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吉林省长春市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
）
24.周代分封制是“本大面末小”
，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窒，大夫有贰宗，士有
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以构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
君臣隶属关系。据材料可知（ ）
A.周代国家地方自治政权普遍建立
B.王权至上、强本弱末是根本原则
C.分封地域覆盖了中华民族发祥地
D.受封诸侯有“以供王职”等义务
解析：本题属于材料型试题。从材料中可知周代分封制的特点是：
“层层分封，等级森严”
的隶属关系，突出王权至上、强本弱末的根本原则。A、C、D 选项虽然也与分封制有关，但
是不符合题意。
答案：B
25.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缴耕地税，
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
久。这将会导致（ ）
A.大量自耕农出现
B.土地兼并加剧
C.有效保护非耕地
D.田庄经济产生
解析：根据题意，从汉朝初年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国家税收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
看，加剧了土地兼并。A 项错在并没有出现大量的自耕农，C 项并没有保护非耕地，反而是
破坏了非耕地，D 田庄经济产生应该在东汉。
答案：B
26.程朱理学的产生使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最为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封建伦理纲常的
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符合
材料的是（ ）
A.青花瓷、珐琅彩呈现争奇斗艳
B.文入画强调表现个性追求意趣
C.服饰风格夸张开放尽显华丽
D.书法艺术追求个性忽略法度
解析：本题属于具有发散性的试题。程朱理学虽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对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都有较大影响。选项中的各类艺术成就的出现从时间和特点来看，A
项是明清时期特点是异彩纷呈，B 项是元朝时期特点是最求意趣，C 项是唐朝时期服饰的华
丽夸张都与材料的主旨相悖。
答案：D
27.在封建社会，权力监督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约束，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
的权力，缺乏独立性及对监督权本身的制约。材料表明了（ ）
A.中国古代权力监督的实际效能有限

B.中国古代监督权力处于权力的核心
C.中国古代监督权力没有受到制约
D.中国古代监督权的耿能混淆不清
解析：封建社会权力监督本身缺乏独立性和受制约说明其实际效能有限和不完善。
答案：A
28.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并非始自中央，而是地方。中国早期现代化从某种
程度上讲就是部分区域的现代化：以下史实可以证明该观点的是（ ）
A.晚期政府限制私人投资工商企业
B.早期近代企业多由地方要员举办
C.通商口岸地区小农经济最早解体
D.江南地区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由材料“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可知
指的是洋务运动，清政府在甲午战后放宽了民间办厂的限制，故 A 项错误；由材料“部分
区域的现代化”结合洋务运动的相关史实，可知早期近代企业多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
等地方官员举办，故 B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而非自然经济的解体，故 C
项错误；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材料时间信息不符，故 D 项错误。
答案：B
29.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说到：
“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
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
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材料信息解读正确的是（
）
A.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指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
B.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所在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C.俄国革命道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D.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析：本题属于思维发散型试题。该题重点讲述李大钊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后的社会认知。
A 选项中的一九一七革命是指十月革命，B、C 选项与题干内容不符合。
答案：D
30.孙中山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下，发展出自己的三民主义理论：民族、民权、民生，探索使
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办法，但其民生主张带有“空想”色彩。
“空想”主要是因为（ ）
A.基本上不变更土地所有性质
B.根本维护土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C.注重政党建设忽视民生问题
D.缺乏实现国富民强的具体举措
解析：孙中山民生思想中平均地权并未涉及到改变土地所有性质，因此无法根本上改变农民
的被剥削地位，也无法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因此具有“空想”色彩。
答案：A
31.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曾说：“传统的农业对经济的发展是做不出很大贡献的，是
现代农业则可以，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都取得较大的成绩。”结合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取得的辉煌成就，说明这主要得益于（ ）
A.农民生产自主权的扩大

B.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C.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D.国家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销政策
解析：本题属于思维发散型试题。材料指出重视农业的重要性，农村改革使得农民生产能力
得到解放，粮食的超速增长，重点在于农民生产自主权的扩大。
答案：A
32.根据表格，可知我国（

）

2005-2015 年我国原油生产与消费情况（单位：百万吨）
年份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原油生产

18135.29

18631.82

18498.96

20287.55

20991.90

21474.20

原油消费

30010.34

34369.78

38820.33

45413.05

49004.38

54450.21

A.石油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B.能源结构单一化问题亟待解决
C.对外开放导致石油工业面临困境
D.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解析：本题重点在于通过表格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数据的比率，得出结论消费增长大于生产，
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原油的需要日渐与世界原油市场联系紧密。
答案：D
33.罗马法中，将借与贷区分为“昔物犹存”、仍“以原物还主”的使用借贷与“本色已费”、
“以他物代之”的消费借贷。此材料强调罗马法（ ）
①从事实层面讲借贷
②从权利层面讲借贷
③保护私有财产
④人人平等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通过对题干材料分析可知，通过在罗马法中借与贷之间的关系规定，得出结论“以原
物还主”
，指权利借贷和保护私有财产，通过“本色已费”
“以他物代之”得出事实层面借贷。
答案：A
34.2017 年 8 月 4 日新华社电称：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周接近全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断绝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使用总统否决权的选项。”尽管不
满，特朗普于 8 月 2 日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并发表一份怨气十足的文字声明。美国国会此
举（ ）
A.降低了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
B.使总统无权否决该法案
C.行使了宪法赋予国会的职权
D.使立法权凌驾于行政权
解析：材料中参众两院对总统提案的否决，体现了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利，在三权分立的体制
中，彼此相互制约平衡。

答案：C
35.多年的全球化趋势造就了一个形式上的“地球村”
，却没有建立起深度有效的全球治理结
构。现存的全球治理格局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强权仍在，美元霸权仍在，与此同时，世界布满
了国际游戏参与者试图重构全球秩序的“先手棋”
。材料中的“先手棋”说明（ ）
A.美国在到处干涉国际事务
B.世界上联合抗美力量增强
C.地区冲突己成世界新危机
D.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加强
解析：材料中虽然叙述了美国在全球化趋势下，强权、霸权犹在，但更多国家都在参与重构
全球秩序，表明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答案：D
二、非选择题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5 分）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育吸取了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养料，并受到当时新文化的滋润，
人文主义教育家所要培养的已不再是僧侣和神职人员，而主要是社会、政治、文艺、商业方
面的活动家和冒险家。他们要求以培养身心健康、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新人的教育理想进
行教育革新。意大利最早的人丈主义教育思想家 P.P.韦杰里乌斯，早在 15 世纪前夕就根据古
代丈献撰写了《论绅士风度和自由教育》
，要求实施符合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使受教育者
获得身心的良好发展。到 16 世纪，不但所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主要古典著作都已为人文主义
学者所熟悉，一些教师、教育思想家和出版家还发表许多探讨“新教育”的论著。有些人丈
主义教育家主持的学校除教育王公贵族和富商子弟外，也收容个别平民子弟，为近代欧洲资
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开创了端倪，在教育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
一一（美）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二：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提出“五育并举”
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1916
年至 192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力倡“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理念，这与他倡导培养具
有完全人格的民主社会建设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是教育独立。所
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主张教育脱离政党、脱离宗教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事业完
全交给教育家办理。这一主张对于弘扬教育的内在价值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一张晓唯《蔡元培评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新教育的特点。
（10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蔡元培对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并阐述其教育思想的影响。
（15 分）
解析：
本题分为两个设问。第(1)题分析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当时的社
会状况，总结教育的特点。第(2)题以对我国新文化时期教育家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介绍，比
较两则材料，找到二者的联系，从教育的目标、理念、方式等方面入手，主要考查考生对西
方近代教育和中国近代教育的联系与共通之处等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答案：
(1)特点：以人为本（突出人文主义）
；教育内容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养料；培养目标发生改
变（主要是社会、政治、文艺、商业方面的活动家和昌险家）
；教育理念革新,强调人的身心
健康；教育对象范围扩大。
（10 分，每点 2 分）

(2)继承与借鉴：理念——符合自由人价值的教育；目标——培养身心健康、完全人格的人，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式——教育独立
（9 分，每点 3 分）
影响：弘扬教育的内在价值；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6 分，
每点 2 分)
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 分）
大国的崛起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这些“硬”指标，而且表现为思想文化的“软”因素。这
时，制定正确的文化战略就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刚刚过去的 500 年时
间里，大国争霸，新老交替，人类世界的发展速度从“爬行”迅速进入到“飞行”，其思想
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
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丈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
根据材料，结合世界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从正反两个角度任选其一
进行阐述。
（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
解析：论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提炼论题。例如：文化因素对大国崛起的影响；思想文化在大
国崛起中地位重要；文化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因素促进大
国的崛起等。
答案：
示例一：
论题：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因素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2 分）
阐述：
正：从英法美的崛起看。1500 年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和工业规模的开展；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近代科学产生、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确立、
发展完善。英法美等国正是在实现了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具备了这些
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之后,他们才较早地获得了通向崛起之路的历史机遇。
（8 分，
其它答案合理也可酌情给分）
反：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崛起夭折的国家看。西班牙、葡萄牙虽然在占据了中央集权
的优势下开辟了新航路，但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思想文化的相对落后和缺乏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支撑最终崛起失败；荷兰虽然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海外贸易优势，但是
由于缺乏工业发展和军事的优势导致崛起失败。（8 分，其它答案合理也可酌情给分）
总结：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们要努力为自己寻找
到精神和价值的支撑,建构继承传统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世界，才能真正促进中华民族的崛
起。
（2 分）
示例二：
论题：文化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2 分）
阐述：
正面：在英国成为大国中，英语通过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其语言的影响力不可小看，
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而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则开启了
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则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正是在
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使英国在世界舞台上驰骋近两个世纪。
（8 分，其它答案合理也
可酌情给分）
反面：近代中国文化的落后，世界文化中心由东方转移到西方，中国备受侵略和宰割。15
世纪时，葡萄牙、西班牙凭借自己的海洋大发现，率先进入大国行业，但很快就被荷兰、英

国取而代之。而当后发国家德国、日本想取代这些老牌大国以不义之举侵害他国之时，无一
例外遭遇失败，而且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葡萄牙、西班牙靠殖民掠夺，建立起巨大财富，
但它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它自身没有可以长久支撑的先进文化，也并没有给人类
带来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8 分，其它答案合理也可酌情给分）
总结：文化实力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国家的基因和崛
起的精神支撑。一个国家外部力量的崛起，一定是它内部力量的外延，内部力量的强大正是
来源于它的文化力量，文化实力影响国家地位和崛起的进程。
重视发展文化软实力，重拾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使之发扬光大。
（2 分）
4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5 分）
材料：辽承天太后萧绰（953~1009 年）是辽朝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力推
进社会改革。把原先隶属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族经改编
增置为平民性质的新部族,首开科举，虽仅取一人，却意义重大；实现蕃汉同律，同时剥夺
契丹贵族和奴隶主的某些司法特权；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把穆宗朝以来胁
迫为部曲的奴隶都改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在位期间，两败宋军，为辽争取了岁币，也为两
国争取了百年的和平，开创了辽国的盛世。
一一摘编程少文《辽史漫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承天太后改革的措施。（5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辽承天太后改革的积极意义。（10 分）
解析：
从材料中的叙述可以分层次、分阶段的进行总结和概括，切记不要用材料中的原话，应对原
文进行提炼和概括。
答案：
(1)措施：重新编制部族；实行科举取士；推进法制汉化；整顿吏治；改革赋税。
(2)意义：巩固了统治，增强了国力，使辽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推进了
辽的汉化进程；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与北宋保持长时间的和平局面，符合各
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46.【历史一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 分）
材料：孤立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实际上在解答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
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维持欧洲均势为原则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英法沦
为二流国家，实力大为削弱，德意处于战败国地位，处境颇为尴尬，欧洲支配世界的时代终
结了。美国则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
系的力量中心。它已不需要任何的托词和掩饰，开始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
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
重点是谋求对整个世界的领导权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朕、东欧、中国等社会
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
绕反共和争霸展开。
——杨永红《当前美国孤立主义之探索》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的原因。（6 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二战后至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的主要表
现。
（9 分）
解析：
从材料的叙述以及结合所学知识来分析二战后国际关系，具体可以从经济、政治，主要是以

美苏为主导的两极格局入手。
答案：
（15 分）
(1)原因：欧洲已失去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德国成为战败国，英法沦为二流国家；美国
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6 分）
(2)表现：对苏联实行冷战，政治上推行杜鲁门主义，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上建立
北约集团；在亚洲实行热战，在中国导致国共内战，发动朝鲜战争；在美洲和欧洲与苏联展
开激烈争夺，出现古巴导弹危机和德国的分裂。（9 分）
4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包拯(999-1062)，北宋著名政治家。他对宋代官场之弊有深刻认识，疾呼当政者必须
以法令严惩贪赃枉法、蠹政害民的种种行为；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露，
他提出了旨在节财节用、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的对策与改革方案。在对
待农工商关系的问题上，包拯突破了前人强本抑末的儒家传统观念，在重农的同时，主张发
展工商业；包拯主张对科举的改革实行弥封誉录考校举人之法。包拯在朝廷为官刚正不阿，
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
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包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
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一一选编自《宋史•包拯传》译文
(1)根据材料，概括包拯提出的改革建议。
（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包拯闻名于世的主要原因。
（9 分）
解析：
综合人物分析的步骤和方法，结合材料对政治家包拯进行分析。
答案：
(1)建议：以法治吏；节财节用、轻徭薄赋；农商并重；改革科举；
（6 分，任答 3 点得 6 分）
(2)原因：忠君爱国；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严格执法；不畏权贵，为民伸张正义。
（9 分，
任答 3 点得 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