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西省中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6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国粹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
喜爱的文化遗产。我国传统戏剧种类众多，深受国人喜爱。下列剧种中，因其表演成熟、势
宏美，而成为近代中国戏曲代表的国粹是（ ）
A.越剧
B.楚剧
C.黄梅戏
D.京剧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明清时期，戏剧表演成为城乡人民重要的文化活动。北京是戏曲
荟萃之地。在 19 世纪中期，以徽剧、汉调为基础，融合吸收其他剧种的曲调和表演方法，
形成京剧。京剧集中体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精华，被誉为国粹。因此答案短 D。
答案：D
2.《礼记）有“天子为籍千亩”
“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祀”的记载，
《礼经》有仲春“后
率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的记载。汉朝以后逐渐形成种国家礼仪，皇帝和皇后常常在春季举
行“籍田礼”和“亲蚕礼”
。上述材料表明古代统治者（ ）
A.关心民间百姓疾苦
B.经常参加农业劳动
C.特别重视农业生产
D.以民为本轻徭薄赋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统治者的
根本统治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生产。题干材料“汉朝以后逐渐形成
种国家礼仪，皇帝和皇后常常在春季举行‘籍田礼’和‘亲蚕礼’
”充分表明无论天子、诸
侯还是王后亲自从事耕作，说明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故 C 项符合题意；ABD 三项在题
干材料中没有体现。故选 C。
答案：C
3.清末御史张瑞荫的一封奏折中说：
“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谨慎，奉
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材料表明设立军机处的主要影响是（ ）
A.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B.清朝内阁与军机处相互制约
C.军机处官员完全是平庸之辈
D.军机大臣对皇权形成了制约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清朝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选调亲信大臣组成，直接听命
于皇帝，军机大臣只是跪在地上，拿笔记录，然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军国
大事完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达到顶峰。因此题干材料表
明设立军机处的主要影响是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故 A 项符合题意；BCD 三项在题干
材料中不能体现，故本题选 A。
答案：A

4.《全球通史》写道：
“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
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段材料反映出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是
（ ）
A.学生和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B.巴黎和会上中国领土权益被日本攫取
C.俄国十月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
D.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人民革命运动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等合理要求。但被英、法、美等列
强拒绝。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由日本继承。这激起了中国人民
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反帝国的五四运动，因此题干材料反映出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巴黎和
会上中国领土权益被日本攫取，故 B 项符合题意；ACD 三项与题干材料无关，故本题选 B。
答案：B
5.抗日战争胜利 72 周年纪念活动中，某地准备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以供展览。其
中，最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是（ ）
A.当年受害者的控诉材料
B.历史专著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
C.侵华日军老兵的回忆录
D.屠杀现场遗迹与当时拍摄的新闻照片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资料一般包括实物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三大类，实物资料
是直接真实反应历史面貌的信息，如遗迹、遗物等，是研究历史最有力的证据。文献资料如
回忆录、后人的记载等，需要考据佐证。口述资料主要是录音资料，也带有主观性。A 项属
于口述资料；B 项、C 项都属于文献资料；D 项屠杀现场遗迹与当时拍摄的新闻照片属于实
物资料，是研究历史最有力的证据，是最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故本题正确的选项
是 D。
答案：D
6.在雅典民主政体确立后一段时间，有的执政官是未经正当选举上台的，被称为僭主。他们
一般出身贵族，政绩斐然，重视平民利益，但最终受到流放等惩罚。这种现象表明，在当时
的雅典（ ）
A.政治生活缺乏法制基础
B.公民尚不具备政治权利
C.民主政治已是人心所向
D.贵族完全垄断国家政权什人城区近。
解析：由于未经正当选举上台，尽管僭主们“政绩斐然，重视平民利益”，但最终下场往往
非常悲惨，说明民主政治已是人心所向，不是经过民主程序上台的领导人不能得到拥护，故
C 正确；ABD 均不符合题意，排除，故选 C。
答案：C
7.1689 年，英国议会决定拥戴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国王和女王，同时选派代表将王冠连同《权
利宣言》
《权利法案》的初稿）一起呈献给二人，并当面宣读，威廉和玛丽心照不宣地全部
接受。这一事件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 ）
A.天赋人权

B.民主共和
C.君主立宪
D.权力制衡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1688 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姐姐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推翻
了封建君主专制，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利，1689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权利法案》，规定议会
的权利高于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制，C 项符合题意；
“天赋人权”是封建思想，A 项不符合
题意；
“民主共和”和“权利制衡”是启蒙思想的内容，BD 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C。
答案：C
8.1976 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组成七国集团，协调经济政策以解决世界经济难题，俄罗
斯加人后成为八国集团。1999 年，八国集团国家和中国、巴西、印度等组成二十国集团，
寻求合作以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材料所述内容反映出（ ）
A.经济全球化开始扩展到金融领域
B.世界格局变化影响国际经济秩序
C.发达国家退居世界经济次要地位
D.发展中国家能决定世界经济格局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苏联解体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寻求自己的国际地位，对美国
不在马首是瞻，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竞争，美国不再能够成为号召世界的超级大国．更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强大，更为世界走向多极化提供了勃勃生机。总之，苏
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即使西方国家也不得不与俄罗斯、中国
等国家加强合作，故题干材料中“八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冲击旧
的世界经济秩序，故 B 项正确；ACD 三项在题干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故本题选 B。
答案：B
二、非选择题。共 3 小题，第 23 题 9 分，第 24 题 8 分，第 25 题 7 分，共 24 分。
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中国人一向以汉唐为骄傲，宋朝则争议颇多。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在不堪言
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
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
始破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第一次用“积弱积贫”这一词来评
价宋朝。
国内外也有许多史学家给宋代以极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实史
专家邓广铭教授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明所达到的
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美国学者罗兹黑菲在《亚
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看一
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个政治清明、繁荣
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对宋朝的评价”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或观
点）
，并就所拟论题（或观点）进行简要阐述。
（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需有史实依
据）
解析：根据材料“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看一个前所未
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
金时代。
”得出观点：宋朝是最令人激动的时代，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评价如下：两宋时
期，我国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两宋时

期，北宋、南宋与辽、夏、金及蒙古等民族政权并立，时战时和，和为主流，促进了民族的
进一步融合；经济方面，两宋时期，我国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经
济重心完全南移；两宋都市、文化、科技与交通方面，两宋时期，经济的发展，中外交通的
发达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导致都市生活的繁华，文化的灿烂和科技的发达。具体表
现在，城市中瓦子的产生，杂剧的兴盛，遍及城乡各地的演出，传统节日的形成，文学流派
宋词的形成，宋朝三大发明的发明与应用等。总之，宋朝是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答案：评分细则要求如下：论题
史实论证
要点：
(1)论题，论题明确、观点鲜明。
(2)阐述部分：分两个档次记分。
第一档次：有阐述，有史实成实例，论述比较完整。
第二档次：用述完整，有史实依量，论述完整，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1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比如农业合作社，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巩固呢，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社
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因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些。1958
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
材料二：到 1979 年，集体农业活动的组织方面正发生一场意义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中国最
贫困的省份，特别是安徽，中国领导阶层开始了叫“生产责任制”的某些尝试……任进一步
下放到家庭中……到 1983 年底，甚至这些集体农业的痕迹，也大量从中国农村消失了。在
私人和集体之间划分收入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以上两段材料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材料三：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
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
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要在这个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材料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什么教训？
(2)材料二反映我国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怎样的变革？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内容。
(3)材料三中邓小平看待农村政策的依据是什么？据材料三分析其原因。
解析：
(1)根据材料一“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1958 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
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58 年，
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
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愿望，但由于中国刚刚从革命战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少经验，有急于
求成，忽视了观的经济规律。紧接着，党中央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就
是使得“左”的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泛滥开来，主要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
产”风。因此材料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是：脱离我国国情，忽视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高水平、高速度。
(2)第一问根据材料二“到 1979 年……特别是安徽，中国领导阶层开始了叫‘生产责任制’
的某些尝试……”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安徽凤阳县等地

农民率先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尝试，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包产到户逐步完善为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因此材料二反映我国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是：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第二问根据材料二“到 1983 年底……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结合所
学知识可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把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使用，
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形象地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
都是自己的”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完成
规定劳动任务后、剩余劳动归个人所有。
(3)第一问根据材料三“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
果很好，变化很快……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个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可知，邓小平看待农村政策的依据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问根据材料三“……可以肯定，
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
起来……”可知，生产力的发展，能巩固集体经济、并使集体化水平向高水平方向发展。所
以材料三中邓小平看待农村政策的依据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答案：
(1)脱离我国国情，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高水平、高速度。
(2)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完成规定劳动任务后、
剩余劳动归个人所有。
(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能巩团集体经济、并使集体化水平向高水平方向发
展。
1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 1945 年成立以来，不断推动市场经
济、自由贸易和高增长率。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还想建立一
套适合自己利益的国际贸易体系，在他们的推动下，取消了阻碍跨国自由贸易的制约性贸易
准则。
。...在过去的 25 年间，合作场景的变化已经导致了大约 5 万家全球公司的诞生。
——（美）杰里。本特利等《简明新全球史》
材料二：2009 年 7 月 19 日，
《北京日报》有一篇文章指出，医疗废物和电子垃圾等有毒废
弃物“出口”发展中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市富琳全公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则认
为“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反而造
成。...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新型车“POLO”，虽然是在沃尔夫斯堡（德
国城市）组装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来自国外……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 1991
年到 1995 年，就失去了 30 万个工作岗位。
材料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首要口号（反对全球化）是呼吁抵御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经
济秩序的渗透，在他们看来，西方乃至整个不信伊斯兰教的外部世界，无不图谋以异己的文
化、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来征服和俘虏穆斯林，继而剥夺其所有的权利。
——刘金源《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
(1)据材料一归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
(2)据材料二归纳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3)材料三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何反对全球化？
(4)你认为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应持何种态度？
解析：
(1)根据材料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推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高增长率。……
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还想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利益的国际贸易体系……在过去的 25 年间，
合作场景的变化已经导致了大约 5 万家全球公司的诞生”可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或贸易原则）的建立；全球公司的诞生。
(2)根据材料二“……医疗废物和电子垃圾等有毒废弃物‘出口’发展中国家早已不是新鲜
事”可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根据材料二“卡斯特罗则
认为‘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反而
造成……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可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
差距日益扩大；根据材料二“……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 1991 年到 1995 年，就
失去了 30 万个工作岗位。
”可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发达国家就业机会（工作岗位）的流
失。
(3)根据材料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西方乃至整个不信伊斯兰教的外部世界，
无不图谋以异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来征服和俘虏穆斯林，继而剥夺其所有的
权利”可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和价值现念侵犯、影响了穆斯林的生活，因
此，他们反对全球化。
(4)依据所学知识可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是一个难
得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现象，中国应该积极应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制定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引进国外的投资和技术；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等。（本题为
开放性试题，答案不唯一，言之有理，符合题意即可）。
答案：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或贸易原则）的建立：全球公司的诞生。
(2)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达国
家就业机会（工作岗位）的流失，
(3)认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侵犯、影响了穆斯林的生活，
(4)本题为开放性试题，答案不唯一，言之有理，符合题意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