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高考模拟历史
第Ⅰ卷（非选择题）
1.商鞅曾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这段话体现的思想（ ）
A.是维护土地公有制的客观反映
B.导致当时农工商业比例失调
C.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D.阻碍了当时场经济因素的成长
解析：材料中商鞅的这段话大体上的含义是说加重（商业）交易的赋税，农民会讨厌从商，
商人也会疑虑懈怠。农民讨厌从商，商人疑虑懈怠，那么土地一定会得到开垦。由此可见，
商鞅的主张强调的是重农抑商，有助于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所以本题选择 C 选项。A 选
项错在“公有制”上；B 选项错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强大起来，并没有出现农商比例失调
的状况；而 D 选项的这一政策在当时有助于经济增长。
答案：C
2.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
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理学的“反动”表现为（ ）
A.强化三纲五常教化作用
B.用“天理”来阐释儒家思想
C.注重强化封建神学思想
D.束缚人的思想和压制人性
解析：理学的“反动”是与汉唐儒学相比较而言的。汉代董仲舒就已经强调用“三纲五常”
来教化众人，所以排除 A 选项。“天理”是宋代理学区别于汉唐儒学的，所以本题选择 B
选项。C 选项错误，汉代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也是强化封建神学思想的体现；D 选项不是
理学的主要特点，也不是区别于汉唐儒学的主要内容，故排除。
答案：B
3.《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时“举人纳试卷，即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
字号第之。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即第其姓名垫次，并试卷以闻”。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 ）
A.追求选拔公平
B.规范文字书写
C.保护考生信息
D.选拔真正人才
解析：材料中讲述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相关内容，从“举人纳试卷，即先付编排官，去其卷
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即第其姓名垫次，
并试卷以闻”可以得知宋代科举制度采取糊名制，这样可以避免暗中买通评阅官，有助于考
试公平，所以本题选择 A 选项。B 选项与糊名无关；C 选项不是主要目的；D 选项没有体现
出糊名的直接目的。
答案：A
4.宋话本《阴骘积善》描述，茶肆环境优雅，常常有很多人在这样的茶肆习学乐器，或唱叫，

这叫作“挂牌儿”，炫耀伎艺，派头十足。这段材料说明（ ）
A.北宋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B.茶肆经营打破时空限制
C.戏剧产生于市民生活中
D.市井生活带动艺术发展
解析：材料中讲述了宋代茶肆活动的情况，可以看出茶肆中人员众多，节目种类丰富，这体
现出宋代市井生活带动了艺术的发展，因此本题选择 D 选项。A 选项无法从材料直接判断
出朝代是北宋；B 选项中材料没有体现时间限制的问题；C 选项中材料没有提及戏剧的发展，
“唱叫”并不代表“戏剧”。
答案：D
5.下面是 1873~1903 年中国近代手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变化表。该表体现出（ ）

A.近代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逐年减少
B.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C.中国传统出口行业优势不断丧失
D.洋务经济进一步发展
解析：从材料来看，1873 年中国手工业制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有 95%左右，而到了 1903
年仅占到 50%，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出口比重降低，结合所学知识，这与鸦片战争之
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关，所以本题选择 C。A 选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比重，从比重变
化无法看出出口量的变化；B 选项错误，材料无法体现出自然经济解体的问题；D 选项错误，
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便破产。
答案：C
6.“对新文化运动之消极的、负面的、破坏的，不正常之反动的、怨天尤人的内容”便不能
不再来一个否定而归于拨乱反正之正面的健康的思想内容”。下列与材料观点相符的是（ ）
A.应正常评价新文化运动
B.新思想要以传统为主
C.应该否定新文化活动
D.中国思想界非常混乱
解析：从材料来看，对于新文化运动不积极的内容不适合作为“拨乱反正之正面的健康的思
想内容”，因此材料强调的是新文化运动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内容，应该正常评价新文化运动，
因此本题选择 A 选项。B 选项不是材料的主要观点；C 选项中材料并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
而是主张正常看待；D 选项材料无法体现。
答案：A
7.《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一文指出，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自由
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主要的三大社会思潮。下列体现了将这三大思潮紧密结合的是（ ）

A.中共“一大”确立的目标
B.中共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C.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D.“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生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A 选项没有体现自由主
义的内容；B 选项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容；C 选项包含这三种思想内容，故本题选择 C 选
项；D 选项没有体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
答案：C
8.下面是中国 1980~2006 年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数占总商品数的比率统计图。其变化反映
了我国（ ）

A.商品市场价格不断增长
B.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
C.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D.加入 WTO 后经济发展迅速
解析：材料中反映的是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数占总商品数的比率变化，无法体现出商品价格
和种类的变化，因此排除 A、B 选项。材料中从 1980~2006 年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数占总商
品数的比率逐渐增多，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体现出经济体现改革不
断深化。因此，C 选项正确。D 选项中国加入 WTO 是在 2001 年。
答案：C
9.《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是罗马法的代表法典，其内容集中在私法上，基本上分为五个部分：
人、物、对物权、对人权（即债、契约等）以及民事诉讼，详细地规定了各种权限和商品交
换的法律关系问题。这体现了此法（ ）
A.注意调解居民关系
B.立法形式灵活简便
C.注重实际应用
D.推崇公平公正原则
解析：材料中介绍了《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立法内容。从内容上看，它不仅涉及了人权而
且涉及了民事诉讼内容。A 选项错在这只是其内容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人权的内容；B
选项材料无法体现；C 选项从“详细地规定了各种权限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系问题”可以看
出；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因此，C 选项正确。
答案：C

10.当美国国会将参众两院所通过的一项立法议案送交总统时，总统必须在 10 天之内做出反
应：或者签署这项法案使之生效；或者否决这项法案，把它连同反对意见一起退回到国会下
院。此材料表明（ ）
A.美国总统对国会负责
B.总统拥有制约国会的权力
C.总统与国会彼此制约
D.国会的立法权是形式上的
解析：材料中反映的是国会的立法权受到总统的制约，立法议案需要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因
此本题选择 B 选项。A 选项错误，材料体现的是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而不是总统对国会负
责；C 选项错误，材料并没有体现国会对总统的制约；D 选项错误，美国政体体现的是三权
分立的原则，国会具有立法权，但并不是形式上的。
答案：B
11.《西方文明史》写道：“启蒙思想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认识自然界
的方法去认识、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形成这一“共识”的主要原因是（ ）
A.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B.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C.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打击
D.近代科学知识的进步
解析：从“启蒙思想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认识自然界的方法去认识、这
已成为一种共识”，可以看出当时认识自然界的方式已经出现并逐步成熟。结合所学知识，
认识自然界的方式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例如经典力学的提出，因此本题选择 D 选项。A 选
项不是认识自然界的方式；B、C 选项是思想领域的发展，不是认识自然界的内容。
答案：D
12. 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磅、日元共同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反映了（ ）
A.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
B.发达国家失去经济主导地位
C.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D.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
解析：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体现出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来看，
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并不能反映出发达国家失去经济主导地位，所以排
除 B 选项。这些货币都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体现出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所以 C 选项正确。
A、D 选项材料无法体现。
答案：C
第Ⅱ卷（非选择题）
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36-37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完成下面小
题。44-46 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
3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辛亥革命后，简氏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发展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
地.。公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从 1927 年开始，由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民族资本得不

到保护，再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家族矛盾凸显，公司连年亏损。到抗战前，企业已濒于奄奄
一息的境地。
——摘编自《近代华侨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材料二：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
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和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
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
的、危险的。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时，东欧与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的概况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西欧经济崛起的特征，并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
识分析西欧经济崛起的优势。
解析：(1)从材料内容来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辛亥革
命之后到 1927 年之间，公司迅速发展；1927 年之后公司急剧落后，濒于破产。结合所学知
识，1927 年代表着国民政府的成立，辛亥革命之后民族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且一战时
期帝国主义放松对华侵略，民族工业有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
外国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打压以及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企业最终濒临破产。
(2)从材料来看，西欧的崛起是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发生的，二战之后和冷战的压力并没有
阻碍西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依赖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这也是西
欧经济复兴的特点。对于西欧经济崛起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环境（和平）、支持力量（美
国）
、发展方式（联合）和发展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上。
答案：(1)概况：辛亥革命后迅速发展，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急剧衰落。
原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民国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
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简氏兄弟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
衰落原因：外国资本的打压；内部管理不善，家族矛盾凸显；官僚资本的排挤。
(2)特征：在遭受战争冲击和“冷战”压力下崛起；依赖超级大国；走联合发展之路。
优势：二战后西欧有一个较为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西欧国家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各国政治
上独立；美国的支持；西欧国家注重加强经济联系，如欧共体等经济组织的建立。（其他答
案言之有理亦可）
3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
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
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制度与社会稳定”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
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
解析：本题材料内容介绍的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合理性，从这段材料来看，郡县制更有利
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这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的。材料中让我们论述“制度与社会
稳定”的内容，我们可以围绕郡县取代分封制的积极性来分析，从所学的知识中找出相关论
据，进行详细的说明。
答案：
论题：制度创新事关社会发展和稳定
阐述：分封制下，受封诸侯拥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容易造成割据，不

利于杜会的稳定；郡县制以俸禄（赋税）作为君臣纽带取代分封制下的血缘关系，郡县制下，
郡县地方长官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地方失去独立性，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促进
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请考生在第 44、45、46 三道题历史题中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作答时请写清题号。
44.【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张居正改革的展开贯穿着制度对变革的抗拒。张居正的改革思路是通过整顿政治体系
中的“时弊”，以保障农民的产权不受行政权力任意侵犯，从而繁荣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税
收。虽然有一些改革方案（如整顿驿站、一条鞭法等）也降低了制度的交易成本，但受到旧
制度下的获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的抗拒。……首辅逝世，与“时弊”较量的核心力量
轰然倒塌，接踵而来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下，最高权力的重新定位和与之相伴随旧制度的反扑。
旧制度下的获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与意在捍卫皇权的万历皇帝联手，不出半年，便彻
底清算了张居正和他推行的新政。而清算他的理由便是制度曾提供给他的权力及他用手中的
权力换取的私利（如接受贿赂、任用私人等）
。
——摘编自龚虹波（“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也说张居正改革悲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取得成功的条件。
解析：(1)从材料中“官僚、宗室成员与意在捍卫皇权的万历皇帝联手”可以得出失败的原
因之一是官僚、宗室的反对以及失去皇帝的支持。从“首辅逝世，与‘时弊’较量的核心力
量轰然倒塌”可以得出失败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张居正的逝世，核心力量的消失。结合材
料内容可以得出改革的阻力较大，明朝中期积弊过多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2)改革成功的条件可以从失败原因来分析，首先需要有改革的核心力量和改革者强大的改
革决心与良好的自身素质，另外就是需要有统治阶层和民众的支持。当然改革要顺应历史潮
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改革内容要得当，不能操之过急。
答案：(1)原因：明中期积弊过多；失去皇权支持；遭到官僚、宗室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张居正去世，改革派核心力量消失。
(2)条件：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改革要顺应历史潮流；民众和统治阶层的支持，改革内容
得当；改革者勇于改革的决心和良好的自身素质等。
45.【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经济利益是驱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根本所在。两次世界大战皆源于帝国主
义列强的争霸。二战前，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虽有发展，但受政治因素影响并不紧密。各
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主要与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势力范围”联系密切，各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则少有往来，所以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无所顾忌，导致它们走向世界
大战的深渊。
二战的结束，也标志着核时代的到来。核时代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科学家是十分清楚
的。因而，战后出现了以科学家为首的反核、反战运动。联合国在制止武装冲突、调解危机、
推动裁军、限制毁灭性武器的发展等方面，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葛兆富《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性战争未起之成因浅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20 世纪后半期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的主要因素。
解析：(1)从材料中“经济利益是驱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根本所在”可以看出经
济因素是导致战争的必然因素，具体体现为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各资

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主要与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势力范围’联系密切，各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则少有往来，所以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无所顾忌”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列
强之间处于对世界市场和霸权的争夺、列强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紧密经济关系。
(2)根据“经济利益是驱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根本所在”可以得出没有发生战争
的原因是各国之间经济关系密切，错综复杂，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抑制了战争的爆发。此外，
“以科学家为首的反核、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主要因素之一。结
合所学知识，政治多极化也是抑制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
答案：(1)必然性：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处于对世界市场
和霸权的争夺；列强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紧密经济关系。
(2)主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物质因素；以科学家为首
的反核、反战运动的开展；联合国成为有效协调各方国际矛盾和冲突的重要组织；多种政治
势力并存，互相抗衡，互相牵制。
46.【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在《臣轨》中说道：“务农则田恳，田恳则粟多，粟多则人富，
是以古之禁末作用，所在利农事也……故好农功者，虽利迟而后富，好末作者，虽利速而后
贫……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定焉。”
材料二：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武则天在“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说：“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
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
并许将家口自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德林《武则天的管理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发展农业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武则天迁移人口的目的并分析其意义。
解析：(1)从“务农则田恳，田恳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是以古之禁末作用，所在利农事也……
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可以看出武则天主张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她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强调垦殖、粮食和农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要充分发展农业。只有这样才会“务在劝农，家
给人足，则国自定焉”。
(2)从“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可以看
出武则天迁移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的状况。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
发挥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力，对当时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对生产力
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答案：(1)经济政策：重农抑商。
对农业发展的认识：垦殖、粮食和农业发展相互联系，农业是“建国之本”；农业发展了才
能实现“家给人足”，最后国家自然安定。
(2)目的：解决“土狭人稠”和“营种辛苦”的问题。
意义：移民垦荒，发挥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