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广东揭阳一中金山中学高三上期期中文综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
12.《礼记·曲理下》
：
“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种
规定的不同反映的是
A.宗法等级制
B.皇权专制
C.中央集权制
D.分封制
解析：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贵族集团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不同
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力。由此，不同等级死的称呼也就不同，这种不同反映的是宗法等级制。
故选 A 项。B 项错误，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当时并未建立皇帝专制制度；C 项错误，中
央集权制是在秦朝时期建立的；D 项错误，分封制是政治隶属关系。
答案：A
13.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朝后，把商纣王之子武庚封在商郡，统治殷商遗民，而商的京畿
则分为三个地区，分别由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以监控武庚，三人被称作三监。
这表明西周
A.已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
B.已产生初步的监察意识
C.已产生君主专制的思想
D.已逐步放弃宗法分封制
解析：从材料很容易可以看出，西周分封制下分封殷商后裔为诸侯，但是又设置了周王的同
性亲族为诸侯，建立诸侯国，进行监督，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监察意识。故选 B。
A 项错误，中央集权制度是在秦朝开始建立的；C 项体现的是君臣关系，不符合题意，材料
说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D 项错误，材料正是通过分封进行监督的。
答案：B
14.公元 619 年，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百姓年满五十者，皆免课役。唐朝均田制规定，老
男、残疾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表明唐朝前期
A.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
B.抑制土地兼并
C.重视百姓的养老问题
D.百姓赋税过重
解析：从材料可以看出，唐政府对年满 50 岁的老人免征课役，并且授予一定的田地，反映
了政府对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的重视。故选 C。A 项错误，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在战国时期逐渐
确立的；BD 项错误，材料并未体现土地兼并的问题，也未体现百姓赋税多少的问题。
答案：C
15.某个时代中，许多出版商除原有业务外，也大量刊印童蒙识字教材、生活实用手册、通
俗文学读物等类书籍，销售的对象以略通文字的平民百姓为主。这个时代最有可能是：
A.秦汉

B.隋唐
C.宋元
D.明清
解析：由题干中“大量刊印”
“通俗文学读物”等关键字句判断，可知这个 时代的印刷技术
已相当发达，社会大众的生活条件也大为提高，才有能力支持益发蓬勃的出版事业。中国的
印刷术最早起源於隋唐时期的 ，但以书雕版印刷，因此 AB 可先剔除；通俗文学源於宋代
的“ 话本” 但是书籍的形式在社会大众中广泛流通，则需等到元末明初白话小说出现才有
可能，故答案为 D。
答案：D
16.与洪秀全齐名的太平天国首领杨秀清，出身广西，世代以烧炭种山为业，父母去世后，
离家流浪，与人结伙护送洋货，交结不少两广江湖豪客。后来因失业回到家乡，仍作烧炭工
人。杨秀清此时的“失业”
，与某一城市的开港有关。这一城市应是：
A.广州
B.上海
C.天津
D.南京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
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其中规定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即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和厦门，
其中广州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既已有“十三行”，它当时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场所；鸦片战争
之后尽管广州仍旧是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但由于上海等港口的开放，广州垄断对外贸易的
局面不复存在，两广地区大量手工业工人失业，这些失业的手工业者成为太平天国势力兴起
的重要力量，所以答案选 B，A 项不是造成杨秀清的“失业”的直接原因，C D 两项开放出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答案：B
17.柏拉图建议的理想公民人数是 5040 人，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城邦人口不宜太多或太少。他
们这种构思的主要依据是
A.雅典土地与资源匮乏
B.雅典生产力水平低下
C.政治运作的客观需要
D.殖民扩张会带来灾难
解析：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如果人数太多，不能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因此 C 项符合题意。故选 C。A 项错误，雅典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的确人口不宜过多，
但是材料只是强调的公民的人数不能太多；B 项错误，人口太多或者太少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关系不大；D 项错误，与材料无关。
答案：C
18.贝尔尼尼（1598—1680）
，意大利人，受教皇之托接手主持圣彼得大教堂的修筑。他创造
的教堂前广场柱廊气势宏大，富于动感，与米开朗基罗的大教堂圆顶相呼应，使该处成为罗
马最壮丽的景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下列评价最为准确的是
A.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伟大的艺术工作者
B.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
C.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卓越的建筑大师

D.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教皇的忠实仆从
解析：贝尔尼尼设计的教堂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符合教会的需要，因此是一个虔诚的基督
教教徒，同时与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圆顶教堂相呼应，反映了其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关系 B。
AC 项错误，伟大的艺术工作者和建筑大师不能准确的反应其思想主张；D 项错误，材料无
法体现其忠实教皇成为教皇仆从的内容。
答案：B
19.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
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与该观点相吻合的是
A.工业革命加剧了殖民扩张
B.工业革命催生了自由主义的兴起
C.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D.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解析：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越好，这
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中世纪欧洲是封建社会，政府、教会对企业的干预较多。故 B 符合
题意。D 项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指由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转变，此项虽符合史实但与题
干无关。AC 项明显不符合题意。
答案：B
20.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欧各地城市逐渐萎缩；十二世纪以后，才又逐渐兴起，只是规模有
限。十四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等地，人口虽仍不足十万，但已是当
时的大城市。这四个地方发展的共同背景为何?
A.位于重要贸易线，商业发达，经济繁荣
B.文艺复兴兴起，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繁荣
C.靠近罗马天主教廷，吸引各地教徒前往定居
D.未受当时宗教改革运动影响，社会稳定
解析：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西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大都是处于交通要到地方，地中海沿岸
的意大利一些城市是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因此 A 项正确，故选 A。B 项错误，文艺复兴时
期是在新航路开辟时期进行的，商路转移，地中海城市没落；C 项明显错误，天主教廷是阻
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D 项错误，宗教改革是在 16 世纪进行的与材料不是一个时期。
答案：A
21.有一幅画作的主题是五位仕女：她们的棱角分明，好像是用斧头砍出来的，透视法和明
暗对比都为平面所代替。右边两个人物的头部严重变形，其中一人的鼻子在脸上折成扁平的。
这幅画最可能是哪一位画家的作品?
A.莫奈
B.梵高
C.塞尚
D.毕加索
解析：从材料信息可以分析的出这是采用了夸张、变形和抽象的方式进行绘画的，属于现代
派绘画的特点，故选 D，毕加索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ABC 项都是印象派绘画的代
表人物，主张重视光与色的作用，重视人的主观感觉。
答案：D

22. 1937 年，罗斯福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美国总统。他乘胜而进，提出改组法院以便在最高法
院增加自己的同盟军，但令人意外的是超过 50%的人民表示反对。这说明
A.经济危机迟迟未能解决
B.国家干预经济不得人心
C.分权制衡理念深入人心
D.美国人民缺乏宪政精神
解析：从材料可以看出，当罗斯福总统希望增加自己的人员在联邦法院时，遭到了严重的阻
力，这说明美国实行分权制衡的体制，反对其中任何一方权力过大，故选 C。A 项错误，材
料与经济危机无关；D 项错误，材料也未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容。D 项说法与材料相反。
答案：C
23.1825 年，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英国人欧文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和谐公社”的社会组织。
这里有工厂、农场和学校，每个成员都参加劳动，人人都享有充分的、平等的民主权利。
“新
和谐公社”的出现表明
A.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得到发展
B.无产阶级开始尝试建立政权
C.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D.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社会制度的新探索
解析：联系所学知识可知，A 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得到发展，说法错误，这不属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福利制度，而是个人的探索；B 项无产阶级开始尝试建立政权，说法错误，欧文不属
于无产阶级；C 项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说法错误，此时马克思主义尚未
诞生。故此题应选 D 项，欧文等人的努力体现的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人们对旧制度不满，
希望探索出新的道路。
答案：D
二 、综合题
38.(24 分)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庭制度、观念的变迁受到社会变迁
的影响。
材料一：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据《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总体来看，18 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家庭观念逐渐淡化，在家庭中间的性别分工发
生变化，许多妇女走出家庭，开始扮演社会角色。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三：梁启超认为，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在公共道德
和公民操行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私观
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根据材料一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家庭带来的影响。（4 分）
(2)根据材料二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工业革命后西方传统婚姻家庭受到挑战的原因有哪
些？(8 分)妇女可能扮演哪些社会角色？（2 分）
(3)根据材料三指出旧中国家庭伦理道德有何特点？（4 分）结合材料和时代背景指出梁启超
新的道德观产生的原因。
（6 分）
解析：(1)此题材料比较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但是信息确是比较多，这比
较清晰的表达了商鞅的在家庭方面的主要的观点。商鞅主张分家，这样必然会使家庭的规模

缩小，同时坚持不分家的家庭赋税会加重。(2)工业革命后西方传统的家庭受到严重的挑战，
其原因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经济上主要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工
业革命使得劳动强度减弱，同时适合妇女工作的机会增多，妇女大量的进入到工作岗位，地
位提高。从政治上说，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妇女的权益。思想上平等观念
的传播，女权运动兴起。(3)从材料“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可
以看出来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梁启超新道德观的出现和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思想的传
播密不可分。
答案：(1)分家者:家庭规模缩小；不分家者:家庭赋税负担加重。
（4 分，每点 2 分，其他表述，
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经济上：工业革命给提供了工作机会，妇女经济地位提高；
政治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的权利；
思想文化上：人文主义、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的传播解放了妇女思想；
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教育发展，妇女知识素养的提高。
（每点 2 分，答出任意 4 点，即可
得满分 8 分）
社会角色：工人、教师、律师等（答出两种得 2 分）
(3)特点:以家庭为中心;高度的个人道德观。(4 分)原因:建立集体民主和强大国家的需要；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学东渐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民族危机的加深。(6 分，任意三点即可，
若有其他表述,言之有理亦可)
39.（28 分）消费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消费的内容、方式和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家训》
材料二 ：(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
岁多新事百端……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材料三：消费社会是指……生产和消费都超出了生存必需和生理需求的范围，消费成为社会
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的社会发展阶段。……在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出
现了消费社会。
——李新宽《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
材料四：住在无锡市市区的贺星允老人记录了几十年间全家的每一笔开销。下面是她家几次
国庆节的饮食开销情况：
单位：元
1958 年

1968 年

1978 年

1988 年

1998 年

2008 年

7.98（请客）

3.6

3.07

15.22

90.9

268.95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朱柏庐的主张，简要分析这种主张形成的原因。（4 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消费观。有学者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既是资本主义
萌芽的促进者，又是其阻碍者。根据材料二和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学者的观点。
（8 分）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消费社会出现的原因。（6 分）
(4)据材料四，概括贺星允老人家国庆开销的变化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趋势形成
的原因。
（10 分）
解析：(1)第一小问主张据材料信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回答即可；第二小问要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谈。当时小农经济之下，物资匮乏，生
产力水平总体不高，因此出现了这种勤俭节约的观点。(2)主要考查考生描述、阐释事物和
论证、探讨问题的能力，要求从题干所提供的观点进行探讨和论证。从材料“豪门贵室，导

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可以看出江南士大夫的消费观。明清士大夫的这种观点在很
大程度上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江南士大夫经商致富后会买田置地，从而有阻碍了商
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3)注意英国消费社会出现的时间为“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
叶”，这与这个时间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状况是有关系的，考虑时从这些方面来着
手。英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都推动了材料中出现的现象。(4)从表格数据中可直接分析得出中
国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趋势，从三个大的阶段进行分析；结合所学内容这背后隐藏的重要社会
背景和原因。
答案：(1)主张：提倡节俭，反对浪费。（2 分）原因：小农经济，物资匮乏（或生产力水平
低）
。
（2 分）
(2)崇尚奢侈；
（2 分）
促进：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 分）阻碍：士大夫受到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或儒学轻
商思想影响（2 分）
；致富后主要用于购地、消费；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任意 1 点 2 分）
(3)原因：①世界市场（扩大）逐渐形成，英国可以消费世界各地的商品；
②英国殖民扩张，成为殖民帝国，能掠夺到世界各地的廉价产品；
③资本主义发展，物质财富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④人文主义发展，消费观念的变化，追求享乐；⑤商业宣传。
（共 6 分，每点 2 分，答出任
意三点给满分）
(4)趋势：①1958—1978 年：变化不大（或基本稳定或略有减少）；（1 分）
②1978—2008 年：迅速提高。
（1 分）
原因：1958—1978：①计划经济制约了经济发展活力（或生产力水平低）②重视重工业，轻
视轻工业，限制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③勤俭节约。（每点 2 分，满分 4 分，其它言之成
理的说法也可得分）
1978—2008：①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②市场经济体制活跃了经济。
③消费者观念变化，追求生活质量。
（每点 2 分，满分 4 分，其它言之成理也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