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宁阳第四中学第二次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
）
1.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卫盉”铭文记载：周恭王三年，贵族裘卫用玉器和礼服从贵族矩伯手
里换得 1300 亩田，并通过执政大臣进行了授田仪式，办理了换田手续，刻于青铜器上作为
凭证。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 ）
A.贵族权重，世袭制巩固
B.田地交换，井田制动摇
C.田地买卖，私有制确立
D.王室衰微，分封制崩溃
解析：材料未反映贵族权重和世袭制，故 A 项错误；材料意思是贵族裘卫用物交换得田地，
并有授田仪式、换田手续和凭证，结合所学可知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不
得买卖和转让，材料这一事件的出现很显然动摇了井田制，故 B 项正确；私有制确立始于战
国时期商鞅变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时间不符，故 C 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西周时
期的土地制度，而非分封制，故 D 项错误。
答案：B。
2.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职事官如尚书、侍中等就是从皇帝身边的近官即侍从等演变而来，
使得中国古代官制呈现出近官“外化”的特点。这反映了（ ）
A.统治阶级基础不断扩大
B.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
C.行政机构效率大大提高
D.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
解析：尚书、侍中等近官本来就属于官僚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基础并未扩大，故 A 项错误；
皇帝身边的近官“外化”为国家重要官职，体现了君主专制的加强，故 B 项正确；C、D 两
项在材料中均未涉及。
解析：B
3.学者余英时先生考证过，
“在唐宋读书人的文章里，看不到为商人作寿序、墓志铭的，但
明代中叶以后，商人在文集中大量出现”。如王阳明就曾为大商人作墓表，并宣称：
“古世四
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这种士人与商人关系的变化是（ ）
A.自然经济瓦解的反映
B.封建制度衰亡的写照
C.商品经济繁荣的表现
D.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证
解析：自然经济开始瓦解是在鸦片战争后，故 A 项错误；士人与商人关系的变化不能体现封
建制度衰亡，故 B 项错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以后，虽然法律上商人的地位
比较低，但实际生活中商人的地位已经提高，士人与商人关系的变化是社会风气变化的表现，
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故 C 项正确；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证是指雇佣关系的出现，材料没
有涉及，故 D 项错误。
答案：C
4.宋代的“士”大都抱有“得君行道”的期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希望从朝廷发起改

革，从上而下实现其政治理想。明代的“士”许多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转向“觉民
行道”
，像王阳明“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并强调：
“须作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这种
“士风”的变化基于（ ）
A.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B.明朝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
C.儒学的哲学化、宗教化
D.明朝“西学东渐”的影响
解析：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材料中无法体现，故 A 项错误；据材料可得“士风”从宋朝的
“以天下为己任”转向明朝的“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转向‘觉民行道’”
“作个愚夫
愚妇”可得思想文化方面渐趋专制、保守，这主要原因是明朝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故 B
项正确；儒学的哲学化、宗教化指的是宋明理学，材料在这方面没有体现，故 C 项错误；
“西
学东渐”的影响在材料中没有涉及，故 D 项错误。
答案：B
5.1875 年，清政府制定了“海防”和“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十年后，将海防建设作为
重点，并最终形成了“三洋设防，北洋为重”的海防格局。这一变化是基于（ ）
A.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深刻教训
B.海疆与京畿地区的安全考虑
C.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与发展
D.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忧虑
解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入侵我国，对中国的边疆、沿海均造成威胁，故 B
项正确。
答案：B
6.1925 年，中共四大在《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提出“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
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
，涉及反抗地主、苛税、匪祸、兴办水利等方面。1926 年 9 月，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政纲仍是
在租额、高利、苛捐等问题上”
。这反映当时中共中央（ ）
A.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B.认为农民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主力
C.农村工作与革命中心任务相结合
D.注重解决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解析： 1925 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城市，材料的决议强调领导农民运动，可见中
国共产党将农村工作与革命中心任务相结合，故 C 项正确。
答案：C
7.有学者认为，
“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日军的侵略无论是局部还是全面，中国人民对它的抗击活动也就相应地局部或全面展开。中
国政府抗战是八年，而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十四年”。与传统的八年抗战观点相比，上述观点
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 ）
A.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
B.中国抗日战争的全程
C.人民在抗战中的作用
D.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

解析：材料观点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全程，故 B 项正确。
答案：B
8.19 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起的“自强运动”，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
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
被忽略了。这说明（ ）
A.自强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现代化尝试
B.除坚船利炮外中国从西方可学之处甚少
C.自强运动是清朝国运衰退后的回光返照
D.中国士人仍在昔日辉煌里寻找自强良方
解析：根据“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
——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可知，作者认识到
该运动没有涉及现代化的本质的东西，只是一种表象，故 A 项正确。
答案：A
9.据学者研究，中国 1936 年完成了陇海路西安至宝鸡段；同年 7 月，粤汉铁路株韶段接轨，
全线通车；广九线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天内接轨投入使用。1929 年起开始修建的杭州至
萍乡的江南第一条东西铁路大干线浙赣铁路，于 1937 年 6 月正式接轨，全线通车。1935 年
开始修筑苏嘉路，1936 年 7 月正式通车。在山西，1932 年至 1937 年，修筑了长达 860 千米
的同蒲路。这一时期铁路里程的增加（ ）
A.说明国民党积极围剿红军
B.说明国民政府积极为抗战做准备
C.是国家长期社会稳定促进的结果
D.说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取得成效
解析：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鼓励发展工农业和交通运
输业。1927～1937 年，铁路里程的增加说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取得成效，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0.民国建立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
中国社会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从中可以看出（ ）
A.衣冠之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B.服饰洋化成为各阶层追逐的新时尚
C.服饰成为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D.中山装是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
解析：
“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中国社
会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
，由此可见国家法令对人们的服饰有很大的影响，故 A 项正确。
答案：A
11.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中国抛弃沿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
、
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这表明陈独秀（ ）
A.认为民众普遍支持实行民主政治
B.对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寄予期望
C.强调民众有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
D.主张重视培养国民现代政治意识

解析：材料中陈独秀强调的是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主张重视培养国民现代政治意识，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2.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
“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八十年列
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这主要是指（ ）
A.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变法思想
B.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思想
C.新文化人士开始宣传民主科学
D.先进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
解析：外国列强侵略中国是在 1840 年后，八十年后应是 1920 年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
变法思想是在 19 世纪末，故 A 项错误；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思想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故 B 项错误；新文化人士开始宣传民主科学是在 1915 年，故 C 项错误；俄国十月革
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先进的知
识分子找到了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3.毛泽东曾说：
“事情很明显……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
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
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
主义的错误。
”这反映出（ ）
A.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科学探索
B.表明当时国内“左”倾错误已经泛滥
C.中共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质疑
D.中苏关系处于矛盾僵化状态
解析：题目中毛泽东的话强调的是：对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要结合本国国情，故 A 项正
确。
答案：A
14.1953 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统购价格由中央规定，对城市
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严禁私商自行经营粮食。这一政策的制定（ ）
A.是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
B.是基于解决人民温饱的需要
C.是基于国家经济困难的应对
D.是基于国家全面建设的需要
解析：1953 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是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
要，故 A 项正确；材料与解决人民温饱无关，故 B 项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领导开
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因此 1953
年计划政策不是国家经济困难导致的，故 C 项错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是 1956
年，故 D 项错误。
答案：A
15.陈云在八大会议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主体——补充”思想，也就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该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同时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为补充
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手段。”材料表明（ ）
A.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
B.社会主义建设两种经济可以并存
C.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完善
D.经济建设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
解析：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开始改革，故 A 项错误；材料中社会主义建设允许私有制的存
在说明两种经济可以并存以实现中国现代化，故 B 项正确；中共八大时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
立，故 C 项错误；中共八大正确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故 D 项错误。
答案：B
16.克利斯提尼时期，雅典的公民大会主要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等重大事宜，但其所讨
论的议案都是由五百人会议提交的，否则任何公民都会因“违制罪”而被诉之于陪审法庭，
因此公民大会只有对议案的讨论和决定权而无提案权。这表明当时的雅典城邦（ ）
A.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体
B.体现出法律至上的精神
C.体现了权力分工的原则
D.防止执政者权力的滥用
解析：从题干可知，公民大会只有对议案的讨论和决定权而无提案权，议案是由五百人会议
提交的，通过这样的权力分工，可以限制公民大会权力，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是一种权
力制衡机制，故 C 项正确。
答案：C
1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增加了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获得参议院同意的规定，而议会对总
统的不信任权却没有类似的明确限制。这些含糊不清的规定从侧面反映了（ ）
A.行政权不能制约立法权
B.法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
C.共和制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D.总统与议会斗争的失败
解析：材料体现了“总统”
“众议院”
“参议院”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是不同社会阶层、派
别相互妥协的产物，故 C 项正确。
答案：C
18.据《全球通史》记载：16 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
向运送的金银。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并且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
增长。这一变化（ ）
A.推动了西葡殖民方式的转变
B.改变了西欧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
C.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
D.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形成
解析：根据材料“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并且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增长”结
合所学知识可知新航路开辟引发世界贸易的变化，改变了西欧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故 B
项正确。
答案：B

19.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迅速。1900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
所占的比重为：英国 19%，美国 12%，德国 13%，法国 9%。同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
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从 1870 年到 1913 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两
倍多。这种现象说明（ ）
A.英国仍处于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B.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程度下降
C.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D.世界市场需求增长幅度超过工业产品增长幅度
解析：根据材料“英国 19%，美国 12%，德国 13%”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后起的美、德发
展较快，紧随英国，故 A 项错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日
益明显，故 B 项错误；根据材料，
“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贸易额都增加了两倍多”，说明世
界市场形成，国家间依赖程度加深，故 C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需求增长和工业品增长的比较，
故 D 项错误。
答案：C
20.法国第一个创办文学沙龙的是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在她的沙龙里话题无所不包，学术、
政治、时尚，甚至流言蜚语。18 世纪后，文学沙龙话题不仅有文学艺术还有政治科学，有
时也会出现激进的思想言论。
“文学沙龙”在当时的客观作用是（ ）
A.表达了平民的政治诉求
B.开启了文艺复兴运动
C.有利于启蒙思想的传播
D.推动了文学艺术繁荣
解析：作为上层贵族社交组织的沙龙，不可能表达平民的政治诉求，故 A 项错误；文艺复兴
开始于 14 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并非是 18 世纪的法国，故 B 项错误；从沙龙广泛的话题
可以看出，其中的政治科学等内容带有比较浓厚的启蒙思想特色，故 C 项正确；“推动了文
学艺术繁荣”是沙龙的主观而非客观作用，故 D 项错误。
答案：C
21.18 世纪的哲学已经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为解决哲学的方
法这一关键问题，人们求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的准则”
。材料反映出牛顿（ ）
A.取得的成就覆盖了多个领域
B.科学精神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C.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
D.否定了中世纪自然科学成果
解析：据材料“18 世纪的哲学已经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
“求
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的准则’
”可得，科学精神影响了 18 世纪的哲学，即影响人的思维方
式，故 B 项正确。
答案：B
22.1922 年 3 月，列宁指出，俄共要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
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
；1923 年，列宁则在《论合作社》中重新审视了合作社和农民
的作用，要让所有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表明（ ）
A.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B.列宁牺牲农业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
C.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必要性
D.列宁已认识到改造小农经济的重要性
解析：材料未提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故 A 项错误；列宁强调调动小农生产积极性，
未提及与工业化的关系，故 B 项错误，D 项正确；材料未提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故 C 项错
误。
答案：D
23.1949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的宗旨强调：北约在坚持“集体防御”职能的同时，
基于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将“为保证欧洲公正持久的和平秩序而奋
斗”
，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自由、统一的欧洲。这一宗旨（ ）
A.确保了欧洲的持久和平
B.加强了美国对欧洲的控制
C.推动了欧洲走向一体化
D.缓和了欧洲各国之间矛盾
解析：北约的成立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不利于欧洲的持久和平，故 A 项错误；材料
中北约的宗旨没有涉及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故 B 项错误；北约强调“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
自由、统一的欧洲”
，推动了欧洲走向一体化，故 C 项正确；北约的成立加剧西欧与东欧的
对抗，故 D 项错误。
答案：C
24.“冷战”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今后的世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对峙，而是美国式的放任主义的文化和反美国文化之间的对峙。”此观点的核心是（ ）
A.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B.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C.主张结束武力对抗
D.放弃意识形态斗争
解析：材料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对峙。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从而形成“美国式的放任主
义的文化和反美国文化之间的对峙”
，故 B 项正确。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14～15 世纪，英国的庄园经济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而衰落，农业经济收入锐减，农
村的贫富分化加大，呢绒纺织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16 世纪起，乡村对手工业品的
需求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向专业业化方向发展，毛纺织业成为乡村工业的主体。价格革命
冲击了传统的生产关系，货币地租盛行，促进了乡村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的集
中促进了农民的分化，集中经营的土地上使用大量雇工。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材料二：棉花种植在明代普及全国，棉布成为大众消费品。棉纺织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上
升，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据统计，江南地区在明代后期年产棉布量在 2000
万匹以上，有 170 万 0 妇女从事棉纺织业。占劳动力的 50%以上。丝织业发展迅进，明代后
期，江南地区管营织机约有 3500 台，民营织机在 15000 台以上，织工达 4 万人之多，出现
了许多以丝织业为主业的市镇。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十分普遍，服务于纺织业的辅助行业从

业人数同步增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地权分散化趋势明显，田面权、田底权分离，租佃经
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14 分)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经济相比，明代后期江南地区乡村经济
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11 分)
答案：
(1)表现：封建经济逐渐瓦解；乡村手工业品市场扩大；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加强；商品货
币关系的拓展；社会两极分化和流动性增强。(8 分，答出四点即可)
原因：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农奴制的消亡；圈地运动的影响。(6 分，
答出三点即可)
(2)特点：棉纺织业在农村经济中地位上升；专业性的工商业市镇兴起；租佃经营成为农业
经营的主体；地权分散化趋势明显；女性是纺织业的主要劳动力。(6 分，答出三点即可)
影响：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变动。
(5 分)
26.材料：伦理一般指指导行为的观念，它不仅包含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
关系的行为规范，也蕴含着行为规范背后的道理。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基本观点：
一种认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难以相容的，完全否认儒家伦理在现代市场
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一种则认为儒家伦理完全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市场运行中
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拯救当代世界的良药；还有一种观点则对儒家伦
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持辨析态度，认为儒家伦理从总体上已不可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封建性的糟粕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同时又认为儒家伦理中一些积极因素可以
融合于市场经济中，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请结合所学知识，选择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
晰)(12 分)
解析：
首先需要选择观点，可以选择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观点，论述则需要从孔子的重义轻
利、礼——强调等级、宋明理学——抑制私欲和强调道德等方面论述；如果选择儒家伦理与
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论述则需要从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明清时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
和经世致用、儒家的民本和社会责任群体意识等分析；如果是选择儒家伦理对市场经济的发
展既有阻碍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则将前两个论述结合。
答案：
第一种观点：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
(1)传统儒学强调“重义轻利”
、先义后利，(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利于
重视牟利的商业活动。
(2)儒家强调社会等级秩序，不利于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商品交换活动
(3)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限制了财富积累的意愿。
(4)儒学重视德治，轻视法治，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儒家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建设，轻视工艺制造和逻辑演绎，不利于工业发展和商业意识。
(6)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统治者大多强调“重农抑商”，抑制商业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儒家伦理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1)儒家思想不排斥通过正当途径的获利行为(孔子：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
(2)儒家代表人物黄宗羲曾强调“工商皆本”，有利于商业发展。
(3)儒家代表人物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
，注重社会生活的实践，有利于商业活动。
(4)儒家民本思想强调，赋予百姓有一定的财产权，禁止苛捐杂税，(孟子“制民恒产，勿夺
农时，省刑罚，薄税敛”)有利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5)儒家强调诚信、自律、节俭、秩序、社会责任与群体合作意识，也有利于积累资本，促
进社会财富增长。
第三种观点：儒家伦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阻碍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可以结合前两个
观点的参考答案，略)
27.材料：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德国经济地位，如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一样，辉煌的过去和无法预测的未来并存。法国人把德国 300 多个邦国减少到 38 个，并
为德国人制定了统一的法典，改善了德国的基础设施，为他们提供了先进信息和输送了民族
主义精神，达官贵人都以使用法语为荣。这个地区和法国东北部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区、正
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比利时连成一片。决定德国工业革命命运的是普鲁士，那里的容克地主很
早在经济上和西欧先进国家联系在一起。1818 年，普鲁士废除了国内关税，为德意志关税
同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819 年，李斯特以德意志所有地区五千多名商人和厂主名义起草
《致德意志同盟议会请愿书》
，建议废除国内关税，成立德国工商关税联盟，对外国产品实
行报复性关税。1828 年开始酝酿全国关税同盟。1834 年实现的关税同盟，把 4 个邦国、2300
万人统一起来。30 年代末，有 88%的德国人口生活在关税同盟国家之中。
——摘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德国关税同盟改革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德国关税同盟改革对德国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
解析：
(1)根据材料中“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这一时间信息，结合该时间段德意志地区的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分析作答即可。
(2)根据材料中“这个地区和法国东北部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比利
时连成一片”
“并为德国人制定了统一的法典，改善了德国的基础设施，为他们提供了先进
信息和输送了民族主义精神”可分析出其有利于推动德国工业化进程，形成统一市场，增强
民族意识。
答案：
(1)背景：法国人教会了他们进行高效的管理；长期的分裂割据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启蒙思想、工业化浪潮及法国大革命的熏陶和冲击下，自由进步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觉醒在
德国的形成和传播；普鲁士对关税统一的积极影响和推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推动。
(2)影响：取消关税壁垒，形成统一市场；推动德国工业化进程；增强民族意识，为德国的
统一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