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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市朝阳区高三一模历史考试逐题解析 

                                                            2019.3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48 分） 

本卷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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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下列言论与人物对应正确的是 

 言论 人物 

A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 孔子 

B “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 荀子 

C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韩非 

D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董仲舒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 

 A 选项，“当今争于气力”注重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不属于孔子与儒家思想，A 选

项错误； 

 B 选项，同时强调法律和礼义的重要性，符合荀子“礼法并施”的主张，B 选项正确； 

 C 选项，材料所述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不属于韩非的思想，

C 选项错误； 

 D 选项，注重名正言顺和恢复礼乐制度体现了先秦儒家学说的特点，不属于董仲舒，

D 选项错误。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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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图 7 可知，我国 

 

 A. 开始进入铁器牛耕时代 B. 游牧民族转向农业生产 

 C. 南北土地制度差异较大 D. 农耕技术取得重大进步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变化。 

 A 选项，我国开始进入铁犁牛耕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汉唐，A 选项错误； 

 B 选项，两幅图片均为铁犁牛耕未体现游牧民族生产方式转变，B 选项错误； 

 C 选项，两幅图片主要体现耕作方式未涉及土地制度，C 选项错误； 

 D 选项，第一幅图片是二牛抬杠直辕犁，第二幅图片是曲辕犁，体现了农耕技术取

得重大进步，D 选项正确。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14. 宋太祖问策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何

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的建议是 

 A. 废分封、行郡县 B. 废三省、置通判 

 C. 收精兵、削实权 D. 废丞相、设内阁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A 选项，“废分封，行郡县”是秦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而非宋朝，A 选项错误； 

 B 选项，“废三省”不是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B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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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选项，收精兵、削实权体现了宋朝将地方精兵强将收归中央和地方设转运使、文

官任知州、设通判的主旨，C 选项正确； 

 D 选项，废丞相、设内阁为明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D 选项错误。综上所述，正

确答案为 C 选项。 

15. 《天工开物》收载了倭缎织造法，朝鲜及西洋棉布染整法，红夷炮、佛朗机冶铸法，

日本与朝鲜海船的制造法等自国外传来的技术。这说明当时 

 A. 中外科技融合推动近代科学产生   

 B. 工艺技术成果反映工业革命成就 

 C. 传统科技发达推动世界文明交流 

 D. 海外技术传入丰富国人科学认知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西学东渐中丰富了中国人对国外科技的认知。 

 A 选项，西学东渐并未直接促使中国和西方产生近代科学，A 选项错误； 

 B 选项，《天工开物》成书于明末，此时西方并未开展工业革命，B 选项错误； 

 C 选项，材料主要体现中国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和认识，并未体现中国传统科技推动

世界文明交流，C 选项错误； 

 D 选项，“来自国外的技术”体现了中国对国外科技的新认知，D 选项正确。综上所

述，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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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鸦片战争时期，徐继畲提出“变局论”并首倡备战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张。19 世纪

60 年代，“变局论”被广泛认同。为应对变局，当时采取的措施是 

 ①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通商等事务 

 ②设总税务司，管理全部海关税务 

 ③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科学技术人才 

 ④设农工商总部、巡警部、学部等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洋务运动相关知识点。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设立了对外机构“总理衙门”与海关机构“总税务司”，①②正

确； 

 同文馆属于洋务运动中“创办近代教育”的措施，③正确； 

 农工商部、巡警部、学部等属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措施，不属于洋务运动时期，④错

误；综上所述，①②③为正确答案，即 A 选项为正确答案。 

17. 1890 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强调“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仿造外洋之

货，敌其销路”，开采矿山。他意在 

 A. 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B. 呼吁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C. 支持民众反帝爱国运动 D. 兴办实业挽救民族危亡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近代民族工业与近代新思潮。 

 A 选项，材料中强调 “商战”思想，即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列强商品输出，并不意在强

调民族意识的唤醒，A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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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选项，材料并未针对传统经济政策提出质疑，更未提及农业，B 选项错误； 

 C 选项，材料中“富民说”主张发展工商业，并未涉及民众运动，C 选项错误； 

 D 选项，兴办实业符合“商战”思想主张，D 选项正确。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D 选

项。 

18.  

 

依据《中国共产党史》第十三章的目录，“四”的标题应该是 

 A. 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 B. 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确立 

 C.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D. 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 

 抗日战争开始于 1931 年，西安事变发生在 1936 年 12 月，故“四”的范围应该在

1931-1936 期间。 

 A 选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出现在 1927 年，A 选项错误； 

 B 选项，“革命统一战线”指 1924 年—1927 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B 选项错误； 

 C 选项，东北抗联出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持续抗日到抗日战争结束，是最早开

始局部抗战的，和标题六全民族抗战形成对比，C 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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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选项，国共合作抗日发生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晚于“五”，D 选项错误。综上

所述，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19.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东北调研，提出“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

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史称“北方谈话”。

“北方谈话” 

 A. 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B.  表达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 

 C. 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D.  阐明了支持市场经济的态度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的相关知识。 

 A 选项，真理标准讨论的结论不属于对外开放的范畴，A 选项错误； 

 B 选项，“对外开放”与材料中“关起门来不行”表达含义相符合，B 选项正确； 

 C 选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C 选项错误； 

 D 选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于 1992 年，D 选项错误。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20.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新建行省的居民只承担向帝国纳税的义务，而不享有罗马市

民的相应权利。为统治这类地区，罗马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 

 ①丰富了罗马法律体系的内容  ②体现了罗马法发展的多元化 

 ③反映了罗马成文法律的形成  ④保证了平民保民官的监督权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西方古代文明中罗马法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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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中提到为新建行省居民制订相应法律，除市民法外增加了适应非公民的法律，

扩充丰富了罗马法的内容，①正确； 

 材料中提到适应为新建行省居民制订相应法律，罗马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不单单局

限于罗马市民，表现出罗马法发展的多元化，②正确； 

 罗马成文法形成的标志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 5 世纪中期）制订的《十二铜表

法》，③错误； 

 材料中只提到了行省居民的相关法律，对保民官的权利没有提及，④错误；综上所

述，①②为正确答案，即 A 选项为正确答案。 

21. 1789 年 8 月，法国制宪议会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明确提出了人权、自由、

平等、法治、人民主权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原则。这表明 

 A.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在法国确立 

 B. 启蒙思想在实践中得以彰显 

 C. 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诞生 

 D. 法国改造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了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的相关内容。 

 A 选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于 1792 年确立，并非 1789 年，A 选项错误； 

 B 选项，启蒙运动主张人权，自由，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等原则，《人权宣言》以

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启蒙运动的主张，是启蒙思想的实践，B 选项正确； 

 C 选项，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美国《1787 年宪法》，C 选项错误； 

 D 选项，《1791 年宪法》把法国改造为君主立宪制国家，D 选项错误。综上所述，

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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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宣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跃居欧洲首

位、世界第二位，用 10 年多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 50 年到 100 年才能走完的路

程。这反映出 

 ①苏联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②计划经济模式存在严重问题 

 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④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内容 

 材料中提到苏联宣布基本实现工业化，表明这个时期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了工业国，

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变化，①正确； 

 材料中没有提及“计划经济模式的问题”，②错误； 

 材料中提及了苏联“用 10 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50 年—100 年走完的路程”，体现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③正确； 

 材料中提及了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表明苏联形

成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④正确。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23. 2000 年 10 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集体对话框架，谋求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目标；

强调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决

策进程。”该宣言 

 A. 促进了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 

 B. 改变了美苏共同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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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凝聚了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愿景 

 D. 推进了大国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发展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相关知识点。 

 A 选项，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始于二战之后，并且材料中强调“中非合作”，

并非“国家独立”，A 选项错误； 

 B 选项，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苏共同决定世界事物的局面已经改变，B 选项错误； 

 C 选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就是强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

是凝聚了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愿景，C 选项正确； 

 D 选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是处理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发展的问题，不涉

及大国间的合作共赢，D 选项错误。综上所述，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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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共 52 分） 

37. （36 分）卫生与健康关系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 

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早。入境外国人士的增

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1408 至 1644 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

26 次之多。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中医内科理论建立在《伤

寒论》之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

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著《瘟疫论》，提出“戾

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

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柱、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1）概括瘟病学说的演变历程；指出瘟病学说在明清时期形成体系的原因。（10

分） 

【答案】历程：东汉至隋代，瘟病学说以内科理论为基础；宋元以来，瘟病与伤寒从

论症、治法等方面区分开来；明清时期，瘟病学说逐渐形成体系。（6 分） 

原因：战争频发、气候异常；新型传染病增多；疫病大规模爆发；医学家的深入研究。

（4 分） 

【解析】本题以明清时期的瘟疫为背景，考查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等相关知识点。通

过“中医内科理论建立在《伤寒论》之上”、“隋代”、“宋元以来”、“明清之际”等时间线

索可以得出瘟病学说的演变历程；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以得出：由于战争、气候、

医学家的研究等诸方面因素，促进了医学的发展，瘟病学说在明清之际形成了体系。 

 

材料二 

时间 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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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 年 用水冲刷的厕所由巴黎传入英国上层人士的家庭 

18 世纪末 英国上层人士开始注意个人卫生，这种习惯逐渐传至欧洲和北美 

 

1842 年 

英国人查德威克发表调查报告，认为疾病同不卫生习惯有密切的

联系，提出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保证个人和公共用水卫生、

建立地下排污系统、清扫街道等建议 

1848 年 英国颁布第一部公共卫生法 

1855 至 1875 年 伦敦建设下水道现代化工程并全部完工 

19 世纪中期 
公共卫生运动在美、法、德等国获得支持，自来水和地下排污系

统在欧洲各城市初步形成 

1868 年 巴斯德的细菌理论获得证实，促进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 

（2）归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卫生与健康的成就；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14 分） 

【答案】成就：从关注个人卫生到重视公共卫生；对卫生与健康的重视，从上层社会

发展到普通民众，从英国扩展到欧美；认识到疾病同不卫生联系密切，实施公共卫生

立法；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初步形成城市自来水和地下排污系统。（8 分） 

背景：工业革命促进技术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快，民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增强；社会调

查深入，民主政治的推动；微生物科学研究的发展。（6 分，言之有理即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以欧美国家的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为背景，考查考生两次工业革命等相

关知识点和分析材料的能力。依据时代特征和所给材料，可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公

共卫生立法和公共卫生运动等一系列方面取得成就；再结合所给时间阶段，联系近代

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影响、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等所学知识

进行作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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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1933 年，毛泽东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

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 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

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52 年，毛泽东号

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

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78 年后，各项工作逐

渐恢复。除了创建卫生城镇，1987 年，中央爱卫会还倡议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

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 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做出批示，要求

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3）阅读材料三，对爱国卫生运动进行解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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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评分标准 

分值 要求 

10-12 结合材料和史实进行阐述，史料与论述内在联系紧密；论述合理、分析深入，

结构完整，逻辑严密。 

7-9 结合史料与史实较充分，论述较合理，分析较深入，结构完整，逻辑清楚。 

4-6 史料运用不充分，或有史实错误，与论述联系不严谨，论述欠合理，结构不

完整，或逻辑不太清晰。 

0-3 运用史料不充分，史实存在较多错误；论述结构不完整，逻辑混乱 

【解析】本题以爱国卫生运动为视角，考查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

及考生获取与解读信息的能力。考生可先依据重要时间节点：“1933年”、“1952年”、

“1978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划分为“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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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主要阶段；然后依据不同阶段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结合时代背

景和阶段特征，紧密结合材料进行解释、论述。最后，注意要在文末进行归纳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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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8 分）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和能力。 

16 世纪中期，葡萄牙把中国的生丝、瓷器等货物经澳门运往印度，再转运到欧洲，获

取了大量白银。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参与中、日丝银贸易。1586 至 1630 年从日本输入

澳门的白银近 1500 万两；1557 至 1644 年流入澳门的白银为 1 亿两左右。这些白银大

部分流入中国。同时，西班牙以武装商船“马尼拉大帆船”经营横跨太平洋的贸易，运载

大量中国生丝、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到墨西哥交换白银，再将这些白银运回马尼拉。

自 1571 年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开通，平均每年有 150 吨白银运到马尼拉，20 年间共运输

白银 3000 吨，这些白银也基本流入了中国。 

（1）简述 16 世纪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背景和影响。（8 分） 

【答案】背景：明朝中期，农耕经济高度发展，手工业发达，茶叶、丝绸、瓷器大量

出口；商品货币经济繁荣，市镇商业繁荣，白银在流通中广泛使用；葡萄牙、西班牙

开辟了美洲对中国、印度、日本等地的跨太平洋贸易航线。（6 分，如答出张居正“一条

鞭法”改革可同等给分） 

影响：形成了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

的发展，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2 分，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新航路开辟、西欧国家早期的殖民扩张等相关知识点。依据材料并

结合所学，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与葡萄牙通过海外殖民掠夺了大量白银，用于购买

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而中国受传统的小农经济影响，对外贸易以出口贸易为主，

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在中国市场中广泛使用。大量白银在流入中国后，一方

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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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4 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带动并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 

 

（2）概述材料所反映的中国服务贸易进程的发展阶段及趋势，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的原因。（8 分） 

【答案】阶段：中国服务贸易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 年至 1991 年为第一

阶段，服务贸易开始起步；1992 年至 2000 年为第二阶段，服务贸易稳步持续增长；2001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服务贸易增长迅速。（4 分） 

原因：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不断深

化。（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由材料可得知，1982 年到 1991

年期间，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的服务贸易呈平稳发展趋势，金额占世界比重较小；1992

年到 2000 年期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服务贸易稳步持续

增长；到 21 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

国的服务贸易呈稳步发展趋势，金额提升较大，占世界比重有所提升；2001 年至今，

中国加入 WTO，中国的服务贸易呈高速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