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调研考试 

历史 
2021.4 

本试卷共 8 页，22 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

试卷类型（A)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将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

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

位置上；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周代对国君的亲属关系作出诸多限制，要求国君的族人与兄弟不能以亲情之原则对待国君。

此外，周代还强调“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这些观念 

A.表明宗法与分封制互为表里 

B.说明君主专制已经建立 

C.注重对公共政治秩序的维护 

D.反映血缘关系逐渐弱化 

2.图 1 为汉武帝时期的“大飞鸿”“玉兔蟾蜍”“延益寿”瓦当，分别代表“太阳”“月亮”“延寿”，寓意

“日月同辉、天人合一、延年益寿”。这些瓦当体现了 

 
A.社会观念与艺术审美的结合            B.科技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统一 

C.政治一统与经济繁荣的盛况             D.儒家思想与市井风情的杂糅 

3.中国古代史书中常有专门的议论，穿插于卷中或卷后。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 

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等。史家借此表达对王朝兴衰更 

替和人物成败功过的看法。这主要说明传统史学 

A.重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            B.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 

C.突出历史评断的主观性             D.以纪传体为正史典范 

4.朱熹认为，虽学者必由《大学》入门，穷理正心，达于圣学，但“洒扫应对”也可到圣人事，

“理无大小故也”。由此可知，朱熹旨在强调 

A.丰富儒学的教育内容        B.穷理与人伦日用的贯通 

C.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       D.格物是为善去恶的过程 

5.明初开茶马互市后，私茶严重，明政府制作金牌信符，下发西宁州等各部族，作为茶马交易

的特许权凭证，以获得紧缺的马匹。这些措施 

A.改变了当地饮食习惯            B.冲击了抑商政策 



C.旨在复兴古丝绸之路             D.有利于稳定边疆 

6.1862 年，淮军在松江开设了一个随军小兵工厂，即松江洋炮局前身。1863 年，该厂随军移

至苏州，更名为“苏州洋炮局”。后又因李鸿章迁任两江总督，改址至南京，扩建 

为“金陵机器局”。该现象主要体现洋务军事企业的创办 

A.注重维护国防安全 B.促使清廷将权力下放 

C.缺乏全局统筹规划 D.受制于时局变化影响 

7.1912 年 2 月，日本政府向欧美列强提出一份《备忘录》：各国在承认新政府问题上应遵循

“共同行动准则”，应进一步“促使新政府做出足以说明其真正维护各国在中国的共同权利及利

益之充分保证”。该《备忘录》意在 

A.以承认为条件谋求列强最大权益 B.敦促中国门户开放获取国际承认 

C.帮助袁世凯独揽大权以镇压革命 D.协调各国利益冲突维护清朝统治 

8.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革命根据地，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换上了马克思或革命

先烈画像，以前过节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

卫苏区”。这些现象说明 

A.国民革命运动深得群众拥护 B.农民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C.红色文化宣传促进移风易俗 D.军民团结是革命胜利的保障 

9.1951 年 5 月，针对山西省委要求削弱农村私有经济的意见，刘少奇提出：“现在采取动摇私

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旨在

强调 

A.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 B.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 紧迫性 

C.新中国地主经济存在的合法性 D 维护土地改革成果的合理性 

10.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出现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面对严峻形势，

党和政府探索新路子进行治理整顿、全面深化改革。到 1991 年底，经济过热明显改善，物价

涨幅全面回落，市场秩序好转。治理整顿工作 

A.激发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机活力 B.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 

C.突破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D.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11.2017 年在庞贝古城发现了公元 1 世纪下半叶的一座古罗马无名氏墓，其墓志铭末尾处铭记：

“鉴于以上这些事迹（墓主人诸多的慷慨捐献和善行义举），在民众的提请下，当市议会一致

同意他应被推选为庇主、且双执法官之一提交议案时，他本人却以私人身份加以否决，声明他

承担不起作为其公民同胞之庇主。”此材料作为直接证据可用于研究古罗马 

A.地方政治理念和运作机制 B.民主政治体制和权力制约 

C.万民法的实践与逐渐完善 D.帝国境内的特色民间风俗 

12.有学者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为“掌握数学的艺术家”，并认为这些艺术家为更准确地描摹

自然场景，对人类的视觉及光影变幻特征呈现的模式进行了大量“实验”。该学者意在说明文艺

复兴 

A.导致欧洲艺术世俗化和现实化 B.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内在一致性 

C.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D.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13.17 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者多主张实行低工资，这一主张反映在国家实施的工资评定制度

上，由政府官员评定的法定工资标准往往低于市场工资标准。这一举措 

A.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B.意在抑制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C.有利于技术革命的推进 D.为存实对价格革命的挑战 

14.18 世纪中叶，法国服饰流行夸张华丽的风格。18 世纪后半期，服饰趋向朴素、简洁，男士

爱好军装式样的服装，不少上流社会女性以穿“农妇装”为时髦。这一变化反映了 

A.浪漫主义对衣着服饰的影响 B.政治运动对社会观念的冲击 

C.工业革命推动服饰风尚变化 D.启蒙运动对时尚观念的改造 



15.图 2 是发表于 1928 年的漫画《被鼓手抛下的乐队》。画面中，一个鼓手敲打着“华尔街股票

繁荣”的大鼓，兴冲冲地跑在前面，将“国家繁荣”的乐队远远地甩在后面。后者一边大叫“嗨，

等等我们！”一边用力追赶。这一漫画反映了 

 
A.一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促进股市上涨 B.股市泡沫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C.美国贫富差距大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D.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美国发展 

16.1958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指出“国家的安全需要最充分地开发全国男女

青年的脑力资源和技术技能。”政府增拨大量经费，重视对“新三艺”（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

等科目的教学。美国的这场教育改革运动 

A.促进了教育公平公正原则实现 B.推动了联邦政府权力扩张 

C.体现了冷战中的危机管控机制 D.出于国际战略竞争的考量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第 17~19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20~22 题为选

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共 40 分。 

17.(14 分）太平洋地区贸易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列强对这一地区贸易的争夺深刻影

响着相关国家胞芍膠。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6 世纪 70 年代，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殖民政府开辟了马尼拉一阿卡普尔科（墨

西哥）航线，这条航线连接东亚和美洲的贸易市场。西班牙人用大帆船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

运送大量银元到马尼拉，再到澳门购买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经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然

后转销到美洲各地和西欧。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将马尼拉－中国贸易航路与葡萄牙人开辟的太平

洋西部跨洋贸易航线联结起来，使以中国为中心的环球贸易航线得以形成。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 

材料二 伴随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美国越来越重视对太平洋地区的开发。1890 年，美国海

军上将马汉提出，占地表三分之一面积的太平洋世界才是 20 世纪美国的生命线。此后，美国

政府逐步实施其太平洋地区拓展战略，力图将大洋彼岸巨大的中国市场纳入美国掌控中，并建

立太平洋舰队以保护商船。1898 年美国挑起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

并取得关岛、菲律宾的控制权。20 世纪初，美国取得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马汉提出的建

立太平洋海洋帝国的目标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日）宫崎正胜《从航海图到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大帆船贸易”兴盛的历史条件，并说明其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实施太平洋战略的背景，指出

这一战略的实质。（6 分） 

18.(14 分）从地理空间变化的角度进行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以秦岭一陇海铁路为空间界线，以 1937 年为时间界线，中共组织的发展呈现十分明显

的重心南北易位现象。1927 年 3 月，全国党员人数南方省份占比超过 80%,其中湖南、湖北、

江苏（含上海）广东占比排前四，而北方地区的党员仅占全国数量的 10.94%.1945 年七大召开

时，就军队中党员人数而言，北方军队党员达 40 万左右，而南方军队党员仅 7 万左右，党员

人数较多的省份主要是河北、山东、山西。 

—— 摘编自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 

材料二 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调整空间战略，是党夺取政权、掌握和巩固政

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的空间战略选择与布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必须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城市与农村空间中进行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

对党的历史产生过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史活动原有的展开路径与模式，

衍生出了全新的党史发展轨迹。 

——摘编自崔保锋《空间思维与中共党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1921-1945 年中共中央常驻地迁移路径，并概述中国共

产党组织发展重心“南北易位”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某一次空间战略选择，说明

其必要性与战略意义。（8 分） 

19.(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史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世界史”一词。20

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视角经历变化的过程。 

 
——摘编自徐蓝《20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等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围绕“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

（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阐述清晰。） 



（二）选考题：共 12 分。请考生从 20~22 三道选考题中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按 

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20.(12 分）【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曹的权力很大，

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

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

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

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

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

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朝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隋朝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6 分） 

21.(12 分）【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辖区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

开往中国。1951 年 5 月，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提案，对华禁运武器、弹药、

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等重要物资 1700 多种。至 1953 年，在美国的拉拢和胁迫下，参

与对华禁运的国家多达 45 个。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美展开经济反击战。从 1950 年 11 月到 1951

年 5 月，我国先后发出“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命令”“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

的指示”，全面接管和没收美国在华企业和相关经济利益，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使中国的抗美援

朝战争遭遇一定困难，但无损大局，中国的反击战却使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双重打击。美

国在华企业大多以自行歇业结束经营，或被迫转让给中国企业，美国经济势力由此完全退出中

国。 

——摘编自石源华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济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美援朝战争中经济战爆发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美援朝战争中经济战的影响。（6 分） 

22.(12 分）【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维多利亚女王（1819 年－1901 年）早年在其舅父利奥波德一世的监护下接受教育，长期

受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伯父威廉四世驾崩后，18 岁的维多利亚即位为王。登基之后，同母

亲分居，与舅舅抗争，具有一种专横独断的脾气、一种强烈固执的自我中心意识。在位期间，

她创造了英国最强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 年～1901 年）。当时英国的政治得到充分发展；

经济几乎占到了全球的 70%;英国的文艺界里涌现了如勃朗特、狄更斯等伟大的作家，艺术界

呈现出群星夺目的盛况，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犯罪乘增高，童工问题严重，在位期间发动鸦

片战争，加重制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这一切使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蒙上厚厚的阴

影，1901 年 1 月 22 日，维多利正女王在怀特岛去世。享年 82 岁． 

——摘编自王文洁《一部维多利业时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维多利亚女王能创造“维多利亚时代”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维多利亚时代”。（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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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17.(14 分） 

（1)历史条件：新航路开辟，西方殖民侵略；美洲银矿的发现和开采；中国传统手工业发达

（或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市场畅销）。（如回答地理知识的增长、造船、航海技术的发 

展，也可酌情给分。）（4 分，西方、中国因素各 2 分。） 

影响：白银大量流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政府经济政策调整（一条鞭 

法）；促进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以中国为中心的环球贸易航线得以形成（或中国与世界市

场联系加强）。但由于政府推行重农抑商与海禁政策，中国没有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

并实现经济转型。（4 分，要求从积极与局限两方面回答，各计 2 分。） 

（2)背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展，美国成为头号工业强国；美国西部领土扩展到太平洋

沿岸（或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传统老牌殖民帝国走向衰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马

汉战略思想的影响（或马汉海权理论）。（两点即可得 4 分。） 

实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战略（或建立帝国主义海洋霸权／帝国）。（2 分） 

18.(14 分） 

（1)路径：上海－广州－武汉一瑞金一延安；（答出上海一瑞金一延安即可计 2 分） 

原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实现了战略转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共领 

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进行抗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促进党组织在北方 

的发展。（4 分，每个要点 2 分，回答 2 点计 4 分） 

（2)举例：改革开放首先选择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 分） 

必要性：“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严重；“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农民群众 

极端贫困；农业处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地位。（1 点 2 分，2 点 3 分） 

战略意义：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创造条件；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 

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 点 2 分，2 点 3 分） 

（如列举建国初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重点选择东北地区、对外 

开放选择将深圳作为突破口等均可。） 

19.(12 分）略。 

20.(12 分） 

（1)原因：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或州郡僚属操控地方政权）；都督

武将干预地方管理；地方治理混乱（或中央集权削弱）。（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 

可计 6 分。） 

（2)意义：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地方行政治理效率；冲击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为

后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可计 6 分。） 

21.(12 分） 

（1)原因：冷战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中国一边倒，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双方通过贸易战遏制对方。（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可 



计 6 分。） 

（2)影响： 

美国在华经济、政治利益严重受损；经济封锁导致西方一些国家市场萎缩，部分工商业濒于破

产，失业人数增加；导致中国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供应紧张；中国加大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的贸易往来。（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可计 6 分。） 

22.(12 分） 

（1)原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推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维多利亚

女王个人的才华与坚毅的个性。（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可计 6 分。） 

（2)评价： 

一方面，君主立宪制完善，英国民主代议制充分发展；工业发达，经济强盛；文艺繁荣，此时

的英国全方位主宰世界格局。另一方面，国内社会问题众多、环境污染严重，阶级矛盾突出，

对殖民地半殖民的剥削压迫加剧，也暴露出其不合理的一面。（6 分，每个要点 2 分，答出 3

点即可计 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