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中起点升本科)

历史地理真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40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 80分。在每小题

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以出土青铜器和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的安阳殷墟遗址，其文化年代

是（）

A．夏代

B．商代

C．西周

D．东周

【答案】B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商代历史文化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一般考生都知道，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西周时期，其中商代

是奴隶社会较为发达的时期，那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商

代的青铜器制造水平很高，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鼎最为著名。根据这些

知识便可以准确地判断，该题的正确选项是 B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夏代还没有明确的文字产生，周代已经是奴

隶制从繁荣走向没落的时期，早已不是文字刚刚产生的时期。因此，

其他三项均不符合题目的要求。

2．阐释八卦和各种阴阳矛盾关系的古代文献《周易》属于（）

A．儒家经典

B．道家经典



C．法家经典

D．墨家经典

【答案】A

【试题解析】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各有经典，其中以儒家

的经典最多，影响最大。最为著名的儒家经典有《诗经》、《尚书》、

《周礼》、《易经》、《春秋》等五部，简称《诗》、《书》、《礼》、《易》、

《春秋》。因此，《周易》属于儒家经典，正确选项是 A 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道家最著名的经典是《道德经》，又称《老

子》，法家著名的经典有《韩非子》，墨家的经典是《墨经》等，这些

文献均不符合本题目的要求。

3．汉光武帝刘秀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

A．推翻秦朝统治，建立西汉政权

B．恢复汉室统治，实现社会稳定

C．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D．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答案】B

【试题解析】刘秀被称为光武帝，因为他是以武装光复汉室，建立东

汉王朝的著名皇帝，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B 项：恢复汉室统治，

实现社会稳定。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A 项“建立西汉政权”的是汉高祖刘邦，C

项和 D 项都是西汉武帝刘彻所从事的历史活动，自然不符合题目要

求。要牢记三位皇帝的作为，尤其要区分开西汉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



的不同历史功绩。

4．唐中期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两税法，该法规定（）

A．均田农民交纳谷物和绢帛，并可以纳绢代替徭役

B．编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

C．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银交纳

D．将丁税平均摊人田赋，统一征收地丁银

【答案】B

【试题解析】考生首先要明确唐代的两税法是一种征收赋税的制度，

而不是指具体缴纳什么物质，因此，B项说的是编户按资产和地亩交

纳两种税，符合“两税”的概念，是正确的选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A 项首先应被排除；C 项单从字面上看将赋

税分成了田赋、徭役、杂税三种，就不符合“两税”的说法，这是“一

条鞭法”的赋税制度；D项也没有“两税”之说，这种制度被称为“摊

丁人亩”，也不是题目所要求的正确答案。

5．南宋名将岳飞率部抗击北方南下之敌，取得郾城大捷。当时与宋

政权对峙的北方政权是（）

A．辽国

B．金国

C．西夏

D．蒙古

【答案】B

【试题解析】本试题较为容易选择，因为“岳飞抗金”的历史故事在



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曾经抗击金军，那么他抗击北方南下之敌必是金

国的军队，因此，此时与宋政权对峙的北方政权必然是金国。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解答本题应注意，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的确

有辽、西夏和蒙古曾经和宋对峙，但在岳飞抗敌时期与南宋政权对峙

的是金国。

6．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其作者是（）

A．沈括

B．郭守敬

C．徐光启

D．宋应星

【答案】D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考生对宋、元、明三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掌

握程度。A项沈括是宋代科学家，他的著作是《梦溪笔谈》；B项郭守

敬是元代的科学家，他的科学成就是编制了《授时历》；C 项徐光启

是明代农学家，他的代表作是《农政全书》，三项均非正确答案。D

项宋应星是明代科学家，他的著作《天工开物》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当

时中国多种科学技术，影响较大，被国外科技史学者誉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考生在复习该内容时，应该将四个人的时代

和各自的科学成就及其著作分别牢记。

7．《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口出口货税、



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实行协定关税。这一规定的直接后果是

（）

A．中国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B．中国海关被英国控制

C．中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D．中国成为外国商品倾销市场

【答案】A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考生对“协定关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实际上也是考查考生对鸦片战争影响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鸦

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

和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主权的破坏，重要的就是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中国政府必须同英国政府商定英商进出口货物所应缴纳的税款，也就

是协定关税。所以选项 A正确。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设计得很好，B、C、D三个选项均有一

定的干扰作用，但都不符合题意。《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进出口关税

由中、英两国协定，这一规定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关税自主权开始丧

失。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协定关税”等特权，向中

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

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所以 C、D 两选项都具有明显的干扰作用，

要注意区分。中国海关被英国控制，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B

项明显错误。

8．《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太平天国即实行“照旧交粮纳税”



的政策，在安徽、江西等地仿照清朝的旧制来征收田赋。这反映了（）

A．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开始走向衰败

B．《天朝田亩制度》未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C．《天朝田亩制度》脱离社会现实无法施行

D．太平天国放弃先前的政治主张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涉及考生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认识、理解和评价

问题，难度较大。《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反映了

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但这种绝对分配土地和分

配产品的方案，只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也不可能脱离

时代，提出科学的土地分配方案，所以只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

政策。考试时应注意审题，认真读懂题目，避免出现错误。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有一定难度，解题时应注意分析。太平

天国由盛转衰开始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是天京事变，A选项应该容易被

排除。《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反映了农民迫切要

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所以 8选项错误。D选项有一定的干

扰作用，要注意区分。

9．李鸿章对其创办的一支军队颇为得意，称其“声势已壮……入可

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这支军队是（）

A．淮军

B．北洋海军



C．湘军

D．南洋海军

【答案】B

【试题解析】这是一道知识记忆题，考查考生对历史知识的准确记忆

能力。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

中，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湘军的创办人是曾国藩；

淮军的创办人虽为李鸿章，但其主要活动是在长江下游上海一带进攻

太平军，与材料中“驻守辽渤”、“拱卫京畿”的表述不符。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避免本题错选的关键是历史概念要清楚，解

题时要注意审题，对题干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如“驻守辽渤”、“拱卫京

畿”等，要特别留意。复习中，注意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相

互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重要。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来说，晚清军制

的改革，经过了湘军、淮军到近代海军，再到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演变

过程。

10．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内容包括将总理衙门改

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该条约是（）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

D．《辛丑条约》

【答案】D

【试题解析】这是一道知识记忆题，考查考生对历史知识的准确记忆



能力。《辛丑条约》规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所

以正确选项是 D。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B 选项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容易误选。《天

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相关知识要注意区分、掌握。在

近代，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部掌握这些条约的

内容是不太容易的，而试题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

复习中记忆的技巧就非常重要。考生在复习中，应注意将一些重要条

约的内容分类比较，寻找其中的某些规律，就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1．宣传进化论，进而警示国人，如墨守成规，拒绝变革，就将被先

进的西方民族所淘汰的著作是（）

A．《海国图志》

B．《资政新篇》

C．《天演论》

D．《文学革命论》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天演论》这一著作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严复是维新运动的著名理论宣传家，他对近代中国的最大贡献

是翻译了《天演论》，把进化论系统介绍到中国。在《天演论》一书

中，严复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宣传了“优

胜劣汰”的社会进化理论，认为只有变法，才能“自强保种”。进化

论的介绍和传播，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避免错选的关键在于记清历史人物生活



的时代及其主要贡献，以免张冠李戴。相关要掌握的知识点包括：《海

国图志》是魏源的著作，魏源在该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思想；《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由干王洪仁玕提出的改革内政和

建设国家的新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

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愿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12．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文章阐述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应采取的态度

是“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

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及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该文的作者是

（）

A．鲁迅

B．蔡元培

C．胡适

D．李大钊

【答案】D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基本

史实的掌握情况。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

主要倡导者。1916 年底，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推动北大改

革，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

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

命论》，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鲁迅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

对文学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十月革命爆发后，少数先进分子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李大钊是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 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十月革命。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避免错选的关键在于记清一些重要历史

人物的主要贡献，以免张冠李戴。

13．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总路线好比一只鸟，它

要有一个主体，又要有（）

一双翅膀。这个“主体”是指

A．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B．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答案】A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掌握程度。1953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故 A项为正确选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概括为“一化三改”或“一

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

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化”与“改”之间，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

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掌握了相关知识，本题并不难解。

14．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在其创作的作品中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深



深相爱却在封建制度的摧残下被迫殉情的悲剧故事。这部作品是（）

A．《堂吉诃德》

B．《十日谈》

C．《罗密欧与朱丽叶》

D．《哈姆雷特》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涉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作品。题干

中高度概括地描述了这部作品的主要脉络，突出了一对青年男女爱情

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很有特色，已经广为人知。

因此，只要能够区分出选项中哪些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比较容易选

中正确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A 项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划时代的巨

著，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巨作；B项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

尼·薄伽丘所著。容易与正确项混淆的是 D 项，《哈姆雷特》也是莎

士比亚的作品，并且也是悲剧；但它讲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

仇的故事，揭露的是封建社会宫廷内部的腐化堕落和尖锐斗争。

15．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继承了洛克的学说，在其著作《论法的

精神》中系统阐述了（）

A．天赋人权思想

B．人民主权理论

C．三权分立原则

D．社会契约理论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启蒙思想家思想的认知。题干中强

调了孟德斯鸠继承了洛克学说，指出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

神》，给出了一个明确回答问题的指向，即《论法的精神》系统阐述

了什么。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

进而深入地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

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天赋人权思想是由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

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于 17、18

世纪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和平

等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与财产是人的固有品质，也是人固有的

权利。在人民主权理论上，洛克和卢梭是其集大成者。同时，卢梭还

系统地阐发了社会契约理论。

16．林肯总统在任期内，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叛乱各州的奴隶获得自

由，并可以参加联邦军队。宣布这一内容的文件是（）

A．《独立宣言》

B．《1787 年宪法》

C．《权利法案》

D．《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答案】D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了美国历史上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即《解

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一宣言颁布于 1862 年 9 月 22 日。该宣言与同



时颁布的《宅地法》相互配合，扭转了美国内战的战局，加速了北方

军事胜利的进程。1865 年 1 月，国会根据林肯的建议，通过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它的最大贡献就在

于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维护了国家

统一，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为美国跻身于世界

强国之列奠定了基础。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其他三个选项均与题意不符且颁布时间或在

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从时间上即可做出排除。

17．颁布法令废除农奴制，加快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的是（）

A．英国的克伦威尔

B．美国的华盛顿

C．法国的罗伯斯庇尔

D．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答案】D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了俄国近代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废除

农奴制。1861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敕令，宣布给农奴以

人身自由，地主不能任意买卖、典押、交换和转让农民，农民享有家

庭和婚姻生活的自由，农民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从事工商活动。

这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实行的改革；由于废除了农奴制度，农奴获得了

人身自由，客观上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自由劳动力、

国内市场和资金，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是俄国历史上

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A、B、C 三个选项都可以根据所学知识予以

排除，并且关键的一点是，英、法、美三国都没有俄国式的农奴制度。

1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主要盟国发表宣言，规定日本侵

占的包括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该宣言

是（）

A．《大西洋宪章》

B．《联合国家宣言》

C．《开罗宣言》

D．《波茨坦宣言》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有关《开罗宣言》的史实。该《宣言》尽

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法西斯盟国合作中不是最出名的，但在

打击日本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最主要的。

《开罗宣言》规定：中、美、英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

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上夺得

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

和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记住了《开罗宣言》的内容，本题正确

项就一目了然了。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其他三项中容易混淆的是 D 项。在波茨坦会

议上，除了发表了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宣言》外，

中、美、英三国首脑还签署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

坦公告》，即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规定：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



打击，直至其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

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等。只要清楚了《波茨坦公告》

是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就可以做出区分了。

19．杜鲁门主义提出时，美国政府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一位

议员对杜鲁门说：“要想国会通过这一议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表一

篇讲话，把全国人民都吓得心惊胆战。”这反映出杜鲁门主义（）

A．完全以捏造的事实为依据

B．歪曲了苏联的对外政策

C．将矛头也指向中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D．借口受到威胁企图发动对苏战争

【答案】B

【试题解析】本题涉及对杜鲁门主义的理解与辨识。杜鲁门主义是意

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它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

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理由下，美国要接

替英国填补东地中海的真空；并把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

放运动，都视为“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它宣称世

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因而宣称“美国的政策

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

由民族”，从而把矛头对准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典型的“冷战”

思维的反映。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A项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在希腊、土耳其



两国，左翼力量确实有了较大增强，苏联也有反对美国霸权的政策，

还不是完全的捏造事实；C 项中的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杜鲁门

主义中不是论述的主体；而杜鲁门主义作为“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

也不是宣扬进行“热战”，故 D 项也不正确。

20．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决定 1973 年为“欧洲年”的时候说：“美国与

新欧洲的关系非改变不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可以维持的伙伴

关系，从而共同合作”。这反映出（）

A．美国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动摇

B．欧盟实力地位上升

C．美国力图与西欧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D．美国与西欧经济联系密切

【答案】A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 20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西欧关系的变化。

题干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尼克松希望改变美国与西欧关系，

改变的方向是建立“伙伴关系”。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难

发现，此前一直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的美国，也是一直视自己为

西欧的拯救者和大老板的美国，这时开始要寻求与西欧平起平坐，互

相帮衬，共同合作了。再结合 20世纪 7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对西方

世界的冲击，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地位今非昔比，已经不可能像原来

那样稳稳地占据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了。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B 项中的欧盟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 1993

年正式成立的欧洲联盟，因此从时间上可以排除此项；C项与题意不



符，且美国与西欧国家早在战后初期就已建立了军事同盟；D 项只是

美欧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并且尼克松也不是单指经济关系而言。

图 1是某记者在某国中部地区的路旁拍摄的照片。读图 1，完成 21～

22 题。

21．路牌在提示司机或行人（）

A．前方路面不平

B．前方有加油站

C．附近有服务区

D．附近有动物出没

【答案】D

【试题解析】图中显示的是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公路旁的一种文化景

观，图上显示的是该国特有的动物——袋鼠，树立标志的目的在于提

示司机或行人：此地区公路上可能有袋鼠或其他野生动物出没，要注

意保护野生动物。故 D 项正确。

22．这个国家是（）

A．南非

B．澳大利亚

C．印度

D．哥伦比亚



【答案】B

【试题解析】袋鼠为澳大利亚的特有动物。由于澳大利亚在几千万年

前就与其他大陆分离。长期孤立于南半球的汪洋大海之中，再加上当

地的自然条件比较单一，使得动物的演化十分缓慢，许多古老的野生

动物种类仍能保存至今。世界上有袋类哺乳动物中有近一半是澳大利

亚独有的，如袋鼠、树袋熊和袋狸等。故 B 选项正确。

2012 年第 14 号热带风暴“天秤”于 8月 20 日 05 时加强为台风。图

2示意台风中心在 21日和 30 日所处位置。读图 2，完成 23～25 题。

23．8 月 21 日台风中心位于（）

A．20ºN，125ºW

B．20ºN，125ºE

C．30ºN，130ºW

D．40ºN，135ºE

【答案】B

【试题解析】本题是经纬度判读能力的考查题，从图中可看到 8 月

21 日台风中心纬度位置正在 20ºN 上，经度位置在 120ºE 和 130ºE 之



间，即 125ºE 上，故 B 选项正确。

24．8 月 30 日台风中心移到

A．南海北部海域

B．东海南部海域

C．黄海南部海域

D．渤海南部海域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涉及对中国所临海域划分的了解。渤海海峡以内为

渤海，以外为黄海；长江口北岸以北为黄海，以南为东海；台湾海峡

南口以北为东海，以南为南海。从图中可看到 8 月 30 日台风中心位

于长江口北岸以北，正处于黄海南部海域。故 C 项正确。

25．8 月 30 日，机场航班可能受到台风影响的城市是（）

A．台北

B．香港

C．东京

D．首尔

【答案】D。

【试题解析】从图上观察，8月 30 日台风中心正位于黄海南部海域，

选项中四个城市距离台风中心最近的是首尔，故 D 选项正确。

图 3 是 20 元人民币上的图案与实地景观对照图。读图 3，完成 26～

27 题。

26．图示景观的分布地位于（）



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B．广西壮族自治区

C．西藏自治区

D．宁夏回族自治区

【答案】B

【试题解析】从图上可以判断图示景观为石灰岩地区的喀斯特地貌，

石灰岩及其他可溶性岩石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容易被侵蚀形成

峰林、溶洞等地貌。我国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均分布有这种地貌。

故 B项正确。

27．该风景区的突出特点是（）

A．山清、水秀、洞奇、石美

B．奇松、怪石、云海、瀑布

C．温泉、椰林、石窟、日出

D．梯田、竹林、湿地、石刻

【答案】A



【试题解析】喀斯特地貌的突出特点即在于地面上有峰林、石林，地

下有溶洞(洞中还有钟乳石、石笋、石柱等)，所谓“山如碧玉簪，水

作青罗带”，“神姿仙态桂林的山，如情似梦漓江的水”都说明这里是

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故 A 选项正确。

读图 4，完成 28～30 题。

28．由图中海湾①运出的大宗商品是（）

A．铁矿石

B．石油

C．煤炭

D．粮食

【答案】B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读图识图能力。图中①海湾为波斯湾，其

周围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国，

其中绝大部分为西亚的重要石油产区，因此通过波斯湾运出的大宗商

品显然是石油。故 B 项正确。

29．图中②、③所示的两个国家分别是（）



A．阿富汗、伊朗

B．伊朗、伊拉克

C．伊朗、叙利亚

D．伊朗、科威特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国际时事的关注和读图记图能力，

伊朗和叙利亚目前常常成为时事新闻的热点，最起码应该知道这些国

家的分布位置。图中②为伊朗，③为叙利亚。C 选项正确。

30．我国海军护航编队应邀通过苏伊士运河访问地中海沿岸国家，途

中经过的海域④是（）

A．地中海

B．黑海

C．红海

D．阿拉伯海

【答案】C

【试题解析】本题仍是空间定位读图识图能力的考查。西亚号称“五

海--N 两洋”之地，即面临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大

湖)等五海，三洲即介于亚洲、欧洲、非洲的交界地带，同时也处于

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连接海域。图中的海域④是红海，是印度洋经苏伊

士运河到地中海的必经海域。故 C 项正确、

图 5 示意 2012 年春运期间，由某省会城市甲经铁路返乡探亲的乘客

数量。读图 5，完成 31～33 题。



31．甲城市所在省区的简称是（）

A．沪

B．粤

C．苏

D．浙

【答案】B

【试题解析】本题实际还是考查读图识图能力的题，并且要求掌握我

国各省区的简称。从图中示意的位置关系可判断甲城市为广州，其所

在的省区为广东省，简称为粤。故 8 项正确。

32．春运期间客运压力最大的铁路干线是（）

A．京广线

B．焦柳线

C．浙赣线

D．陇海线

【答案】A



【试题解析】从图上可明显地看出，自广州到湖南、湖北、河南以及

陕西、江西等省区都需要经京广线，甚至重庆、四川也需要先经过京

广线再转其他铁路线。从图中乘客数量也可看出，湖南为 980 万人次，

湖北为 512 万人次，河南为 433 万人次，陕西为 108 万人次，江西为

320 万人次(一部分可走京九线)。本题需要了解广州与全国相通的铁

路线分布，并熟悉全国铁路的重要枢纽站。

33。春运现象反映出（）

A．甲市所在省区劳务输出量大

B．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C．区域文化差异大

D．区域环境质量差异大

【答案】B

【试题分析】本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甲市经济发达，故所需劳动力

数量大，而非劳务输出量大；关键在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甲

市所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接受新技术快，资金、技术、

设备较其他地区先进，因此对劳力需求量大，自然在春运期间由于工

人返乡过节，客运量自然增加。与区域文化差异和环境质量差异无关。

故 B选项正确。

读表 1，完成 34～35 题。

表 1黄河入海口(利津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

时段 平均径流量(亿立方米) 平均输沙量(亿吨)

1954—1964年 459.1 11.7



1964—1976年 431.7 11.2

1976—1996年 257.2 5.3

1996—2000年 79.4 2.6

34．20 世纪下半叶，黄河人海口多年平均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变化特

点是（）

A．基本持平

B．不断上升

C．不断减少

D．先增后减

【答案】C

【试题解析】从表中显示 1964 年以后、1976 年以后及 1996 年以后，

黄河入海口多年平均径流量和输沙量都是不断减少的。

35．黄河人海泥沙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A．上游水库调水调沙

B．流域降雨量不断增加

C．海水倒灌现象增多

D．中游水土保持效果显著

【答案】D

【试题解析】本题比较易于判断，因为干扰项(A、B、C)的错误较为

明显。我国对于黄土高原的治理一直坚持不懈，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综合治理小流域，改

变农业种植结构(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并在政策上予以保证，



所以水土保持工作成果显著。故 D 项正确。

图 6为某地等高线地形图(单位：米)。读图 6，完成 36～38 题。

36．P、Q 两点的相对高度最接近（）

A．150 米

B．210 米

C．260 米

D．301 米

【答案】A

【试题解析】图中 P 点的海拔高度为 300 米，Q 点的海拔高度为 250

米，两点相差 50米，从四个选项来看最接近 150 米，故 A 项正确。

37．图中 L河（）

A．先流向西南，后流向东南

B．先流向西北，再流向东北

C．先流向东南，后流向西南

D．先流向东北，再流向西北

【答案】D



【试题解析】从图上显示，1 河自 400 米以上的山谷流出，根据指向

标判断，先向东北偏东流，在 200 米处转弯流向正东北，然后在 100

米处转向西北。故 A 项正确。

38．图中四个地点中，每天最早见到日出的是（）

A．P地

B．Q地

C．R地

D．H地

【答案】D

【试题解析】图中四个地点中，H点位置最靠东，而且高度在 500 米

以上，其他三地均不在东面，且海拔高度 P 地为 300 米，Q地及 R地

为 200 多米，东面有山脉遮挡，故见到日出较晚。故 D 项正确。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时，中国第 28次南极科考队乘“雪龙”号

考察船穿越赤道。读图 7，完成 39—40 题。

39．考察船穿越赤道时，当地该日昼长约（）

A．6小时

B．10 小时

C．12 小时

D．14 小时

【答案】C



【试题解析】赤道上昼夜长度永远是各 12小时，故 C 选项正确。本

题考查的是对基本原理规律的应用。

40．考察船途经甲港口补给，该地的气候类型是（）

A．地中海气候

B．热带沙漠气候

C．热带草原气候

D．热带雨林气候

【答案】A

【试题解析】图中甲港口为澳大利亚西南部的港口珀斯，位于南纬

32º，东经 116º，属于地中海气候。故 A 选项正确。

非选择题

二、非选择题：41～46 小题，共 70 分。

41．回答问题。

概述清朝康乾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史实。

【答案要点】



对内：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及天山南北割据势力的叛乱；加强对西藏的

管辖(设立驻藏大臣、实行金瓶掣签)；平定三藩之乱；改土归流；统

一台湾，设置台湾府。

对外：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

【试题解析】本题要求概述的是清朝康熙、乾隆两个时期的历史功绩：

一是维护国家统一也就是反对分裂的功绩，一是维护边疆领土主权的

历史功绩，这些功绩都要求用史实说明。实际上，只要列举出康熙、

乾隆时期平定叛乱、收复台湾、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以及对俄作战、签

订条约、维护领土主权等史实就达到了题目的要求。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回答本题应注意，第一方面的功绩是对国内

所采取的措施和行为，第二方面的功绩是对外而言；因此应该从对内、

对外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回答此类问题，虽然不必

每个史实说的过细，但不可漏掉要点。

4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新旧三民主义的比较

旧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民

族

主

义

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满洲贵族

的统治

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之

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

权

主

义

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国民

的政府，国民一律平等

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

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有一切

自由及权利

民

生

主

义

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编制

概括新三民主义在内容上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并指出产生这种区别

的原因。

【答案要点】

区别：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帝，对内民族平等的新内

容；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民生主义增加了节制资本。

原因：清政府已被推翻，军阀统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

帮助；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转变。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产生这些区

别的历史原因。新三民主义也被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

政策的三民主义，它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内涵，与旧三民

主义相比，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是孙中山“与时俱进”，顺应时代

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是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



难度较大。命题时考虑到成人考生的特点，所以将新、旧三民主义的

内容用表格的方式表现出来，方便考生进行分析比较。考生如果有一

定的阅读学习能力，解决第一问并不困难。

回答第二问“原因”时，则要求考生要联系相关的历史知识，并要具

备一定的综合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民国徒有

其表，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中国发展的

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决定“以俄

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三民主义

的内涵。了解了这些知识，三个得分点就都总结出来了。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解答本题常见错误是考生不注意审题，回答

问题时只是罗列新、旧三民主义的内容，或只是照抄题干中给出的内

容，毫无章法，没有比较分析，造成大量丢分；而对“原因”的阐述，

许多考生不能做到全面、完整，也造成丢分。本题类似史料分析题，

但又不完全是，实际给出的材料中，已包含新、旧三民主义的内容，

考生只要读懂材料，总结出来并不困难。在回答类似考题时，适当注

意分析命题的用意，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43．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兴起于英国的原因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

响。

【答案要点】

原因：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确立；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殖

民地掠夺，积累了资本，拓展了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圈地运动

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力；手工业发展积累了生产技术知识，市场需求



不断扩大。

影响：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引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确立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原因和影响。作为

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进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有着诸多原

因。随着“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国资本主义发展

迅速，加速了圈地运动，致使大批无产者产生；英国率先拓展海外贸

易和殖民地的开发，使大量财富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另外经典

力学、热力学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也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契机；同时，英

国资源丰富，有广大的殖民地提供原料和市场；宗教信仰也是促成因

素，英国是新教徒较多的国家，勤俭的新教徒吃苦耐劳，具有很强的

创业精神，为工业革命注入新活力；英国地处岛国，交通便利，有助

于商品流通与工业发展。这些都是使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

的原因。

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很显然，这里不是单问对英国的影响了。

因此要考虑全面，从直接、具体的影响到抽象、广泛的影响都要说到。

首先，工业革命改进了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其次，导致人口增加和加速城市大

发展的进程(即城市化)。第三，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推动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第四，从世界范围看，导致了东

方从属于西方，形成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格局，形成不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五，对英国

而言，使它成为“世界工厂”，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回答本题第一问，一定要注意围绕英国的条

件进行论述，不能泛泛而谈，这样才更符合题目要求。回答第二问时，

可能对“影响”的内容一时记不全，但最主要的即工业革命改进了生

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英国而言，

使它成为“世界工厂”，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及从世界范

围看，导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形成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格局。这

三点，属于必须要有的内容。

44．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北京时间 2012 年 6 月 16 日 18 时 56 分，执行我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

任务的神舟九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图 8)发射升空后准确

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 3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1)酒泉市位于__________ (省级行政区)，经过该市的铁路干线是

__________ 铁路。

(2)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位于__________ (省级行政区)的西部，该地有

利于航天发射的良好自然环境条件是__________ (选填符合题意的

两个选项的序号)。

①地势平坦、地面开阔②海拔高、光照强

③云量小、晴天多④草场广布、植被覆盖度高

【答案要点】

(1)甘肃省兰新



(2)内蒙古自治区①③

【试题解析】

(1)题考查读图识图的空间定位能力。由于图中已经明确标出要考查

的地理事物位置，所以只要认识省区轮廓及方位，是很容易答出的。

(2)题除读图外，还需要思考“有利于航天发射的良好自然环境条件”

(开阔平坦多晴天)，结合具体情况，不难判断正确答案。

45．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2012 年入夏以来，美国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如图 9所

示)。为应对旱灾，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包括降低农业

贷款利率、在休耕地上种植牧草和放牧、减免农业保险费用以及采购

肉类产品等，农业部门的收入并没有因为旱灾而减少。



(1)指出美国此次旱灾的空间分布特点。

(2)列举此次旱灾中可能受到影响的粮食作物。



(3)简述美国农业防灾减灾的主要经验。

【答案要点】

(1)空间分布不均衡；重灾区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密西西比河流

域)。

(2)玉米、小麦、大豆。

(3)加大农业补贴；加强农业保险；加大科技投入等。

【试题解析】

(1)从“美国本土旱灾影响地区分布图”中可观察到：旱灾地区空间

分布很不均衡，中部旱灾程度最高，主要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中游地

区)；其次在西部地区受灾程度也较重。这些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

候，地形为平原和高平原(温带草原气候)，西部灾区部分属于高山气

候。

(2)根据美国本土农业带的分布，受灾地区是美国的玉米带、小麦区

和混合农业区(产大豆等)，西部有一部分为畜牧和灌溉农业区。

(3)根据提供的资料，美国农业防灾减灾的一系列措施非常有效，所

以农业部门的收入并没有因为旱灾而减少。主要经验有：加大农业补

贴；减少农业保险费用、降低农业贷款利率；加强农业保险，加大科

技投入，在休耕地上种植牧草和放牧，采购肉类产品等。这些措施值

得其他国家借鉴。

46．读图 10，完成下列要求。



(1)图中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级行政区集中

分布在我国的__________ (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其中居前两位

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__________ 、__________ 。导致上述两省级行

政区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密度高的原因主要是__________ (选填两个

选项的序号)。

①制造业发达②火电消耗量大

③人口数量大④城市热岛效应强

(2)浙江和广东两省经济总量很大，但它们的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密度

较低，简述其原因。

(3)简要说明减少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采取的措施。

【答案要点】

(1)东部上海、天津①②

(2)省区面积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轻工业为主，耗能低。

(3)调整产业结构；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减

排。

【试题解析】

(1)从图中很容易观察到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是哪个省级行政单位(上海、天津)，以及它们的分布集中在我国的哪

一部分(东部)，其原因分析从四个选项中也比较容易判断，制造业发

达，火电消耗量大。

(2)浙江与广东两省经济总量虽然大，但因其面积较大，各地经济发

展不平衡，而且以轻工业为主，耗能较低，所以按单位面积平均其煤

炭消耗密度较低。且这两省都有核电站、潮汐电站、风力发电等，在～

定程度上代替了火力发电。

(3)减少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采取的措施很多，如：调整产业结构

(控制能耗高产业的发展)；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多利用水电、核电、

生物能、风能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变燃煤为从高空输电，或从

管道输送煤气)；节能减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