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I卷(选择题共 6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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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昭侯封桓叔(昭候之叔)于曲沃。师服预言:“吾闻国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夫有贰宗，……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师服意在 

A.离间宗亲关系      B.取消分封制度    C.维系统治秩序部    D.建立中央集权 

2.据记载，南宋绍兴六年(公元 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

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贩卖乳香达 30万，纲

首蔡景芳招诱船货，收息钱达 98万，都各补授从九品“承信郎”官衔，赐予“公服履笏”。

以上材料主要说明了 

A.海外贸易满足了贵族的物欲追求      B.招徕外国货船可以增加官员政绩 

C.商品经济发展导致民众崇尚洋货      D.政策调整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3.清代孙承择评价，“鲁公忠孝植于天性、弹竭精力以书此碑，而奇峭端严，一生耿耿大节，已

若显质之先人矣。”下列碑贴风格符合该观点的是 

 

4.朱熹《语类》：“昨日虽看义当为然，而却又说未做无害；见得利不可做，却又说做也无

害；这便是物未格，如未至。今日见得义当为，决为之；利不可做，决定是不做，心下自肯

自信得及，这便是物格，知得至了。”对其阐述理解正确的是 

A.注重道德实践          B.提倡心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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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强调重义轻利          D.批判虚假说教 

5.“它的设立，本是一种超常规的做法。这个无端制、无定员、无预算。名义上仅仅是皇帝的临

时秘书机构，却实际上褫夺了内阔的权力，造成了中国特色的机构名实不符现象。”材料中

的“临时秘书机构” 

A.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               B.妨碍皇权高度集中 

C.削弱相权对皇权的制约               D.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6.淮军将领宋庆统率诸军时，只有身边的“毅军”各营听从调度，而“新募之伍，集不以时。其

他军之征调者相与徘徊，观望不肯出关(山海关)。即关外从征之师，又或瞻徇依违，败不相

救”。材料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A.太平天国运动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7.下图为民国时期一则女鞋广告，从广告语中反映了当时 

A.民国教育商业色彩较浓厚        B.国货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C.实业救国已成为社会共识        D.民族资本家具有强烈教育情怀 

8.1916年，陈独秀发表文章:“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

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客心；

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由此表明他 

A.否定党派运动        B.主张国共合作 

C.倡导国民运动        D.厌恶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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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国上将李天佑在《把敌人挡在湘江岸边》冲记载:“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

伤了，营连指导员也剩的不多了。……在脚山铺阻击时战士们喊出了‘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

国’，与敌人进行数次白刃格斗”。以上叙述反映了 

A.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B.中共正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期 

C.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         D.工农红军主力摆脱了围追堵截 

10.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

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

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

的大量节减。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计划经济模式尚未确立         B.公私合营已经全面展开 

C.土地革命任务业已完成         D.工业化已具备初步基础 

11.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 5.5亿，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的 80%。到 1978年，青壮年文盲率

已经下降到 18.5%。1949年全国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 2.2人，1978年上升为 8.9人。以上

现象的变化得益于 

A.义务教育的普及         B.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 

C.希望卫程的推动         D.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12.1988年 2月，台湾当局准许国民党员、干部赴大陆探亲、旅游:7月确定在维持官方不谈判、

不接触、不妥协政策的前提下，“民间、间接、单向、渐进”开放两岸关系；11月又宣布有

条件地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以下理解正确的是 

A.大陆和台湾实现了真正停战        B.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 

C.“一国两制”得到两岸认同        D.两岸隔绝状态已经被打破 

13.格罗特指出陶片放逐法是为了“在整个共同体中……只有完全的一致，或者多数派强大到近

乎全体一致的程度，即使那些不完全赞同的人也必须尊重这种政体，才能让政治激情不至于

造成流血”。据材料可知该方法 

A.防止僭主政治的出现             B.维护了城邦的稳定与安全 

C.实现多数派达成一致             D.强制少数派费同现有政体 

加群获取更多资料 高一：325856057 高二：216404542 高三：222063930 添加微信公众号“南京爱智康”了解更多资讯



  
   

 

14.“这次改革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向‘衰败远区’开刀。56个衰败选区被废除，30个小的选区

失掉席位。在伦敦和其他新兴城市新设立了 40多个新选区；二是规定地主或房主年收入达

10磅者、租地经营达 50磅者才有选举权。”推动这次改革的主要原因是 

A.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B.议席名额分配不合理 

C.责任内阁制度的形成            D.圈地运动的深入发展 

15.杰里·布罗顿在其《文艺复兴简史》中发现:19世纪的西方学者眼中的文艺复兴，与 20世纪

西方学者眼中的文艺复兴，形象大相径庭。前着喜欢领扬文艺复兴的辉煌，后者则热衷于揭

示文艺复兴的黑暗。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学术竞争导致观点分歧             B.后人对前人的不断超越 

C.文艺复兴运动的两面性             D.时代变迁影响研究结论 

16.以下数据摘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的 1928年和 1940年苏联主要产品产量简表》 

项目 1928年 1940年 增幅(%) 

钢(万吨) 430 1830 326 

煤炭(万吨) 3550 16600 368 

棉织物(亿米) 26.78 39.54 48 

谷物(万吨) 7300 9550 31 

对该表反映的信息，理解正确的是 

A.农业集体化运动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      B.五年计划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C.新工业化模式成为经济发展重要途径      D.以指导性计划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17.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在谈到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时说:“国家的任务不在于直接干涉经……政

府只要在需要支持竞争机械论的时候插手到市场里去就好了，或者在不可能实现全面竞争的

时候，出面监督这些市场就好了。”以下表述符合材料观点的是 

A.联邦德国政府明确反对干预经济           B.凯恩斯主义不适合德国国情 

C.“模式”体现“混合经济”特征           D.德国大力推行自由放任政策 

18.“这是一项举世无双的奇怪工程，它预定长度达 164公里，蜿蜒于街道、住宅区、花园、树

林、河流之间，行经之处，除了留下过境站的出口外，其他地方一律要封住。”材料中“它”

的建成 

A.形成了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           B.导致了德国开始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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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标志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形成           D.预示着世界局势紧张加剧 

1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从 1990年到 2015年，发达国家 GDP占全球的比重下降，而

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为此，美国从 2008年到 2016年对其他国家先后采取了 600

多项歧视性的贸易措施。材料表明全球化进程中 

A.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          B.美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 

C.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形成          D.发达国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20.某作家在作品《华特》里的描述"至于他那两只脚，有时每只脚都穿一只短袜，或者一只脚穿

短袜，另一只脚穿长袜，或一只靴子，或一只鞋，或一只拖鞋，或一只短袜和靴子，或一只

短袜和鞋子，或一只短袜和拖鞋，或一只长袜和靴子，或一只长袜和鞋，或一只长袜和拖鞋。”

该作品风格属于 

A.浪漫主义      B.现实主义     C.现代主义     D.古典主义 

第 II卷(非选择题  共 60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计 60分。其中第 21小题 14分，第 22、23小题各 13 分第 24、25题各

10分。 

21.(14 分)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国家，然而自宋代开始、农业中出现了“今之农与古之农异”

的现象。阅读材料: 

材料一  今农夫五口之家，……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

风尘，夏不得进暑热，秋不得避阴兩，冬不得避寒冬……。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早之灾，急

政暴赋，賦敛不时，朝令而幕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

鬻子孙，以偿債者矣！……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效，广畜积，以实仓廩，备

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摘自晁错《论贵粟疏》 

材料二  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

皆是也。 

——(宋)王柏(鲁斋集》 

材料三  一般说来，兼业的农户能比纯农业户向市场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商品，也能比纯农业

户更多地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大量兼业的农民还成为工商业经营的主体队伍中的成员。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农民兼业从一开始就是与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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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小农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实现收支平衡，不仅减少了对纺织品、农具等一般手工业

品的市场需求，而且生产出大量同类手工业品，对专业化生产构成了顽强的抵制。 

——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归纳晁错认为农民“勤苦如此”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针对这一现象采取的对

策是什么? (5分)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出现了何种新的社会现象?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负贩佣工”可

以谋“朝夕之赢”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4分) 

(3)材料三中的“两面性”含义是什么? 综合以上材料，你如何看待农民兼业的现象? (5

分) 

22.(13分)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中,“一边倒”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阅读材料: 

材料一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

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

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这种看法有

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另一

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

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和主要特征》 

材料二  在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同时，斯大林同

意给新中国 3亿美元贷款，年息仅 1%,以机器、设备等材料和商品的形式提供。在朝鲜战争

中，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1954年初，中国组建的 28个空军师、5 个飞行团，共 3000

余架飞机，都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

经济上，苏联援建了 47个项目，还无偿提供了大量技术资料，并派大量高级专家来华工作。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 

完成下列要求: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基于这种政治形势，新中

国制定“一边倒”方针的依据有哪些?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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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一边倒政策与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为主题进行

论证。(9分)(要求:观点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清晰:280字左右) 

23.(13分)启蒙运动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现世生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阅读材料: 

材料一  若是把他们看成乌托邦分子或者集权主义者，这在哲学上是错误的，从历史而言则

是荒谬的。事实上，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试图以求实际、讲原则的方式解决问题……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

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做斗争的样板。 

——[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材料二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

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

口号。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

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材料三  启蒙哲人对批判的推崇反其对形而上学的正当批判明显地表明，启蒙运动不是理性

的时代，而是一次理性主义的造反。这场造反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一方面反对把理

性说成是唯一的，甚至主导的行动精神的论断。另一方面否定那种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的神秘

现象，都可以通过研究而得到阐明的观点。主张批判至上，绝不意味着理性万能。这是一项

要求有权质疑一切的政治主张，而不是要求宣称一切都能被理性了解和驾驭。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启蒙思想家判断问题的标准。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他们针对“压迫性制度”

提出的政治主张。(3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康德提出的“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的原因，并解

释“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的时代”的理由。(5 分) 

(3)概括材料三的主要观点。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该观点的认识。(5 分) 

24.【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0分)维新变法十分注重报刊舆论的宣传。阅读材料: 

材料一  戊戌变法时期，在维新派的带动下，国人自办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形

成了国人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在 1895-1898年期间，特别是 1897 和 1898两年，国人

新办报刊达 94种……居主导地位的是时政性综合报刊和讲求新学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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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材料二   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

者即据出版言论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故一国之业报馆者，苟认定此天职而

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诚哉，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

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坠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诺君》 

材料三  一曰：创学堂，……然而学堂书院之容积尤有限量；二曰:学会。……然而学会设

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而况于外县，而现于外府?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

者观，不得听者听……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

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 

——谭嗣同《湘报后续(下)》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戊戌变法时期“国人办近代报刊第一个高潮”形成的原因，

结合所学,指出国内南北“据主导地位的时政性综合报刊”的名称。(4分) 

(2)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认为报纸推动国家政治进化的理由。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

中体现此理由的举措。(4分)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明“新政、新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2分) 

25.【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0分)牛顿说:“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阅读材料: 

材料一  牛顿的秘书谈到过牛顿“废寝忘食”的程度:他陷入极度的冥思苦想之中，连自己

吃了饭没有都记不清楚。只要有一小时不看书学习，他就认为是浪费了光阴。他一天总共只

睡四五个小时，特别在秋天和冬天，他的化学实验室里的炉子整日整夜地烧着。 

——摘编自【德】H·武辛《伊萨克·牛顿》 

材料二  牛顿和菜布尼兹就教学问题保持着通信。牛顿自己承认菜布尼兹对这个学科的精通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过于自信的牛顿拒绝与他直接讨论微积分问题，他深信一个二

十出头的青年绝不可能达到自己这种水平，而时间却必须为牛顿停留，毕竟他是一个受主偏

爱的人。牛顿也许是最伟大的炼金术士。牛顿除了做了不计其数的试验，还读了几乎所有他

能买到或借到的炼金术书。托马斯·佩莱博士是皇家学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牛顿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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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论文就由他来挑选发表，他被牛顿在炼金术方面的冒险吓坏了，因此大胆地在这些黄

料的封皮上写下了“不适合出版”。 

——摘编自[美]盖尔·E·克里斯汀森《牛顿与科学革命》 

完成下列要求： 

(1)依据材料一，概括牛顿在开展科学研究时表现出优秀品质。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牛顿科

学理论贡献。(3 分) 

(2)牛顿对于莱布尼兹表现出的态度，反映了他怎样的性格特征?在材料二中是如何体现的?

概括托马斯·佩莱博士写下了“不适合出版”的原因。(5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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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60分。 

1-10：CDBAD   CBCBA    11-20：BDBAD  CCDDC 

二.非选择题，本大題共 5小题。第 21小题 14分,第 22、23小题各 13分，第 24、25小题各 10

分，共计 60分 

21.(14 分) 

(1)原因:生产艰辛，赋税徭役沉重；自然灾害；債务盘剥。(任答三点，3分) 

对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重农抑商)。(2分) 

(2)现象:农民兼业(农民利用农闲经营农业之外的产业)。(1分) 

条件: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理；农民经营观念的转变。(3分) 

(3)合义:一方面，可以增加商品流通，扩大消费，提供充足劳动力，促进工商业经济的高度

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不利于专业化生产。(3分) 

看待: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依旧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不能促进社会

变革与转型。(2 分) 

22.(13分) 

(1)特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冷战局面(两极格局)逐渐形成。(2分) 

依据: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对世界政治形势的认识；革命运动(革命理论)的经

验。(任答两点，2分) 

(2)(9分) 

论点方面(2分) 论据方面(6分 论证方面(1分) 

一边倒政策对新中国

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 

政治:有利于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利

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人民主权。(1分) 

经济:苏联的援建项目和技术资料，有利于国

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一五计划的建设。

(2 分) 

军事，有利于人民军队的全面改装升级，为抗

(分层表述；史论结合；

逻辑严密；表达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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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做出了巨大贡献。(2分) 

外交，与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冲

破了美国的外交孤立。(1分) 

 

23.(13分) 

(1)标准:理性。(1分) 

主张，民主:人民主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任答两点，2分) 

(2)不是启蒙:封建专制的压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宗教迷信思想束缚。(3分) 

是启蒙:启蒙思想家们要求获得人本身的解放，发展人文主义；努力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

时代。(2分) 

(3)观点:启蒙运动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一次理性主义的造反。(1分) 

认识:启蒙思想家们否定理性是万能的，认为理性并不能了解和驾驭一切。(2分)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理性、勇气，一方面要避免教条、僵化。(2分) 

24.(10分) 

(1)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宣传变法的需要。(2 分) 

名称:《时务报》；《国闻报》。(2分) 

(2)理由:以出版、言论自由监督政府行为防止专制；捍卫国民话语权(言论自由权)。(2分) 

举措: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创立报馆、学会。(2 分) 

(3) 关系:一方面戊成变法推动了报刊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报刊扩大学堂学会的影响，

有助于启迪民智，扩大变法的社会基础和與论基础。(2分) 

25.(10分) 

(1)品质:深入思考；专注；珍惜时间，勤奋。(任答 1点，1分) 

贡献: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形成经典力学理论；提出万有引力；光的本质是粒子

或《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3分) 

 (2)特征:过于自信。(1分) 

体现:认可莱布尼兹数学研究水平；但拒绝与他交流，(2分) 

原因:维护牛顿的科学权威，避免炼金术士角色影响牛顿伟大的科学家的形象。(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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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要全面了解；要立足个人对社会发展贡献；要看主流；要客观、公正评价。(任答 2

点,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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