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Ⅱ卷）历史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据《史记》记载，商汤见野外有人捕猎鸟兽，张设的罗网四面密实，认为这样便将鸟兽杀
绝了，
“乃去其三面”
，因此获得诸侯的拥护，最终推翻夏桀，创立商朝，这一记载意在说明
（ ）
A.商汤成功缘于他的仁德之心
B.捕猎是夏商时主要经济活动
C.商朝已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D.资源争夺是夏商更替的主因
解析：商汤认为野外捕鸟之人设的四面密实的网会将鸟兽杀绝，所以采取了“去其三面”的
做法，这表面看是对鸟兽的仁慈，不赶尽杀绝，实际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有意在说商汤
能够建立商朝是其仁德的结果，故选 A；夏商时期我国华夏族居民大多已经过上定居的生活，
所以农耕应该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故 B 不符合史实；保护生态环境不是题目的主旨，而且题
干没有说到商朝建立之后的事情，故排除 C；题干提到的是商汤的举动与夏商更替的关系，
而不是资源争夺，故排除 D。
答案：A
2.西汉文景时期，粮食增产，粮价极低。国家收取的实物田租很少甚至免除，但百姓必须把
粮食换成钱币，缴纳较高税额的人头税。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加剧了土地兼
并、农户流亡，这反映出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
C.粮价低抑制了生产热情
D.富商大贾操纵税收
解析：西汉文景时期，百姓的田租很轻，但是人头税重，而且在粮价极低的情况下，还要把
粮食换做钱币来交税，富商大贾再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这就意味着百姓负担沉重，有
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再结合题干信息“加剧了土地兼并、农户流亡”可知，这反映了当时
自耕农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故选 B；汉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故排除 A；材料主旨是农民负
担沉重，C 项与材料主旨不符；税收多少及其形式是由政府确定的，且材料信息说的是“富
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
，故排除 D。
答案：B
3.武则天时期，将中书、门下二省名称分别改为凤阁、鸾台，通过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头衔，使低品阶官员得以与凤阁、鸾台长官共同议政，宰相数量大增，且更替频繁。这一做
法的目的是（ ）
A.扩大中书、门下二省的职权
B.为官员提供迅速晋升的机会
C.便于实现对朝政的全面控制
D.强化宰相参政议政职能
解析：武则天时将中书、门下二省名称分别改为凤阁、鸾台，就有加强皇权的色彩，而与此
同时，宰相数量大增，且更替频繁，这明显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央的官员，以加强皇权，故

选 C，排除 A；通过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头衔，使低品级官员得以与凤阁、鸾台长官
共同议政，并没有使得这样的官员迅速晋升，只是给了其参与议政的权力和机会，故 B 不符
合题意；题干中参与议政的宰相数量增多，是在弱化宰相参政议政的职能，而不是强化，故
排除 D。
答案：C
4.昆曲在明朝万历年间被视为“官腔”，到清代被誉为“雅乐”“盛世元音”，宫廷重要活动
常有昆曲演出，江南地区“郡邑大夫宴款不敢不用”
，甚至“演戏必请昆班，以示府城中庙
会之高雅”
。这些史实表明，昆曲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是因为（ ）
A.陆王心学广泛传播
B.吸收了京剧的戏曲元素
C.社会等级观念弱化
D.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品味
解析：由“官腔”
、
“雅乐”
、
“盛世元音”等词汇，可以看出昆曲被官府和贵族所重视，所以
在重要的宫廷活动中常有昆曲演出，官府和宫廷主要代表了封建士大夫的欣赏层次和品味，
江南地方郡邑大夫的活动也以昆曲来显示“府城中庙会之高雅”、这说明昆曲流行的原因是
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品位，这体现了社会等级的分明，故选 D 而排除 C；心学强调本心体悟和
致良知，主张内心反省和自我领悟，与题意不符，故排除 A；京剧形成于道光年间，而昆曲
在明朝就流行了，所以排除 B。
答案：D
5.19 世纪 70 年代，针对日本阻止琉球国向中国进贡，有地方督抚在上奏中强调:琉球向来是
中国的藩属，日本“不应阻贡”
；中国使臣应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
“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
曲”
。这说明当时（ ）
A.日本借助西方列强侵害中国权益
B.传统朝贡体系已经解体
C.地方督抚干预朝廷外交事务决策
D.近代外交观念影响中国
解析：题干中地方督抚上奏的内容中认为，中国使臣应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
公法与评直曲”
，说明当时清朝的地方督抚已经注意按照国际法来处理中日之间的交涉问题，
这明显体现了近代的外交观念，故选 D；题干中没有说到日本是借助于西方列强侵害中国的
权益，故 A 与题意不符；由“日本阻止琉球国向中国进贡”可知，当时琉球国还在向中国
进贡，维持着朝贡关系，故 B 的说法过于绝对，排除；地方督抚的上奏只是在行使其职权，
对政府提出建议，而不是干预朝廷外交事务，故 C 的说法不符合题意，所以排除。
答案：D
6.1923 年底，孙中山认为，
“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
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
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其意在（ ）
A.走苏俄革命的道路
B.放弃资产阶级代议制
C.加强革命的领导核心
D.改变反封建的斗争目标
解析：由“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
“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

党师法”可知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在革命之后十二年还没有成功，而俄国革命六年就成
功了，是因为俄国有团结而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所以选 C；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
命派的代表，所以不可能走苏俄革命道路，也没有放弃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排除 A、B；
孙中山把原因归结为领导核心不够好，而没有改变斗争目标，故排除 D。
答案：C
7.美国记者曾生动地记述抗日根据地：“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
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
地方政府……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
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
”这一记述表明，抗日根据地（ ）
A.农民的抗日热情得到激发
B.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C.国民革命的任务得以实现
D.排除了国民党的影响
解析：由题干中的“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
“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说明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使得农民摆脱了原来“被人欺
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的处境，农民获得了很多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就获得了农民的拥
护，并激发了他们抗日的热情，故选 A；由“是否减租减息”可以看出地租还要交的，所以
B 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B；由题干中的“抗日根据地”可以得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而国
民革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故排除 C；D 在题干材料中不能体现，故排除。
答案：A
8.下图为 1956 年的一幅漫画《两把尺》(画中字：
“奶奶的尺——量布做新衣。阿姨的尺—
—测量祖国，建设社会主义。
”该漫画反映了（ ）

A.社会主义建设以工业化为中心

B.女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C.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发展
D.城乡差别发生根本性改变
解析：漫画中一位老奶奶用尺量布做衣服，小孙女在一旁翻看书本陪着老奶奶；两位女勘探
队员肩上扛着工作用的长尺和三脚架等工具向这边走来。此画以小孙女的口气，用了这样的
副标题：
“奶奶的尺——量布做新衣。阿姨的尺——测量祖国，建设社会主义。
”
“奶奶的尺”
与“阿姨的尺”这两种不同性质和用途的“尺”，反映了新老两代妇女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作
用，讴歌了新中国女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故选 B；工业化是用机器生产的形式，而
材料中奶奶的用尺子做新衣属于手工劳动，故 A 排除；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在 1958 年，与
题干中的“1956 年”不符，故排除 C；题干信息没有体现城市还是乡村，更没有城乡之间
的对比，故 D 与题意不符，所以排除。
答案：B
9.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展开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斗争，斗争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其间所
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恩格斯曾评论说：
“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这一
长期斗争的结果是（ ）
A.贵族的特权被取消
B.罗马法体系最终形成
C.公民与贵族法律上平等
D.自由民获得相同的权利
解析：
“平民和贵族展开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斗争”说明平民和贵族之间有矛盾，结合所学可
知，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一开始贵族是享有很多特权的，而平民没有，所以平民就为了追求
平等的权利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达到“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
化在国家中了”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最终确定了双方平等的地位，故选 C；
“贵族的特权被取
消”本身说法错误，A 排除。罗马法体系最终形成标志是 6 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
织编写的《民法大全》
，而题干讲的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故 B 与题干时间不符，所以排除；
自由民不仅仅包括罗马公民，而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故 D 不符合题意，
排除。
答案：C
10.下图可以用来说明，奴隶贸易（

A.是早期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
B.促成世界殖民体系最终确立

）

C.导致“日不落帝国”的产生
D.因白银开采的需要达到极盛
解析：柱状图中的数据代表的是 16—18 世纪欧洲向美洲贩运的奴隶数量，很明显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大幅增加的，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所以反映的是黑奴贸易这一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对外殖民扩张的手段，故选 A；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
20 世纪初，题干时间与之不符，故排除 B；题干反映的是整个欧洲，而“日不落帝国”只
体现了英国，另外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不仅仅是依靠贩卖黑奴，故属于以偏概全，所以
排除 C；黑奴贸易的主要意图是满足美洲奴隶制种植园的需要，故 D 排除。
答案：A
11.1836 年，俄国著名戏剧家果戈里发表剧作《钦差大臣》
，描写的是一名小官吏路过某偏僻
小城，当地人们误把他当作钦差大臣而竞相巴结、行贿。该作品（ ）
A.抨击了资本主义政治腐败
B.揭露了专制体制的腐朽
C.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风格
D.讽刺了拜金主义的风气
解析：1836 年的俄国正处于沙皇专制统治时期，俄国还依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
《钦差
大臣》里的情节反映的是小官吏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而备受巴结和奉承以至于行贿，这是沙
俄腐朽的专制体制的产物，故选 B；当时的俄国处于封建制时代，故 A 中的“资本主义政治”
不符合史实，所以排除；剧作表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风格，故 C 不符合题意，所以排除；
题干没有反映拜金主义，故排除 D。
答案：B
12.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原本落后的农村迅速实现了机械化，
数百万农民成了相对富裕的农场主，这一变化的原因是（ ）
A.马歇尔计划开始发挥作用
B.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C.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
D.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解析：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原本落后的农村迅速实现了机械化，这里涉及到的三个
国家都是欧共体成员国，再结合时间信息“20 世纪 60～70 年代”推断，应是欧共体国家间
的合作促成了成员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机械化，使农民收入大大增加，故选 B；马歇尔计划
发挥作用应该是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故 A 与题干时间不符，所以排除；西欧社会福利制
度建立是针对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涉及医疗保健、养老、住房、失业、教育等问题，与农业
生产力提高没有直接关系，故排除 C；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与题干时
间不符，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涉及到的是货币体系问题，这也与题意不符，故排除 D。
答案：B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第 13、14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15、16、
17 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共 37 分。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中国是大豆的故乡，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大豆的记载。先秦时期，大豆栽培主要是在黄
河中游地区，
“豆饭”是人们的重要食物，
《齐民要术》通过总结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经验，

认识到大豆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主张大豆与其他作物轮种。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都有朝廷调
集大豆送至南方救灾、备种的记录，大豆的种植推广到江南及岭南……从古至今，各式各样
的豆制品是中国人喜爱的食物，提供了人体所需的优质植物蛋白。
1765 年，大豆引入北美，最初作为饲料或绿肥。19 世纪 60 年代，豆腐在美国开始被视为
健康食品。19 世纪末，大豆根瘤的固氮功能被发现，在美国干旱地区推广种植，至 1910 年，
美国已经拥有 280 多个大豆品种。1931 年，福特公司从大豆中开发出人造蛋白纤维，大豆
成为食品工业、轻工业及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1954 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
国，种植面积超过一亿亩。大豆在南北美洲都得到广泛种植，美洲的农田和中国人的餐桌发
生了紧密联系。
——摘编自刘启振等《“一带一路”视域下栽培大豆的起源和传播》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大豆的特点和作用。
（12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豆在美国广泛种植的原因。（8 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物种交流的积极意义。
（5 分）
解析：
(1)特点：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由材料中的“中国是大豆的故乡”
再结合不少农作物是我国先民首先培育和栽种的，可以得出我国人民最早培育、驯化；由“先
秦时期，大豆栽培主要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唐宋时期“大豆的种植推广到江南及岭南”、
“从
古至今，各式各样的豆制品是中国人喜爱的食物”等信息可以得出种植范围从中原推广到南
方，开发出各种豆制品；由“
《齐民要术》通过总结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经验，认识到大豆
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主张大豆与其他作物轮种”、
“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都有朝廷调集大豆送
至南方救灾、备种的记录”等信息可以得出农书对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推广，政府推
动。作用由材料中的“
‘豆饭’是人们的重要食物”、
“各式各样的豆制品是中国人喜爱的食
物，提供了人体所需的优质植物蛋白”等信息可以得出民众重要的食物来源，使中国人的食
物结构合理化；由“朝廷调集大豆送至南方救灾”并结合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相关史实可以
得出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备荒物资。
(2)原因：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由材料中的“1765 年，大豆引入北
美”再结合所学早期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的相关知识可以得出世界各地的联系加强，世
界市场的推动；由“大豆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主张大豆与其他作物轮种”、
“19 世纪末，
大豆根瘤的固氮功能被发现，在美国干旱地区推广种植”可以得出大豆是一种优良作物品种，
适宜种植；由“福特公司从大豆中开发人造蛋白纤维，大豆成为食品工业、轻工业及医药工
业的重要原料”再结合科技发展的相关知识可知，科学技术进步，大豆的用途得到广泛开发
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3)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由材料中大豆推广到美洲，在美国广泛种植
和用途得到广泛开发这一具体的事例，以及“大豆在南北美洲都得到广泛种植，美洲的农田
和中国人的餐桌发生了紧密联系”可以想到物种交流是世界各地文明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美都对大豆的种植和用途开发做出了贡献，可以得出物种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
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答案：
(1)特点：我国人民最早培育、驯化；种植范围从中原推广到南方，开发出各豆制品；农书
对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推广，政府推动。
作用：民众重要的食物来源，使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合理化；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备荒物
资。
(2)世界各地的联系加强，世界市场的推动；大豆是一种优良作物品种，适宜种植；科学技
术进步，大豆的用途得到广泛开发。

(3)物种交流是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 分）
材料：1889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
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
大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
格的钢铁。盛宣怀接手后，招商股银 200 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
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克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
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 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
材料提供了一个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案例，蕴含了现代化的诸多启示，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启
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解析：
这一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考查考生“发现历史问题—独立提出观点—论证历史观点”的能力，
还考查考生准确而有逻辑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对考生的能力要求较高，也是近几年考纲特
别关注的地方。首先，考生要阅读材料，根据对材料的自我解读，发现和提取出自己认为合
理的启示，注意启示应该表达成要怎样或者该怎样的形式，例如：现代化发展要适合国情，
不可盲目照搬别国经验；现代化要注意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现代化发展要因地制宜；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科技创新；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会经历曲折；现代化是在曲折性
中不断发展的；等等。然后再调动和运用所学过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用具体的史实
（可以是正反两方面的史实）来说明论证所提出的启示。
答案：略
（二）选考题：共 15 分。
1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49-1966 年，国家制定了科技政策，积累了发展科技的经验。此后很长时间，正常
的科技工作遭到破坏，造成了轻视科学与文化知识的社会风气。1977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
布《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国家科委成为统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机构，在《关
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奋发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
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
。同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制定了新的留
学政策。1978 年 11 月，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要求把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1981 年 12 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从宏观、战略方面统领
全国科技工作，统筹安排全国科技规划，组织管理全国科技队伍，协调各部门工作。此后，
各地、各部门的科研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也纷纷恢复和创设。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说明 1977-1981 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
（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1977-1981 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9
分）
解析：
(1)背景：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由材料中的“此后很长时间，正常
的科技工作遭到破坏，造成了轻视科学与文化知识的社会风气”并结合所学“文革”时期的
相关史实可得出“十年浩劫”使科技事业受到冲击和破坏；由所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知
识可以得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再结合所学世界史关于科技

方面的相关知识可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依然方兴未艾，
这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而得以影响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
(2)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内容：需要结合材料回答，由材料中“中
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国家科委成为统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机
构”
、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从宏观、战略方面统领全国科技工作”等信息可以得出建
立统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机构；由“各地、各部门的科研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也纷纷恢复和创
设”得出恢复、新建科研机构；由“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制定了新的留学政策”
可以得出恢复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
要求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可以得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影响：
需要根据上述内容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背景以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成果等知识回答。结合前
面的背景与上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改革的内容使得我国实现科技领域拨乱反正，扭转
轻视科技文化的不良风气；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相关史实和我国科技发展的
成果来看，这一改革推动科研领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答案：
(1)“十年浩劫”使科技事业受到冲击和破坏；改革开放；世界科技革命的影响。
(2)内容：建立统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机构、恢复、新建科研机构，恢复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科技队伍建设。
影响：实现科技领域拨乱反正，扭转轻视科技文化的不良风气；推动科研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6.【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1943 年 10 月，中、美、英、苏四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告在战
后建立一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奠定了联合国成立的基础。1944 年 8~10 月，
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美国举行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等多
项建议后来被纳入联合国宪章，被称为“中国建议”
。10 月 9 日，中、美、英、苏四国同时
发表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
，确立了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1945
年 4 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全山召开，四个发起国的首席代表轮流担任大会主席。中、英、
法、俄和西班牙文为会议正式语言。设立了中、美、英、苏、法等 14 国首席代表组成的执
行委员会。6 月 25 日，制宪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
。次日，与会的 50 个国家举行签
字仪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概述中国在参与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主要活动。
（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要原因。
（7 分）
解析：
(1)活动：题目要求“根据材料”概述。由材料中的“1943 年 10 月，中、美、英、苏四国共
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宣告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
奠定了联合国成立的基础”可以得出签署宣告成立联合国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由“中
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等多项建议后来被纳入联合国宪章，被称为‘中国
建议’
”可以得出提出多项被纳入联合国宪章的“中国建议”；由“10 月 9 日，中、美、英、
苏四国同时发表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
，确立了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
内容”可以概括为发表初步描绘联合国蓝图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由
“1945 年 4 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可以
得出参与组织联合国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
。
(2)原因：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可从中国自身努力和参与国际合作

等角度回答。结合联合国建立的背景知识可知，中国之所以参与建立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
国，与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做出卓越贡献，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直接相关；由材料中的
“中、美、英、苏四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宣告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可以得出较早提出创建联合国设想；由中国在参与联合国创建过程
中的主要活动可知也与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创建有关。
答案：
(1)签署宣告成立联合国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多项被纳入联合国宪章的“中国建
议”
；发表初步描绘联合国蓝图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参与组织联合国
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
。
(2)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做出卓越贡献，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较早提出创建联合国设
想；积极推动联合国创建。
1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
巨细，咸听取哉”
。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 200 年。1570
年，俺答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问意与明朝和谈。
明朝送还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
市时，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
。三娘子本人也“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
翔塞下”
。在三娘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
。1581
年，俺答汗去世后，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继续与明朝通好。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
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娘子能够推动明、蒙双方取得和平局面的原因。
（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三娘子的历史功绩。（7 分）
解析：
(1)原因：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由材料中的“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
沿长城相持已近 200 年”再结合所学可知，多年战争，人民渴望和平；由明朝“开放十余处
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和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可以得出明、蒙之间商业互
市的需求；结合材料中的“深受俺答汗器重”、
“俺答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
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等信息可以得出三娘子个人能力与威望也是其
原因之一。
(2)功绩：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题干说到了三娘子推动了明、
蒙双方取得和平局面与长期友好交往，所以这里的评价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回答即可。结合问
题可知，应该从民族交往、双方政治关系以及对蒙古族地区发展等角度回答。
答案：
(1)多年战争，人民渴望和平；明、蒙之间商业互市的需求；个人能力与威望。
(2)推动了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了明、蒙之间的长期和平。促进了草原地区社会
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