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高考模拟历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
）
1.自周成王起，形成“乡遂制度”
，即“国”与“野”对应的制度。“国”指都城及其近郊，
近郊分为“乡”
。都城住着上层贵族和手工业奴隶、乡住着下层贵族“士”，都、乡居民合称
“国人”
。
“野”
（或称“鄙”
、
“遂”
）指广大农村，住着从事农业的“庶人”
（或称“野人”
）
这反映了西周时期（ ）
A.形成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
B.实行分封制度以维护统治
C.注重经济的分区经营模式
D.建立闭塞的城乡交流制度
解析：材料中“国“、
”野”的划分是一种管理形式，故 A 项正确；材料不能体现分封等级，
故 B 项错误；材料没有体现经济分区问题，故 C 项错误；材料无从体现“闭塞”
，故 D 项错
误。
答案：A
2.唐在隋的基础上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在礼部的下面又特设了“采风使”一职，主要的任务
是到民间去采集民歌民谣，以观地方吏治与民风。这反映了唐朝（ ）
A.礼部执掌官员监察
B.政府关注民情民意
C.文化建设得到加强
D.儒学地位更加突出
解析：礼部的“采风使”任务不能判断礼部监察职能，故 A 项错误；
“观地方吏治与民风”
体现政府关注民情，故 B 项正确；文化建设内涵太大，故 C 项错误；材料丝毫体现不了儒
学，故 D 项错误。
答案：B
3.《名公判清明集》记载了一个宋代案例：王有成“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
依栖女婿、养生皆赖其力”
，因此官府判决土地等家产“当归之婿”。这一判决说明宋代（ ）
A.否定了财产继承制度
B.维护了儒家传统道德
C.凸显了社会习俗作用
D.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
解析：官府判决土地归属说明财产可以继承，故 A 项错误；官府判决依据是“孝道”
，联系
理学，故 B 项正确；判决依据是儒学标准，故 C 项错误；依据是道德标准，故 D 项错误。
答案：B
4.明初赋税制度，民田税轻，官田税重，在募役方面为了照顾官田赋役负担，反过来官田役
减，民田役重。因此，在土地买卖上，民田价高，官田价低。这一现象（ ）
A.加剧了土地兼并
B.增加了赋税收入
C.减轻了百姓负担
D.缓和了阶级矛盾

解析：民田税轻导致买卖需求旺盛，必然会加剧土地兼并，故 A 项正确；土地买卖并不能
使赋税增加，故 B 项错误；民田价高容易导致土地兼并，故 C 项错误；土地兼并容易激化
阶级矛盾，故 D 项错误。
答案：A
5.洋务派初期只准官办企业，不准民办企业。即使后来建立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
企业。也是置于衙门的严格控制之下。据此可以推知，洋务派（ ）
A.企图借助政权力量来实现“分洋利”
B.试图通过经济垄断以达求富之目的
C.为确保洋务企业独尊地位不择手段
D.并未真正跨出师夷长技的坚定步伐
解析：
“只准官办企业，不准民办企业”体现洋务派企图用官府压制民企，体现不了“分洋
利”
，故 A 项错误；压制和“严格控制”反映经济垄断，故 B 项正确；“不择手段”夸大其
词，故 C 项错误；洋务派办企业即“师夷长技”体现，故 D 项错误。
答案：B
6.自 1895 年到 1920 年代的约三十年间，对中国而言，围绕各种问题爆发了种种“思想战”
（杜亚泉语）
，导致“问题符号漫天飞”（蒋梦麟语）
，五四之后，胡适更是直呼中国进入了
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甚至以为这八个字是对新时代的“最好解释”
。
这反映出当时（ ）
A.民族危机非常严重
B.社会动荡最为剧烈
C.传统文化遭到质疑
D.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解析：民族危机严重不能概括“1895 年到 1920 年代”整个时期，故 A 项错误；社会动荡但
不能说这一时期“最为剧烈”
，故 B 项错误；
“思想战”、
“问题符号”和“重新估定”反映对
儒学传统的质疑，故 C 项正确；
“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不能体现旧思想和各种新思想的交锋，
故 D 项错误。
答案：C
7.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呼吁：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钓一
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教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
“同胞们！？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数国自教
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 ）
A.反对妥协退让政策
B.已由幼稚走向成熟
C.提出统一战线主张
D.举起民族主义大旗
解析：长征途中发出抗日号召中但不能体现反对妥协，故 A 项错误；
“幼稚走向成熟”指遵
义会议，故 B 项错误；材料没有强调跟国民党等团结，故 C 项错误；宣言中号召民族抵抗，
故 D 项正确。
答案：D
8.198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
“从今年起，除

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
和市场收购。
”这表明（ ）
A.农村正进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探索
B.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已经起步
C.农民长期遵守的农业税条例即将废除
D.国家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解析：1985 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又“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故 A 项正确；市场经济
是在 90 年代，故 B 项错误；
“农业税条例即将废除”无从体现，故 C 项错误；1985 年还在
探索中谈不上提出改革模式，故 D 项错误。
答案：A
9.下表是结合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整理的关于雅典民主和现代民主比较表，据此可
知（ ）
雅典民主

现代民主

发生在奴隶社会

发生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为小国寡民型的政治副度

为大国众民型的民族国家政治制度

易于动荡、短命与退化

较为稳定、健康与持久

只有男性公民享有公民权

所有成年人均享有公民权

单纯的、直接的民主，公民大会是不受制约
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时少数异己分子包括社
会精英均处于被排斥的地位

实行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和分权制衡，力求
在大众意愿和精英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包括
大众意愿相左的少数人在内

A.雅典直接民主的前提是小国寡民城邦体制
B.雅典不受制约的体制将社会精英排斥殆尽
C.雅典民主制的局限性均被现代民主所克服
D.雅典民主为现代民主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解析：从表对比中可知雅典直接民主的前提是小国寡民城邦体制，故 A 项正确；材料中“有
时少数异己分子包括社会精英”
，故 B 项错误；对比中不能体现“均为”，故 C 项错误；对
比中不同之处甚多，故 D 项错误。
答案：A
10.1917 年，英国保守党领袖张伯伦第一次正式建立反对党内阁，并使用了“影子内阁”这
个形象的叫法。从此，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的做法成了英国沿用至今的宪法惯例。“影
子内阁”的建立（ ）
A.阻碍了内阁的团结与和睦
B.提高了议会的权力与地位
C.加强了政党的合作与交流
D.有利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解析：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不是内阁政府，所以 A 项错误；
“影子内阁”常常向内阁发
难，跟议会权力和地位无关，故 B 项错误；反映执政党和反对党关系，故 C 项错误；反对
党组建“影子内阁”有利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1.1924 年苏联颁布法令，将农民所担负的各种国家实物税全部改征为货币税，国家所需粮
食和农副产品一律通过市场收购来完成。这说明（ ）

A.国家经济实现了好转
B.农民负担得到了减轻
C.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
D.自由贸易进一步活跃
解析：材料为新经济政策征收粮食税、恢复市场和商品贸易的措施，不能得出新经济政策实
行的结果，故 A 项错误；材料体现农业税征收形式发生变化，不能得知粮食税税率高低，
故 B 项错误；在农业领域恢复市场交易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故 C 项错误；粮食
税征收货币和粮食市场贸易行为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2.下图为漫画《昔日的援助，今日的竞争》，据此可得到的认识是（

）

A.政治多极化取决于经济的多极化
B.主权高于人权，国权高于法权
C.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D.弱国无外交，强权即公理
解析：漫画反映美欧关系，故没有体现多极化问题，故 A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主权，人权
等问题，故 B 项错误；材料反映欧美由援助盟友到变成竞争对手，故 C 项正确；材料不是
反映弱国外交的问题，故 D 项错误。
答案：C
二、非选择题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随着 1875 年宪法法案通过，第三共和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真正得到了确立。其后，
共和派和人民为维护和发展民主共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居
民普遍接受共和思想，农民的皇权思想也逐渐消退。在以后的议会选举中，共和派取得胜利。
议会对宪法作了修正和补充，将《马赛曲》定为法国国歌，7 月 14 日定为国庆日。宪法的
一条修正条文宣布：
“凡曾经统治过法国的家族不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从此堵塞了所有君
主派的复辟之路。
材料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
结束了持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并竖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落到封建军阀的手中。军阀们或者打着共
和的旗帜，实际却干着专制的勾当，或者干脆复辟帝制。孙中山目睹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压迫
比清代更加残暴，于是为维护共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些斗争包括 1913 年反对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1916 年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斗争，1918 年和 1921 年的两
次护法运动。其中除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斗争由于和渠启超、蔡锷等人发动的护国运动相
呼应而取得成功外，其余都失败了。
——《为什么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都失败了》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法两国确立共和方式的相同点和维护共和方式
的不同点。(10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中法两国民主共和的不同结局，并简析其原因。(15
分)
解析：
(1)第一小问相同，结合材料中法国和中国革命、一系列文件可以得出方式为资产阶级革命；
颁布法律文件。第二小问不同，据材料一“共和派和人民……遍接受共和思想……议会选
举……对宪法作了修正和补充等”得出法国宣传共和思想，发动民众参与；依靠议会，修正
和补充宪法，打击复辟势力；据材料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些斗争包括 1913 年
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1916 年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斗争，1918 年和 1921 年
的两次护法运动”等得出孙中山依靠武力斗争，脱离群众。
(2)第一小问结局，依据史实即可得出，法国：共和制度得以巩固，稳定发展；中国：徒有
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第二小问原因，依据所学可以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
等三个方面分析得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充分，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启蒙运动解放
了人们的思想，民众参与维护共和斗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革命派力量薄弱，封
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破坏中国革命，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民众忠君思想浓厚。
答案：
(1)确立方式相同：资产阶级革命；颁布法律文件。(4 分)
维护方式不同：法国：宣传共和思想，发动民众参与；依靠议会，修正和补充宪法，打击复
辟势力。
中国：依靠武力斗争，脱高群众。(6 分)
(2)结局：法国：共和制度得以巩固，稳定发展；
中国：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4 分)
原因：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充分，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民众参与维护共和斗争。(6 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革命派力量薄弱；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破坏中国革命；儒
家思想根深蒂固，民众忠君思想浓厚。(5 分)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到要求。(12 分)
材料：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五个阶段
时间

概况

1874—1889

清朝封疆大吏为海防、漕运计主张修筑铁路；西方列强无视中国主权，擅自
兴建吴淞铁路；清政府一方面赎回并拆毁了吴淞铁路，另一方面又允许了作
为运煤工具的唐胥铁路的修建，以及孤悬海外的台湾省铁路的兴筑，并由总
理海军事务衙门兼领铁路事亨宜。

1889—1903

清政府宣布兴办铁路，制定了官办铁路、借债筑路的政策，批准设立了中国
铁路总公司，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关东铁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相继借
债兴筑；同时，西方列强强行在中国修筑东省铁路、胶济铁路、滇越铁路。

1903—1911

清政府颁布《铁路建明章程》、允许华商集股筑路，由此各省铁路公司纷纷
创设，修筑有潮汕铁路、津厦铁路、新宁铁路等民办铁路；1911 年清政府以
铁路干线国有为名，收回铁路修筑权并出让给外国列强。

1912—1928

北洋政府宣布遵守成例，完全取缔民办铁路，继续借债筑路，在其统治期间，
年均建成铁路 212.4 公里，逊于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

1928—1949

国民党政府在“振兴实业”的旗号下制定了铁道建设计划和中外合资筑路政

策，浙赣铁路、粤汉铁路、陇海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和钱塘江大桥、南京铁
路轮渡等重要铁路工程相继建成；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一方面在中国东
北和台湾擅自修筑大量铁路，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关内大肆破坏铁路和利用铁
路扩大侵华战争，至(全面)抗战初期，关内铁路 23％被毁。
——根据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等整理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
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
解析：
小论文题基本要求：有论点，有条理清晰的论据，史论结合。先提出论点，利用表格结合时
间段的史实进行论证即可。比如近代铁路事业发展的曲折；清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阻碍了中
国近代铁路的发展等。
答案：示例：
论题：清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阻碍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发展。(3 分)
19 世纪中后期，面对列强在中国擅自兴建铁路和一些地方官员兴建铁路的主张，清政府一
方面赎回并强制拆除列强兴建的铁路，另一方面又兴建少数铁路以适应运输的需要；(3 分)20
世纪初，在实业救国主张的感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运动，清政府颁布《铁路建明
章程》
，允许华商集股筑路。后来在列强的施压和一些官员的反对下，转而采取铁路国有政
策，滞缓了中国铁路的发展。(3 分)
综上所述，面对西方近代化交通方式的引入，清政府出于巩固统治和“洋人朝廷”的双重压
力，铁路政策摇摆不定，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交通的发展。(3 分)
1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戏班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戏班管理体制方面，取消戏班中
的资方，废除班主、
“经励科”
，建立由全体剧团成员选举产生、集体管理的“团务委员会制”，
以消除班主和资方对剧团的控制和对艺人的剥削；二是在艺人培养制度方面，废除师徒制、
养女制，建立戏曲学校培养人才体系，这种新的艺术传承方式能够避免师父对徒弟或养女的
剥削；三是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废除“包银”和“戏份”制，实行固定薪金制、分红制成
民主评议“工分”制，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剧团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在改革收入分配的
同时，剧团还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当剧团停演或演出减少时，以公积金支付艺人工资，保障
其最基本的生活，使其能够安心从事社会主义戏曲事业。
——摘编自苏咏喜《建国初期戏曲改革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
(1)根据材料，概括建国初期戏曲改革的特点。(9 分)
(2)根据材料井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戏曲改革的意义。(6 分)
解析：
(1)从材料“一……二……三……”等得出从多方面展开改革；属于社会主义改造；从“以
公积金支付艺人工资，保障其最……”等得出融入社会保障体系。
(2)从“以消除班主和资方对剧团的控制和对艺人的剥削、避免剧团内部收入差距过大、能
够安心从事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等得出稳定了戏曲队伍；调动了中低层演艺人员的积极性；
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莫定了基础。
答案：
(1)特点：从多方面展开改革；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融入社会保障体系。(9 分)
(2)意义：稳定了戏曲队伍；调动了中低层演艺人员的积极性；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
莫定了基础。(6 分)

16.【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 分)
材料：100 年前的 7 月 1 日 7 时 30 分，随着战斗哨声响起，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开始向法
国索姆河岸边进发。这场战役的第一天成为英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仅在这一天内，英
军士兵阵亡 1.9 万多名，受伤超过 4 万名。而德军方面这一天的损失也十分惨重。这场战役
持续了 4 个多月，有统计数字显示，英军伤亡人数超过 48 万，法军伤亡人数约 25 万，而他
们的对手德军伤亡人数超过了 50 万。然而，这场规模空前、伤亡巨大的战役，却没有赢家。
这场战役结束之后，英法联军仅仅将战线向前推进了 7 英里，并没有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
德军方面则承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直到今天，昔日索姆河战役的土地中还埋藏着大量没有
清理的弹药，法国当地农民在从事耕作和运输等生产活动时通常要小心翼翼。澳大利亚迪肯
大学哲学专业副教授马修•夏普表示：
“‘索姆河’已经在 100 年后的今天成为工业化的、毫
无道理的大规模杀戮的代名词。
”
“
‘帝国主义’成为了一个肮脏的词汇”
。
——摘编自闫勇《伤痛难平：英法追思索姆河战役百年》(2016 年)
(1)根据材料，概括索姆河战役的特点。(9?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索姆河战役的历史影响。(6 分)
解析：
(1)从“血腥的……、这场战役持续了 4 个多月……却没有赢家”得出人员伤亡巨大；持续
时间长；两败俱伤。
(2)从“规模空前、伤亡巨大……、活动时通常要小心翼翼……成为了一个肮脏的词汇”得
出巨大的战争伤亡，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加速了一战的结束；恶化了生活环境，使当
今法国深受其害；警示后人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答案：
(1)特点：人员伤亡巨大；持续时间长；两败俱伤。(9?分)
(2)影响：巨大的战争伤亡，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加速了一战的结束；恶化了生活环
境，使当今法国深受其害；警示后人珍惜和平，反对战争。(6 分)
1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
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
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
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
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
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
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
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
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
保藏。
——摘编自沈括《梦溪笔谈》
(1)根据材料，概括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主要步骤。(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优点和意义。(9 分)
解析：
(1)从材料中按照制造顺序即可得出“制造活字——排字——印刷”
。
(2)从“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瞬息可就……”可以得出有利于节约印刷成本；
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从所学知识印刷术外传得出对后世和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答案：

(1)步骤：制造活字——排字——印刷。(?分)
(2)优点和意义：有利于节约印刷成本；(3 分)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3 分)对后世和西方产生
了深远影响。(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