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5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50 分 )

1.【答案 】C。解析 ：根据 所学 知识 可以 得出 ，孔子 主张“贵贱 有序 ”，

认为 将治 理民 众的 刑法 铸于 鼎上 ，混淆 了贵 贱尊 卑的 等级 ，故 C 项正 确;

材料 中反 映孔 子反 对改 革的 ，故 A 项错 误;材料 中无 法体 现出 宽刑 薄赋 ，

故 B 项排 除 ;D 项是 董仲 舒的 思想 ，排 除。

2.【 答案 】C。解析 ：根据 所学 知识 可知 ，西汉 时期 地方“郡国 ”数

量增 加，为了 加强 对地 方的 管理 ，汉武 帝时 期设 立了 刺史 制度 ，故 C 项

正确 ;A 项是 加强 皇权 的， 排除 ;BD 项是 解决 王国 问题 的， 排除 。

3.【答 案】 B。解 析： 由 “草堂 … … 诗圣 … … ”可知 是杜 甫， 由 “醉

来天 子不 能呼 ”勾画 出李 白那 种我 行我 素、纵情 诗酒 的狂 放与 豪侠 之气 。

“铁板 铜琶 ，继 东坡 高唱 大江 东去 ;美芹 悲黍 ，冀 南宋 莫随 鸿雁 南飞 ”

是郭 沫若 为辛 弃疾 纪念 祠题 写的 对联 。“ 其词 格固 不高 ，但论 音律 谐婉 ，

语意 妥帖 ，承平 气象 ，形容 曲尽 ”是因 为柳 永用 晚唐 律赋 的笔 调铺 陈当

时京 城的 承平 气象 ，富 丽风 光。 故选 B。

4.【答案 】D。解析 ：根据 题干“虽一 夫可 以将 之 ，虽万 里足 以致 之 ，

是诚 轻且 便也 ”可以 看出“交子 ”的推 广降 低了 工商 业运 营成 本 ，故 D

正确 ;题干 材料 没有 体现 政府 的商 业管 理的 信息 ，故 A 项错 误;题干 材料

没有 涉及 国家 赋税 的征 收， 故 B 项错 误 ;C 在材 料中 没有 体现 ，排 除。



5.【答案 】A。解析 ：第① 项应 为保 甲法 的目 的和 作用 ，与题 目中 的

信息 “青苗 法、 募役 法和 方田 均税 法 ”不符 ，故 排除 ;题目 中的 “ 青苗

法、募役 法和 方田 均税 法”均未 涉及 减轻 地主 对农 民的 人身 控制 ，故无

法得 出第 ④项的 结论 ;王安 石变 法中 的青 苗法 、募 役法 和方 田均 税法 均

有利 于增 加政 府的 财政 收入 ，同时 也在 一定 程度 上限 制了 官僚 地主 的特

权。 故②③ 两项 的表 述正 确。 排除 含有 第 ①项或 第 ④项的 BCD 三项 ，

故选 A。

6.【答案 】B。解析 ：依据 所学 知识 可知 ，棉布 成为 民众 的主 要衣 料

是在 元代 ，故 A 项错 误 ;东汉 晚期 已成 功的 烧制 出青 瓷， 三国 两晋 南北

朝时 期陶 瓷业 迅速 发展 ，故 B 项正 确;玉米 传入 中国 是在 明朝 中后 期，

故 C 项错 误;军机 处设 立于 雍正 时， 故 D 项错 误。

7.【答案 】D。解析 ：根据 所学 一条 鞭法 可知 ，明朝 政府 把田 租、赋

税、徭役 等并 入田 亩中 ，主要 按田 亩数 ，征收 白银 完税 。所以 才会 出现

材料 中“明朝 后期 ，某地 佃户 将收 获的 好米 换取 银钱 自用 ”的现 象，一

条鞭 法是 明朝 税收 政策 的重 大变 化， 故 D 项正 确。

8.【答案 】B。解析 ：题干 中“ 实际 上从 这次 海盗 式的 英中 战争 中取

得实 力的 位移 强国 是俄 国”反映 了俄 国在 战争 中得 到了 巨大 利益 。结合

所学 可知 ，英法 两国 发动 了第 二次 鸦片 战争 ，签订 了《天津 条约 》和《北

京条 约》。而在 战争 中沙 俄出 兵后 以“调停 有功 ”自居 ，胁迫 清政 府签

订《瑗珲 条约 》等一 系列 条约 ，割让 150 多万 平方 公里 的领 土 ，从而 成

为最 大的 赢家 。故 B 项正 确。 俄国 没有 参与 鸦片 战争 ，故 A 项错 误。



甲午 战争 与八 国联 军侵 华战 争与 材料“取得 实利 的唯 一强 国是 俄国 ”不

符， 故 CD 两项 错误 。

9.【答案 】B。解析 ：《马关 条约 》签订 后，台湾 人民 掀起 声势 浩大

的反 割台 运动 ，引 发了 《申 报》 的共 鸣， 得到 了《 申报 》的 公开 支持 ，

故 B 项正 确 ;清廷 避战 自保 是在 甲午 战争 中， 故 A 项错 误;C 项错 在“ 普

遍” ，故 错误 ;材料 和三 国干 涉还 辽无 关， 故 D 项错 误。

10.【答 案】 D。解 析： 洪仁 玕著 有《 资政 新篇 》， 提出 发展 资本 主

义思 想，符合 社会 发展 和近 代化 ，D 正确 ;材料 没有 提及 抗击 西方 列强 侵

略，A 错误 ;民主 共和 思想 属于 辛亥 革命 主张 ，B 错误 ;C 是魏 源思 想主 张 。

11.【答 案】 C。解 析： 材料 主要 反映 理财 主要 是指 洋务 运动 创办 民

用工 业来 求富 ，故选 C;A 是洋 务运 动创 办的 军事 工业 ，为了 自强 ，排除 ;B

是张 之洞 创办 的， 排除 ;京师 同文 馆是 属于 教育 方面 的内 容， 排除 。

12.【答 案】 C。解 析： 材料 中说 出现 了新 的社 会集 团， 完成 了种 种

社会 变革 ，结合 所学 知识 可知 ，辛亥 革命 以后 ，人们 的物 质生 活和 社会

习俗 发生 了很 大的 改变 ，比如 ，采用 民国 纪年 ，中山 装的 出现 ，握手 礼

的出 现， 剪辫 放足 的现 象， 故 C 正确 ;社会 转型 在近 代中 国的 具体 含义

是指 改变 半殖 民地 半封 建社 会性 质 ，辛亥 革命 显然 没有 完成 这个 历史 任

务， A 错误 ;改朝 换代 的说 法不 准确 ，辛 亥革 命以 后建 立的 是中 华民 国 ，

不再 是封 建王 朝，B 错误 ;辛亥 革命 虽然 推翻 了封 建君 主专 制制 度 ，但封

建经 济基 础和 思想 文化 依旧 存在 ，封建 统治 秩序 没有 被彻 底颠 覆 ，排除

D。



13.【答 案】 A。解 析： 材料 反映 的是 蒋介 石认 识到 了日 本的 不断 侵

略使 民族 危机 不断 的加 深而 把一 些战 略物 资转 移到 西南 以便 抗战 需要 ，

即 A 是符 合题 意的 ，正 确;材料 根本 就不 涉及 对红 军围 剿以 及国 家经 济

命脉 的问 题，所以 选项 BC 均不 符合 题意 ，排除 ;是把 战略 物资 运到 西南

而非 加强 对西 南地 区的 控制 ，选 项 D 不符 合题 意， 排除 ;故本 题选 A。

13.【答 案】 D。解 析： 根据 材料 中的 时间 信息 可知 ，此 时处 于民 国

初年 ，辛亥 革命 为民 族工 业的 发展 扫除 了一 些障 碍 ，激发 了民 族资 产阶

级振 兴实 业的 热情 ，故 D 项正 确。 洋务 运动 结束 于 19 世纪 90 年代 ，

南京 国民 政府 1927 年成 立， 一战 开始 于 1914 年， 与题 干时 间不 符，

故 ABC 三项 排除 。

15.【答 案】 B。解 析： 由材 料“ 占工 农业 总产 值的 51.3%” 可知 ，

1956 年中 国国 民经 济比 例并 没有 出现 严重 失调 ，故 A 错误 ;据题 干时 间

提示 “1956 年” 和内 容可 知， 主要 反映 的是 工业 发展 情况 ，可 以看 出

是“ 一五 ”计划 的影 响，优先 发展 重工 业 ，工业 取得 巨大 发展 成就 ，故

B 正确 ;一五 计划 的顺 利完 成只 是为 工业 化奠 定了 初步 基础 ，故 C 错误 ;

材料 与三 大改 造无 关， 排除 。

16.【答 案】 D。解 析： 十一 届三 中全 会召 开于 1978 年， 恢复 高考

制度 是在 1977 年， “ 双百 ”方针 正式 提出 是在 1956 年， 邓小 平发 表

南方 谈话 是在 1992 年 ，香港 、澳门 回归 祖国 分别 是在 1997 年和 1999

年，人民 代表 大会 制度 正式 确立 是在 1954 年，因此 正确 排列 顺序 是⑥

③② ①④ ⑤，故 答案 为 D 项。 其他 三项 排列 错误 ，排 除 ABC 项。



17.【答 案】 D。解 析： 材料 表明 古雅 典官 僚体 制规 模小 ，没 有强 大

的专 制势 力， 这主 要是 因为 当时 形成 了民 主政 治， 故 D 项正 确。 ABC

项与 史实 不符 。

18.【答 案】 A。解 析： 根据 所学 ，《 十二 铜表 法》 是罗 马平 民和 贵

族的 斗争 成果 ，“平民 与贵 族的 矛盾 并没 有因 此而 消除 ，两者 之间 斗争

并没 有因 此而 终止 ”，表明 在平 民的 斗争 下 ，罗马 法得 到进 一步 发展 和

完善 ，A 正确 ;《 十二 铜表 法》的实 质是 维护 奴隶 主贵 族的 统治 ，B 错误 ;

《十 二铜 表法 》是罗 马共 和国 时期 颁布 的 ，C 项“罗马 帝国 ”表述 错误 ，

排除 ;D 不符 合史 实， 排除 。

19.【答案 】D。解析 ：依据 题干 时间 16—18 世纪 ，根据 所学 可知 ，

欧洲 殖民 者在 世界 各地 侵占 殖民 地时 ，为了 表明 该地 成为 自己 国家 的领

土，基本 都以 本国 的国 名或 城市 名来 命名 ，但为 了区 别原 地名 ，都在 前

面加 一个“新”字 。因而 出现 了新 西班 牙 、新法 兰西 、新奥 尔良 等 ，故

D 项符 合题 意 ;AB 两项 不符 合题 意， 故排 除 ;C 项与 史实 不符 ，故 排除 。

20.【答 案】 A。解 析： 第二 次工 业革 命促 进生 产力 大幅 度提 高， 生

产组 织领 域出 现垄 断组 织， 重工 业成 为整 个工 业的 主导 ，选 择 A 正确 。

其他 组合 错误 。

21.【答 案】 A。解 析： 法国 启蒙 运动 的领 袖是 伏尔 泰， 提倡 自然 权

利常 说， 故① 错误 ;孟德 斯鸠 提出 系统 的三 权分 立学 说， 是资 产阶 级国

家学 说的 奠基 人， 故② 错误 ;卢梭 在《 社会 契约 论》 中阐 述了 天赋 人权

和人 民主 权的 思想 ，故 ③正确 ;卢梭 是法 国大 革命 的思 想先 导， 直接 影

响了 美国 政治 制度 的建 立， 故 ④ 项正 确。 故排 除 BCD，选 A。



22.【答 案】 C。解 析： 20 世纪 30 年代 美苏 两国 的经 济体 制创 新主

要表 现在 苏联 创立 了计 划经 济体 制 ，美国 探索 出了 国家 干预 经济 发展 的

新模 式， 故 C 符合 题意 ;A 错在 了苏 联一 度超 过美 国， 这不 符合 史实 ，

故排 除 A;B 不是 二者 的共 性， 因为 苏联 的计 划经 济体 制没 有市 场的 作

用，故排 除 B;D 错在 了美 国人 民的 生活 水平 极大 下降 ，不符 合史 实 ，排

除。

23.【答 案】 C。解 析： 普通 高中 历史 课标 规定 进一 步认 识历 史发 展

进程 中的 重大 历史 问题 ，包括 重要 的历 史人 物 、历史 事件 、历史 现象 和

历史 发展 的基 本脉 络。 所以 本题 选 C。

24.【答 案】 D。解 析： 据材 料 “历史 不仅 是 … …而且 还是 所有 人的

历史 ”并结 合所 学知 识可 知，《 史通 》是中 国及 全世 界首 部系 统性 的史

学理 论专 著， 作者 是唐 朝的 刘知 几， 与材 料无 关， 故 A 选项 错误 ;《资

治通 鉴》 是北 宋司 马光 所主 编的 一本 长篇 编年 体史 书， 上起 周威 烈王 ，

下讫 后周 世宗 ，不 能说 明“ 是所 有人 的历 史” ，故 B 选项 错误 ;《文 史

通义 》是一 部史 学理 论著 作 。它是 清代 著名 学者 章学 诚的 代表 作 ，与刘

知几 的《 史通 》一 直被 视作 古代 中国 史学 理论 的双 璧， 也与 材料 无关 ，

故 C 选项 错误 ;梁启 超的 《中 国史 叙论 》主 要 “记述 人间 过去 之事 实者

也” ，符 合材 料， 故 D 选项 正确 。

25.【答 案】 B。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30 分 )

26.【参 考答 案】



(1)政治 上 ，建立 了“ 皇帝 ”制度 ，独揽 全国 军政 大权 。在中 央设 置

三公 九卿 制。在地 方推 行郡 县制 。颁布 通行 全国 的秦 律，统一 法令 。(3

分)

(2)经济 上 ，实行 土地 私有 制 ，按亩 纳税 。统一 度量 衡 。统一 货币 (圆

形方 孔钱 )。统 一车 轨， 修建 驰道 。兴 修灵 渠， 沟通 了长 江水 系和 珠江

水系 。(3 分)

(3)思想 上 ，书同 文 ，把小 篆作 为标 准字 体。焚书 坑儒 ，加强 思想 控

制。 以法 为教 ，以 吏为 师。 (3 分 )

(4)军事 上， 修长 城 ;组织 移民 。(1 分 )

27.【参 考答 案】

评价 中学 生历 史手 抄报 应从 以下 几个 角度 进行 ：

(1)整体 效果

①报纸 名称 是否 能反 映时 代特 征， 而且 生动 、精 辟。

②排版 设计 是否 符合 逻辑 及美 学， 看上 去很 专业 。

③版面 尺寸 是否 符合 报纸 尺寸 。 (4 分 )

(2)内容

①新闻 社论 ，头 版新 闻是 否具 有真 实、 重要 的历 史性 特征 ，所 配社

论是 否有 深度 。

②照片 图表 是否 与内 容吻 合， 能多 角度 反映 内容 。

③标题 是否 有吸 引力 ，内 容是 否具 有可 读性 。若 是地 域性 报纸 ，地

方色 彩是 否比 较浓 郁。 (4 分 )

(3)史实 ，报 纸中 的所 有内 容是 否都 符合 史实 。 (2 分 )



28.【参 考答 案】

(1)教师 在进 行历 史教 学设 计时 ，要对“ 一标 多本 ”下的 教材 ，采取

“为我 所用 ”的态 度 ，树立“尊重 教材 ，而不 拘泥 于教 材 ”的理 念 ，灵

活、 创造 性地 使用 好教 材， 从 “ 教教 材” 向“ 用教 材” 转变 。(5 分)

(2)要以 课程 标准 为依 据 ，利用 课程 标准 提供 的弹 性空 间 ，围绕 模块

特定 的内 容，将学 生已 有的 相关 知识 经验 、相关 社会 生活 的新 变化 、相

关史 学研 究新 成果 等进 行整 合 ，即对 教材 内容 进行 有意 识的 开发 、创造 、

丰富 和完 善，使之 更好 地体 现课 程标 准的 有关 要求 ，真正 成为 学生 赖以

拓展 思维 并实 现和 超越 的坚 实平 台。 (5 分 )

三、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每 小题 16 分， 共 48 分 )

29.【参 考答 案】

(1)观点 ：孔 孟儒 学认 为道 德的 核心 是 “仁 ”;主张 舍生 取义 ;注重 理

论与 实践 的统 一。宋明 理学 认为 道德 修养 是治 学做 人的 根本 ;强调 修心 。

(4 分 )

意义 ：有利 于塑 造理 想人 格;有利 于构 建和 谐社 会;有利 于协 调人 际关

系;有利 于改 善社 会风 气 ;有利 于培 养民 族精 神 ;有利 于推 动社 会进 步。 (4

分)

(2)特点 ：吸收 基督 教 、古代 哲学 和启 蒙思 想的 成果 ;注重 道德 与知 识 、

思想 情感 的结 合;强调 理性 和实 践 ，崇尚 自由 、法治 和契 约精 神 。(3 分 )

异同 ：

同： 都主 张“ 仁爱 ”;都注 重道 德的 实践 ;都与 情感 相结 合。 (3 分 )



异： 中国 更注 重道 德中 铬铁 的自 我修 养， 重感 性。 西方 更注 重道 德

的社 会意 义， 重理 性。 (2 分 )

30.【参 考答 案】

(1)教育 叙事 。 (1 分 )教育 叙事 是教 师把 自己 在日 常生 活、 课堂 教学

和教 育实 践中 所发 生的 事件 记录 下来 的文 本资 料 。既可 以把 它看 作是 进

行教 育研 究的 一种 方法 手段 ，也可 以把 它看 作呈 现教 育研 究成 果的 一种

形式 。教 育叙 事是 以讲 故事 的形 式来 呈现 自己 对教 育的 理解 。 (3 分)

(2)它包 括三 方面 的特 点：

①教师 应该 叙述 自己 亲身 经历 过的 或正 在经 历的 事情 。教 育叙 述所

讲的 故事 应该 是真 实的 ，而 且叙 述者 应该 是故 事中 的主 角或 配角 。

②教师 应该 以讲 故事 的形 式来 叙述 自己 的经 历， 强调 情节 ，使 叙述

具有 较强 的可 读性 。

③教师 应该 写出 自己 对经 历的 感悟 和反 思， 不一 定追 求提 升到 很高

的理 论水 平， 但一 定要 有自 己的 初步 想法 。 (每点 4 分， 共 12 分)

31.【参 考答 案】

(1)首先 历史 课堂 提问 要坚 持思 维性 和新 颖性 的原 则 。历史 思维 能力

包括 “是什 么 ?”“ 为什 么 ?”“ 什么 启示 ?”三个 层面 。该 老师 的提 问

仅仅 停留 在了“ 是什 么”的层 次 ，问题 的思 维性 不足 ，老师 没有 提供 足

够的 资料 或引 导学 生进 行相 关探 究活 动认 识历 史规 律 ，使得 历史 课堂 学

习流 于表 面。同时 老师 问题 的新 颖性 也不 足 ，提问 方式 及角 度都 很常 规 ，

不能 够有 效的 刺激 学生 的学 习兴 趣。 (5 分 )



其次 面对 学生 课堂 中的 突然 发问 ，教 师没 有及 时把 握这 一生 成性 资

源，而是 用简 单的 话语 搪塞 过去 ，说明 这位 教师 的教 学机 智还 不够 成熟 。

同时 这一 消极 的应 对行 为会 影响 学生 学习 历史 的兴 趣 ，也不 利于 学生 质

疑能 力和 历史 问题 探究 能力 的培 养。 (5 分 )

(2)课堂 中的 突发 状况 实际 是学 生在 学习 中随 机引 发的 具有 个性 特

征的 生成 性问 题。面对 生成 性问 题，教师 应尽 可能 将学 生的 错误 转化 为

积极 的生 成性 资源 ，学生 作答 错误 时教 师不 必奉 送“真理 ”，也不 能听

之任 之，而应 利用 错误 中的 价值 因素 ，通过 追问 或暗 示，引导 学生 发现

错误 、及时 纠偏 ，从中 领悟 新知 。比如 案例 中的 突发 状况 发生 时 ，教师

可以 适时 引导 学生 针对 刚才 的问 题进 行小 组讨 论， 让学 生自 由发 表观

点，进而 引导 学生 对“ 落后 就要 挨打 ”的观 点形 成正 确认 识 ，同时 抓住

机会 对学 生进 行情 感态 度教 育， 引导 学生 树立 正确 的人 生观 、价 值观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2 分)

32.【参 考答 案】

环节 一： 导入 新课

复习 式导 入。

教师 引导 叙述 回顾 战时 共产 主义 政策 的内 容， 提问 ：战 时共 产主 义

政策 在战 争年 代发 挥了 积极 作用 ，那 么它 能否 使用 于和 平年 代呢 ?顺势

导入 新课 。

【设 计意 图】 复习 式导 入使 学生 在已 知和 新知 之间 建立 起实 质性 的

联系 ，进 而顺 利过 渡到 本节 课。

环节 二： 新课 讲授



(一)背景

教师 展示 战时 共产 主义 政策 消极 影响 的史 料提 问学 生， 你们 能从 史

料中 得出 什么 结论 ?

学生 回答 后教 师总 结： 战时 共产 主义 政策 ，严 重损 害了 农民 与工 人

利益 ，造 成了 社会 经济 与政 治危 机。

(二)内容

在了 解新 经济 政策 的背 景后 ，教 师组 织学 生探 究， 前后 4 人为 一小

组，给学 生们 5 分钟 时间 ，讨论 新经 济政 策的 内容 ，并引 导学 生从 农业 、

工业 、商 业以 及分 配方 面等 分析 。

通过 小组 代表 的回 答， 教师 总结 归纳 ：

农业 方面 ，以 粮食 税代 替余 粮收 集制 。

工业 方面 ，解 除了 对大 部分 小型 企业 和一 部分 中型 企业 的国 有化 ，

将这 些企 业以 出租 的方 式交 给原 来的 业主 经营 ，并允 许私 人开 办小 型企

业， 特别 是一 些中 小企 业， 允许 私人 和外 国资 本家 经营 。

商业 方面 ，允 许自 由贸 易， 恢复 货币 流通 和商 品交 换。

分配 方面 ，实 行按 劳分 配制 。

【设 计意 图】 这部 分内 容比 较枯 燥， 小组 探究 能充 分发 挥学 生的 主

体地 位， 提高 学生 自主 、合 作、 探究 的学 习能 力。

(三)作用

教师 提问 学生 新经 济政 策的 实施 对于 苏俄 有什 么影 响 ?展示 相关 史

料， 引导 学生 得出 结论 。



学生 回答 后，教师 总结 ：新经 济政 策促 进了 经济 的迅 速恢 复 ;有利 于

稳定 政治 形势 ，巩 固了 工农 联盟 ，巩 固了 苏维 埃政 权 ;探索 了一 条适 合

俄国 向社 会主 义过 渡的 正确 道路 ，是列 宁领 导社 会主 义建 设实 践的 伟大

创造 。

【设 计意 图】 史料 教学 法能 提高 学生 归纳 总结 的能 力， 同时 养成 论

从史 出、 史论 结合 的历 史意 识。

环节 三： 小结 作业

小结 ：教 师带 领学 生总 结本 节课 ，重 点强 调新 经济 政策 的内 容。

作业 ：课 下对 比战 时共 产主 义政 策与 新经 济政 策的 异同 。

【设 计意 图】 强调 重点 内容 能强 化学 生的 认识 ，同 时对 比异 同更 加

符合 高中 生的 认知 水平 ，通过 对历 史事 实的 比较 培养 历史 思维 和解 决问

题的 能力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

二的参考答案及解析，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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