其禁树⽊尽如

禁苑树⽊，⽽令苍梧谨明为骆翠⼭以南所封刊（封⼭禁伐）”。《史记》

则记载秦始皇在湘⼭遭遇⼤风，⼏乎不能渡过湘江，以为当地神灵作

怪，“始皇⼤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树，赭（使其裸露）其⼭”。 

——摘编自晏昌贵《禁⼭与赭⼭：秦始皇的多重面相》 

 （1）根据材料一，说明两则史料中有关秦始皇的记述有何不同及

出现这种不同叙述的原因。（6 分） 

【答案】不同：秦简记载秦始皇喜爱自然、欣赏美景，禁止砍伐树林

以保护环境，对秦始皇进行正面的褒扬。（2 分）《史记》中记载秦始

皇与神搏斗、征服自然、毁坏山林，对秦始皇进行负面的记述。（2 分） 

原因：秦简是秦代的官方记载，有一定的美化成分。《史记》是带有汉

代价值观的记述，具有批评秦始皇的倾向。（2 分） 

【解析】该题考查史学理论相关知识。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始皇禁湘

山诏”中说到秦始皇因喜爱湘山树木的“野美”而禁伐湘山树事，表

现秦始皇喜爱自然，欣赏美景的怡然自得；而传世文献《史记》记载

秦始皇伐湘山树“赭其山”，表现秦始皇征服自然、与神搏斗的狂妄自

大，这是两则材料记述内容的不同。分析出现这种不同叙述的原因，

需要从两个材料出处的角度分析。“秦始皇禁湘山诏”是秦官方史料，

是对秦始皇的褒扬和肯定，有一定美化作用；《史记》中记载内容是对

秦始皇的丑化和否定，反映了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对征服者残暴统治的

对抗，体现了汉代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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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绍兴三⼗⼆年（1162年），宋⾼宗禅位，宋孝宗继位，诏

求直⾔。朱熹上疏提出了他的“帝王之学”的两条基本原则：“先格物致

知”，“自然意诚⼼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切事务。扩充了天理，

克服了⼈欲，就会“圣⼼洞然，中外融彻”，也就是⼼正意诚。据《宋

史》记载，此后不久，有⼈在路上碰到朱熹，劝他见皇帝不可再讲“意

诚⼼正”，“上所厌闻，戒勿以为⾔”，朱熹回答说“吾平⽣所学，惟此

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摘编自李申《简明儒学史》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概述朱熹的思想和品格。（6 分） 

【答案】思想：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2 分）要求统治者通过“格物致知”和“意诚心正”来治理天下。（2

分） 

品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刚正不阿的气节。（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的提取信息能力。题目要求概述朱熹的

思想和品格，从材料中“格物致知”，“天理”可以概括出朱熹的思想

是理为世界的本原，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从材料中

“心正意诚”、“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以概括出正直、刚正不阿的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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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三              左宗棠事迹年表 

1852年（咸丰⼆年） 
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

战争。 

1860年（咸丰⼗年） 
随曾国藩襄办军务。招募 5000 ⼈，组成“楚

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2—1864年 

（同治元年⾄三年） 

左宗棠率部在浙江与太平军交战，从太平军⼿

中夺得⾦华、绍兴、杭州等地。 

1866年（同治五年） 
左宗棠致⼒于创办军事⼯业，在福州建立了中

国第⼀个近代造船厂。 

1868—1874年 

（同治七年⾄⼗三年） 

左宗棠协助李鸿章剿灭了华北地区农民武装

西捻军。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

造局。 

沙俄于 1871年侵占伊犁，左宗棠⼒主收复。 

1876—1878年 

（光绪⼆年⾄四年） 

左宗棠出兵新疆，打败叛乱势⼒，收复了除伊

犁以外的新疆领⼟。上书朝廷，要求收回伊犁

以及在新疆设省（新疆 1884年正式建省） 

1880—1881年 

（光绪六年⾄七年） 

清廷派员出使俄国，重议伊犁条约。左宗棠兵

分三路向伊犁挺进。 

沙俄被迫放弃⼀些侵略要求，清朝收回伊犁。 

左宗棠筹建多年的“甘肃丝呢总局”正式开⼯。 
（3）阅读材料三，以左宗棠的历史功过为视角，结合所学，对材料所

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11 分）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答案】水平一：能够从一个方面的史实进行解读。（1-3 分） 

水平二：能够准确归纳相关史实，并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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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 

水平三：能够全面提取信息，从三个角度进行解读，史论结合，逻辑

清晰。（7-8 分） 

评价的结论观点正确，有总结提升，3 分。 

【解析】本题通过左宗棠的生平事迹考查中国近代史相关知识，题目

要求从历史功过角度对材料中左宗棠的事迹进行解读。解读就是要概

括材料中的信息，再分析材料中信息的背景和影响。表格中的材料记

录了左宗棠的事迹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在洋

务运动中兴办近代工业；抵抗沙俄侵略收复新疆。由于题目要求从历

史功过角度解读，我们可以对左宗棠的事迹按照历史功过进行分类，

再分析背景和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社会矛盾激化，

农民起义不断，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目的是维

护清政府统治属于过。沙俄鼓动新疆叛乱，妄想分裂中国。左宗棠收

复新疆抵抗沙俄侵略，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属于历史功

绩。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开始进行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

兴办近代工业，有利于推动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产

生这些属于历史功绩，但是洋务运动核心的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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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分）书籍的刊印传播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材料⼀  唐代印刷品中，历书（日历）占很大比例，质量也较其他

印刷品为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需要掌握农时和节令的变化，因而社

会需求较大。各地书坊按照朝廷颁布钦定历书的月份朔晦和节令变化

翻刻印刷，往往还有对全年的旱涝灾情、农事丰歉、瘟疫饥馁的预测，

以及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吉凶禁忌，很受农民和市井工商业者的欢迎。

为了争夺市场，书坊往往在朝廷历书未颁之前争相编印，导致日期有

误差，甚至发生争执而对簿公堂。 

——摘编自罗仲辉《印刷史话》等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简述唐代印刷业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影

响。（5 分） 

【答案】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1 分）历书很受欢迎，是主要

印刷品。（1 分）唐朝印刷品出现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甚至有比较激烈

的市场竞争。（1 分） 

印刷业成为一个手工业门类，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指导作用（促

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促进文化传播。（2 分，答出两点即可）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的相关知识点和学生的信

息提取和概括能力。首先依据所学可知，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依据材料可知，唐代印刷品中历书所占比重大，质量优，是主要印刷

品；历书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社会需求大，受农民和工商业者

的欢迎，出现了市场化、商业化现象且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次关于

唐代印刷业的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考生注意分析材料并结合所学可

知，唐代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有

指导作用。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 1 对 1 联合出品 

 29 

 材料⼆  1900 年以前，在翻译的西学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 437

部，占总数的 75.3%，社会科学类 80部，占 13.9%。20世纪初，翻译

的西学书籍自然科学类 164部，占总数的 19.6%，社会科学类 327部，

占 60.9%。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同译书局，1897年商务印书

馆在上海创办，打破了京师同⽂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专营局

面。1900年，留日学⽣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

社等，掀起了转译日⽂书的浪潮。这⼀时期，所译书籍主要有卢梭《民

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其中严复

翻译的《天演论》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化概论》等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译书

的发展及其原因。（6 分） 

【答案】发展：由以自然科学为主转向社会科学为主（书籍以政治制

度和法制为主）；出现商办和个人译书机构，打破官方译书机构专营局

面；很多西方书籍由日文转译。（3 分） 

原因：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忧患意识增长；（1 分）从单纯

学习西方技术转向关注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1 分）资产阶级改良运

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1 分）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对中国产生

了影响。（1 分）（3 分，答出 3 点即可） 

【解析】本题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翻译西方的著作为背景，考

查西学东渐、维新思想等相关知识点。本题解题时需重点把握“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依据材料中自然科学类书籍与社

会科学类书籍比例的变化、京师同文馆专营局面被打破以及转译日文

书形成浪潮等信息可得出当时中国译书的发展状况。结合所学，从中

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阶级等内因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等外因多

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