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届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 

历 史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120 分，考试用时 100 分钟。 

第Ⅰ卷(选择题 共 60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

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子赣(贡)既学于仲尼(孔子)，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

赐(即子贡)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

抗礼。”这反映出当时(  )                        

A. 商人地位遭到了一定抑制  B. 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盛行 

C. 商业发展冲击了等级制度  D. 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2. 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

学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

用来猎取功名富贵。他认为汉代(  ) 

A. 推行独尊一统的文化政策  B. 中央的权威遭到严重挑战 

C. 包容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  D. 百家争鸣具有强大生命力 

 3. 《五代会要》记载长兴二年(930 年)洛阳城内规划：“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

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这说明洛阳城(  ) 

A. 城市职能发生巨变  B. 严格执行市坊分开政策 

C.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D. 政府不断创新税收形式 

 4. 宋太祖建隆三年诏令：“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

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贡举官……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

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此项改革旨在(  ) 

A. 打击贵族特权利益  B. 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C. 推进科举的制度化  D. 防止选官结党营私 

 5. 乾隆南巡时，徽商曾在扬州将自己所养的戏班供乾隆欣赏。其时徽班在长江与大运

河码头，已有接触其他剧种的机会。乾隆六十大寿，徽班开始进京演出，逐渐形成一个新剧

种。该新剧种的形成(  ) 

A. 是官方民间共同影响的结果  B. 促使徽派艺术成为通俗文化的主流 

C. 是乾隆皇帝大力提倡的产物  D. 得到徽商重金扶持而使其闻名全国 

 6. 英国学者朱莉娅·骆菲尔博士在《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塑造中国》中称：“鸦片

战争是正义的，其目的是扫除广东十三行强加于外国商人的种种极度苛刻的通商条件与限制，

是一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对此学者的观点，理解错误的是(  ) 

A. 掩盖列强对华商品输出野心  B. 体现了作者欧洲中心立场 

C. 引发战争的原因是朝贡贸易  D. 反映了英国推行自由贸易 

7. 英敛之在创立《大公报》时说：“不敢存自足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

颠倒是非，总期有益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

以光我报章，……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这反映其办报宗旨是(  ) 

A. 文明开化  B. 伸达民隐  C. 抨击权贵  D. 讥评时政 

 8. 孙中山说：“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

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



   

 

的，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这说明革命的主要目的是(  ) 

A. 推翻清朝  B. 实现共和  C. 防止内战  D. 平均地权 

 9. 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自由发展阶段，不仅呈现出较

快的发展势头，而且新的产业相继产生，企业集团开始形成，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登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新的台阶”出现的原因是(  ) 

A. 受到了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  B. 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 

C.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D. 欧美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10. 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

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

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从中可以看出(  ) 

A. 台儿庄战役扭转整个战争局势  B. 正面战场战略发生重大变化 

C. 台儿庄战役成为国共合作典范  D. 游击战在正面战场发挥作用 

1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战争形态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在苏联领导人眼中，以人力、兵力为主要战斗力的中国军事力量已不值一提。赫鲁晓夫说：

“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为此我国(  ) 

A. 发展“两弹一星”计划，应对大国挑战 

B. 研制高性能计算机，增强军事实力 

C. 开展科教兴国战略，提升综合国力 

D. 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打赢现代战争 

12. 下表是《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末各大洲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统计表》(摘编自

中国外交部网站)。理解表格中的信息，下列正确的是(  ) 

时间地区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总计 

亚洲 12 1 10 3 26 

非洲 5 13 23 3 44 

欧洲 6 1 14 0 21 

美洲 0 1 13 6 20 

大洋洲 0 0 5 2 7 

总计 23 16 65 14 118 

A. 1950—1959 年外交成就打破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外交僵局 

B. 1960—1969 年非洲建交国增多得益于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C. 1970—1979 年建交国家数量增加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D. 1980—1989 年建交国家增加表明我国推动了不结盟运动 

13. 2019 年 1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 民族问题致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   

B. 1979 年海峡两岸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 

C. “一个中国”原则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   

D.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14. 阿萨·勃里格斯说：“(英国)当时总共有 42 条运河计划修建，需耗资 650 万英镑。1792

年，被当时的人们形容为运河狂热的年份，人们的投机热情像瘟疫般地传播。运河的股票为



   

 

当地商人、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踊跃争购，虽然它们直到 1811 年才在证券交易所报价。”该

狂热现象的出现是由于(  ) 

A. 价格革命出现，股票投资活动的狂热  B. 商业革命扩展，商业丰厚利润的刺激 

C. 工业革命进行，科技创新的日益发展  D. 电气时代到来，生产社会化趋势加强 

15. 1693 年，牛顿说：“写作《原理》的目的，是向思索着的人们灌输上帝存在的信仰。

科学的价值，一则是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一则是论证上帝的存在，维护对上帝的信仰。”

这意味着牛顿的思想(  ) 

A. 巩固了基督教信仰的统治地位  B. 是宗教精神和科学思想的统一 

C. 开创以实验为依据的近代科学  D. 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16. 1730 年 3 月 25 日，英国艾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听说议院讨论……

到夜晚 11 点钟……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直等到表决完毕才走，其目的是想影响议院……现

在沃波尔爵士……成了一些渺小不足道的坏蛋们的避难所，这些坏蛋们干着肮脏的勾当，趋

附着他，并且首先获得他的保护，然后得到他的宠信，由于他的首相地位，继之也必得到朝

廷的赞许。”材料表明(  ) 

A. 英国责任内阁制尚未确立  B. 议会未行使监督政府职能 

C. 国家权力中心转移到首相  D. 君主立宪制需进一步完善 

17. 1936 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迎合了西方各国当时的需要，相当迅

速地为英、美等国的经济学界所接受，称之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

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革命”的革命。这一理论(  ) 

A. 是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命  B. 促使西方“混合经济”模式出现 

C. 是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  D. 推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经济” 

18. “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重

现个人集权。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他当政 18 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

地将墓掘深。当他离世时，……这个墓已经挖好了，而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

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这里的“掘墓人”是指(  ) 

A. 斯大林  B. 赫鲁晓夫 

C. 勃列日涅夫  D. 戈尔巴乔夫 

19. 1953 年 8 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

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

强了和解运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A. 苏联氢弹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B. 客观上有利于避免战争发生 

C. 苏联氢弹让美苏竞赛形成均势  D. 客观上推动了欧洲走向联合 

20. 严伯钧的《西方艺术课》中描述一种独特的美术风格：“热情奔放、极具冲突感，

场面混乱但乱中有序。视觉上会给人造成强烈不安的感觉。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权威、

传统和古典模式，强调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下列哪幅绘画作品能体现上述风格(  ) 

             
A. 《自由引导人民》  B. 《拾穗者》    C. 《镜中的少女》    D. 《日出·印象》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60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计 60 分。其中第 21 题 15 分，第 22 题 12 分，第

23 题 13 分，第 24 题 10 分，第 25 题 10 分。 



   

 

21. (15 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一环。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

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

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

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

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

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

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

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

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

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

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完成下列要求： 

(1) 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

生的后果。(4 分) 

 

 

 

 

(2) 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以及它形成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

度形成的积极影响。(9 分) 

 

 

 

 

 

(3) 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2 分) 

 

 

 

 

 

22. (12 分)统购统销，从 1953 年开始，到 1992 年底停止，共施行了 39 年。对我国经济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 (1953 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大批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和工

业就业人数激增，支出粮食 587 亿斤，赤字达 40 亿斤。而农民在土改后生活改善，对粮食消

费的需要提高了，有余粮也不急于出售。东北等产粮区遇到灾荒，使供销局势更显紧张。一

些私人粮商又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待机。……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一些经济困难的城市居民

已难以购得必须的口粮，造成人心惶惶。……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

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分配。这个办法被称为“统购统销”。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 3 卷 

材料二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

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

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每年用于物价补贴

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

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1988 年 5 月 19 日) 

完成下列要求： 

(1) 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历史背景。(3 分) 

 

 

 

 

(2) 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统购统销的历史影响”写一篇小论文。(9 分) (要

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 字左右) 

 

 

 

23. (13 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关于国家建立的原则有过深入的讨论，这对美国的宪

法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基于人性恶的前提假设，认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内

心欲望的驱使，趋利避害即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

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深受霍布

斯思想的影响，通过追随霍布斯的思想，汉密尔顿提出按照人类实际是什么来对待人类。“如

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

内在控制了。”霍布斯和联邦党人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理性化做准备，一个强

大的“利维坦”是克制人类走向邪恶和混乱的必要工具。国家的工具性在此显得十分突出，

国家的主权就是制定法律、决定和平与战争、统率军队、任免官吏、征税、审判和授勋等各

项权力。 

——陈刘杰《联邦党人国家建构的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材料二 化名为“布鲁图斯”的反联邦主义者在反对新宪法把 13 个邦合并为一个大的

共和国时，引用法国启蒙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鸩的观点，认为自由共和国不可能在广泛的领土

上存在。他说：“在一个大共和国里，公共福利成为众多不同因素的牺牲品，即受制于各种

各样的特殊情况，又依赖于多种偶然因素。”化名为“加图”的反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

者的大共和国主张具有专制暴政倾向。化名为“辛辛那图斯”的反联邦主义者批评新宪法授

予参议院的权力太大，权力划分不明确，具有贵族化倾向。 

——马伟军《反联邦主义者与美国宪法的制定》 

完成下列要求： 

(1) 据材料一，概括霍布斯和联邦党人的国家观及其目的。(5 分) 

 

 

 

 



   

 

 

 

(2) 据材料二，概括反联邦党人反对大共和国的理由，并指出其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哪

些思想？(6 分) 

 

 

 

 

(3) 综上所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争论为美国政府的构建提供

了哪些理念。(2 分) 

 

 

 

 

 

24. (10 分)农村改革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 1870 年统治日本的任何政府，不管是什么性质，都将必定发现不得不处理乡村

问题，因为乡村是最大的税收来源，是明治政府统治的大多数人的家园。 

材料二 于 1873 年 7 月 28 日颁布的地租改正法，强调了天皇“人民平等承担税负、不

加歧视征收租税”的意愿。然而，该法的实际规定显示了它对政府自身财政利益的关注，远

远大于对任何税赋平等原则的关注。在它的规定下，标准的租税用现金支付，并给国家带来

既定数额的收入。此外，它也是农业和农业生产者所可能承受的方式，尤其因为新法驱使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农民出卖农作物换取现金。这是一项他们中很多人都缺乏技能的作业，

这就导致了地税改革的一个副作用：财务失败致使佃农和失地的农民增加。另一个副作用是

恼人的所有权问题——由于地契的发放方式——不但是以有利于平民不利于武士的方式，而

且是以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自耕农的方式解决的。 

——以上材料摘编自[英]威廉·比斯利《明治维新》 

完成下列要求： 

(1)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一中明治政府处理乡村问题的措施。(4 分) 

 

 

 

 

 

 

 

(2) 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地租改正法的影响，并从近代化的视角，

指出其直接目的。(6 分) 

 

 

 

 

 



   

 

 



   

 

25. (10 分)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工程之父。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 帝国主义把掠夺中国的铁路摆在突出的地位……日本《朝日新闻》公然叫嚷：

“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它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纵

于铁道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

一切权；有一切权，凡地方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之民，皆我俎上之肉。” 

——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 

材料二 五月九日我向岑官保(春煊)面陈早日修成京张路的三项理由：(一)京张路是中国

自筑的第一条铁路，每个外国人都在看着我们，如工程进行缓慢，他们一定讥笑我中国工程

师没有建筑铁路的能力，不能担负筑路的责任；(二)一部分款子已经用去，早日通车就能早

日有收入；(三)现在全中国都需要建筑铁路，我们的政策是中国的铁路由中国人自己来修，

因此中国的工程师十分需要，京张路工程正在吃紧，无法分出人手，只有尽速完成京张路工

程后才能匀出人才为国家建筑其他铁路。 

——《詹天佑日记》(1907 年 5 月 22 日) 

完成下列要求： 

(1) 据材料一，概括西方列强掠夺中国铁路权的危害。(3 分) 

 

 

 

 

 

 

 

(2) 根据材料二，简述詹天佑想早日修成京张铁路的理由。(3 分) 

 

 

 

 

 

 

 

(3)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京张铁路建成的历史意义。(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