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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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据载 ，春秋 时期 ，晋国 铸刑 鼎 ，以法 治国 ，孔子 对此 发表 评论 说 ：

“晋其 亡乎 !失其 度也 。… … 今弃 是度 也 ，而为 刑鼎 ，民在 鼎矣 ，何以 尊

贵?贵何 业之 守?贵贱 无序 ，何 以为 国?”这是 因为 他主 张 ( )。

A.适时 改革 B.宽刑 薄赋 C.贵贱 有序 D.德主 刑辅

2.据统 计，秦代 只有 四十 九个 郡级 政区 ，西汉 增至 一百 零八 个郡 国 ，

中央 直接 管理 有很 多的 困难 。为 解决 这一 问题 ，汉 武帝 ( )。

A.创立 了中 外朝 制度 B.颁布 了“ 推恩 令”

C.设立 十三 州部 刺史 D.实施 了 “左官 律 ”

3.“草堂 留后 世， 诗圣 著千 秋 ”“ 狂到 世人 皆欲 杀， 醉来 天子 不能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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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词 格固 不高 ，但论 音律 谐婉 ，语意 妥帖 ，承平 气象 ，形容 曲尽 ”。

与材 料中 人物 对应 正确 的是 ( )。

A.白居 易、 李白 、辛 弃疾 、李 清照

B.杜甫 、李 白、 辛弃 疾、 柳永

C.白居 易、 李白 、苏 轼、 李清 照

D.杜甫 、李 白、 李清 照、 柳永

4.宋代“ 交子 ”推广 后，时人 感叹 ：夫合 数千 缗之 楮(指纸 币)，虽一

夫可 以将 之，虽万 里足 以致 之，是诚 轻且 便也 。这说 明“交子 ”的推 广

( )。



A.强化 了政 府的 商业 管理 B.便利 了国 家赋 税的 征收

C.保证 了货 币经 济的 稳定 D.降低 了工 商业 运营 成本

5.王安 石变 法中 的青 苗法 、募 役法 和方 田均 税法 在目 的和 作用 上的

相同 之处 有( )。

①加强 对人 民的 控制 ②限制 了官 僚和 地主 的利 益

③增加 了政 府的 财政 收入 ④减轻 了地 主对 农民 的人 身控 制

A.②③ B.①② ③ C.③④ D.②③ ④

6.某中 学举 办历 史剧 表演 活动 ，下 面是 四组 镜头 符合 史实 的是 ( )。

A.《秦 始皇 》中 的百 姓身 穿棉 衣 B.《诸 葛亮 》中 有人 用瓷 碗吃 饭

C.《李 世民 》中 有人 在喝 玉米 粥 D.《康 熙帝 》中 有人 在军 机处 中

7.明朝 后期 ，某 地佃 户将 收获 的好 米换 取银 钱自 用， 劣质 米交 租。

这种 现象 出现 的主 要原 因是 ( )。

A.商业 发展 冲击 农业 B.佃户 人身 依附 关系 弱化

C.佃户 与地 主矛 盾激 化 D.国家 税收 政策 变化

8.马克 思曾 说： “实际 上从 这次 海盗 式的 英中 战争 中取 得实 利的 唯

一强 国是 俄国 ，英国 根据 条约 所得 到的 商业 利益 是很 微小 的 。”马克 思

所说 的“ 战争 ”是 ( )。

A.鸦片 战争 B.第二 次鸦 片战 争

C.甲午 战争 D.八国 联军 侵华 战争

9.1895 年 5 月 9 日， 《申 报》 发表 社评 指出 ： “ 乃台 人共 怀愤 激，

不甘 于倭 人，东省 人民 不闻 有伏 阙上 书，显陈 利害 ，岂朝 廷待 民心 有厚

薄耶 ?” 这说 明( )。



A.清廷 避战 自保 方针 广受 质疑 B.台湾 民众 反日 斗争 引发 共鸣

C.国民 普遍 关注 台湾 战略 地位 D.三国 干涉 还辽 损害 中国 权益

10.史学 家对 太平 天国 后期 重要 领导 人洪 仁玕 的定 位较 高 ，评论 者已

不囿 于太 平天 国的 圈子 ，而 是从 社会 发展 和近 代化 等多 角度 进行 透视 。

这主 要是 看重 他( )。

A.领导 抗击 西方 列强 侵略 B.大力 宣传 民主 共和 思想

C.最早 进行 “ 师夷 ”实践 D.提出 发展 资本 主义 设想

11.李鸿 章认 为：“然欲 自强 必先 理财 ，而议 者辄 指为 言利 ;欲自 强必

图振 作，而议 者辄 斥以 喜事 。”李鸿 章不 畏成 见，敢于“言利 ”的表 现

是( )。

A.创办 江南 制造 总局 B.创办 汉阳 铁厂

C.创办 轮船 招商 局 D.创办 京师 同文 馆

12.有学 者认 为： 辛亥 革命 不仅 完成 了从 王朝 到共 和国 的政 治变 革 ，

它还 完成 了种 种社 会变 革，例如 出现 了新 的社 会集 团和 改変 了旧 的社 会

集团 。据 此对 辛亥 革命 理解 正确 的是 ( )。

A.完成 了社 会转 型 B.实现 了改 朝换 代

C.催生 了社 会新 现象 D.颠覆 了封 建秩 序

13.1935 年 6 月， 蒋介 石指 示兵 工署 署长 俞大 维： “ 凡各 兵工 厂尚

未装 成之 机器 ，应暂 停止 ，尽量 设法 改运 于川 黔两 省 ，并须 秘密 陆续 运

输， 不露 形迹 。” 这说 明蒋 介石 ( )。

A.认识 到民 族危 机日 渐严 重 B.加强 对红 军围 剿的 力度

C.试图 控制 国家 经济 的命 脉 D.加强 对西 南地 区的 控制



14.1913 年， 华资 企业 数量 大幅 增长 ，其 中工 厂数 增加 了 698 家。

上述 现象 出现 的主 要原 因是 ( )。

A.洋务 运动 的发 展对 民族 工业 产生 诱导 作用

B.南京 国民 政府 奖励 发展 实业 的法 令和 措施

C.一战 期间 欧美 列强 放松 对中 国的 经济 侵略

D.辛亥 革命 为民 族工 业发 展扫 除了 一些 障碍

15.1956 年 ，我国 工业 总产 值 642 亿元 ，占工 农业 总产 值的 51.3%，

比 1952 年增 长 84%。其 中生 产资 料工 业产 值占 工业 总产 值的 45.5%，

现代 工业 产值 占工 业总 产值 的 71.6%。这 些数 据说 明( )。

A.国民 经济 比例 严重 失调 B.贯彻 了优 先发 展重 工业 的方 针

C.我国 已基 本实 现工 业化 D.全国 掀起 了 “三大 改造 ” 高潮

16.在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成立 70 周年 即将 到来 之际 ，某 班决 定以 “实

现中 华民 族伟 大复 兴”为主 题布 置纪 念展 览。以下 是他 们准 备的 部分 展

览资 料， 时间 排序 正确 的是 ( )。

①十一 届三 中全 会召 开 ② 恢复 高考 制度

③“ 双百 ”方针 正式 提出 ④邓小 平发 表南 方谈 话

⑤香港 、澳 门回 归祖 国 ⑥ 人民 代表 大会 制度 正式 确立

A.⑥③ ①② ⑤④ B.③② ⑥① ④⑤ C.③⑥ ①② ⑤④ D.⑥③ ②① ④

⑤

17.有学 者评 价古 雅典 文明 时说 ：“ 这里 没有 臃肿 的官 僚体 制，没有

庞大 的皇 室家 族， ”其理 由是 古雅 典 ( )。

A.广大 平民 居于 统治 地位 B.广大 居民 能够 平等 相处



C.农业 和海 外贸 易较 发达 D.民主 政治 的形 成和 发展

18.罗马 《十 二铜 表法 》的 颁布 对贵 族来 说无 疑是 一次 沉重 的打 击 ，

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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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法 律的 颁布 ( )。

A.推动 了罗 马立 法工 作的 开展 B.加速 了罗 马奴 隶制 的瓦 解

C.推动 了罗 马帝 国的 经济 发展 D.废除 了罗 马的 债务 奴隶 制

19.16—18 世纪 ，在美 洲大 陆出 现了 许多 构词 方式 为“新× ×× ”的

地名 ，如：新西 班牙 、新法 兰西 、新奥 尔良 、新尼 德兰 、新阿 姆斯 特丹

等。 这一 现象 的根 源是 ( )。

A.新兴 城市 大量 出现 B.一系 列新 国家 的建 立

C.欧洲 人聚 居在 一起 D.欧洲 殖民 者掠 夺美 洲土 地

20.第二 次工 业革 命促 进了 大企 业时 代的 到来 。这 一时 代 ( )。

①生产 效率 进一 步提 高 ② 企业 的所 有权 和经 营权 开始 分离

③生产 和资 本出 现高 度集 中 ④ 重工 业成 为整 个工 业的 主导

A.①② ③④ B.①② ③ C.②③ ④ D.①③ ④

21.卢梭 是欧 洲启 蒙运 动时 期法 国杰 出的 思想 家。 下列 对他 的评 述 ，

正确 的是 ( )。

①提倡 自然 权利 说和 开明 专制 ，是 法国 启蒙 运动 的领 袖

②提出 三权 分立 说， 是资 产阶 级国 家学 说和 法学 理论 奠基 人

③提倡 共和 政体 ，被 称为 人民 主权 的捍 卫者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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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③④ B.②③ C.①④ D.①②



22.20 世 纪 30 年代 美苏 两国 在经 济体 制的 创新 和调 整方 面都 取得 了

较大 的成 就， 以下 相关 表述 ，比 较合 理的 是 ( )。

A.苏联 的工 业化 建设 取得 巨大 成就 ，曾 一度 超过 美国

B.二者 都采 用了 政府 和市 场的 力量 促进 经济 发展

C.苏联 确立 了计 划经 济体 制， 美国 开创 了政 府大 规模 干预 经济 的新

模式

D.苏联 人民 生活 水平 极大 提高 ，而 美国 人民 因经 济危 机导 致生 活水

平极 大下 降

23.普通 高中 历史 课标 要求 学生 进一 步认 识历 史发 展中 重大 历史 问

题， 这里 所讲 的重 大历 史问 题包 括 ( )。

①重要 历史 人物 ②历史 题材 影视 作品

③重要 历史 事件 ④重要 历史 现象 和历 史发 展基 本脉 络

A.①② ③ B.②③ ④ C.①③ ④ D.①② ④

24.法国 历史 学家 雅克 · 勒高 夫认 为： “历史 不仅 是君 主和 大人 物的

历史 ，而 且还 是所 有人 的历 史。 ”与其 持相 近观 点的 史学 著作 是 ( )。

A.《史 通》 B.《资 治通 鉴》

C.《文 史通 义》 D.《中 国史 叙论 》

25.将教 学内 容概 括浓 缩，并以 连接 线勾 连内 容要 里，形成 关系 框图 ，

这种 板书 是( )。

A.纲要 式板 书 B.图示 式板 书 C.表格 式板 书 D.线索 式板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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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简述 秦始 皇巩 固统 一的 措施 。 (10 分)



27.应该 从哪 些角 度评 价中 学生 历史 手抄 报 ?(10 分)

28.新课 程标 准下 高中 历史 教材“一标 多本 ”不再 具有 唯一 性，面对

这状 况你 认为 在历 史教 学中 应如 何处 理好 课程 标准 与教 材之 间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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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 分 )阅读 材料 ，完 成下 列问 题。

材料 一 儒家 一直 比较 重视 道德 修养 问题 。前期 儒学 以孔 子和 孟子 为

代表 ，在人 的道 德修 养方 面，提出 并建 立了 以“仁 ”为核 心的 道德 规范

体系 ，主 张“ 仁者 爱人 ”;在人 生价 值的 选择 上， 主张 威武 不能 屈、 富

贵不 能淫 、杀 身成 仁、 舍生 取义 ;在道 德修 养方 法上 ，则 注重 道德 理论

与道 德实 践、道德 意识 与道 德行 为的 统一 。后期 宋明 理学 家把 道德 修养

作为 治学 做人 的根 本，主张“学以 至圣 人 ”，要求 自己 和他 人能 够把 圣

人作 为学 习的 榜样 ，以圣 人的 人格 为导 向 ，在精 神上 不断 地努 力，完善

自己 的道 德品 质。同时 注重 个体 内在 情感 的调 节 ，要求 个体 在做 任何 事

情的 时候 ，都要 保持 心灵 的平 静 ，保持 一颗 冷静 清晰 的头 脑，以期 冀达

到一 种有 涵养 的人 格。

材料 二 西方 现代 的道 德观 念是 从基 督教 伦理 道德 的基 础上 发展 起

来，兼而 吸收 了古 代哲 学的 道德 理论 ，并以 近代 三大 著作 为依 托，建立

了一 套相 对完 整的 道德 体系 。基督 教的 精神 内核 实际 上也 是“仁 ”，即

博爱 世人 ;而古 代西 方人 的道 德观 则特 别注 重与 知识 、思想 情感 的结 合 。

苏格 拉底 提出 智慧 即德 行，亚里 士多 德则 更注 重美 德与 人类 思想 情感 的

结合 ，强调 知与 行的 统一 。他们 从人 性角 度出 发 ，用知 识与 理性 来实 践

道德 ;三大 著作 中， 《国 富论 》在 经济 上用 “看不 见的 手 ”兴起 了资 本



主义 的自 由市 场经 济;《论 法的 精神 》在 法律 上确 立了 法律 的神 圣地 位

和三 权分 立原 则;《社 会契 约论 》在 思想 上从 “ 人生 而自 由” 的基 础出

发提 出了 政治 上的 “契约 自由 ” 。

(1)根据 材料 一和 所学 知识 ，指出 孔孟 儒学 和宋 明理 学在 道德 修养 上

的不 同观 点， 并分 析儒 家道 德修 养观 的社 会意 义。 (8 分 )

(2)根据 材料 二和 所学 知识 ，概括 西方 现代 道德 观的 特点 ，并比 较西

方现 代道 德观 与中 国传 统儒 家道 德观 的异 同。 (8 分 )

30.(16 分 )下面 是某 教师 撰写 的文 章片 断， 阅读 并回 答问 题：

我买 了两 台录 像机 ，普通 家庭 一台 录像 机就 够用 了，我却 买了 两台 。

一台 录制 电视 节目 ，一台 用来 进行 简单 对录 剪辑 。我还 买了 100 多盒 空

白录 像带 和一 台 3000 元的 照相 机来 拍摄 教学 幻灯 片。 现在 VCD 技术

媒体 出现 了，我马 上注 意到 了这 个媒 体，购买 了 70 多张 历史 题材 的 VCD

片。 1992 年， 我将 自己 积累 的 400 多部 片和 资料 馆的 2000 多部 片，

在广 州市 电教 馆编 制了 一套 《中 国古 代、 近代 、现 代历 史教 学录 像片 》

22 盒， 完成 了我 多年 的夙 愿。 像《 南京 大屠 杀》 ，教 师是 很难 去展 示

这一 史实 的，我却 用纪 录片 和故 事片 编制 合成 了 4 分钟 的录 像片 。用纪

录片 去说 明“南京 大屠 杀 ”的史 实性 ，用故 事片 去渲 染战 争的 残酷 ，去

再现 挣扎 的生 命。从机 枪的 扫射 到人 体靶 子，每一 个镜 头都 在呼 喊着 制

止法 西斯 的残 暴，都在 呼喊 着对 生命 的热 爱 。仅仅 4 分钟 ，它震 撼了 学

生的 心灵 ，学 生流 下了 眼泪 ，历 史的 德育 功能 也在 这 4 分钟 里生 效了 。

为了 这 4 分钟 ，我整 整编 辑了 4 个小 时。我曾 经在 广州 音像 出版 社看 到

了 8 盒《马可 ，波罗 行记 》电视 系列 片 ，我马 上租 了回 家，一集 一集 观



看、记录 ，花了 8 个多 小时 ，最后 才编 出了 8 分钟 的教 学片 。如今 ，这

22 盒全 套录 像片 ，实 现了 历史 教师 按简 单程 序进 行录 像教 学的 要求 。

请回 答： (1)上述 材料 体现 出哪 种教 学反 思方 法 ?(4 分)

(2)这种 教学 反思 方法 有何 特点 ?(12 分 )

31.(16 分 )以下 为高 中历 史必 修一 《鸦 片战 争》 课堂 教学 实录 片段 。

请认 真阅 读， 然后 答题 。

师： 经过 了上 面的 学习 ，请 同学 们归 纳一 下鸦 片战 争中 国战 败的 原

因有 哪些 ?

生： 中国 政治 腐败 ，国 力衰 弱 … …

师： 归根 结底 是什 么?

生： 中国 的落 后。

师： 因此 ，我 们可 以得 出怎 样的 一个 规律 ?

生： 落后 就要 挨打 。

师： 对， 说的 真好 。

生： (突然 举手 发问 )那不 是意 味着 今天 的非 洲落 后了 ，我 们强 大了 ，

中国 就可 以攻 打非 洲?大街 上的 乞丐 ，我 们就 可以 任意 欺凌 ?

师： (略显 尴尬 )这个 问题 不是 今天 我们 讨论 的范 围。

(1)如何 评价 这位 教师 的做 法 ?(10 分)

(2)你认 为该 如何 正确 处理 课堂 中的 突发 状况 ?(6 分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2 分)

32.(22 分 )根据 下列 材料 ，按 要求 完成 教学 设计 任务 。



材料 一 《普通 高中 历史 课程 标准 (实验 )》规定 ：了解 俄国 国内 战争

后苏 维埃 政权 面临 的形 势，认识 战时 共产 主义 政策 向新 经济 政策 转变 的

必要 性。

材料 二 课外 摘录

国内 战争 结束 后， 苏俄 继续 执行 “战时 共产 主义 ” 政策 ，引 发了 严

重的 经济 和政 治危 机。 1921 年 2 月， 苏俄 一个 海军 基地 发生 兵变 。这

一事 件引 起列 宁等 人的 高度 重视 ，他 们决 定调 整政 策。

同年 3 月， 俄共 (布 )第十 次全 国代 表大 会召 开。 会议 通过 了《 关于

以实 物税 代替 余粮 征集 制》的决 议，决定 以粮 食税 代替 余粮 征集 制 ，规

定农 民在 交纳 粮食 税后 ，剩下 的粮 食由 自己 支配 。此后 ，政府 还解 除了

大部 分小 企业 和一 部分 中型 企业 的国 有化 ，允 许私 人开 办小 企业 ;对一

些国 家暂 时无 力开 发的 矿产 、森林 、油田 等 ，政府 以租 让的 方式 让外 国

资本 家经 营;改变 由国 家垄 断贸 易的 做法 ，恢 复货 币流 通和 商品 交换 ;废

除实 物分 配制 。这 一系 列政 策被 称为 “新经 济政 策 ”。

新经 济政 策的 实施 ，提 高了 人民 的生 产积 极性 促进 了经 济的 迅速 恢

复，有利 于稳 定政 治形 势 。到 1925 年，苏联 国民 经济 的恢 复工 作基 本

完成 。

要求 ：

根据《普通 高中 历史 课程 标准 (实验 )》要求 和课 文内 容，设计 出相 关

的教 学过 程， 包括 教学 环节 、教 师活 动和 学生 活动 ，并 说明 设计 意图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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