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北省巴东三中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
1.春秋时期，鲁国季氏家臣南蒯叛乱，事败后逃至齐国，齐景公呵斥其为“叛徒”！南蒯解
释道：
“我是想帮助鲁国君王夺回政权啊。
”齐国大夫韩皙指出：“身为季氏的家臣，却奢言
加强鲁国公室的权力，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由此可见当时（ ）
A.士阶层日益成为重要力量
B.齐国积极维护周天子权威
C.礼乐制度仍有社会约束力
D.宗法制度已被诸侯破坏
解析：按照礼乐制度，南蒯作为家臣应首先忠于季氏而不是鲁国君王，他受到齐国君臣的指
责，说明齐国仍然遵守礼乐制度，故 C 项正确。
答案：C
2.对于天人关系，儒家思想有很多论述，其中孔子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荀子提出“制
天命而用之”
，董仲舒倡导“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对三者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
A.儒家遵循“天命观”
B.旨在神化君权
C.彼此存在继承关系
D.都属唯心主义
解析：根据材料，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存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故 A 项正确；只有董仲舒
存在“神化君权”的思想，故 B 项错误；三者都体现了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但差异较大，不
存在继承发展关系，故 C 项错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特征，故 D
项错误。
答案：A
3.公元前 114 年，汉武帝下令实施“告缗”政策，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商人，告
发者可以得到没收物品的一半作为奖励。结果，
“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这反映出（ ）
A.汉代普遍实行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
B.商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C.政府缺乏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理念
D.打击偷税漏税是政府的主要职责
解析：材料反映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商业政策，不能说明汉代普遍实行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
故 A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涉及商业税的问题，故 B 项错误；据材料“公元前 114 年，汉武
帝下令实施‘告缗’政策，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没收物品
的一半作为奖励。结果，
‘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可以得出政府缺乏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
理念，故 C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商人偷税漏税，故 D 项错误。
答案：C
4.汉武帝统治时期，政府打击私商，培养官商；北宋政府通过官营商业增加政府收入；南宋
以后对私人商业很少压制，并且商业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反映出（ ）
A.南宋放弃了重农抑商政策
B.商业的繁荣推动农业商品化

C.官营商业逐渐成为市场主导
D.统治者重视对商业的管控
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每个封建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故 A 项错误；农业商品化问题
材料中没有涉及，故 B 项错误；材料说的是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并没有提及官营商业在市场
中的地位，故 C 项错误，D 项正确。
答案：D
5.戒奢崇俭是中国古代理财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在晚清受到了冲击。有些人认为“国内一
切仰给于外国，所费更大，节流无从谈起”，理财应重在“开源”，而不在“节流”。据此，
他们主张清政府应当（ ）
A.大力发展农业
B.兴办军事、民用工业
C.发动反侵略战争
D.增加统治者的消费支出
解析：晚清时期，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兴办军事、民用工业，起到了开源的作用，缓解了
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故 B 项正确。
答案：B
6.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刊登后，张之洞批评他“忘亲”、
“忘圣”
，翁同龢说他“居心叵测”
，
孙家鼐认为必然“导天下于乱”
，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皇帝“饬下康有为……自行销毁”。
《孔
子改制考》遭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是（ ）
A.维新变法运动遭遇阻力
B.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
C.颠覆了士大夫传统认识
D.康有为曲解“托古改制”
解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一个最根本的政治目的就是托古改制，他在该书中将孔子
扮演为改制的先师，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士大夫对传统封建伦理的认识，故 C 项正确。
答案：C
7.对于蒋介石久攻南昌不成，中国共产党虽对他有不满，但仍尽力“去帮助他，不使他江西
的战事失败，不使他离开北伐革命的战线，不使他失去军事上的地位”，并极力主张第四军、
第八军东下对他进行增援。材料表明当时（ ）
A.蒋介石展现较强的革命性
B.国共积极维护统一战线
C.中共右倾思想占据上风
D.革命统一战线名存实亡
解析：在北伐战争的前期，蒋介石还是展现出了较强的革命性，所以得到了中共最强力的支
持，故 A 项正确；革命统一战线名存实亡的标志是 1927 年蒋介石于北伐战争后期发动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故 D 项错误；B、C 两项在材料中未提及。
答案：A
8.下列图表中，导致美国驻台湾军队“人数”及“军官衔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时间
1972 年

美国驻台湾军队人数
9800

美国驻台湾军队最高军官衔级
中将

）

1974～1975 年

4500

少将

1976 年

2200

准将

1977 年

1400

上校

A.美国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公报
B.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C.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得到发展
D.美国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欧洲
解析：中美正式建交是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故 A 项错误；美国从未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故 B 项错误；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并得到
不断的发展，根据中美双方“一个中国”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扶持力度呈现不断下降
的趋势，故 C 项正确；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的争夺重点一直都在欧洲，故 D 项错误。
答案：C
9.智者普罗泰格拉说，他所传授的是“在处理私人事务中精明慎重和在城邦事务中能言善辩、
行动果断”的能力。这说明智者学派（ ）
A.敢于打破旧的传统习俗
B.侧重于私人事务的处理
C.重视培养公共道德意识
D.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解析：材料未提及旧传统，只是强调能言善辩的个人能力，故 A 项错误；材料强调在公私
事务的能力，而非侧重私人事务，故 B 项错误；材料强调个人能力，而非公共道德意识，故
C 项错误；在公私事务中强调能言善辩适应了城邦事务的发展，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0.1832 年一位英国工业家说：
“50 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我
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
”这说明（ ）
A.工业革命推动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
B.英国议会实行无代表的专制统治
C.工业革命导致英国政治力量的变化
D.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世界霸权
解析：需要代表不代表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反映出工业革命中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表达自身
政治意愿的声音，故 A 项错误；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政治，故 B 项错误；
工业革命促使工业资产阶级壮大，旧的议员结构不利于表达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意图，故 C
项正确；材料未提及英国称霸问题，故 D 项错误。
答案：C
11.艾赛亚•柏林曾说：
“牛顿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
的整个纲领，尤其是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
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说明（ ）
A.经典力学直接导致了启蒙运动
B.牛顿思想全面影响了法国社会
C.启蒙运动有利于经典力学发展
D.科技发展为启蒙运动提供条件

解析：材料中作者认为“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
法为基础的”，即牛顿的经典力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逻辑思维能力即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
提供自然科学条件，
“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也表明科技(经典力学)
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精神的支持，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2.1921 年 12 月，苏俄政府做出决定：凡雇佣工人 20 名以下的小企业，不论是否已被国家
接管，一律归还业主或者出租。到了 1922 年底，私营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88.5%。据
此可知苏俄（ ）
A.修正了十月革命的奋斗目标
B.彻底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C.资本家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
D.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解析：材料中苏俄部分恢复资本主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修正十月革
命的奋斗目标，故 A 项错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仍然掌握在苏俄政府手中，没
有完全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故 B、C 两项错误；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工业方面部
分恢复资本主义，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故 D 项正确。
答案：D
二、非选择题(第 13 题 25 分，第 14 题 12 分，共 37 分)
1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美国）国会拥有国家意义上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可以……防止州与州之间的恶
性竞争，并为各州的独立性提供有力的保障……国会制定法律，但总统可以否决之，最高法
院可以宣布经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违宪，但总统可经国会批准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
总统执行法律，但必须由国会给予财政支持……任何法案必须经两院批准才能生效，故参议
院和众议院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互有对另一方的绝对否决权。
1933 年 5 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到 1936 年，美国政府大约支出 30 亿美元
用于失业救济。1935 年，又通过《社会保险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
制度。同年，美国国会又通过《财产税法》，规定对盈利超过 15%的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
对年收入 5 万美元以上者征收超额累进税，使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稍显公平。
材料二 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从而使世界货币体系
由美元—黄金本位制转变为纯美元本位制，破坏了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支柱。从此以后，美
国一方面可以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合法地通过大量印刷纸币进行美元贬值，赖掉以前的债
务；另一方面又不断扩大国际收支逆差，让外国新流入资金继续为其新发行的政府、企业和
个人债务融资。
——以上材料均摘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并归纳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措施的特点。结合所
学知识，分析这些措施的影响。(1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因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美国
发展历程对中国崛起的启示。(9 分)
解析：
第(1)问第一小问，可以结合材料一中的“国会拥有国家意义上的最高权力……为各州……
提供有力的保障”
“国会制定法律”
“总统执行法律……由国会给予财政支持”等信息逐条概
括即可；第二小问，根据材料一第二段中的内容逐条概括即可；第三小问，可以结合材料一

和所学知识，从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以及对建立福利国家的
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第(2)问第一小问，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可以得出，美国国际货币
政策的调整主要受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影响；第二小问，属于开放性设问，可以结合题中
材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权力：既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又为各州的独立性提供保障；制定法律；与总统、最高
法院分权制衡；为总统执行法律给予财政支持。(6 分，任答三点即可)
特点：采用立法的形式；社会救济、社会保险与国民财富分配并举；政府和国会有所作为。
(4 分，任答两点即可)
影响：保障弱势群体，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内需，
缓解经济危机；促进福利国家逐渐形成。(6 分)
(2)因素：国家实力，国家利益。(3 分)启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关注弱势群体；逐渐建立
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主动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6 分，任答三点即可)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下表反映了中国外来词的演变状况。
时期

演变状况

汉唐时期

葡萄、珊瑚、牡丹、石榴、菠菜、茉莉、胭脂等成为汉语基本词汇；
浮屠、法宝、无常、终生、不二法门等词走进汉语

明末清初至五四时期

汉语吸收的外来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哲学及日
常用品；大量的日语译名进入汉语，一些转用日本的词汇如哲学、
科学、物理学、化学、意识、观念等成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

改革开放至今

外来词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新词迭出。不仅有物质性名词，还有精神性名词；不仅有科技性名
词，还有文化哲学名词。甚至还出现许多“字母外来词”，如 CT 扫
描、IC 卡、B 超、T 恤衫等

——摘编自高圣兵《中国思想现代转型期对外来词的接受》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外来词与社会变革”为主题，对上述材料进行解读。(12 分)
解析：本题为开放性试题，解题时应围绕外来词的变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从外来词的
内容、使用情况等不同角度对材料进行解读，解读时应注意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论述清晰。
答案：示例一：汉唐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词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和佛教用语；明末
清初至五四时期，外来词涉及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哲学等领域；
改革开放至今，外来词涉及的范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性质上较前两个时期均有进一步深化。
这既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加深，也说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深化与发展，体现了社
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12 分)
示例二：汉唐时期，西方日常生活用品词语传入，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明末清初至五四时
期，西方语言词汇更是大规模涌入，亦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改革开放至今，字母外来词数
量激增，并成为常用汉语词汇。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均能对外来词进行消解和建构，使之成
为中华民族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反映了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词，体现了社会的发
展与文明的进步。(12 分)
45.【历史一一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春秋时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到战国时期逐渐变成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征兵范围的扩大，大批原来居于鄙野的农民被征入伍，他们身份较

低，宜于编为步兵；二是车兵受地形条件限制，不能在山林险峻的地区作战；三是坚韧锋利
的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机弩广泛使用，往往使排列整齐的车兵受到巨大损失。骑兵是战国时
期兴起的新兵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骑兵在对外作战中大显神通。许多使用机弩的战士
集合在一起组成弩兵，威力无穷，马陵之战中齐军“万弩俱发”而使敌人一败涂地。由于步
兵、骑兵和弩兵的出现，战争的场所就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战
争方式更加灵活多变。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有哪些表现。(6 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变革的影响。(9 分)
解析：
第(1)问，从车兵、步兵地位的变化，兵员主体的变化，兵种的变化等方面概括军事变革的
表现。第(2)问，军事变革的影响，一是要分析对战争的影响，二是要分析对社会变革的影
响。
答案：
(1)表现：从春秋时期的车兵为主、步兵为辅逐渐演变为战国时期的步兵为主、车兵为辅，
骑兵和弩兵出现；兵员主体从贵族为主逐渐变为以农民为主；铁兵器和机弩的广泛使用。(每
点 2 分，共 6 分)
(2)影响：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更加灵活，战争更加残酷；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传
统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冲击，君主权力加强；加速了统一的历史进程。(每点 3 分，共 9 分)
46.【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5 分)
材料：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是美国近代军事学家、海军战略家。他以史学家
的明鉴，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海上战争，1890 年起总结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1783》等一系列著述，创立了海权论学说。
马汉明确地把“海权”定义为“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强国，必须
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
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业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进而阐明了
“海权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中心环节”。海权论一经提出，就立即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海洋事
业、促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催化剂”。其中，美国是海权论的最大受益国，二战前逐渐取
代了英国的海洋霸主；德国、日本在海权论影响下，制定了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迅速崛起，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
——摘编自程前光《马汉的海权论及对二战前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马汉核心观点，简析马汉海权论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的美国的原因。(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并指明马汉观点的实质，谈谈你从“海权论对世界历史进程
的影响”中得到的认识。(7 分)
解析：
第(1)问，据材料“海权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中心环节”可得其观点为“控制海洋保持制海
权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抓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的国内背景以及所面临的国际背景
分析原因。第(2)问，从材料可以看出马汉观点的实质即资本主义“强权即公理”的扩张理
论。抓住材料最后两句话并结合所学二战的相关知识去总结认识。
答案：
(1)观点：控制海洋保持制海权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原因：第二次科技革命影响下，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攫取海洋霸权，重新瓜分世界
的斗争激烈；19 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亟须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地位。(8
分)
(2)实质：资本主义“强权即公理”的扩张理论。(2 分)
认识：海权在大国崛起中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国家强大和繁荣的中心环节；要增强海权意识，
维护海洋权益；反对霸权主义，走和平崛起之路；争取海权必须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等。
(言之有理，答出二条即得 5 分)
47.【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15 分)
材料：司马昭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是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公元 260 年，魏帝
曹髦率宫人三百余人讨伐司马昭，司马昭马上派兵镇压，其手下将领成济将曹髦刺死，后来
司马昭以“大逆不道”罪诛杀成济一族。后人多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有贬义色彩
的评语来评价他。公元 264 年司马昭平定蜀国，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他下令“特赦益州士民，
复除租赋之半五年”
，缓解百姓的困境，如果迁到中原地区的，官府供给两年的粮食。为了
防范蜀汉政府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文武官吏，全部
召回到中原地区，赐以官职，有的还赐以爵位。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
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司马昭死后，280 年
西晋完成统一。
——摘编自朱子彦《论司马昭》等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后人多以贬义色彩的评语评价司马昭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司马昭治理蜀地的措施及作用。(9 分)
解析：
第(1)问，结合“诛杀成济”这一事件，从司马昭处理这一事件的目的上分析其原因。第(2)
问，从对百姓的安置措施以及对蜀汉的原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安置上概括其措施；从巩固
统治、国家统一上分析其作用。
答案：
(1)原因：司马昭弑君篡位，玩弄权术阴谋；后人受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带有感情色彩。(6
分)
(2)措施：减免百姓租税；鼓励百姓内迁；削弱蜀汉残余势力；安抚笼络益州地主集团。(4
分)
作用：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蜀地经济发展；稳固了统治；为西晋统一
奠定了基础。(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