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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阶段性测评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上午 7:30-9:30） 

说明：本试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 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满分 150分。 

第 I 卷(选择题共 75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75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下方答题栏内。 

 

1.礼、乐源自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被加进等级制度的内容而制度化。《礼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

相亲，异则相敬。”这说明礼乐制度 

A. 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                       B. 突出强调社会等级分化 

C. 与宗法分封制互为表里                       D. 促使社会风俗的同一化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礼乐制度的作用。根据题干与所学知识，礼乐制度是各级贵族的政治与生活准则，影响人们的心

理和情感，强化等级观念，具有和谐社会关系的作用。所以 A 项正确。礼乐制度是维护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工具，而

不是突出强调社会等级分化，与宗法制度也不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 B、C、D 错误。 

2.下图为汉代画像石中的《周公辅佐成王图》（左三为周公，左四为成王）。对该图解释合理的是 

 

A.周公跪拜说明集权色彩异常明显                B.四方来朝体现政权与族权相结合 

C.画像石对研究周代历史有借鉴价值              D.画像石完全还原了周公辅政的情景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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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历史文物对于研究历史的作用。A 项集权是在秦朝时形成的，而不是西周。故 A 项错误。B 项中

四方来朝与题干无关，故 B 项错误。C 项历史文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故 C 项正确。D 项中“完全”还原过于

绝对，历史文物只能部分还原历史，故 D 项错误。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为 C。 

3.古代儒者在阐述政治思想时往往将“君”与“国”混为一体，君主在统治理念上常常将“国”视为放大的“家”。

这说明 

A.儒家思想促使“家国一体”观念的产生          B.“家天下”取代“公天下”是历史进步。 

C.君主借助家庭伦理强化统治                    D.“家国同构”体现专制集权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儒家思想中的家国观念。题目中将君主将“国”视为放大的“家”，其实就是借助家庭中的父子、

夫妻等伦理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正确答案选择 C。 

4.关于秦朝设郡的情况，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观点 作者、出处 

共 40郡（包含黔中郡，没有洞庭郡） （唐）房玄龄等《晋书·地理志》 

共 36郡（包含黔中郡和洞庭郡） （清）钱大昕《秦三十六郡考》 

共 46郡（包含黔中郡，没有洞庭郡） 谭其骧《秦郡新考》 

出现“洞庭郡”的记载，此前有人认为湘西应该属于黔中郡 2002年出土的湘西里耶秦简 

根据以上史料能够推定的是 

A.秦朝设郡数目不一                             B.秦朝没有设立洞庭郡 

C.洞庭黔中两郡范围重合                         D.秦朝对湘西设郡管理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通过历史记载与出土简牍相结合来了解秦朝的设郡情况。与传世典籍相比，出土的以秦简为代表

的简牍材料较为可靠，根据题干中的秦简资料只能看出 D 选项正确。 

5.秦汉官员以俸禄多少确定等级，汉代有十七八等级，最高者月俸 350 斛，每月收入为 21875 斤栗；最低的月俸 8

斛，合 500斤粟。这说明秦汉 

A.官员职业性特征明显                           B.官员对百姓剥削残酷 

C.官僚体制严重失衡                             D.贵族政治已经废止 

【答案】A 

【解析】本题通过秦汉官员的俸禄多少考查秦汉的官制。通过材料中秦汉官员是职业官吏，并不像先秦时代官制与

爵位不分。B、C 项在材料中并没有体现，虽然出现职业的官员，但是贵族政治并没有废止。 

6.汉代田庄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粮食作物、蔬菜及染料作物栽培，桑蚕作业，禽畜养殖，药材采集。此外，

酒、醋、酱等产品的酿造加工，纺织手工业，农具和兵器修造，也被列入日常生产安排之中。这从本质上反映了 

A.农业商业的互相影响                           B.田庄经济多样化经营 

C.自然经济的生产模式                           D.小农经济的基础作用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从材料中看出，汉代的田庄不但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有各种相关手工业，田

庄实现自给自足，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生产模式。 

7.钱穆评价三省六部制说：“论此三省之来历，尚书本事皇宫内廷秘书，中书也即是在内廷掌理文件之意，侍中则

是在宫中侍奉皇帝。”唐代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执政长官 

A.导致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                        B.反映了官僚内部矛盾尖锐 

C.标志着专制皇权达到顶峰                        D.调整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实质。尚书、中书、侍中即隋唐的三生六部制，三省六部制主要体现隋唐时期

专制主义的发展，专制主义即是调整皇权（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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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代谏官，多由门下省长官选取有学问、有气节的人充任，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讲的话，

多由谏官来讲。这反映出唐代谏官制度 

A.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                         B.改变了三省的运行机制 

C.有助于决策层沟通和谐                         D.有效限制君主独断专行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隋唐谏官制度的作用。隋唐谏官帮助宰相说一些宰相不便说的话，这样促进了宰相与皇帝，即统

治阶级高层之间的沟通。 

9.造纸业在唐代达到新水平，宣州产的宣纸，洁白柔软，为书画家所钟爱；浙东产的藤纸，坚固耐用，颇受欢迎；

益州产的麻纸，品种多样，美观精致，多用于皇帝诏敕和官府文书。这反映了 

A.南方文化水平的提升                          B.手工业的地区特色明显 

C.官营手工业技术先进                          D.社会需求决定生产样式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隋唐手工业的发展。材料中说明不同地区的所造的纸具有不同特色，用途也不同，体现出不同地

区的手工业具有不同的特色。南方文化、官营手工业在材料中并没有体现。 

10.唐代王建在《汴路即事》中写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这表明唐代 

A.商税成为主要税收                           B.城市经济日趋没落 

C.坊市界限已经打破                           D.农村市场发展繁荣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隋唐商业的发展。商税成为主要税收、坊市界限打破是在宋朝，城市经济日趋衰落则是错误的。

“草市”反映的是唐代农村市场的发展情况。 

11.（南宋）高宗初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麦价急遽上升，一斛至万二千钱”，南

方农民“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反映了 

A.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                      B.农民职业转化速度加快 

C.市场需求影响生产结构                      D.人口迁移改变经济地位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南宋商业的发展，根据材料由于靖康之变后人口大量南迁，导致江南地区人口增加，粮食需求量

大增，所以南方农民努力种植粮食，反映出粮食有了市场，导致粮食生产的增加，反映市场需求促进生产的发展。 

12.有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妇女有财产继承权，法律也允许妇女改嫁、离婚，甚至丈夫外出三年不归，女方就可以

主动提出离婚。这说明宋代 

A.妇女地位逐步提高                         B.理学影响范围有限 

C.三纲五常尚未出现                         D.儒家伦理已法律化 

【答案】B 

【解析】本题通过宋代妇女地位的高低考查宋明理学的影响。通过材料可以看出宋代妇女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

明清以后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于宋明理学中三纲五常的影响，宋代妇女地位较高在于宋明理学在南宋朱熹时才真

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南宋理宗时才真真被统治者接受。 

13．起初，关羽只是在佛教中被济度成神，宋徽宗时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明清时期被一路加封为“忠义神武

关圣帝”, 与此相关的关公戏经久不衰。关羽地位的提升反映了 

A．儒家吸收佛教思想发展                   B．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倾向 

C．理学价值观的广泛传播                   D．佛教因中国化兴盛不衰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宋明理学的影响。关公在宋以后地位不断提高，源于宋以后宋明理学倡导关公“忠”的精神，与

理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相吻合。 

14．总督始设于明朝，明初常遣尚书、侍郎、都御史至地方解决紧急问题或安抚军民，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



  太原新東方優能中学一对一歷史教研組 

新东方太原培训学校                                                                       咨询电话：0351-5600688 

新东方太原学校：http://ty.xdf.cn   微信号：tyxdfcn 

撤；明朝中叶，总督近于定制，管辖范围在一省之上，多至五省，其作用主要是协调各省关系，防止各地方之间因

互不相属而互相推诿。总督职位的设置 

A．约束了官员权力滥用                        B．提高了地方行政效率 

C．削弱了地方三司分权                        D．有效防止官员的腐败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明代地方行政制度。明代在地方废行省，权分三使司，但是遇到紧急问题会出现相互掣肘的情况，

总督设立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与三使司相比，地方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总督属于行政官员，不属于监察官员，

所以不能约束官员滥用权力、防止官员腐败。 

15．从明代后期开始，一些儒生一改“束手谈心性”, 转而研究外国史、蒙元史、科技史，一大批关于农业技术、

军事武器、医学制药的著作问世。这反映了 

A．儒家开始关注现实问题                      B．有识之士批判君主专制 

C．程朱理学失去主流地位                      D．时代特征推动学风转变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明代后期学风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后期

学风的转变。明代后期程朱理学并没有失去主流地位，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才开始批判君主专制。 

l6．在清代的 1400 个小城镇中，80％是县衙所在地；中等城市大致有一半是府或省治的所在地；较大的城市一般

都是地区政治中心。这反映了 

A．经济水平决定政治地位                       B．城镇是经济发展的缩影 

C．多数城镇具有双重功能                       D．商品经济冲击旧有体制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清代市镇经济的发展。从材料中看出清代市镇大部分为不同等级行政中心所在，反映出市镇一方

面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也是政治中心，反映出市镇兼具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功能。 

17．梭伦改革时规定，国家就政治事务发生党争时，公民不得袖手旁观；陈独秀指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

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抗争，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所动心”。据此可知梭伦和陈独秀都强调 

A．城邦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B．应该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 

C．党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D．公民意识对国家至关重要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公民意识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梭伦改革的规定与陈独秀所说的话，都体现出公民的公民意

识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18.《罗马法概论》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都可以运用罗马法学说对本国的基本民事关

系作出解释，并且也可以从本国的基本现实出发对罗马法学说作出自己的诠释。”这说明罗马法 

A．体现万民法精神 

B．符合自然法原则 

C．具有普适性特点 

D．注重实践中发展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古罗马的罗马法。材料中说明罗马法学说适用于各国，反映出罗马普适性。 

19．它（文艺复兴）只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人数有限的城市或贵族精英）为对象；而不像路德那样，以没有受过教

育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因此，作为历史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这说明文艺复兴 

A．缺乏思想理性 

B．反对“因信称义” 

C．影响范围有限 

D．属于贵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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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对比。根据材料可知，文艺复兴支队受过教育的阶级有影响，宗教改革对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群众都产生影响，二者相比，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的影响人群更为宽广。 

20．马丁·路德曾坦率承认从理性看来，基督教的很多观点荒谬至极，但他依然坚信“理性是魔鬼的妓女”；加尔

文与天主教会合作，迫害著名的解剖学家塞尔维特。上述材料表明 

A．科学与宗教势同水火                           B．新教与罗马教会别无二致 

C．新教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                       D．宗教改革强调信仰至上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对比，马丁·路德与加尔文虽然主张施行宗教改革，但二

者都主张信仰上帝，强调信仰至上。 

21.16 世纪初，佛罗伦萨香料价格为每磅 20个格罗特，葡萄牙香料则为 17个格罗特。佛罗伦萨商人因此被迫亏本

出售胡椒。这种现象说明 

A．葡萄牙是香料的原产地                        B．佛罗伦萨经济地位下降 

C．欧洲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D．欧洲出现了“价格革命”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欧洲市场的形成。从题干中可知，葡萄牙香料价格比佛罗伦萨香料价格低，致使佛罗伦萨商人亏

本出售胡椒，因为葡萄牙香料价格降低会影响佛罗伦萨香料的价格。 

22.新航路开辟以来，英国海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因，正是基于英国人的商业进取心以及由此引起的争夺殖民

地的意识。这说明英国成为殖民霸主 

A．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B．海军力最的强大是根本保障条件 

C．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政治优势                  D．基于地理空间狭窄的危机意识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海军发展的内在原因。从材料中可以知道，英国发展海军的内在原因是商业进取心和利用海

军争夺殖民地，英国发展商业抢夺殖民地是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 

23.1694 年，威廉三世从支持他的辉格党中任命了枢密院成员，组成了辉格党内阁，但当时辉格党并不是议会里的

多数党。据此可知当时 

A．议会无法限制国王的权力                      B．责任内阁制已经基本确立 

C．《权利法案》遭到严重破坏                     D．国王正确行使了自身权力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代议制的发展。任命属于行政权，《权利法案》通过后，并没有限制国王的行政权，直到责

任内阁制确立以后国王才没了行政权。 

24．他们（启蒙思想家）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

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这说明 

A．启蒙运动具有全球性                          B．自然科学影响启蒙运动 

C．牛顿定律具有永恒性                          D．启蒙运动推动科学革命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自然科学与启蒙运动的相互作用。从材料中可知，牛顿物质世界定律的发现促进了启蒙思想家发

现普遍适用性的法则，从而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25．从 1630年到 1809年，英国总共批准了 3241 项专利，其中 1750年以后占 2639 项，工业革命高峰期间的 1800

—1809 年，有 924项发明获得专利。这表明 

A．工业革命是一次技术革命                      B．专利保护推动了工业革命 

C．政府领导工业革命的开展                      D．工业革命完善了专利制度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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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专利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根据材料看出，材料着重强调英国工业革命高峰期的九年时间就有

924 项发明，说明专利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 

26．美国 1787年宪法规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对进出口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南北战争后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

“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这些规定 

A．保证了三权分立的运转                      B．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C．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                      D．完善了分权制衡的体制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联邦制。从题干中宪法规定的内容来看，各个州的军事与外交权受到国会的限制，有利于加

强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的权力，建立强大的美国。 

27.1831 年英格兰南部的 10 个郡只有 326万人口，却拥有 325个下院席位，而北方的 6个郡已经增长到 360万人，

在下院只占有 68席。这种现象反映了 

A，两党政治正式形成 

B．议会成为权力中心 

C．议会改革的必要性 

D．南北方矛盾的激化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的议会改革。从材料中南方 10 个郡与北方 6 个郡人口相当，但是议会中议员相差悬殊，说

明议会改革势在必行。 

28．据统计 1886—1890年间，英国爆发的工人罢工事件多达 53次；1894年美国爆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工人甚

至占领了芝加哥政府，这发生说明了 

A．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 

B．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 

C．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D．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工业革命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从材料中可知，十九世纪末，英国与美国工人运动比较多，也比较

激烈，根据所学知识，十九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各国发展。这个时期并没有出现大德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

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是在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在 1848 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就得到广泛传播。 

29．解读下图，能够获取的历史信息是 

 

A．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兴盛 

B．以中国为主的朝贡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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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业革命下的世界市场体系 

D．新航路开辟之初的世界状态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主要考察古代中国朝贡贸易的发展。从图中看出，从中心的中央为圆心，依次为地方、土官、藩

属、朝贡、互市，周边分布着琉球、朝鲜、越南等附近的国家，可知是中国古代朝贡贸易状况。 

30．司马迁在整理历史材料时，“采经摭传”,“涉猎者广博”，有书本的，有档案的，有自己采访的，对这些丰富

的史料，他尽可能地进行选择和考订。这说明 

A．司马迁是历史研究的开创者 

B．史料搜集只有多元化才可信 

C．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D．历史研究必须清除主观因素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从题干看出，司马迁收集的历史材料很多，途径也很多，说明历

史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第 II卷(非选择题共 75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75分 

 

3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4分）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秦代实行专制，与秦始皇“夷六国”“扫封建”而设郡县密切相关。“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

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阔之土地，而悉为郡县以未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

能为功。中国自周末贵族政治撕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权臣于国有利有并，但对

于君主则病多于利，故欲行完全专制政体之君主，无不摧灭之”。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二  自武帝以来，中国政府之组成，既不在于贵族，亦不出于军人，而为一种建立于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

府”。盖操之于非宗教、非封建、非专制、非商业资本之另一中层阶级之手。此即后世之所谓“乡绅”与读书人，

此即封建时代“士”者之化身。 

——《钱宾四先生全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的原因。（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的含义及形成原因。（8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治政府”，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4分） 

【考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秦到清的君主专制制度。 

（1）地域辽阔，巩固大一统的需要；贵族政治的消失；权臣势力的削弱。（4 分，任答 2 点即可） 

（2）含义：打破世卿世禄（贵族政治），选官于民间（公众）；文人成为官僚主体（非武人）；具有典章知识、治国

才能、担当精神。（4 分，任答 2 点即可） 

原因：世卿世禄和武人政治的弊端；察举制、科举制的实行；儒家思想的影响；巩固统治的需要。（4 分，任答 2

点即可） 

（3）扩大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对君主权力有所限制。（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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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分） 

材料一  从孔孟荀到董仲舒，儒学完成了由平民儒学到官方儒学的第一次转型和跨越，自此以下，两千多年间，儒

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后，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

度，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和普及，并不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渗透。然而，官方化儒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

儒学发展的同时，也腐蚀着儒学的机体，曲解了儒学的精神，扼杀了儒学的创造力，甚至败坏了儒学的声誉。 

——颜炳罡《民间儒学何以可能？》 

材料二  元初统治者对文教、科举的不重视，大贡的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仕途，他们或从事底层教育（书院、私塾），

或进入底层政治系统，他们将理学的精神渗透在教育理念和地方政治治理中；还有一部分人因无法进入仕途，或选

择隐逸著述，或选择创作杂剧糊口度日，他们在信仰上虽然出现危机，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儒家信仰，理学

在他们的作品，诸如诗词、杂剧、元曲中得到体现。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科举恢复，程朱理学的典籍尤其是朱

嘉《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目。 

——朱军《元代理学与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完成由民间进入宫廷的第一次转型的背景和表现。（8分）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所反映的现象及其成因。（8分） 

【考点】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宋明理学 

(1)背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儒学吸收阴阳、黄老、法家思想而进行自我调整。（4 分） 

表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思想；重用儒者参政；设五经博士，宣扬儒家思想；中央到地方设立

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4 分，任答 2 点即可） 

(2)现象：理学的民间化、社会化。（2 分） 

原因：宋代理学的兴起，影响逐渐扩大；知识分子仕途受阻；市民文化的繁荣；底层教育的发展；儒者的社会责任。

（6 分，任答 3 点即可） 

 

3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分） 

材料一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贵族社会，贵族精神的核心是骑士精神。它滋生于英雄传奇及至“支离破碎的

幻想”之中，于是跃马比武成为社会的时尚。骑士与情人之间罗曼蒂克的关系，对于对女性的普遍尊重风气形成具

有积极意义。贵族精神的另一个特点是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使得“关心政治”成为英国民族的普遍爱

好。英国的贵族精神在古典文化、基督理念的熏陶下，形成了绅士制度和绅士文化。 

——摘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二  传统绅士形象中的人情味和责任感开始淡化，个人奋斗与商业意义上的成功日渐成为人们接受的绅士标准。

“绅士”的适用范围日渐扩大，如果行为高尚，即使出身寒门，也能成为高贵的人，平民大规模地利用这个机会。

因此，英格兰革命并不是废除传统，而是以一个传统取代另一个传统。到了 19 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后期，以土地所

有权为基础的传统封建制度受到商业社会、城市生活的全面渗透，传统的绅士概念被彻底稀释，没有什么意义了。 

——蔡颖《英国的绅士文化》 

（1）根据材料一，归纳英国传统绅士文化的基本特征。（5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绅士文化的变迁及其原因。(l0分） 

【考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其传统文化的影响。 

（1）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源于贵族文化；受基督教影响。（5 分，

任答 3 点即可） 

（2）变迁：价值取向日益转向世俗成功；绅士阶层范围扩大。（4 分） 

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阶层的兴起；民主政治的发展；城市的繁荣。（6 分，任答 3 点即可） 

 

3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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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明清时期，是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明代嘉靖年间，江南市镇已有三百余个，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则

达到了五百多个，人口维持在万人上下……江南地区外襟长江带运河而通大海，内部水网纵横。吴江、吴县、长洲，

多沿运河及共支流分布，大致间距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常见模式，形成较为均匀的城镇分布……舟定、太仓、昆山

多分布于冈身地带（江南的一种地形），这与该地区棉花的广泛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有了密切联系。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分布、结构与网络》 

材料二  曼彻斯特成为 19 世纪的“超级都市”与区城经济中心，原因很多……曼彻斯特气候潮湿，属温带海洋性

气候全年基本都在下雨，“这里比英国其它任何地方更适合棉作物的发展”。这座城市位于艾威尔河之东，默西河从

城市穿插而过，东部可直达最大港口利物浦，不但可以进口大量原材抖，还可以把加工后的产品便利的运输到外地

高价卖出。英国是著名的“黑乡”（盛产煤），这使得蒸汽机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让人们更加重视机

械的发展。曼彻斯特已从旧式的集镇发展为英国有数的人口大城和世界工业之都。 

——《从曼彻斯特看 18世纪英国工业城市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特点。（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与英国曼彻斯特发展的异同。（10分） 

【考点】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数量多；分布均匀（密集）；位于交通要冲；多处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异：曼彻斯特是中心城市，区域中心，江南市镇数量多，规模小；曼彻斯特建立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

础之上，江南市镇建立在传统农耕经济的基础上。（6 分） 

同：交通便利；原材料丰富；棉纺织业发达。（4 分，任答 2 点即可） 

 

3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新石器时代 用石斧等工具在巨大木材上凿成凹形，制成独木舟 

唐宋时期 唐朝采用了钉接合连接工艺，使船的强度大大提高。宋代造船修船开始使用船坞，并普遍使用

罗盘针。造船业及船舶使用人群多集中在东南地区。 

明清时期 除了官方船厂之外，民营船厂的规模也很大。发达的造船技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达的

漕运系统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 1865—1866 年，清政府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试造“蒸

汽船”、“铁皮船”，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来侵略，也是中国造船业近代化的开端。 

建国以来 新中国的造船业迅速发展。乘坐豪华游轮旅行成为潮流，并研制出第三代破冰船与科学考察船

“雪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航空母舰“辽宁舰”。造船业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便

利生活、科学研究、强兵强国等发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据吴善群《从船舶到海洋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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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科技的作用。 

评分说明：论题 4 分，阐述 8 分。 

示例一：科学技术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 

从古至今，先进的技术都是造船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宋代指南针与造船、航海相结合，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蒸汽为动力的汽轮，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近

代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天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则打造了“大国崛起”的基础。 

示例二：船舶制造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随着造船业的迅速发展，船舶与社会生活、国家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船舶最开始仅仅是沿海、沿河地区的交通工

具，但后来则沟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如海上丝绸之路、新航路开辟。现当代，随着科技的提高、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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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造船技术的进步，船舶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主观性试题，学生所答只要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