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西省孝义市等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
24.汉武帝之前，人们对祖先神的关注较少，汉武帝后，人神崇拜与人祖纪念逐渐成为民间
信仰的核心。这一变化主要基于（ ）
A.宗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B.儒学正统地位逐渐确立
C.选官制注重考察孝廉
D.民间祭祖成为社会风尚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人们在汉武帝后对祖先神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结合所学可知应与董
仲舒新儒学注重伦理有关，而汉武帝后，儒学逐渐发展成为正统思想。
答案：B
25.下表为不同史籍关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据此能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
是（ ）
记述

出处

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
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魏书》

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
赤壁。

《后汉书•汉献帝本纪》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部。时操军
兼有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

《资治通鉴•汉纪》

A.吴蜀与曹军大战于赤壁
B.周瑜是孙刘联军的主帅
C.曹操率军在作战中失败
D.曹军因饥饿瘟疫而失败
解析：第一则材料只说明曹操与刘备交战，并未表明是吴蜀联军，况且当时蜀国也未建立；
三则材料都无法说明周瑜是孙刘联军的主帅；第二则材料并没有说明曹军因饥饿瘟疫而败。
答案：C
26.唐初，中央政府官衙设于宫城以南，故百官入朝皆行朱雀门；高宗时，皇后武则天“以
修撰为名”召集文士从玄武门入禁，参预机要，时人称为“北门学士”
。武则天此举（
）
A.有利于抑制相权
B.助长了朋党之争
C.形成了文官政治
D.加剧了帝后矛盾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的理解，从百官入朝皆行朱雀门，到高宗时皇后武则天召集文士
从玄武门入禁，参预机要，说明是对原来中央官制的调整，很明显是在抑制相权。
答案：A
27.清朝户部则例规定：
“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农依旧，地主不得无故增租夺田。”
这一规定（ ）
A.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

B.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C.有助于巩固小农经济
D.提高了佃农的政治地位
解析：清朝户部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在确立佃农的永佃权，这一做法有助于保证小农生产，
巩固小农经济。
答案：C
28.1892 年，一代硕儒光绪帝师翁同受邀为“张裕酿酒公司”题写厂名，并破例收受润笔费
白银 50 两；1897 年，公司创办人张弼士接受慈禧太后召见，献礼银 30 万两以示孝敬，朝
野轰动一时。这说明当时（ ）
A.吏治腐败助长官商勾结
B.商业推广注重名人效应
C.政府严格管控实业发展
D.民间资本寻求权力庇护
解析：张弼士的做法很明显是为了赢得光绪帝师及慈禧太后对自己企业的支持及认可，结合
时代背景及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可得知民族工业希望借助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的
庇护来推动本企业的发展。
答案：D
29.清末出现了废除帝王纪年采用新纪年的主张，并形成了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共和纪年、
耶稣纪年之争。这反映了（ ）
A.满汉民族矛盾不可调和
B.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
C.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D.恢复传统文化的迫切愿望
解析：无论用哪种纪年方法都是希望废除帝王纪年，结合时代背景可知都是在民族危机背景
下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思考及内在要求。
答案：B
30.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迁建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实行“学术领导党务”方针，开展学术活动
并提高课酬。据统计，时任西南联大教授总数为 155 人，其中 85 人为国民党党员。这反映
出国民党意在（ ）
A.提高在学界的威信
B.尊重高校学术自由
C.打造优秀师资队伍
D.塑造战时政府形象
解析：本题主要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学术领导党务”方针的实施，说明国民政府希望
通过学术自由、提高课酬等做法提高自己在教师队伍中的威信，从而保证政治上的优势。
答案：A
31.1979 年 5 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 8 家大型国企
率先实行利润留成、
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 ）
A.增强了中央的监管力度
B.推动了经济体制转型

C.保障了国企的经济效益
D.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
解析：本题通过解读材料中国务院对 8 大企业实行的改革措施，可见是在放权让利，扩大企
业的自主权。
答案：D
32.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在镇压了同盟城邦米提林暴动后，在愤怒驱使下，雅典人决定
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人变为奴隶。后冷静下来，对这个决定感
到震惊，才决定重新召开公民大会讨论解决办法。这表明雅典（ ）
A.理性主义深入人心
B.民主决策带有感情色彩
C.城邦利益居于首位
D.公民人身自由遭到侵犯
解析：从材料中可见雅典公民大会无论是做出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
成年人变为奴隶的决定，还是重新开会探讨解决办法，其实都是直接民主制下非理性的表现，
故反映出在决策过程中带有极强的感情色彩。
答案：B
33.1825 年，英国利物浦议会就曼彻斯特—利物浦城际铁路修建案展开辩论。控制议会上层
的运河公司代表提出了“修铁路会导致男人不育、奶牛发疯”等多条反对理由，企图维护既
得利益。希望通过铁路降低运输成本的棉纺织业主坚持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这反映出当时
英国（ ）
A.民众的环保意识较强
B.君主立宪制度有待完善
C.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D.产业发展影响政治生活
解析：本题通过控制议会上层的运河公司代表和棉纺织业主就铁路修建案展开的辩论中棉纺
织业主取得胜利这一事件，结合材料 1825 年可知应该与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的产生壮
大有关，故产业发展影响政治生活。
答案：D
34.1955 年以前的苏联，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多达 280 项，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
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1955 年起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
品的数量指标。这一变化（ ）
A.是对传统体制的局部调整
B.使苏联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C.是新经济政策的再度实践
D.推动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
解析：本题通过 1955 年前后苏联政府下达生产计划指标变化，说明和赫鲁晓夫改革有关，
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局部调整。
答案：A
35.下表是 1958—1967 年欧洲五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表，据此可知（
国家

增长率（单位：%）

）

西德

3.7

法国

3.9

意大利

4.8

比利时

3.8

荷兰

3.7

A.马歇尔计划实现了欧洲的复兴
B.欧洲一体化成效显著
C.欧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
D.法德矛盾已基本解决
解析：结合材料中所给时间及国家，我们会发现和欧洲一体化有关，再结合经济平均增长率
可见欧洲的一体化推动了其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成效显著。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4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5 分）
材料一：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谕诏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纪昀、翰林侍读陆锡熊为总纂
修官，领当世硕儒之士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 360 余人，纂修《钦定四库全书》
，以“彰
千古同文之盛”
。历时十年，网罗万象，共采集清帝敕撰书籍、永乐大典所辑、内府藏本、
地方采购及私人进献、坊间通行本等各类书籍 3503 种，计 79337 卷，99000 万余字。
《四库
全书》名义上由皇帝“御批监制”
，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查缴禁书达 3000 多种，150000
多部。
“所取之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以西方科技为“异端
之尤”
“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至于“离经叛道……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
《四库全
书》采取中国传统古籍的四部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各书分别类目时，总结吸收
前人经验，达到高度精密完善的程度，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类法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问世于 1772 年的法兰西《百科全书》
（原名《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大
词典》
）共 32 卷，包括正文 17 卷，附录 4 卷，图片 11 卷，计 2268 万字，并创立了将知识
分类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方法。从编撰到出版历时 20 年。《百科全书》的主要编纂者狄德罗、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秉持理性唯物主义思想，在书中宣扬“天赐自由”，指出政权
“在本质上属于人民”
，尖锐抨击专制制度与教会黑暗，被当局斥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
和“异教徒以及神和国王与教会敌人的大集合”。除上述思想家外，参与全书编撰的人员极
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他们推崇机械工艺，
提倡科学进步，重视体力劳动，孕育了资产阶级务实谋利的精神。
——摘编自庄锡昌主编《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四库全书》的特点及其成因。（12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共同的历史价值，
并分别说明其影响。
（13 分）
解析：
本题考查《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的比较，意在考查学生获取信息、解读信息的能力及
联系时代背景进行知识迁移的能力。第一问《四库全书》的特点可从其编纂的目的、内容等
方面进行总结概括；其成因应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分析。第二问比较共同的历史价值应侧重于
在分类法的贡献及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上；分别说明其影响一定要注意《四库全书》对古籍保
存与破坏两方面的影响。答案：
(1)特点：体现君主意志，推行文化专制；工程浩大，内容繁多；呈现总结性；注重分类；

部分吸收西方科技。
（6 分，任答 3 点即可）
成因：统治者强化集权的需要；盛世奠定经济基础；厚重文化积淀；编纂者的努力；西学东
渐。
（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共同的历史价值：都代表当时图书分类的最高水平；是人类文化知识的宝库。（3 分）
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古籍的禁毁，
又造成一定的破坏；禁锢了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于巅峰中停滞的象征。（5 分）
《百科全书》宣扬了启蒙精神，抨击了旧制度；传播了科学知识；推动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到
来。
（5 分）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 分）
车的发展演变
古代早期

以牲畜拉车代步；显贵者驾以“驷马”（四匹马同架一车）
。

宋代

街市有商户专门出租“长车”，顶上有盖，四周挂幔，可载乘六人，以
日计值。

1886 年前后

人类第一辆汽车诞生：单缸四冲程汽油机、电打火、化油器等独创技术，
奠定了汽车设计的基调。

20 世纪初

近代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图利亚”，因慈禧太后不能容忍司机与她
平坐而被尘封于宫中。

20 世纪 50 年代

由苏联援建的“中国一汽”下线生产出第一辆国产卡车，被命名为“解
放”
；两年后，第一辆国产轿车问世，名为“东风”
，又名“红旗”。

1985—1995 年

中国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成立，旗下生产的“桑塔纳”轿
车被乡镇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老板们誉为“轿车小旋风”
。

21 世纪初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卫星导航、人车交互、主动安全等多种功能
的智能轿车走进千家万户。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相继出现。

——摘编自林平《汽车史话》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予以阐述。
（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
解析：
本题是开放性试题，要求学生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在提取信息的基础上自拟论
题，并围绕论题进行阐述。此类试题要求学生明确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提取相互关联的信息，独立提出论题，论题需要紧扣提取的信息，并有论证的价值；
第二步：围绕论题进行阐述，要求结合相关史实，进行充分论证，要注意逻辑严谨；
第三步：进行适当的总结，不能是论题的简单照抄，应该前后照应，有一定的理论升华。
答案：
示例：
主题：车的演变反映了不同时空下的社会特征。
阐述：在宋代，商业与城市的发展较于前代更加繁荣，专门供于租用、以日计值的长车，满
足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出行代步的需要，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气、内燃机、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兴起与发展，为汽车的诞生创造
了技术条件。汽车的发明创造不仅是多项科学技术的共同结晶，也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提
升自我价值的体现，促进了人类的生活与交通方式的改变。
20 世纪 50 年代，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奠基时期，新中国国产汽车的命名特点，不仅反映
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与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强大祖国的热切愿望，也反映出在冷战
背景下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综上所述，历史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可以从车的发展演变中找到鲜
明的印记。
（若从其他角度说明亦可。如：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车的演变；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
的进步等。
）
44.【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5 分）
材料：辛亥革命后，通行银元种类繁多。国内市场充斥着大量外国银元，外国银行还有发行
货币的特权。同时各省地方长官为增强各自的财力及扩充军事力量，也纷纷制造和发行货币，
货币金融十分紊乱。民国三年二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十三条，决定实行银本位制
度并规定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圆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
凡公款出入一律用国币。国币有银币四种，镍币一种，铜币五种，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
之一称角，百分之一称分，千分之一称厘。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式样新颖，形制划一，
重量、成色与法定重量均不逾 3‰。发行以后，通商口岸及内地均顺利通行。据南京造币厂
统计，从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该厂铸造银币 379819210 元。
——摘编自李兴强《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的特点。
（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的意义。
（7 分）
解析：
本题考查内容是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第(1)题要求考生“概括改革的特点”
，主要考查学生“获
取和解读信息”和“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主要体现了“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考生
先明确问题，然后仔细阅读材料，从材料中寻找相关信息并提炼加工形成概括性语言。第(2)
题要求考生“简析改革的意义”
，主要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和“描述和阐释事物”
的能力，主要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素养。考生根据材料信息，结合时代特征，多角度
理解改革的影响。
答案：
(1)适应了币制统一的需要；实行银本位制；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规范币种及换算标准。
（8
分）
(2)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货币的冲击，维护了货币自主权；有助于抑制地方势力，强化中
央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币制的混乱局面，有助于经济交流与发展；为后来货币改革
奠定基础。
（7 分）
45.【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5 分）
材料：二战结束时，英国外债累累，国内民用生产萎缩，出口不及 1931 年的 1/3，严重的
支付危机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1948 年 10 月，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根据二战经验以及国
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三环外交”思想：“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
切。其次是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
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如果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它们，或者甚至向它们挑战，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
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连结点上。
”丘吉尔的这一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
大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种无奈选择，最终走向破产。
——摘编自尹成法《
“三环外交”和战后初期英国的欧洲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的背景。（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三环外交”最终走向破产的原因。
（9 分）
解析：

本题考查内容是丘吉尔的“三环外交”。第(1)题要求考生“指出背景”，主要考查学生“获
取和解读信息”和“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考生先明确问题，然后仔细阅读材料，从材
料中寻找相关信息并提炼加工形成概括性语言。第(2)题要求考生“说明原因”
，主要考查学
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主要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素养。考生根据材料信息，
联系所学知识，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原因。
答案：
(1)二战后，英国势力衰落；美苏崛起，世界格局变化；出于保持自己大国地位、谋求其全
球利益的需要；传统外交的影响。
（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崛起；美苏争霸；其外交思想脱离实际。
（9
分）
46.【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胜之，西汉著名农学家。他生活的时代人口迅速增加，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流民问题
严重。汉成帝时，他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到三辅（即关中平原）地区管理农业，深入农业生产
实践，认真研究当地的土壤、气候和水利情况，总结推广了新的耕作方法——“区田法”
。
身为朝廷命官，时时想着农业丰收，惦着百姓温饱，为此著《胜之书》
。该书总结了冬麦、
春麦、大豆、桑等 13 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还有关于区田法、嫁接法、轮作、间作、混作
等方面的记载，成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专著，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唐贾公
彦《周礼疏》说：
“汉时农书有数家，胜为上。
”
——据《汉书·艺文志》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胜之成为著名农学家的时代背景。（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胜之的贡献。（7 分）
解析：
本题考查人物为西汉胜之。第(1)题要求考生“概括时代背景”
，主要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
信息”和“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主要体现了“时空观念”的核心素养。考生先明确问
题，然后仔细阅读材料，从材料中寻找相关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概括；考生要特别关注
时间信息。第(2)题要求考生“简评贡献”，主要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和“描述和阐
释事物”的能力，主要体现了“唯物史观”和“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考生可根据材料信
息，从对农业的具体贡献、治学精神、心系民生的情怀方面去分析。说明：主观试题学生所
答只要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答案：
(1)小农经济为主导；政府推行重农政策；人地矛盾突出；流民问题严重；历代农业经验的
积累。
（8 分，任答 4 点即可）
(2)总结推广的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著的农书有利于农业经验
和技术的传承；注重调查的治学精神与心系民生的情怀，为后世树立榜样。
（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