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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高分题库修订说明 

第一章 

第一节 

选择题第 4 题【答案正确，解析中有错误】题目 P3 答案 P3 

ACD 和“我国最早种植水稻”无关，故选 B。 

正确解析应为：ABD 和“我国最早种植水稻”无关，故选 C。 

选择题第 18 题【答案正确，选项对应解析搞混】题目 P5 答案 P4 

正确解析应为：题干大意是说尧知道他儿子丹朱不成器，没有资格把天下交给他，所以

把权力给了舜，可见这符合禅让制传位于贤能之人的特点，故 B 符合题意。世袭制是指在

家族内部世代相沿，如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与题干中尧不传位儿子丹朱而是传位舜不符，

故 A 不符合题意。宗法制是强调血缘关系的亲疏，与题干中尧不传位儿子丹朱而是传位舜

不符，故 C 不符合题意。等级制是西周时期依据宗法制的分封制形成的，与题干不符，故

排除 D 项。 

选择题第 19 题【答案正确，选项对应解析搞混】题目 P5 答案 P4 

正确解析应为：题目的关键词是第一手资料；神话传说属于没有可靠的来源，属于第二

手资料，排除 A；史书记载也是属于第二手资料，排除 B；学者推断，毕竟是一种推断而已，

不能算是一手资料，排除 C；考古发掘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属于第一手资料，符合题意。 

选择题第 24 题【答案正确，选项对应解析搞混】题目 P5 答案 P5 

正确解析应为：①项距今约 170 万年的是元谋人，故①项不符题意；②项北京人生活于

北京周口店，故②项符合题意；③项北京人的身高平均为 157 厘米，上肢与现代人相似，下

肢较上肢略长，能够直立行走，故③项符合题意；④项能够人工取火的是山顶洞人；由此分

析②③符合题意，故答案为 B。 

第二节 

选择题第 8 题【答案正确，选项对应解析搞混】题目 P9 答案 P7 

正确解析应为：从题干中“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

子”可以看出商代的王位继承尚未形成比较规范的制度，王子不分嫡庶，都有继位的资格，

弟弟也有继位资格，因此容易造成统治集团的权力纷争，故 D 项正确。宗法制是以嫡长子

继承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分封制互为表里，材料中嫡长子继承制还没有确立，故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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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体现；商朝时期分封制还未确立，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使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于严密，

这一时期的政权还是松散的，故 B 项说法错误；统治集团的权力纷争不利于社会稳定，故

C 项错误。 

选择题第 11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10 答案 P7 

正确解析应为：西周分封制下，诸侯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不能稳定周天子的统治，

故 A 项错误；分封制下，周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比较弱，故 B 项错误，材料主要讲述

的是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对周边地区进行文化渗透，故 C 项错误；依据材料可知，西周诸侯

王进行武力兼并的同时，对被兼并的地区进行文化渗透，从而传播了周王朝代表的中原文化，

故 D 项正确。 

第三节 

选择题第 15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21 答案 P14 

正确解析为：材料强调秦始皇废分封制，下层官员不靠世袭，均由皇帝直接任免，打破

官员任用上的血缘标准，这从本质上说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故选 D。 

选择题第 33 题【答案正确，解析和选项不对应】题目 P24 答案 P16 

B、C 选项的解析修改为：B 项，火药出现在唐朝时期；C 项，指南针最早是在战国时

期出现，当时叫“司南”，之后在宋朝制成了指南针。 

填空题第 7 题【答案错误】题目 P26 答案 P18 

卫青霍；去病  正确答案应为： 卫青；霍去病 

第四节 

选择题第 17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33 答案 P21 

C，正确答案为：D 

第五节 

填空题第 4 题【答案错误】题目 P45 答案 P27 

坊市， 正确答案为： 坊；市 

填空题第 7 题【答案错误】题目 P45 答案 P27 

房玄龄；杜如晦；房谋；杜断，正确答案为：房玄龄；杜如晦；房谋杜断 

第六节 

选择题第 29 题【答案正确，解析不准确】题目 P55 答案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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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农业、手工业大大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所以答案选 D。 

正确解析应为：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表现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出现并日益增加。

由于宋朝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表现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出现并日益增多。D 项，城市手

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宋元风俗画的产生原因，符合题意。 

第七节 

选择题第 14 题【答案正确，解析补充】题目 P68 答案 P37 

军机处撤销于乾隆时期。 

正确解析为：雍正时期创立军机处；乾隆继位后，当年十月，废除军机处，改设“总理

事务处”，但不久又因为实际需要于乾隆二年十一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所以本题选 D。军

机处正式撤销是在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后。 

第二章 

第一节 

选择题第 10 题   题目 P84 答案 P44 

（以防部分人不清楚题中“教案”的意思，特此说明） 

晚清时期，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排斥，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洋

教运动，称为教案。 

第二节 

选择题第 4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93 答案 P49 

正确答案为：D。 

正确解析为：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天京，标志着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政权，故 D 项正确；

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标志，故 A 项错误；永安整顿建制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步

建立政权的标志，故 B 项错误；C 项明显不符合题意，应排除。 

第四节 

选择题第 14 题【答案正确，解析中有错误】题目 P105 答案 P55 

解析应改为：辛亥革命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实现把中国人变为国家的主

人，故 A 项错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除了中国的封建势力，

故 B 项错误；辛亥革命没有建立了独立自主、民主共和的新社会，故 C 项错误；辛亥革命

推动了中国社会变迁和民族进步，故 D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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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选择题第 1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20 答案 P61 

A，正确答案应为：AC。五四运动和文艺复兴都带有反封建的色彩，所以 AC 项都是

正确的。 

选择题第 11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122 答案 P62 

正确解析应为：材料出自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的“越级”通电，通过越级通电的

内容可以看出，吴佩孚赞扬学生的爱国行为，说明学生爱国行为不仅影响其他阶层的人，还

影响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了，可见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故 D 项正确。材

料信息无法体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精神、五四运动反帝不反军阀，排除 AB。材料信息没

有涉及工人罢工，排除 C。 

选择题第 24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24 答案 P63 

D，正确答案为：C 

第八节 

选择题第 8 题【答案正确，解析修改】题目 P138 答案 P69 

正确解析应为：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体现了不同背

景下中共实行不同的阶级政策，这一改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断扩大，故 A 项正

确。全面抗战的思想路线制定于七七事变之后，B 项排除；材料中指出名称的变化是为了扩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C 项不符合题意；中共中央这一政策的转变有利于壮大抗日力

量，并非“左”倾错误的发展，D 项不符合题意。 

第三章 

第一节 

选择题第 10 题【答案正确，解析对应错误】题目 P155 答案 P79 

正确解析应为：据“到北平刚好碰到这个划时代的会议召开……民族资产阶级这次不仅

参加了人民政协……我们今后应当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可知是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型国家的架构，会议决

定改北平为北京，A 项正确；1953 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开展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与“北平”不符，C 项错误；1956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但与“北平”不符，B 项错误；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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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与“北平”不符，D 项错误。 

第二节 

选择题第 2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61 答案 P81 

A，正确答案为：C。解析中的“因此选择 A”改为“因此选择 C”。 

第四章 

第一节 

选择题第 1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192 答案 P94 

D，正确答案应为：B。解析中的“故 D 项正确”改为“故 B 项正确”。 

第二节 

选择题第 14 题【答案正确，B 选项对应解析错误】题目 P197 答案 P97 

正确的解析为：根据材料中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拥有绝对的处决权，说明罗马法维护债

权人的利益，实行债务奴役制度，A 项正确；题中未提及奴隶制相关，B 选项不符合题意；

材料中未涉及成文法和习惯法，C 项错误；材料中强调的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力，并没有

强调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故 D 项错误。 

选择题第 15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197 答案 P97 

正确解析为：材料信息强调《十二铜表法》有利于防止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新的

法律，可以给予一般平民较大的安全感和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说明《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打破了原来贵族对法律的随意制定和任意解释的权利，所以选择 D 项。公民大会是雅典的

机构，排除 A 项；B 项的“平等”不符合史实，平民是不可能与贵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权的；

C 项不正确，《十二铜表法》仍然包含很多维护贵族特权的条款。故选 D。 

第六章 

第五节 

选择题第 12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290 答案 P136 

正确解析为：柏林墙是美苏都最看重的棋子，表明柏林处于美苏“冷战”的最前线，D

项正确；柏林墙是“冷战”的重要表现，A 项不正确；B 项不符合史实；当时德国是个分裂

国家，C 项说法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