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青海省西宁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20 小题，共 20 分）
1.许多成语来源于历史，如：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兵等。从这些成语中
能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哪一时代特点（
）
A.奴隶制开始形成
B.封建制开始确立
C.生产力飞速发展
D.诸侯兼并争霸不断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兵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
争霸中留下的成语，因而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争霸不断的社会特点。
答案：D
2.“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西汉贾谊《过秦论》）。秦朝由
不可一世到土崩瓦解，两千多年来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不包括（
）
A.推行郡县制
B.繁重的徭役
C.沉重的赋税
D.严酷的刑法
解析：材料“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反映的是秦末农民战争
的历史。
选项 BCD 都是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A.秦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
答案：A
3.位于我省海东市乐都城南 21 公里处的瞿昙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距今已有
625 个春秋，因其宏伟方正、中轴对称的建筑风格和完整的前中后三进建筑群落而被誉为“乐
都小故宫”
（如图）
。据此判断，瞿昙寺应建于（
）

A.唐代
B.元代
C.明代
D.清代
解析：根据题干材料中的“625 个春秋”2017﹣625=1392 年，当时处于明朝，瞿昙寺应建
于明代。1368 年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建立明朝；1644 年，李自成攻入
北京，明朝末帝崇祯在绝望中自缢，统治长达 276 年的明王朝，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瞿昙

寺始建于明洪二十五年，三罗喇嘛三丹罗追在其驻地官隆洞兴建了一座小佛堂，佛堂内供奉
持金刚，并派人赴南京请求明朝朝廷护持。
答案：C
4.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
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我国从沿海向内地推进开放的又一大手笔。回
顾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从秦汉魏晋经隋唐宋元，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转移方向？（
）
A.从东南向华北
B.从西南向西北
C.从东北向西南
D.从西北向东南
解析：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战乱较少，许多中原人南迁，带去了先进的技术，
增加了那里的劳动人手；再加上自然条件的变化，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逐渐超过北方，
南宋开始，标志着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东南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则，中国已稳定地形成了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经济格局，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
全国的经济重心，所以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从秦汉魏晋经隋唐宋元，呈现出一个从西北向东南
的转移方向。
答案：D
5.我国首部禁毒法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历史上国际联盟曾把虎门销烟开始的 6
月 3 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1987 年联合国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 6 月 26 日定为“国际
禁毒曰”
，这是为了纪念“全球禁毒第一人”（
）
A.林则徐
B.关天培
C.左宗棠
D.邓世昌
解析：从题干中的“国际禁烟日”
“国际禁毒日”，看出虎门销烟在当时及以后都有重要的国
际意义，虎门销烟的国际影响非常深远，它是人类禁烟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作为领导该
斗争的林则徐也不愧为“全球禁毒第一人”，而关天培是鸦片战争期间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收复了新疆是洋务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世昌牺牲于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黄海大战。要注意熟练
掌握、区分四位人物的主要事迹。
答案：A
6.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反响巨大。中
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员人数从一大时的 50 多发展到十八大时的 8200 多万。这一数据以及
我党 90 多年的奋斗和建设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忘的“初心”是（
）
①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②追求“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目标
③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赤胆忠心
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⑤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梦想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③④⑤

D.②③⑤
解析：本题考查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依据课本知识可知，中国共产党不忘的“初心”包
括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赤胆忠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所以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②选项“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孙中山的初
心；⑤选项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梦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初心，排除。
答案：B
7.90 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某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一事件是中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开始，也是（
）
A.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B.党在国共合作下誓师北伐的宣言
C.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序曲
D.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序幕
解析：1927 年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答案：A
8.2017 年 5 月 5 日，中国成功试飞 C919 国产大飞机，实现了民用飞机 100 多项关键技术的
集群式突破，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水平和中国“智造”的能力，为几代中国人“实业救国”
梦想增光添彩。近代中国提出并努力践行“实业救国”口号的是（
）
A.严复
B.魏源
C.詹天佑
D.张謇
解析：通过题干材料中“实业救国”等可知他是张謇。《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在中
国开矿设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剥削中国人民。张謇深感要挽回中国的利
益，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主动放弃高官厚禄，回乡
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
答案：D
9.小超暑期随父母去湖北旅游，想去看看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武
汉长江大桥，便借助手机地图査找到了这座桥的位置。该桥修建于（
）
A.民国时期
B.一五计划期间
C.文革时期
D.改革开放新时期
解析：第一个五年计划从 1953 年开始执行到 1957 年底完成，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它是连接长江南北交通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答案：B
10.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转折”体现在（
A.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B.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
C.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D.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解析：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这表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答案：C
11.据报道：上任仅一年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由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不得人心，
民意支持率已不足百分之三十。这一事实说明（
）
A.谋求武力统一已迫在眉睫
B.“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基础
C.美国干涉阻碍了两岸关系
D.“一国两制”是台湾回归的良策
解析：依据课本内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坚决
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台湾独立”的企图。题干
材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基础。
答案：B
12.楔形文字与《汉谟拉比法典》这两大文明成果均诞生于下列哪一地区？（

）

A.

B.

C.

D.
解析：楔形文字和汉谟拉比法典诞生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代巴比伦。
约公元前 3200 年左右，楔形文字由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发明。公元前 18 世纪，古代巴比伦国

王汉谟拉比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汉谟拉比在位期间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为了维
护奴隶主的利益，汉谟拉比制定了一部法典，史称《汉谟拉比法典》，它是世界上现存的古
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答案：D
13.如果开展一次以“古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下列可纳
入的重要史实有（
）
①马可•波罗来华
②鉴真东渡
③玄奘西游
④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马可波罗来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
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
研究我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显示了中外的友好交流；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
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中
日友好往来；玄奘历时 17 年，到印度取真经，其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
全世界，其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公元前 4 世纪，希腊
北部的马其顿国强大起来，控制了希腊，不久，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史称亚历山大大帝。他
出兵东征亚洲，扫荡了小亚细亚，攻入埃及，然后回师占领两河流域，灭掉波斯帝国，足迹
远达印度，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定都巴比伦。其东征的目的是从亚洲掠
夺财富。故排除④。
答案：A
14.如图反映了哪国的历史进程？（

）

A.英国
B.美国
C.日本
D.俄国
解析：据所学可知，1775﹣1783 年，美国发生独立战争；1861——1865 年，美国发生内战；
1929——1933 年，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1941——1945 年，美国参加二战，进行反法西斯
战争；结合图示可知，该图反映了美国的历史进程。
答案：B
15.明确“人生来自由平等”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确立其历史地位的法律文献是（

）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
C.《人权宣言》
D.《共产党宣言》
解析：依据题干信息“人生来自由平等”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结合所学知识：法国大
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颁布了《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
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答案：C
16.以关爱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尊重、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基本蕴含的人文情怀，是
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之一。以下集中体现了人文情怀的是
（
）
A.瓦特改良蒸汽机、爱迪生研制白炽灯、魏源编著《海国图志》
B.罗马帝国扩张、美国出兵轰炸南联盟、极端组织发动恐怖袭击
C.达尔文提出优胜劣汰、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牛顿发现三大定律
D.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莎士比亚赞扬人性高贵、我国坚持人民至上
解析：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
“非攻”
，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文艺复兴
时期的著名代表莎士比亚宣扬人文主义的思想，赞扬人性的高贵。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始终
奉行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这些都体现了以关爱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尊重、维护人的尊
严和价值为基本蕴含的人文情怀。
答案：D
17.以下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对工业的调整
B.新政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调整和巩固
C.新政消除了美国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
D.新政避免了美国走上法西斯道路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河，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危
机。但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造成的，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
答案：C
18.每年九月末到十月初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啤酒节，然而 1938 年 9 月
欧洲各国的目光聚焦在此则是因为德意英法四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标志着
（
）
A.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B.绥靖政策达到顶峰
C.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D.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
解析：依据题干信息“
《慕尼黑协定》”，结合所学知识：1938 年 9 月，英、法、德、意四国
首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
，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 10 天以内把苏台德区等地割让给德国。
这就是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把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
答案：B

19.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然而现时一些西方大国仍然以冷战思维和冷战手
段面对中国的崛起，这需要我们汲取历史教训而提高警惕。历史上冷战时代开始的标志是
（
）
A.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B.欧盟建立
C.北约组织建立
D.推行“马歇尔计划”
解析：据所学可知，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把“遏制共产主义”
作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这些政策和纲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
它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是美苏“冷战”的最初信号，
马歇尔计划、北约和华约的建立是冷战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表现。
答案：A.
20.从表中可以看出，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

）

三次科技革命

重要发明成果

主要发明国

第一次

手摇纺紗机、水力纺纱机、联动式
蒸汽机、汽船、蒸汽机车

英国、美国

第二次

发电机、内燃机、电灯、汽车、飞
机、电报、电话

德国、美国

第三次

火箭、导弹、海底光缆、深海探测 美国、欧洲国家、中国、日
器、激光武器、卫星、飞行器、空 本、韩国、印度等
间实验室、高铁、新能源汽车、电
子计算机、光量子计算机、互联网、
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终端

A.后起国家对老牌强国的超越
B.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应用
C.能源利用及动力、应用技术的革新
D.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
解析：据所学可知，1785 年以后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开始用于工业生产，标志着人类进入了
蒸汽时代。1870 年以后由于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20 世纪
四五十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美国兴起，并迅速在全球发展起来，其核心是电子计算机
的广泛应用，把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依据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标志结合表格内容可知，
能源利用及动力革命是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每一种动力的发明会广泛应用于交
通、通讯等各个领域，出现新的发明成果（如表格所示），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故应用技
术的革新也成为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
答案：C
二、材料分析与综合探究题（4 大题，共 40 分）
21.“海洋”与“海权”是世界历史绕不开的话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希腊早期文明——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后来文明中心
又转移到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爱琴文明晚于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但早于欧洲其他
任何古文明，是迄今发现的欧洲最古老的文明。
材料二：迪亚士沿大西洋南下到达非洲西南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
越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印度，麦哲伦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完成环球航行后，葡萄

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沿着新航路走上了殖民扩张和掠夺的道路。尤其是英国，相继打败
海上强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后，到 18 世纪后半期，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疽民地，成为世
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日不落帝国”。
材料三：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引发了清政府内部“海防”和“塞防”孰
轻孰重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大患
愈棘”
。陕甘总督左宗裳则认为，
“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
并重”
。
（三则材料均组编于教材、教参内容）
材料四：
“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中国海军将“逐
步实现从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
。
(1)据材料一，指出“爱琴文明”产生的独特自然地理条件。
解析：据材料一“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希腊早期文明——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后来
文明中心又转移到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爱琴文明晚于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但早于
欧洲其他任何古文明，是迄今发现的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可知“爱琴文明”产生的独特自
然地理条件是海洋和海岛或东临爱琴海，气候温和，海岛星罗棋布，土地肥沃。
答案：海洋和海岛或东临爱琴海，气候温和，海岛星罗棋布，土地肥沃。
(2)紧扣材料二，指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主要实现途径。
解析：据材料二“迪亚士沿大西洋南下到达非洲西南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
达•伽马越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印度，麦哲伦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完成环球航行
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沿着新航路走上了殖民扩张和掠夺的道路。尤其是英国，
相继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后，到 18 世纪后半期，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殖民地，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日不落帝国’”可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主要实
现途径是海上殖民扩张。
答案：海上殖民扩张。
(3)据材料三，概括李鸿章、左宗棠的主张，举出清政府当时加强海权的主要史实。
解析：据材料三“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引发了清政府内部‘海防’和‘塞
防’孰轻孰重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
心大患愈棘’
。陕甘总督左宗裳则认为，
‘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
二者并重’
”可知李鸿章的主张是加强东南海防，放弃西北塞防；左宗棠的主张是东南海防
与西北塞防并重。清政府当时加强海权的主要史实有筹建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
答案：李鸿章：加强东南海防，放弃西北塞防；左宗棠：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并重。主要史
实：筹建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
(4)19 世纪中后期，中国被哪几个海权强国所欺凌？结合材料四，你认为当前我国强化海权
的关键是什么？
解析：19 世纪中后期，中国被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这几个海权强国所欺凌；结合材料
四“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中国海军将“逐步实
现从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可知当前我国强化海权的关键是转变国
防观念；转变海防战略；加强海防教育；建设强大的海军；加快经济发展，扼制把控关键的
出海口等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转变国防观念；转变海防战略；加强海防教育；建设强
大的海军；加快经济发展，扼制把控关键的出海口等言之有理即可。

22.“抗争”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
经工人作曲家狄盖特谱曲后，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来。1917 年十月革命中，进攻冬宫的
工人士兵就唱着这首歌夺取了冬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首歌一直是苏联的国歌。
——据教材、教参相关内容组编
材料二：98 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星空，宣告中国青年作为一
支新生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今天，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早
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血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青年一代的理
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摘自 2017 年 5 月 4 日 《人民日报》社论《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材料三：根据在教材中贯彻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精神，教育部要求……对中小学地方
课程教材进行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确保树立并突出
十四年抗战概念。
——摘自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函<2017>1 号
(1)材料一中“这首歌”指什么？是哪个阶级的“抗争”号角？
解析：由材料“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
后来，经工人作曲家狄盖特谱曲后，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来“可知，
“这首歌”指《国际
歌》
，它是无产阶级“抗争”号角。
答案：
《国际歌》
；无产阶级。
(2)结合材料二，指出 98 年前五四运动的“抗争”对象以及新时代五四精神的主题词。
解析：据材料和所学知，五四运动的“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北洋军阀）
。
由材料“今天，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早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中华民族血液…”可知，新时代五四精神的主题词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答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北洋军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3)据材料三，写出“十四年抗战”开始和全面扩大的标志性时间及史实。80 多年前吹响中
华民族抗日“号角”的《义勇军进行曲》是谁谱曲的？
解析：据所学知，
“十四年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1931 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局部抗战
开始。1937 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扩大的标志。《义勇军进行曲》1935 年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
战歌曲。
答案：开始：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全面扩大：1937 年七七事变；聂耳。
23.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5﹣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各大洲封闭孤立的状态，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
体，促进了全球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资产阶级革命和两次工业
革命又一步步把产品、技术、市场、贸易、观念推向全球。二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
下，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更
加明显。1995 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跨国生产的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材料二： 距 1973 年英国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时隔 43 年后，2016 年 6 月，英国举行脱
欧公投（如图漫画）
，决定脱离欧盟。2017 年 3 月底，英国通过司法程序正式启动脱欧。与
英国脱欧自保相反，中国却在当前反全球化抬头的逆水中行舟，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并于

2017 年 5 月举办首届高峰论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互利共赢，坚定推进
经济全球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一带 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
唱。

(1)从材料一中找出促动经济全球化的至少两个重要因素。
解析：由材料可以看出，促动经济全球化重要因素包括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殖民扩
张；资产阶级革命；三次科技革命。
答案：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
；殖民扩张；资产阶级革命；三次科技革命。
(2)（单选）材料二中，英国寻求退出欧盟，而中国却在通过“一带一路”推进经济全球化。
这一反一正的行动说明了两国（
）
。
A.不同的责任担当
B.共同的利益代言
C.相异的文化心态
D.相同的价值观念
解析：由材料二“英国脱欧自保相反，中国却在当前反全球化抬头的逆水中行舟，推出 一
带一路”可以看出，这一反一正的行动说明了两国不同的责任担当。答案选 A。
答案：A.
(3)据材料二，丝绸之路离不开哪位历史人物的“凿空”之旅？“‘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
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印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哪两项？
解析：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奠
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
“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印证了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两项。
答案：张骞；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4.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现实主题。阅读材料提示，探究问题。
【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老子》
（即《道德经》
）中写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王弼在给《老子》作注时说：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
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
”
（法：效法，学习）
(1)上述言论反映了我国古代哪一学派的思想？概括材料中的核心观点。
解析：由“
《道德经》
”可知，材料反映的是老子的思想主张，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由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
”可以
看出材料的核心思想是要效法自然；要顺应自然。

答案：道家；要效法自然；要顺应自然。
【巧夺天工的古代工程】为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
就地取材，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今都江堰市，兴修了以防洪为主兼具灌溉、运输功能的都
江堰水利工程。整个系统自流灌溉，配套严密，两千多年来一直造福于民。
(2)都江堰修建体现了什么理念？再举一例中国古代兴利避害、惠及后世的建筑工程。
解析：由“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就地取材”可以看出，都江堰修建体现的理
念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就地取材。中国古代兴利避害、惠及后世的建筑工程有郑国渠、
灵渠、赵州桥、隋朝大运河、长城、故宫等。
答案：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就地取材；郑国渠、灵渠、赵州桥、隋朝大运河、长城、故宫
等。
【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一些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印记却悄然消
逝在人们的视野中，甚至记忆里，而那当中有我们民族的血脉，有我们每个人的根。在这些
悄然消逝的文化印记里，有老方言、老职业、老服饰、老工艺、老建筑、老山水、老村镇、
老地名、老游戏、老美食、老童谣、老剧种、老用品、老年画……

(3)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印记悄然消逝的主要原因在哪两方面？
解析：由“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一些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印记却悄然消逝在人们的视
野中”可以看出，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是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印记悄然消逝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文化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措施不到位也是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印记悄然消逝的主要原因。
答案：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文化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措施不到位。
【遗产保护的现实思考】面对日益消逝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印记，学校历史学习小组准备组织
一次“我身边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印记”实践调查，并要求组员完成调查后，撰写调查报告，
择优刊登在校报上。
(4)请你围绕法治、和谐这两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之一，为自己即将进行的调査和
后续调査报告的撰写设计一个标题。
（要求：先写出所选关键词，再围绕关键词设计标题；
标题要切合所选关键词，主题鲜明，准确凝练）
解析：本题为开放性试题，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题意即可。如围绕法治关键词：标题加强文
化立法，保护历史遗产；围绕和谐关键词标题：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统筹协调，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和谐共享。

答案：围绕法治关键词：标题加强文化立法，保护历史遗产；围绕和谐关键词标题：发展经
济与保护文化统筹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和谐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