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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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乐记 》说 ：“ 同则 相亲 ，异则 相敬 … … 礼义 立则 贵贱 等矣 ，乐文

同则 上下 和矣 … …乐至 则无 怨。 礼至 则不 争 ”这则 材料 对 “乐 ”的理 解

最准 确的 是( )。

A.体现 贵贱 有序 B.体现 民主 观念 C.维系 社会 和谐 D.注重 音乐 熏

陶

2.秦始 皇始 置，权重 而秩 尊 。西汉 沿置 ，以监 察、执法 为主 要执 掌 ，

位上 卿。 此官 职应 该是 ( )。

A.丞相 B.太尉 C.御史 大夫 D.郡守

3.唐朝 出现 了结 构更 为完 备， 可根 据实 际需 要， 改变 牵引 点高 低，

控制 耕土 深浅 的农 业生 产工 具。 它是 ( )。

A.耦犁 B.曲柄 锄 C.曲辕 犁 D.翻车

4.有学 者指 出： “中国 古代 君主 专制 的大 环境 下， 也曾 出现 过 ‘民

主’ 的因 子。 ”下列 最能 体现 “ 民主 因子 ”的是 ( )。

A.明太 祖废 除丞 相 B.唐代 政事 堂中 “ 群相 议政 ”

C.元朝 设 “流动 的中 书省 ” D.清代 军机 大臣 “跪受 笔录 ”

5.宋《 梦粱 录》 记载 ：“ 虽陋 巷贫 窭之 人， 解衣 市酒 ，勉 强迎 欢，

不肯 虚度 。此夜 天街 卖买 ，直到 五鼓 ，玩月 游人 ，婆娑 于市 ，至晚 不绝 。

盖金 吾不 禁故 也。 ”主要 反映 这一 时期 ( )。

A.民间 的奢 靡风 气盛 行 B.城市 功能 的日 益完 善



C.坊市 的管 理彻 底取 消 D.私商 成为 商人 的主 体

6.北宋 仁宗 时， 传闻 曾经 有地 方官 在 “ 盗贼 ”临城 时放 弃抵 御， 开

城犒 赏。 这则 传闻 最能 反映 ( )。

A.宋代 存在 严重 的官 贼勾 结现 象 B.宋代 的地 方政 权军 事实 力弱 小

C.北宋 阶级 矛盾 极度 尖锐 D.北宋 地方 长官 不懂 军事

7.明清 时期 有思 想家 认为 ，君 臣的 职责 都是 为天 下服 务， 君臣 是共

治天 下的“师友 ”，彼此 的关 系是 相互 唱和 、共同 协力 。据此 推断 ，该

思想 家( )。

A.要求 恢复 三省 六部 制 B.主张 限制 君主 专制

C.倡导 实行 君主 立宪 制 D.反对 废除 宰相 制度

8.蒋廷 黻说 ，道 光年 间的 中国 人， 完全 不懂 国际 公法 和国 际形 势，

所以 他们 争所 不当 争， 放弃 所不 应当 放弃 的 … … 文中 “争所 不当 争 ”是

指( )。

A.协定 关税 B.五口 通商 C.治外 法权 D.公使 驻京

9.左宗 棠曾 说：“臣愚 以为 欲防 海之 害而 收其 利 ，非整 理水 师不 可 ，

欲整 理水 师， 非设 局监 造轮 船不 可。 ”为此 他创 办了 ( )。

A.天津 机器 制造 局 B.江南 制造 总局 C.福州 船政 局 D.上海 轮船 招

商局

10.有学 者认 为，康有 为“ 不简 单抛 弃传 统，而以 西方 近代 精神 重新

解释 传统 ，努 力实 行传 统的 创造 性转 化 ” 。该 学者 意在 说明 康有 为( )。

A.借学 习西 方维 护皇 权专 制 B.借助 维新 变法 解释 传统

C.以近 代文 化批 判传 统文 化 D.利用 传统 以实 现近 代化



11.三民 主义 思想 的核 心是 ( )。

A.民族 主义 B.民权 主义 C.民生 主义 D.暴力 革命

12.毛泽 东在 评价 某次 历史 事件 时说“这时 ，中国 无产 阶级 ，由于 自

己的 长成 和俄 国革 命的 影响 ，已经 迅速 地变 成了 一个 觉悟 了的 独立 的政

治力 量了 … … ”他是 在评 价( )。

A.辛亥 革命 B.五四 运动 C.北伐 战争 D.南昌 起义

13.1937 年 8 月 ，中国 国民 政府 发表《自卫 抗战 声明 书 》，宣布“实

行自 卫， 抵抗 暴力 ”“ 维护 领土 主权 ”。这 一声 明 ( )。

A.标志 着中 国全 民族 抗战 正式 开始 B.促成 了世 界反 法西 斯联 盟的

建立

C.推动 了抗 日民 族统 一战 线的 形成 D.反映 了中 日间 民族 矛盾 开始

上升

14.有人 认为 1956 年是“非同 寻常 的一 年 ”。在这 一年 ，新中 国所

取得 的主 要成 就有 ( )。

①基本 完成 三大 改造 ，确 立了 社会 主义 公有 制

②建设 社会 主义 道路 的理 论探 索取 得了 初步 成果

③基本 完成 国民 经济 调整 的各 项任 务

④人民 公社 体制 在全 国普 遍建 立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5.1990 年擅 长打 桥牌 的邓 小平 在改 革开 放的 十字 路口 打出 了一 张

“中国 王牌 ”，用实 际行 动打 消了 国内 外对 中国 是否 继续 改革 开放 的疑



虑，也回 答了 中国 将以 何种 步伐 推进 社会 主义 事业 的问 题 。这张“ 王牌 ”

是( )。

A.设立 深圳 经济 特区 B.开发 上海 浦东

C.开放 海南 经济 特区 D.宣布 珠三 角为 经济 开放 区

16.中美 建交 以来 ，两国 关系 多次 出现 波折 ，但经 双方 努力 ，又使 双

方关 系得 到恢 复和 发展 ，导 致这 种现 象的 主要 原因 是 ( )。

A.中美 双方 存在 广泛 的共 同利 益 B.中美 双方 的矛 盾已 得到 彻底 解

决

C.中美 双方 虽有 分歧 但无 根本 利害 冲突 D.社会 制度 和意 识形 态的

差别 正在 消失

17.在公 元前 399 年，雅典 民主 法庭 以 281：220 的投 票结 果判 处苏

格拉 底死 刑。当时 的民 主法 庭被 少数 不良 分子 所控 制 ，民众 大多 是农 民

及市 井小 人。 这暴 露了 雅典 民主 政治 的弊 端是 ( )。

A.妇女 和外 邦人 被排 除在 民主 殿堂 之外

B.它成 为雅 典奴 隶主 专政 的手 段

C.素养 低下 的人 享有 国家 管理 权危 害人 民

D.它只 适用 于小 国寡 民的 城邦

18.16 世纪 到 l8 世纪 中期 ，欧 洲列 强的 殖民 扩张 导致 了世 界市 场的

拓展 。下 列对 这一 阶段 殖民 活动 的表 述正 确的 是 ( )。

①武力 征服 是其 主要 扩张 手段

②商品 经济 发展 和资 本主 义产 生是 其主 要推 动力

③采用 商业 殖民 方式 ，建 立殖 民贸 易公 司



④殖民 者对 殖民 地进 行野 蛮掠 夺、 屠戮 和不 平等 的贸 易

A.①② B.①② ③ C.①② ③④ D.②③ ④

19.伏尔 泰认 为“ 在这 个社 会里 ，既无 土地 又无 房屋 的人 难道 也应 该

有选 举权 吗?… … 当黎 民被 容许 议论 (国事 )的时 候，一切 都将 毁灭 。”这

表明 伏尔 泰( )。

A.强调 天赋 人权 B.保留 社会 等级 C.主张 政治 D.维护 私有 制

20.资产 阶级 代议 制的 主要 特征 是选 举和 议会 立法 。下列 有关 英 、美 、

德、 法四 国代 议制 的叙 述， 正确 的是 ( )。

A.《德 意志 帝国 宪法 》规 定帝 国议 会代 表由 普选 产生

B.美国 1787 年宪 法规 定参 议员 根据 各州 人口 比例 选出

C.光荣 革命 后英 国议 会的 下院 议员 由国 王任 命

D.法国 1875 年宪 法规 定参 议院 通过 直接 选举 产生

21.20 世纪 30 年代 ，斯 大林 提出 了“ 贡税 ”论， 实行 义务 交售 制 ，

让农 民在 出售 农产 品时 少得 一些 钱 ，而购 买工 业品 时又 多付 一些 钱 。该

理论 ( )。

A.是工 业化 的必 然产 物 B.体现 出斯 大林 的发 展战 略

C.利于 农业 的持 续发 展 D.延续 了新 经济 政策 的精 神

22.在第 二次 世界 大战 的过 程中 ， 1943 年是 影响 巨大 的一 年。 这一

年( )。

①斯大 林格 勒战 役胜 利 ② 敦刻 尔克 大撤 退

③美英 盟军 西西 里岛 登陆 ④中途 岛海 战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23.倡导 进行“史界 革命 ”，建立 新史 学 ，重写 中国 史的 近代 史学 家

是( )。

A.刘知 幾 B.章学 诚 C.严复 D.梁启 超

24.中国 古代 史学 发达 ，史籍 浩瀚 ，但对 史学 本身 进行 理论 总结 的著

作却 不多 见。 以下 作品 中， 属于 后者 的是 ( )。

A.《史 记》 B.《汉 书》

C.《资 治通 鉴》 D.《史 通》

25.李老 师通 过下 表来 讲授 新航 路开 辟， 这种 教学 方法 是 ( )。

A.谈话 法 B.讲读 法 C.图表 法 D.阅读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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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简要 说明 卢梭 的思 想及 启蒙 运动 的影 响。 (10 分 )

27.简述 如何 充分 开发 历史 课程 的各 种资 源 ?(10 分)

28.说明 使用 档案 袋评 价的 注意 事项 。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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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要 求。

材料 一 清初 建立 的历 代帝 王庙 ，除了 供奉 三皇 五帝 以来 的历 代开 业

帝王 外，还增 入辽 太祖 、金太 祖 、明太 祖等 皇帝 进行 祭祀 ，康熙 帝将 宋

朝以 来“敬天 法祖 、勤政 爱民 ”的统 治家 法作 为治 国政 纲，乾隆 帝更 是

提出“中华 统绪 ，绝不 断线 ”的观 点。康熙 帝还 专程 前往 曲阜 瞻拜 孔庙 ，



重用 李光 地等 儒臣 ，乾 隆帝 时编 订出 版了 汇通 各族 文字 的书 籍和 词典 。

针对 “华夷 之辨 大于 君臣 之伦 ” ，雍 正帝 驳斥 道： “自我 朝入 主中 土 ，

君临 天下 ，并蒙 古极 边诸 部落 俱归 版图 ，是中 国之 疆土 开拓 广远 ，乃中

国臣 民之 大幸 ，何 得尚 有华 夷中 外之 分论 哉 !”

— —摘编 自常 建华 《国 家认 同： 清史 研究 的新 视角 》等

材料 二 自鸦 片战 争以 来，“亡国 灭种 ”的遭 遇使 得原 有的 国家 认同

不断 被摧 毁， 这极 大地 引发 了人 们的 思考 。梁 启超 认为 ， “ 夫所 谓… …

元、 明、 清者 ，则 皆朝 名耳 。朝 也者 ，一 家之 私产 也 ;国也 者， 人民 之

公产 也””，只有 建立 一个 君主 立宪 的民 族国 家 ，并致 力于 开启 、培养

国民 与此 相应 的国 家认 同感 ，中国 方可 立于 世界 民族 国家 之林 。革命 派

提出 ，中国 在“异种 残之 ，外邦 逼之 ”情况 下，建立 起一 个现 代民 族国

家“ 殆不 可以 须臾 缓”。辛亥 革命 成功 后 ，孙中 山一 再强 调“ 今日 中华

民国 成立 ，满 、汉、蒙 、回 、藏五 族合 为一 体”，各族“ 皆得 享共 和之

权利 ，亦当 尽共 和之 义务 ”。辛亥 革命 后期 ，许多 民族 主义 者将“ 中华

民族 ”进行 重新 阐释 ，赋 予其 “ 中华 民国 境内 所有 民族 ”的新 内涵 。

— —摘编 自暨 爱民 《百 年凝 聚： 近代 中国 民族 国家 的认 同建 构》

(1)根据 材料 一， 概括 清朝 前期 统治 者为 实现 国家 认同 采取 的举 措 ，

并结 合所 学知 识分 析采 取这 些举 措的 背景 。 (8 分)

(2)根据 材料 一 、二并 结合 所学 知识 ，说明 与清 朝前 期相 比，近代 民

族国 家认 同建 构的 突出 特点 ，并 简析 其历 史意 义。 (8 分 )

30.(16 分 )以下 是某 教师 在讲 授《从汉 至元 政治 制度 的演 变 》一课 时

发生 的意 外事 件。



教师 正在 绘声 绘色 地讲 着课 。突 然， 一位 学生 站起 来， 手里 举着 一

本书 说： “老师 ，刘 欣在 看小 说。 ”“ 把书 还给 我 !” 刘欣 满脸 涨得 通

红， 企图 把书 抢回 来。 “就不 给 !” 教师 严肃 地走 下讲 台拿 过书 。他 发

现书 名是《 明朝 那些 事儿 》，不禁 有点 惊讶 。没想 到学 生中 有人 会对 历

史感 兴趣 ，居 然还 是一 位女 生 !教师 知道 她很 好强 ，简 单的 惩罚 必然 适

得其 反， 何况 这是 一个 值得 教师 心中 “暗喜 ” 的违 纪行 为?

请回 答：

(1)意外 发生 前， 教师 采用 的是 哪种 学习 策略 ?意外 发生 后， 教师 为

何“ 暗喜 ”?(6 分)

(2)你如 果遇 到相 同的 意外 事件 ，会 作何 处理 ?请说 明这 样处 理的 用

意。 (10 分 )

31.(16 分 )下面 是某 教师 在讲 授新 航路 开辟 影响 时的 教学 过程 。

师： 请同 学们 再来 想一 想， 新航 路开 辟的 完成 会产 生什 么影 响呢 ?

(生阅 读资 料并 思考 问题 )

(l)1520 年， 一位 萨克 森商 人在 里斯 本买 到了 许多 玉米 回去 赚了 大

钱， 他讲 “要感 谢上 帝 … … ”，另 一位 商人 说他 还要 感谢 ( )。

A.西欧 一些 特色 农业 区的 资本 家种 出了 玉米

B.葡萄 牙商 人从 摩洛 哥运 回了 玉米

C.阿拉 伯人 从非 洲运 来了 玉米

D.葡萄 牙人 从美 洲运 来了 玉米

(2)在当 时， 非洲 的咖 啡为 什么 会出 现在 美洲 人的 餐桌 上 ?

(3)美洲 的土 著居 民是 什么 人 ?黑人 是不 是自 古就 生活 在美 洲陆 上?



请同 学们 想一 想， 以上 三则 资料 反映 了一 个什 么问 题 ?

(学生 分组 讨论 ，各 抒己 见)

师： 玉米 的原 产地 在哪 里?是通 过什 么渠 道来 到欧 洲的 ?非洲 的咖 啡

是通 过什 么渠 道到 达美 洲的 ?生长 在非 洲的 黑人 为什 么去 了美 洲 ?

请大 家阅 读课 本第 58-59 页， 总结 归纳 新航 路开 辟产 生的 影响 。

(1)对西 欧 ：引发 了商 业革 命，促成 了西 欧在 商业 经营 方式 上的 重大

转变 。

(2)对美 洲 ：美洲 传统 社会 遭到 灭顶 之灾 ，但为 欧洲 的资 本原 始积 累

作出 了重 要贡 献。

(3)对非 洲 ：非洲 成为 欧洲 人猎 获黑 人奴 隶的 场所 ，罪恶 的黑 奴贸 易

开始 。

(4)对亚 洲 (最初 )：欧 洲殖 民者 最初 在亚 洲侵 占一 些大 陆沿 岸据 点、

和岛 屿， 白银 的大 量流 入也 刺激 了亚 洲经 济的 发展 。

(5)对全 球 ：全球 逐渐 形成 了以 欧洲 为中 心的 世界 经济 体系 。人类 也

由此 从各 民族 分散 孤立 的状 态开 始走 向整 体世 界。

(结束 语)勇敢 探索 的航 海家 们开 辟了 新航 路 ，为世 界大 部分 地区 之间

的联 系作 出了 重要 贡献 。我 们要 学习 他们 不畏 艰险 、积 极进 取的 精神 ，

与时 俱进 ，开 拓创 新， 为中 华民 族的 伟大 复兴 而努 力奋 斗 !

问题 ：(1)你觉 得该 老师 的做 法有 什么 优点 和问 题 ?(9 分 )

(2)请你 给出 改进 建议 。 (7 分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2 分)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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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第 二次 世界 大战

后美 国等 国家 为例 ，分 析当 代资 本主 义的 新变 化。

材料 二 课文 摘录

从二 战结 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初期 ，西方 资本 主义 国家 盛行 主张 国

家干 预经 济的 凯恩 斯主 义经 济理 论 ，普遍 奉行 国家 干预 的经 济政 策 ，实

行国 家对 经济 的宏 观调 控，并取 得一 定成 功，出现 了经 济发 展的“ 黄金

时期 ”。

到 70 年代 初 ，美国 和西 欧主 要资 本主 义国 家普 遍出 现“滞胀 ”现象 ，

经济 增长 停滞 或下 降，物价 持续 猛涨 ，通货 膨胀 严重 。各国 立即 进行 调

整，适当 减少 国家 对经 济的 干预 。美英 等国 逐渐 发展 出一 种将 政府 干预

与市 场相 结合 的、 国有 制一 私有 制并 存的 “混合 经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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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教师资格网（www.hbjszgw.com）或关注

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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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