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历史
第Ⅰ卷
本卷共 11 题，每题 4 分，共 44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
的。
1.“早在明末清初，诸先贤就曾将传统时代一切政治体制的弊病悉归之于‘一家一姓’的君
主专制……但若认定传统政治制度仅仅是因君主‘私天下’而造就一切，君主制能维持两千
余年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哑谜’
。事实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
而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效。”这段论述意在强调
A.君主专制存在诸多弊端
B.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
C.君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无法解释
D.君主制的存在有其特定历史条件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阅读史料、提炼有效信息的能力。据题干中的意思可知主要强调君主专
制制度有其客观存在的条件性，作者并未涉及批判性的价值观，故 D 项正确。根据题干作
者很明显是强调后半部分，即“事实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而
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效。
”A 项排除；题干并未强调君主专制的根深蒂固，
只是在强调其存在的原因，排除 B 项；作者并未强调君主专制的村子有其复制性，即“事实
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而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
效。
”
，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D 项。
答案：D
2.史载，清代“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佛山镇至汉口镇……
由汉口镇至朱仙镇……朱仙镇最为繁夥，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其中朱仙镇和景德镇位于
下图中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③
解析：这一题考查空间概念，根据一般的地理常识可知，朱仙镇是在今天的河南省，而景德
镇则在今天的江西省，据此再结合地图可知 B 正确。
答案：B

3.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宣扬因信而得救。他倡导的改革运动得到农民、手工工匠、下
层僧侣的支持，推动了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王公贵族为扩大自身政治权力，也纷纷建立其
辖区官方教会。这主要说明宗教改革
A.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共同目标
B.扩大了世俗贵族权力
C.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D.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解析：题干说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主张得到了农民、手工业者和下层僧侣的支持，王公贵族
也用实际行动在支持其主张，所以说明宗教改革的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故选 D。
答案：D
4.1821—1850 年，清代史籍著述出现重大变化：由校勘古籍转向研究本朝掌故，寻求经世
之道；随着边患加剧，着意边疆地理研究；伴随西方殖民者东来，重视研究外国史地，译介
西方书刊。这种变化主要反映了人们
A.关注社会现实及世界形势
B.改变了传统治史方法
C.转向对本朝边疆史地研究
D.挣脱了文字狱的枷锁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阅读文字史料，提炼有效信息并进行解释的能力。据题干再结合时代背
景可知，随着东西方的交流日益深入，西方殖民者东来，双方在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误解
甚至是敌对的矛盾，双方都在不断的研究对方，寻求化解之道；题干中未出现对传统史学的
彻底改变之法，排除 B，也未出现转向对本朝边疆史的研究和挣脱了文字狱的枷锁，排除
CD。故本题选 A 项。
答案：A
5.19 世纪后，许多国家尤其沿海国家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但近代中国发展海军并
未真正认识这一世界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本能反应，呈现出“海患紧
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状态。这体现出近代中国
A.自觉意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
B.主动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C.发展海军呈现被动和短视现象
D.发展海军顺应历史大潮
解析：题干说到中国近代发展海军主要是局限于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本能抵制，西方侵略的程
度和频度决定了海军的发展程度，故选 C。
答案：C
6.1830 年，英国正式启用第一条商业铁路，十年后公布火车时刻表。因为火车比马车快太多，
所以各地时间的微小差异就造成了巨大的困扰。1880 年，英国首次立法规定全国的时刻表
都必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就要求人们依据人工的时钟而非依据当地日升日落周期来过
生活。这段材料重在说明
A.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化
B.技术发展对人类生活有所制约
C.时间的精确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
D.统一的时间有利于国家管理

解析：题干材料说的是火车的出现使得英国立法决定全国的时间标准，所以人们生活就不再
根据自然条件而是根据人为条件来进行，从而受制于国家统一规定的格林尼治时间，故选 B。
答案：B
7.“12 月 18 日，天津商会等团体召开市民大会……到会者约十万余人。社会人士李实忱宣
布了与日交涉原则：反对会外交涉；取消二十一条；山东权利无条件收回；满蒙领土完全。
经全场同意后，致电张仲述，请其在美仍‘督促专使提鲁案于太会讨论’。津埠民众运动达
到达高潮。
”上述史实发生于
A.五四运动期间
B.巴黎和会期间
C.华盛顿会议期间
D.开罗会议期间
解析：由题干中的“与日交涉原则”
“取消二十一条”
“山东权利无条件收回”
“在美”
“太会”
等信息综合考虑，这就是指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问题，
故选 C。
答案：C
8.1938 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连续发表文章，总结七年来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
争中的经验教训，其根本经验的第一条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分裂则败，
联合则胜’
，成为铁一般的定律”
。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的第一次尝试。
材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①总结全面抗战的经验教训
②在东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斗争
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准备
④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
“总结七年来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说明中共在东北地区长期坚持抗
日斗争，②符合题意；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明④符合题意，故选 C。
答案：C
9.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胜利，以及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
面前。
”这段话出自
A.《新民主主义论》
B.《论联合政府》
C.《论人民民主专政》
D.《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解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等信息可以看
出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根据所学知识，只有 D 符合这一时间，故选 D。
答案：D

10.对下图信息的解读，表述正确的是

A.科技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变化
B.科学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C.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
D.信息化普及贯穿全过程
解析：题干体现的是四次也革命中分别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与运用导致机械制造的发展、电
力推动导致的大规模生产的实现、电子和 IT 导致的制造业进一步自动化和由于信息物理融
合所导致的现在的生产模式，据此可知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人们生产方式的变化，故选 A。
答案：A
11.1990 年 9 月 12 日，苏、美、英、法、西德和东德的外长在莫斯科举行最后一次“2+4”
会谈，签署条约，规定：四大国停止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这体现的历史背景是
A.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依然存在
B.两极格局的瓦解
C.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完成合并
D.全球化进程加快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阅读文字史料，提炼有效信息并进行解释的能力。据题干史料“1990
年 9 月 12 日，苏、美、英、法、西德和东德的外长在莫斯科举行最后一次“2+4”会谈”可
知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依然存在，A 项正确；B 项说法错误，题干时间是 1990 年 9 月，排
除；C 项错误，德国统一时间是 1990 年 10 月，排除；D 项题干未谈到，排除。故选 A。
答案：A
第Ⅱ卷
12.（16 分）2015 年底以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和成果展示，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间
引起广泛关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据《汉书》载，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之子，幼年继承王位。公元前 74 年，
汉昭帝逝世，无子，霍光立刘贺为皇帝。然而不久，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刘贺入朝后的劣迹，
如：居丧时无悲哀之心，不素食，掠取女子，废礼仪；即皇帝位后，未祭祀宗庙就以最隆重
祭礼祭祀其父……要求废黜刘贺。皇太后准奏。前 63 年，刘贺受封为海昏侯。
(1)刘贺封号与汉代哪一制度有关？概括《汉书》所载刘贺帝位被废原因。（4 分）
解析：制度：由材料一中的“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之子，幼年继承王位”可知这是

属于分封制，再结合所学汉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可知，当时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度。原因：由
材料中的“居丧时无悲哀之心，不素食，掠取女子，废礼仪”，可得出是因为失礼仪，由“即
皇帝位后，未祭祀宗庙就以最隆重祭礼祭祀其父”可得出是因为乱制度。
答案：郡国并行制度。
失礼仪，乱制度。
材料二：自武帝崩后，霍光辅政，专权十余年。昌邑王刘贺入京继位后，急欲亲政，又亲信
昌邑旧臣，计在位二十七日，遣使者“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有收回权
力之迹象。霍光为保持权势，遂废刘贺。
——摘编自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
(2)材料二对刘贺被废原因是如何解释的？（2 分）说明材料一和材料二为何不同。
（4 分）
解析：解释：由材料二中的“昌邑王刘贺入京继位后，急欲亲政”、“有收回权力之迹象”、
“霍光为保持权势，遂废刘贺”等信息可以得出由于霍光专权，刘贺急于收权，所以双方矛
盾激化，出现刘贺被霍光上奏而废的结果。不同：由材料一中《汉书》的记载来看，材料一
是对相关史实的史事记载，材料二是对其进行的解读，即史事分析。
答案：霍光专权，刘贺急于收权，矛盾激化。
材料一是史事记述，材料二是史事分析。
材料三：刘贺墓出土了《论语》
《礼记》等儒家简书，及绘有孔子图像、载其传记的矩形铜
镜，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一些人据此轻易判断：刘贺绝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室贵胄，
《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载不足为信。
——摘编自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等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的出土文物所印证的史实。这些出土文物对材料一、二有
何价值？你如何看待材料三中关于刘贺的评价？（6 分）
解析：史实：需要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论语》
《礼记》等儒家简书，及绘有孔子图像、载其
传记的矩形铜像。这些出土印证了所学汉代儒学成为正统的史实。价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
文物对于解读材料一、二中关于刘贺被废的史实和分析应该是多了一些证据，所以其价值就
是丰富了材料一、二的史事记述和分析。看待：根据材料三中“轻易判断”可以看出作者的
观点，根据历史研究孤证不立的原则，应该说客观地讲，仅凭现有出土文物推翻《汉书》对
刘贺的记述不客观、论据并不充分。
答案：儒学成为正统。
丰富了材料一、二的史事记述和分析。
仅凭现有出土文物推翻《汉书》对刘贺的记述不客观、充分。
13.（20 分）民法是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
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 19 世纪末。1902 年光绪帝下
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 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
方法，于 1910 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1)依据材料，概括《大清民律草案》的特点。
（2 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编纂民法典之
议始于 19 世纪末”的国内背景，并指出民法典“未及正式施行”的直接原因。
（6 分）
解析：特点：由材料一中的“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
“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
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等信息可知其特点是参考西方法律编纂。背景：首先需要注意审题，

题目要去回答的是“国内背景”
，根据材料一所提到的时间“1908 年开始编纂民法典”
，再
结合所学 20 世纪初的史实，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角度回答即可，即民资资本主义经
济初步发展；民族危机加深，出现维新变法运动；西方思想文化进一步传播。原因：首先注
意题干限制性条件“直接原因”
，1910 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
，没有实施是由于很快辛亥
革命就发生了，它推翻了清朝统治。
答案：参与西方法律编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民族危机加深，出现维新变法运动；西方思想文化进一步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材料二：1954—1956 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
“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 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
拟稿）
》
，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
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2)依据材料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经济
社会条件”
。
（4 分）
解析：原因：题目要求“依据材料二”概括，由材料二中的“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
运动”
、
“因‘四清’运动而中断”可知政治运动的干扰；由“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
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可得出是因为经济社会条件不具备。条件：根据所学 1962-1964 年的相
关史实可知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答案：政治运动的干扰；经济社会条件不具备。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材料三：1979 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
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 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
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 2020 年形成
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三，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4 分）这一历程反映了怎样的
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有利因素。
（4 分）
解析：历程：由材料三中的“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
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 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归
纳我改革开放后开始起草民法典；80 年代改革开放深入，颁布民法通则；由“1992 年邓小
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
定”归纳为 90 年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制定相应的单行法；由“进入 21 世纪，中国
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归纳为 21 世纪后，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加快起草，2017 年通过
民法总则。特点：根据上述过程的归纳可以概括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需要，民
法典加快制定、不断完善。有利因素：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
发展是其有利因素，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健全。

答案：改革开放后开始起草民法典；80 年代改革开放深入，颁布民法通则；90 年代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制定相应的单行法；21 世纪后，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加快起草，2017
年通过民法总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需要，民法典加快制定、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健全。
（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14.（20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以刺激需求为主的调节方式，推动
经济发展。1953—1973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美国为 3.5%，
英国 3.0%，法国 5.2%，联邦德国 5.9%，日本 9.8%等。
——摘编自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等
(1)材料反映了这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如何？（2 分）它们依据的经济理论及其具体内容
是什么？（6 分）
解析：状况：由材料一中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美国为 3．5%，
英国 3．0%，法国 5．2%，联邦德国 5．9%，日本 9．8%等”可知是经济高速发展。理论：
“普遍采用以刺激需求为主的调节方式”可知其理论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内容：结合所学二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知内容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通过增
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答案：经济高速增长。
凯恩斯主义。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
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材料二：从 1973 年 11 月开始，意、英、美、日、法、联邦德国等国相继出现经济危机。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企业破产严重，股票行情大幅度下跌，
工业、金融和贸易公司的破产具有普遍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到 1975 年底，达 1850 万
人。与此同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美国为 7.4%，日本 18.9%，联邦德国 12.7%，法国 26%，
英国 19.1%，意大利 24.6%。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滞胀”阶段。
——摘编自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与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的不
同。
（2 分）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 分）试分析材料一中所涉及
的经济理论为何不能解决“滞胀”问题。
解析：不同：题目要求“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有材料二中的“物价大幅度上
涨，美国为 7．4%，日本 18．9%，联邦德国 12．7%，法国 26%，英国 19．1%，意大利 24．6%”
，
并结合所学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的史实比较可得，70 年代物价上涨，30 年代物价下跌。
根本原因：结合所学可知，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
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原因：材料一中的理论是凯恩斯主义，根据经济发展的
规律和趋势，当国家干预经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加剧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则
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扩大失业人数，所以无论怎样干预都没法解决问题。
答案：70 年代物价上涨，30 年代物价下跌。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国家干预经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加剧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则会进一步阻碍经
济增长，扩大失业人数。

(3)综上，你对经济政策及经济理论有何认识？（4 分）
解析：认识：根据上述材料和问题，可知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当经济出现新问题（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涨”问题）时，又无法予以解决。因此，经
济政策或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世纪调整和完善，与时俱进。
答案：凯恩斯主义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出现新问题时又无法予以解决。
因此，经济政策或理论需根据实际调整和完善，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