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烟台市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
）
1.《分封制》同商朝相比，很多西周封国的中下层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但是出现了上层
的——获得天子承认的管理者。据此可知西周的分封制度（ ）
A.强化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力
B.初步建立起周天子的专制集权体制
C.依据血缘关系来分享政治权力
D.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
解析：从对地方的角度来讲，西周的分封制使得地方有了明确的管理者，这样有利于天子统
治地方，因此本题选择 A 选项。B 选项错误，专制集权统治在秦朝才正式建立；C 选项不是
材料强调的内容；D 选项错误，这是分封制的特点。
答案：A
2.下表为不同史籍关于扁鹊望诊的历史叙述，据此推断：
（

）

叙述

出处

公元前七世纪初，扁鹊望诊蔡桓公

《韩非子·喻老》

公元前五世纪初，扁鹊为赵简子诊斯病情

《史记·扁鹊传》

公元前四世纪末，扁鹊曾试图用石具除去在
位的秦武主脸部的疾病

《战国策·杂策》

A.历史文献关于扁鹊的记载真实可信
B.对同一历史人物会有不同的历史认识
C.对扁鹊的历史叙述有神化成分
D.历史阐释和历史叙述必须保持一致
解析：从材料来看，对于扁鹊为谁诊病，什么时候诊病，历史记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
且对扁鹊诊病情况的叙述也有所偏差，因此本题选择 C 选项，A 选项错误，我们无法诊断；
B 项选错误，材料没有反映出这一问题；D 选项错误，这与材料反映的情况不符。
答案：C
3.下表是 15 世纪至 19 世纪前半期中国白银购买力变化表，表格数据主要反映了：
（
时期

15 世
纪

16 世
纪

17 世 纪
前半期

17 世 纪
后半期

18 世 纪
前半期

18 世 纪
后半期

）

19 世 纪
前半期

每 公 斤 白 银 所 75.11 46.44 31.07
31.78
27.37
15.92
12.30
能购买的大米
（单位：公石）
A.农耕技术的提高导致粮食价格下降
B.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
C.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
D.“海禁”政策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解析：从材料中的表格来看，中国白银的购买力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降低，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已经不是出超地位，被卷入世界市场之后，贸易不再占据优势，
因此本题选择 C 选项。A 选项把原因分析错了；B 选项错误，材料中没有体现出政治问题；
D 选项错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答案：C
4.《明实录》中记载的明武宗勤于国事，即使外出巡游，所有的奏章也婴及时批答。而《明
史》
（清）中则把他描述为“骄奢淫逸”的昏君。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主要因素是（ ）
A.史官个人才识
B.史著编撰意图
C.史料运用方式
D.史著编撰体例
解析：材料反映了同样的明武宗一个皇帝，在《明实录》和《明史》中记载截然相反，《明
实录》记载他是一位“勤于国事”的明君，而《明史》则称其为“骄奢淫逸”的昏君．两者
差异在于史书编著时受史家所处时代、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制约，即史著编撰意图的影响，
故 B 项正确；A、C 两项在材料中无体现，应排除；史著编撰体例仅为形式而非主要原因，
故 D 项错误。
答案：B
5.中国近代的两首竹枝词写道“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脚跟。为问大家前二载，几人
走过正阳门”
。
“政局纷纷类弈棋，本来约法尚临时。四番总理曾更替，内阁从新组短期。
”
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现象是（ ）
A.八国联军侵华与政局动荡
B.帝制倾覆与人民当家作主
C.帝制复辟与政府更替频繁
D.帝制倾覆与共和政体飘摇
解析：材料中“都城一洗帝王尊”
“本来约法尚临时”表明是辛亥革命之后，而八国联军侵
华在辛亥革命之前，故 A 项错误；没有涉及人民当家作主，与材料中“政局纷纷类弈棋”
不符，故 B 项错误；政府更替频繁只反映了表面现象，未涉及本质，故 C 项错误；材料中
“都城一洗帝王尊”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材料中“政局纷纷类弈棋，本来约法尚临时”
表明共和政体并不稳定，故 D 项正确。
答案：D
6.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但是《新青年》从创刊到终刊所发表的文章中专门
讨论民主和科学的合计不超过 10 篇。而同时期《申报》等新闻媒体和保守派对《新青年》
关注的焦点却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出现这一现象说明（ ）
A.国民并不关心民主科学的实质
B.新文学是传播民主科学的载体
C.新文化运动具有形式主义倾向
D.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解析：根据“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
“而同时期《申报》等新闻媒体和保守
派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却多集中于文学革命”，说明新文学是传播民主科学的载体，B
正确；材料无法体现国民对民主科学的态度，排除 A；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同是提
倡新文学，并非形式主义，排除 C；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材料无法
体现，排除 D。
答案：B
7.在 1927 年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中规定：党支部建在连上（此前营、连、排没有党组

织）
，排设党小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规定：红军
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上述规定旨在（ ）
A.确立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B.明确革命军队的政治任务
C.把发展党员定为中心工作
D.强化革俞军队的军事纪律
解析：
“党支部建在连上”
、
“排设党小组”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注重党的领导地位，故选 A；BCD 均不符合题意，故排
除。
答案：A
8.1952 年周恩来认为当今世界应划分为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三类国
家（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并指出世界局势不是“简单的两大阵
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这说明当时的中国（ ）
A.已放弃。
“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B.强调独立自主政策的必要性
C.不单纯以意识形态为外交准则
D.切实推进新型区域外交合作
解析：根据材料“1952 年”
“当今世界应划分为两大阵营、三类国家”
“不是简单的两大阵
营对立”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新中国建立初期，新中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不再以单
纯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故 C 项正确。从材料“1952 年”可知时
中国仍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排除 A。材料中没有体现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而是
强调中国不单纯以意识形态为外交准则，排除 B。D 项属于新时期的外交成就，故排除。
答案：C
9.雅典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公民抽签选举产生，组成十个审判庭。哪个人到哪个庭，由抽签
决定；审理哪个案件，也由临时抽签决定。在审判时，先让原告、被告和证人发言，然后陪
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得票少者败诉。这反映了（ ）
A.法律兼顾不同群体利益
B.案件判决结果公平公正
C.民主原则贯穿司法过程
D.法律体系达到完备程度
解析：依据材料“雅典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公民抽签选举产生，组成十个审判庭”、
“在审判
时，先让原告、被告和证人发言，然后陪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
得票少者败诉”等可知 C 正确；A 材料不能体现，故排除；题干的做法并不能确保结构公平
公正，故排除 B；材料并没有涉及法律体系，涉及的审判的相关信息，故排除 D。
答案：C
10.1934 年 1 月，
《华盛顿星报》刊登了漫画《新政疗法》
：罗斯福总统被视为新政医生，试
图拯救生病的“山姆大叔”
；国会变成一名听从医生吩咐的护士。医生告诉护士，
“如果没有
取得成效，我们当然会改变治疗方法”。这里强调的是（ ）
A.行政权力的扩大
B.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C.蓝鹰运动效果显著

D.政府全面管制经济
解析：本题考查获取材料信息的能力，由题干中“罗斯福总统被视为新政医生”“国会变成
一名听从医生吩咐的护士”的信息可知总统的权力扩大，故 A 项正确；B、C、D 三项在题干
中没有体现，故排除。
答案：A
11.下图反映了 1961-1985 年苏联消费品工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情况。
据此可知这时期的苏联（ ）

A.国民消费力受到了长期抑制
B.国民经济呈稳定的发展趋势
C.国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D.国民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
解析：根据材料和图示信息可知，苏联消费品工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基本处
于长期不变的情况，说明国民消费力受到了长期抑制，故 A 项正确。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弊
端，苏联国民经济呈曲折发展的发展趋势，排除 B。C 项说法错误，材料反映的是苏联消费
品工业投资比重基本处于长期不变的情况，没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排除。在
斯大林模式下，国民经济结构保持不变，或者变化很小，排除 D。
答案：A
12.“现存的全球治理格局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强权仍在，美元霸权仍在，与此同时，区域
秩序重构也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频繁上演的‘动作戏’。”材料中的“动作戏”说明（ ）
A.美国在到处干涉国际事务
B.世界上联合抗美力量增强
C.地区冲突已成世界新危机
D.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加强
解析：区域秩序重构是指世界格局中新的力量在不断崛起，冲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说明世
界格局多极化趋势逐渐加强，故 D 正确；A 中到处干涉不符合事实；材料并没有说明联合抗
衡美国，故 B 错误；地区冲突并不是新的世界危机，故 C 错误。
答案：D
二、非选择题
13.钱穆先生说：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阅读以下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唐和宋之间起了变化，这就是中古和近世的差别……
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与此同时………选用官吏的

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一一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宋代）科举分好几种，其中进土一
级最受尊崇。进士考试除试赋、诗外，还试论，并且有的考题开始涉及到某些现实问题。当
时的考卷以数码代替人名，并且誊抄出来以防因笔迹泄露而发生舞弊现象。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宋代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
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
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
理思想为核心，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是
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
——马克垚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
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
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1)根据材料一，结合宋代相权演变的史实，指出推动宋代“贵族政治衰落、君主独裁政治
的兴起”的相关措施并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进步之处。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理学的特点，
(3)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论证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一观点。
解析：
(1)从“选用官吏的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可以看出科举制
度的完善推动了这一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中央内部，为分散宰相权力，增设“参知
政事”作为副宰相，设枢密院，管军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这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2)从“宋代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可以得出理学吸
收佛、道思想；从“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
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可以得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使儒学进一步哲学化、思辨化。
(3)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体现出宋代在经济、思想和艺术层面是中国历史
上的一大革新。因此，我们可以围绕着这几方面，结合所学知识加以分析，逐步概括出相关
的内容，得出结论。
答案：
(1)相关措施：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分散宰相权力，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设枢密
院，管军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进步之处：考试内容更加注重实用；考试过程更加严密公
正。
(2)特点：吸收佛、道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使儒学进一步哲学化、思辨化。
(3)论证：经济方面：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业活动的时间与空间被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交子”
，商业市镇发展。思想文化方面：儒学复兴，理学兴盛，文学艺术朝世俗化、
平民化方向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在宋代推广应用，古代科技发展达到高峰。
14.时间是一个计量单位，还是人类用于记录历史、开展各种工作所必需的工具。阅读材料，
回答问题。
近代英国时间标准统一过程

近代中国时间标准统一过程

1675 年，格林尼治时间已经制定，但直至工
业革命前，其影响力有限。
1839 年，英国出现了第一张火车时刻表，把
火车运行流程精确到了分钟。
1860 年，英国主要城市都能通过电报报时信

1874 年，法国传教士采用“海岸时”这一时
间标准，为外国船只服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强控制下的精朝海
关采用“海岸时”，“海岸时”逐渐被铁路、
航运、邮政、电报等行业采用。

号，与格林尼治时间保持一致。
19 世纪 60-70 年代，在社会普遍要求下，英
国大部分市镇调整为格林尼治时间。
1880 年，英国法律规定：格林尼治时间成为
英国标准时间。
1884 年，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国际标准时间。

1918 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 5 个时区。
1927 年将北京时定为标准时。
1929 年，国民政府以南京时为标准时，每天
通过电报和广播发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东八区区
时定为北京时间。

对比两则材料，提取相关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
（要求：论题
明确，体现中外关联，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
解析：
材料中给出的表格是有关中国和英国在对时间的态度上的发展过程，注意材料中的要求：论
题明确，体现中外关联以及史论结合。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只谈一个国家，而是必须两者都要
涉及到。而且要结合所学知识，给出具体史实来分析。所谓的论题明确，必须要给出明确的
观点，之后再分析。
答案：
赋分标准：论题——，论题明确，体现中外关联，否则不给分；阐述—，史论结合，体现中
外关联，史实准确，每个论据，至少两个论据；逻辑—，逻辑清晰，论题明确、无阐述给逻
辑分，论题明确、阐述合理、仅 1 个论据给逻辑分，论题明确、阐述合理、2 个论据给逻辑
分。只照抄材料不得分。
示例一：
论题：工业革命推动了中英两国对时间标准统一的要求。
阐述：工业革命的发展，火车、电报等交通通讯工具的使用，促使人们对时间精确度的要求
提高；两次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各地联系日益密切，英国的殖民霸权地位，促使
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国际标准时间。
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邮政、航运等新兴行业在中国逐渐发展，标准时间“海
岸时”经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开启了中国时间标准统一的过程。
示例二：
论题：中英两国时间标准统一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阐述：与英国相比，中国时间标准的统一更多的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
“海岸时”最初由来
华传教士引入，为外国船只服务；20 世纪初，列强控制下的清朝海关掌握发布标准时间的
权力，带有殖民色彩。英国时间标准的统一主要是本国工业革命的推动。
与中国相比，英国时间标准的统一是自下而上的过程。19 世纪 60-70 年代，在社会普遍要
求下，英国大部分市镇调整为格林尼治时间。中国时间标准的统一，从海关、北洋政府到南
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是官方的推动。
示例三：
论题：中英两国时间标准统一的过程有其一致性。
阐述：两国时间标准的统一都与交通、通迅的发展息息相关。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铁路、
电报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扩大了格林尼治时间在英国、世界的影响力；近代中国时间标准的
统一，最初从铁路、航运、邮政等行业开始，借助先进通讯技术，逐渐在全国范围使用。
两国时间标准的统一都经历了由点及面、影响由弱到强的阶段。工业革命的推动、交通通讯
的发展、19 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英国的殖民霸主地位，使格林尼治时间逐步成
为英国标准时间、国际标准时间，影响力不断增强；从引入“海岸时”到“北京时间”成为
东八区区时，中国标准时间的影响力由通商口岸、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扩展。
其他论题，如：时间标准的统一是中英两国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交通通信对中西方社会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具有双重作用；等等，言之成理，都可得分。

15.【历史一选修：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01 年 1 月 29 日，清庭发布上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
“深
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
渐致富强”
。
”张之洞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
西法”为中心的一套改革方案，要求改良法制。认为“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
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所谓“整顿中法”和“吸收西法”实际上就是张之洞等人将洋务运动
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在法律改革上的再度应用。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
，
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
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
；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
——《清末礼法之争的始末及其意义与启示》
(1)依据材料，概括指出张之洞法律改革的背景及其特点。
(2)简要评价张之洞法律改革的进步作用。
解析：
(1)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张之洞的改革所处的时代是清朝末年，当时是内忧外患，清朝的统
治面临着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资本主义主义的入侵。此外，当时清政府已经开战了洋务运动
和清末新政等措施，这些也对他的改革产生影响。特点：从““育才兴学”、
“整顿中法”、
“吸
收西法”为中心的一套改革方案”可以看出改革的特点是“整顿中法”与“吸收西法”相结
合；
；从本质上说这场改革是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与西方法律接轨。
(2)评价这次改革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这次改革的目的入手，这场改革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
统治，因此对新政产生积极影响，不但培养了人才，也有利于法制近代化。总体来说，对中
国是有积极意义的。
答案：
(1)背景：内忧外患，清朝统治出现严重危机；受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的影响。
特点：
“整顿中法”与“吸收西法”相结合；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与西方法律接轨。
(2)评价：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发展；培养了近代实用人才；有利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其改
革主张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积极作用。
16.【历史一选修：战争与和平】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下图是联合国总部前的两座雕塑

铸剑为犁

枪杆打结

材料二：战后成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一一国际联盟，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
作为保护全球和平的组织，它依赖于联合安全。然而，联合安全的基本前提一一所有大国参
加一一一直没有实现，原因是有些大国不属于这个联盟。这也最终导致它因无法阻止 30 年
们代的侵略战争而在 1940 年终结。鉴于此，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则包括了美苏英中等大国
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尽管联合国在成立之初被美国所操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力量
的变化，尤其是进入 70 年代以后，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各国间友好关系方面起到
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为不受“冷战”支配的全球重建提供了一项重要的选择。
——本特利《新全球史》
(1)“铸剑为犁”和“枪杆打结”的主要含义是什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哪些方式实现雕塑
表达的美好愿望？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不同之处。
解析：
(1)“铸剑为犁”和“枪杆打结”都表示将武器放下，不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主张在解决国
际争端的时候采取和平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措
施是通过会议决议、调解斡旋、组织维和行动等方式。
(2)本题是要求我们比较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差异。首先，两者的建立基础就有差异，
前者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工具和一战的产物；后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
其次就是参加国家不同，所起到的作用也有不同。
答案：
(1)含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式：通过会议决议；调解斡旋；组
织维和行动。
(2)建立基础不同：前者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工具和一战的产物；后者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参加国际不同：一些大国（美、苏）没有加入国联；联合国包括了几乎
所有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作用不同：前者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上缺乏权威性；后者的国
际权威和约束力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