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Ⅲ卷）历史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第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下图是西周与战国两个时期相同文字的不同写法，反映出字形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
化的主要因素是

A.文字的频繁使用
B.书写材料的不同
C.各国变法的实施
D.“书同文”的推行
解析：从图片材料可以看出，从西周到战国汉字的演变特点是由繁到简。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战国时期各国交流不断加强，为了方便交流，出现了汉字这一变化，故选 A。战国时期，随
着书写工具的变化，字体也发生了变化，但 B 不是主要因素。C 与材料无直接关系。D 是秦
统一后推行的。
答案：A
25.《史记》记载，西汉时期，从事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智慧而致富，
“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反映了当时
A.义利观发生根本改变
B.朝廷注重提高工商业者地位
C.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D.地方豪强势力控制了郡县
解析：A 项与史实不符。B 项从材料中无法推出，且汉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材料反映了
西汉时期各行业的人通过努力和智慧而致富，体现了社会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故选
C 项。D 项从材料中无法得出。
答案：C
26.下表为唐代后期敦煌某地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据此可知，当时该地
土地规模（亩）

户数

户数比例

20 以下

24

17.3%

20～130

103

74.1%

131～300

10

7.2%

300 以上

2

1.4%

小计

139

100%

A.自耕农经济盛行
B.土地集中现象突出
C.均田制破坏严重

D.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解析：均田制条件下一般的自耕农授田是 20 亩，一家有几个男丁露田与桑田加在一起应当
超过 20 亩，20-130 亩占的比重较大，这部分应该是自耕农，故答案选 A 项。通过对材料数
据的分析可知大土地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所以 BC 两项与材料内容不符合。D 从材料中无法
得出。
答案：A
27.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记载。《续湘山野录》
记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宿于宫中；《涑水记闻》则称，那晚宋太
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解析：A、C、D 三项说法过于绝对。通过材料内容可知，对于宋太宗是否去过宫中这一事件
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所以 B 项正确。
答案：B
28.1897 年，有人指出：
“中国创行西法已数十年，皆属皮毛，空言无补。至今两年来，忽大
为变动，如邮政、银行、铁路，直见施行，今天津亦有小轮，风气之开，人力诚难阻隔也。”
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兴起
B.政府大力扶持官督商办企业
C.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减少
D.政府放宽了兴办实业的限制
解析：由材料时间“1897 年”可知，材料现象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赔偿日本，所以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故答案为 D。
答案：D
29.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市政府组织举办集体婚礼。仪式上，喜字纱灯引导，乐队演奏钢琴
曲，新郎着蓝袍黑褂，新娘穿粉色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婚礼场面整齐宏大。这反映
了当时上海
A.民众实现了婚姻自主
B.中西习俗融合成为时尚
C.门当户对观念已颠覆
D.政府主导社会习俗演变
解析：材料反映了婚礼仪式上中西合，故 B 项正确。材料并未涉及婚姻自主、门当户对，故
排除 A、C。D 项中“政府主导”不符合题意。
答案：B
30.1949 年，渡江战役即将发起时，英国军舰擅自闯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人民解放军奋
起反击，毙伤英军百余人，并要求英、美、法等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
领土、领空”
。人民解放军的这一行动
A.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B.是对列强在华特权的否定
C.切断了西方国家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
D.反映出“另起炉灶”外交政策的确立
解析：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军舰就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是对中
国主权的侵犯。材料反映的是“紫石英号”事件，自 1840 年以来舰炮政策终于在这一事件
之后宣告结束，还有西方国家的军舰也结束了随意进入中国内河的历史。
答案：B
31.下图为 1954 年某画家创作的《婆媳上冬学》，这一作品

A.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特点
B.受同期西方流行画派影响
C.体现了现实主义绘画风格
D.注重表现作者的艺术想象
解析：由材料时间“1954 年”可知，此时正是新中国的一五计划时期，扫盲工作在农村是
工作内容之一。该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故选 C。
答案：C
32.在古代雅典，官员就职前须宣誓保证依法履行职责，陪审员须宣誓保证公正审判，年满
18 岁的青年男子须参加成人宣誓仪式才拥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宣誓旨在
A.限制权力滥用
B.防止官员腐败
C.培育权利观念
D.增强责任意识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雅典官员就职、陪审员审判、年满 18 岁的青年男子成人前，都必须
宣誓，这有利于增强这些人的责任意识。所以 D 项正确。
答案：D
33.雨果在小说《九三年》中描述 1793 年法国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
“既是正式选
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这里的国民公会
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
A.三权分立
B.君主立宪
C.人民主权
D.法律至上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即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即是法庭又是被
告，这体现了国民公会的人民主权理念，故 C 项正确。
答案：C
34.1953 年，苏共中央决定，改变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发放办法，由以前每年发放一次物质报
酬改为按季度或者按月发放，同时在一些集体农庄试行工资制度，农民可以像工人一样每月
领取工资。这一措施旨在
A.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B.改变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C.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
D.推动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解析：由材料中的“由以前每年发放一次物质报酬改为按季度或按月发放，同时在一些集体
农庄试行工资制度，农民可以像工人一样每月领取工资”可知，这种做法使集体农庄农民的
生活得到相应的保障，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故 A 项正确。
答案：A
35.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支出庞大。总统尼克松在咨文中呼吁，
应当“使权力和资源开始从华盛顿流回到州和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全体人民手中。我们要
使各州和地方担负更多的责任，我们将同他们分享收入”
。由此可知，美国联邦政府试图
A.消除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
B.将权力下放到州政府
C.扩大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
D.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
解析：由材料中的“使权力和资源开始从华盛顿流回到州和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全体人民
手中”并结合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分析可知，美国联邦政府试图通过
适当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缓解经济停滞或下降，故 A 项正确。
答案：A
4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5 分）
材料：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荷兰人曾先后进攻澳门、台湾，遭到明朝官民
的坚决抵抗而失败。1608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出指示：
“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来增
进对华贸易，首要目的是取得生丝，因为生丝利润优厚。
”1621 年，荷兰人得知西班牙人也
计划占领台湾，遂于次年再次侵占澎湖，并于 1624 年侵占台湾南部。1642 年，其势力扩张
到台湾北部。
1661 年，郑成功进军台湾，并正告荷兰驻军，台湾和澎湖列岛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岛屿上
的居民都是中国人，
“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并耕种这一土地”。荷兰人试图以赔款的方式换取郑
成功退兵，被拒绝。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根据郡县制，设立一府二县；兴建孔庙，建立学院、府学、社学等
完整的学校体系；开科取士，
“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许多文人学士随之入台，
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大量移民涌入，台湾的人口迅速增加。
——摘编自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荷兰侵占中国台湾与澎湖的历史背景和目的。（15 分）
解析：注意材料时间是在新航路开辟后，荷兰是当时主要的殖民国家，其他的国家也在不断
的进行殖民扩张，同时也要分析殖民国家间的竞争问题，再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来分析即可。

答案：历史背景：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荷兰海外贸易快速发展；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巨大；
明末战乱之际，中央政府无暇他顾。
目的：建立殖民据点；扩大对中国的殖民贸易，攫取高额利润；与西班牙进行殖民贸易竞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台湾的收复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10 分）
解析：依据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措施进行归纳即可，可以从领土完整性、文化交流、民族融
合等方面进行分析。
答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行祖国大陆政治、文化制度；接受移民，进一步密切了两岸的
往来和联系；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 分）
材料：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
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
。面对这“旷古未有
的变局”
，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
这个大变化上”
。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
（要求：明确
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
解析：材料内容反映了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个国，在遭受侵略后奋起反抗，争取到了最后的
胜利。 学生可以依据近代中国人求解放、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进行史论结合来整
理答案。回答时要注意事件的典型性与重大性，不要乱用知识点。
答案：
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而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东西方的列强竞相侵略中国，在巨大的变故
面前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断地探索救国之路，由军事而政治，由政治而思想文化，探索的主体，
由资产阶级而至无产阶级，最终走上了光明之路。
明清之际，中国衰落，西学东渐之势渐强，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军事技
术，中体西用成为主流。但后来的一系列中外战争的失败使后继的先进的中国人再次觉醒，
进而掀起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学习西方的军事，更重要的是学
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无法完成民主
革命的任务，最终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来完成任务，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44.【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5 分）
材料：北周武帝时期制定的《大律》
“凡二十五篇”
，制罪“二十五等”
，定罪 1537 条，“条
流苛密，比于齐（北齐）法，烦而不要”。宣帝“更峻其法”
，导致“上下愁怨”
、
“内外离心”。
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开皇初年两次“更定新律”，史谓《开皇律》
。
隋朝统治者鉴于《北齐律》
“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将其作为制定《开皇律》的主要参考，
并“采魏、晋刑典，下至齐、粱，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成文“十二卷”
。新律制罪二十等，
度除“前代鞭刑及枭首”等“苛惨之法”
，
“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定罪 500 条，删繁就简，
比旧律减少死刑 81 条、流放刑 154 条、劳役刑等一千佘条。唐朝官修史书评价《开皇律》
“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
——据《隋书》
(1)根据材料，概括隋代法律制度改革的特点。
（7 分）
解析：本问需要学生读懂材料内容，可以通过对材料内容的翻译来完成，不要直接引用原文。
通过翻译来解决问题即可。

答案：改变了北周的严刑峻法，减轻刑罚：对之前的法律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法律条文简
要而不繁琐。
(2)根据材料井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代《开皇律》制定的意义。（8 分）
解析：依据材料前部分旧法律局限性造成的危害进行分析，再结合法律对国家法制建设的影
响等来分析即可。
答案：总结和发展了前代立法的经验；提高了法律的文明程度；为隋朝发展与强盛提供保障；
为后世法制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45.【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5 分）
材料：自 1931 年起，日本对外侵略的口号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1931 年初，日本大肆宣扬
“满蒙”
（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
号。1938 年 11 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战争的最后目的是建设“东亚新秩序”；
“日满
华”建立起连环互助关系。1940 年 7 月，在纳粹德国席卷西欧后，日本内阁确定了南进政
策，把侵略矛头指向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提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
的口号。不久，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将其改称为“大东亚共荣圈”。
——摘编自（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侵略口号是如何随着侵略战争进程而变化的。
（7 分）
解析：依据材料内容分析并结合日本的“大陆政策内容”进行整理，可以通过时间的线索来
归纳。
答案：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口号提出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后，企图灭亡中国，提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提出后，发
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广大地区。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剖析日本提出侵略口号的企图。
（8 分）
解析：依据材料中的二战的时间线索并结合日本的侵略目的及其侵略的本质进行分析即可。
答案：服务于侵略战争需要；掩盖侵略战争本质；蛊惑本国民众；麻痹被侵略国家的反抗意
志。
46.【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全国解放后，部分城市通货膨胀严重，少数商人投机，哄抬物价。政务院副总理陈云
很快将上海局势稳定下来，进而稳定了全国经济形势。面对工业化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陈
云提出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被中央采纳实施。他
在中共八大上系统地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
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补充一定的个体经营；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补
充一定的自由生产；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补充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1979 年春，陈
云指出：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
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
须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
——摘编自金冲及等主编《陈云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陈云的主要经济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8 分）
解析：注意材料内容的时间性，注意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语句进行归纳，
“他提出整个社会主
义时期经济必须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是关键的语句。背景要结合材料内容及中
苏两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教训进行分析整理。

答案：思想：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也有市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
背景：苏联的经验教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陈云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7 分）
解析：需要结合第(1)问的答案内容及我国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整理。
答案：为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突破了苏联经济模式的限制，提出了
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