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安徽太湖中学高三上期期中文综历史
卷 1（选择题，每题 4 分）
一、选择题
12.《十三经注疏》中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
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文中把“不娶无子”列为最大的不孝的原因是
A.世袭制
B.分封制
C.宗法制
D.礼乐制度
解析：从材料“于礼有不孝者三”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可以看出古代讲究血缘关系的传承。
宗法制是周代分封制的基础，是西周政治的典型特征；它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
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二者都讲求血缘关系的传承，故答案为 C 项。A 项错误，世
袭制是指的王位传承制度；B 项错误，分封制是西周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D 项是维护宗法
制和分封制的工具。
答案：C
13.王夫之称唐朝后期出现了“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的局面，其含义为
A.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
B.经济重心南移改变政治格局
C.大运河改变南北经济格局
D.西北边防与东南海防的并重
解析：根据题干“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可知政治中心在西北，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故选 A。B 不对，题干无从体现改变政治格局；C 不对，大运河在隋朝已经开通；D 不对，与
题干无关，而且这是在晚清时期左宗棠等人的主张。
答案：A
14.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大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 20%以上，而
1820 年的晚清，竟只有 6.9%。造成这一变化的重要经济因素是
A.市镇经济的发展
B.小农经济的影响
C.晚清经济的衰败
D.坊市制度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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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明清时期我国总
人口得到很大的增长；另一个方面，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南市镇经
济的发展和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大量手工业者和商人涌向小城镇，所以两者综合作用是导致
大城市在中国古代人口比例下降的直接原因，所以答案选 A；C 项说法错误，不符合史实，
BD 两项与大城市人口比例的下降无直接关系。
答案：A
15.有学者认为，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已到了辉煌的极致。中国
的 GDP 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这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说

明此时中国
A.经济总量与劳动生产率在增长
B.经济总量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
C.经济增长以传统的方式来实现
D.经济类型和总量实现新的突破
解析：关键词是“晚清”
、
“小农经济”、
“没有发展的增长”
。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位，
但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经济增长以传统的方式来实现，故选 C。A 项错误，经济增长，但
是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B 项错误，与材料不符；D 项错误，经济类型并未形成新的突破，
还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导地位。
答案：C
16.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沿海沿江城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移民潮”
。中国人口出现了由
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迁徙的趋势。沿海与沿江城市呈现人口上升趋
势，而内地传统城市则呈现人口下降的趋势。这主要反映了
A.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
B.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C.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逐步体现
D.自然经济日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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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口大量涌向沿
海沿江经济发达的地区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伴随着通商
口岸的开放，东南沿海地区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较早，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快，中国经济发
展的外向型特征也日趋显现，所以答案选 C，A B D 三项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三者均是
移民现象的原因，而非移民潮的结果。
答案：C
17.从清朝的黄龙旗到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这种变化反映了：
①封建制度的结束
②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③民主平等的趋势
④民族团结的重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中华民国的成立仅表明君主专制统治的结束，反
封建的任务并没完成，故①错误；根据五色旗五族共和的寓意，可判断②③④正确。故选 B。
答案：B
18.下列有关古代雅典政治制度的内容中，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是
A.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等级
B.召开公民大会，让公民参与城邦事务
C.建立陪审法庭制度
D.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
解析：注意题干当中的关键词“影响最为深远”，联系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可知，雅典给人类

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他的民主制度，A 项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等级、C 项建立陪审法庭制度、D
项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津贴，都不是最典型的民主制度的体现。B 项召开
公民大会，让公民参与城邦事务，公民处理国家事务，体现了人民主权。故此题应选 B 项。
答案：B
19.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黄金来源地是新格拉纳达。到 1600 年，从这里出口了 400 多万盎司
的黄金。新格拉纳达的黄金产量逐步上升，到 18 世纪，其产量约为 16 世纪产量的三倍。这
些黄金的流入直接导致西班牙
A.国力增强，确立世界霸主地位
B.资本积累，引发本国工业革命
C.贸易发达，成为世界市场中心
D.物价上涨，冲击封建生产关系
解析：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走上殖民扩张和掠夺的道路。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导致当地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对于传统的依靠地租为生的封建
主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瓦解了封建生产关系，故选 D 项。掠夺的财富都被统治者白
白消耗掉，未相应的转化为资本，提高国力，反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败，所以 ABC 三项
表述错误。
答案：D
20.从 15—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殖民者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均有他
们的踪迹，直至 19 世纪末世界终于被瓜分完毕，其势力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为止，全球化
初具雏形。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最大特性是
A.无限的扩张性
B.统治的残暴性
C.极端的掠夺性
D.竞争的激烈性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材料主要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残暴性、掠夺
性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而这些都表现在扩张性当中，没有资本的扩张，就不会有全球化。
因此 BCD 项错误，故选 A 项。
答案：A
21.“英国的社会结构不像欧洲大陆那样僵硬不变，没有因袭的社会风尚去阻挠拥有土地的
土绅经营工商业或做买卖；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会阻止一个工匠的社会地位上升”。此段材料
表明工业革命最早从英国开始是因为
A.圈地运动改造了英国的传统农业
B.海外扩张、奴隶贸易完成了资本积累
C.工场手工业时期技术和经验的积累
D.完成了社会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解析：资产阶级政权强调人人平等，强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说，英国资产阶级政权
的建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也是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故选 D。圈地运
动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劳动力和市场的条件，但是不能说改造了传统的农业；海外扩张奴隶贸
易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手工场手工业时期技术和经验的积累是工业革命的条件，但是与材料无
关。因此 ABC 均错。
答案：D

22.“上天赋予人以光荣的职能，使他能以聪明才智大量提高自然的生产，并以尽可能小的
劳力支出将它们造成舒适的、雅致的器物——这一状况是不可否认的工厂制的基础。”安德
鲁·伍尔所说的“工厂制的基础”指的是
A.资金
B.技术
C.机器
D.市场
解析：从材料中“以尽可能小的劳力支出将它们造成舒适的、雅致的器物” 可知该“器物”
节省劳力，可排除 A、D 两项；从手工工场向工厂制过渡过程中，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推广，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故选 C。
答案：C
第Ⅱ卷
非选择题（共 168 分）
36.（26 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
为“第一帝国”
，隋唐宋为“第二帝国‘
‘，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
族性格，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
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
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 “外向‘
‘
“开放‘
‘，带“竞争性”
。与明清之“内向”
“保守‘
‘及
“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第二帝国’’在政治结构、经济格局和选官制度方面
与“第一帝国”相比，发生的主要变化。
（8 分）
(2)结合有关史实，说明第三帝国的“内向”
“保守”及“非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运用全球史观，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8 分）
材料二 (汉武帝)征伐四夷，国用空竭，兴利之官自此始也。……元封元年，弘羊为治粟都
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
费……。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通典·食货典》
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
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发运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余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
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
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矣。
——《宋会要辑稿·职官》
(3)根据材料二，从背景角度比较西汉与北宋实行均输法的相同之处。
（6 分）结合“均输法”
和“市易法”相关内容，指出王安石的理财政策。这种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所学知识对比、分析、归纳、概括问题的能力。
(1)可结合所学知识对比作答，两个时期各自的政治结构、经济格局和选官制度都要回答，
并体现出“变化”；(2)应首先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分析说明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
然后结合当时西方世界的时代特征，对比分析二者的差异，进而得出“中国逐渐落伍”的结
论。(3)从材料二中概括。从背景看，材料 “(汉武帝)征伐四夷，国用空竭，兴利之官自此
始也”点出政府面临财政危机，这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相同。从方式看，两者的原理是一致
的。对于王安石变法，从信息“不可以不均”“不可以不通”“不可以不制”，来归纳其政

策特点。影响主要从对富商和对政府两个角度进行论述。
答案：(1)政治结构：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或者从贵族制度向官僚制度转变。）
（2 分）经济格局：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1 分）。选官制度：由察举制向科举制转变。
（2 分）
(2)政治方面：如废宰相，设内阁、军机处，加强皇权等；
（2 分）对外经济与文化交往方面：
中止西学东渐，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等。
（2 分）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国封建
专制达到顶峰，错过了主动融入世界近代化潮流的时机。
（1 分）
(3)背景：政府面临财政危机；旧制存在诸多弊端；市场物价不稳定使赋输之物贬值。
（每点
2 分，共 6 分）方式：不受地域限制，依据市场价格变动采购或抛售货物。
（1 分）政策：国
家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影响：限制了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37.（30 分）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17 世纪专利制度在英国出现，到 19 世纪，
专利制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通用制度。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技术、科技发明、创造等，……一般是 传子不传女，怕女儿出
嫁后把技术外传别家。这种传继方式，继承的对象稳定可靠，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集中到一人身上，从而形成了历史上众多的“祖传秘方” 。然而，家庭工艺技术的单子继
承模式都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格局。技术的神秘性使得丧失了外来的刺激和竞争。因而，也就
越来越因循守旧，不求革新和提高。同时，与世隔绝的传授，也使其得不到外来的信息，无
法吸收别人的技术，……中国古代有许多十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后来都相继失传，就同这
种继承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文化传播网》
材料二 15 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英国 1624 年制订的《垄断法
规》规定： “当任何人利用他自己的费用和企业，或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和发明，确实把任
何新技术引进王国或把任何过去从未应用的发明引入，促进了贸易，有利于王国，可以授予
他在合理的时期内以专利权，直到国民们学会这件事为止” ，在世界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
式给予发明专利以 肯定。
250 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
明的狂热崇拜之中。学者指出，英国若无 1624 年《专利法》，那么“对 18 世纪纺织工业中
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那些发明就未必有可能出现”
。晚年的瓦特，依靠被广泛转让的
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生活非常富庶。
——《大国崛起》
(1)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的内容，指出在对发明者专利权的保护方面，中西方在保护方式和
目的方面有何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差异的原因。
（16 分）
(2)依据材料分析，中英两国不同的保护方式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0 分）
材料三 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 75％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不到 10％的专利，而占
世界人口 25％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 90%的专利。……而且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统计表上的
专利，很大部分属于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自己实现先进之
后，便在国际社会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防范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无偿学习与模仿。发达
国家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上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税”
，使发展中国家加深了对发达国家
的技术依赖，导致民族主动精神和创新能力下降，甚至驱使一些弱小国家日甚一日的附庸化。
(3)材料三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怎样不利的处境？你
认为发展中国家改善这一不利处境的关键是什么？（4 分）
解析：(1)从材料“一般是 传子不传女，怕女儿出嫁后把技术外传别家”可以看出我国家庭
技艺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在家庭内部进行传承，传子不传女，防止技艺流失；从材料二可以

看出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发明专利的。15 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制订了世界
上第一部专利法。英国 1624 年制订了《垄断法规》
。中西方在保护方式和目的方面的差异
可以从当时的经济基础等角度进行分析。(2)中国的传子不传女的技艺传承方式很明显不利
于中国古代科技的传承发展，甚至流失，从而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的转型；英国通过立法的方
式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鼓励了创新，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发生，从而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
(3)从材料三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发明专利，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
重视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自己进行科
技创新，重视基础知识教育，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打破西方技术的垄断，这是摆脱现在发展
中国家困境的关键因素。
答案：(1) 方式：中国通过家庭单子继承模式在家庭内部传承技术工艺；西方通过立法形式
维护发明者的利益。目的 :中国维持个体手工业者对技术的独占；西方激发人们的发明创造
力，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原因：落后的宗法观念；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束缚。西方统治者的
重商主义政策；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影响： 中国不利于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传播，甚至导致先进技艺的失传，不利于经济的发
展。英国 ： 维护了发明者的利益；导致全社会形成尊重科技发明的共识；促成了工业革命
在 英国的发生和发展。
(3)发达国家通过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来维持科学技术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益， 损害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
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