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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C

【解析】第一步，审题干，找出有误的一项。

第二步，辨析选项。C 项中“秀才”是汉代以来选拔人才的一种察举科目，为优秀人才

的意思，与后代科举的“秀才”含义不同。A 项、B 项和 D 项均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2.【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

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开始实施。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 103

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

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

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

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 年—649 年），史称“贞观之治”。A 项错

误。

B 项：北宋王安石在被二次罢相之后，之前推行的新法就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但在

宋神宗的坚持下，熙宁新法在元丰年间依然坚持下来，直到元祐更化才被全盘否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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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熙宁与元丰视为一体，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称为熙丰新法。B 项错误。

C 项：明治维新是指 19 世纪 60 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

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

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

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C 项错误。

3.【答案】AC

【解析】A 项说法正确；B 项平章省应改为尚书省；唐玄宗后期年号为天宝，C 项正确；

D 项的赵孟頫是元朝的书法家。故本题选 AC。

4.【答案】AB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谥号是帝王、诸侯与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朝延根据他们的生平

事迹与品德修养，所给予的带有褒贬性质的称号。表扬性谥号，又称美谥、上谥，如文、武、

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美谥；批评性谥号，又称恶谥、下谥，如炀、厉、荒、幽、

灵等；同情性谥号，又称平谥，如愍、怀、哀、思等。

A 项：“桓”的寓意：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齐桓公在位时一共灭掉周边多少

个小国先后灭掉 30 多个小国，是春秋五霸之首，后人敬佩齐桓公的英勇神武，遂用“桓”

字作为谥号。齐桓公属于表扬性谥号，不是批评性的，但符合题意，A 项当选。

B 项：“文”的寓意：经天纬地曰文，学勤好问曰文。隋文帝一生重新奠定华夏一统格

局，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开皇之治以及科举取士。唐朝的鼎盛，正是建立在隋的基础上，所以，

隋文帝谥号“文”。隋文帝属于表扬性谥号，不是批评性的，但符合题意，B 项当选。

C 项：“武”的寓意：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汉武帝在位时大举用兵击败匈奴，

除与匈奴长年交战外，还破闽越、南越、卫氏朝鲜、大宛，又凿空西域、开丝绸之路，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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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西南夷，颇有建树，因此谥号“武”。汉武帝属于表扬性谥号，不是批评性的，但符合题

意，C 项当选。

D 项：在唐朝之前，所以皇帝都称谥号，唐朝到元朝称呼庙号。唐太宗，“太宗”是其

庙号，谥号为“文”。“文”属于表扬性谥号，不是批评性的，但符合题意，D 项当选。

因此，选择 ABCD 选项。

5.【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与当代日本国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亦可以作为表示年

份），一般由君主发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始创年号为建元。此

后形成制度。“天启”是明朝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所以 A 项正确，B 项错误，本题

为选非题。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C 项：干支纪年法是中国历法上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纪年方法。干支是天干

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周而复始，循环记录，这就是俗称的“干

支表”。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符号叫天干；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叫地支。

中国古代采取天干地支作为计算年，月，日，时的方法，就是把每一个天干和地支按照

一定的顺序而不重复地搭配起来，用来作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代号。把“天干”中

的一个字摆在前面，后面配上“地支”中的一个字，这样就构成一对干支。C 项对应下表

59 中壬戌，说法正确，故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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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十二生肖与地支的对应关系：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

亥猪。D 项说法正确，故不选。

6.【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唐太宗的年号为贞观，他通过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清

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

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

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

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唐朝的第一位皇帝是唐高祖李渊。李渊，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

人，唐朝开国皇帝、军事统帅，西魏名将李虎之孙，唐国公李昞之子。太原起兵后，不断扩

充自己的力量，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逼迫隋恭帝禅位，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

是为唐高祖。A 项错误。

C 项：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唐玄宗登基以后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

想为宗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上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

的盛世局面。C 项错误。

D 项：唐太宗即为李世民，李隆基是唐玄宗。唐玄宗，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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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李旦第三子，故又称李三郎。唐玄宗在位前期，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

面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唐朝政权，开创了开元盛世。D 项错误。

7.【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宋学士文集》又名《文宪集》，作者是宋濂，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史学家、思想家，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二年（1369 年），奉命主

修《元史》。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当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因此学士为他的

官职。A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孟襄阳集》，作者是孟浩然，孟浩然是襄阳人，因此，《孟襄阳集》

是以地名命名的，不是官职命名。B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C 项：《范文正公集》，作者是范仲淹，谥号为“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因此，《范

文正公集》是以谥号命名的，不是官职命名。C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D 项：《白氏长庆集》，作者是白居易，本书原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集出版，故名为《白

氏长庆集》。因此，《白氏长庆集》不是官职命名。D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8.【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古人有名有字，名一般指人的姓名或单指名。古代婴儿出生三个月时由父母命

名，供长辈呼唤。男子 20 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 15 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取字。一般来说，

名是留着自称的，对人称自己的名，是一种谦虚与礼貌。自称名的场合，常是下级面对上级，

臣子面对君王，晚辈面对长辈。同样地，称谓对方时，便以称字而为礼貌。尤其是下级谈及

上级、臣子谈及君王、晚辈谈及长辈，绝不能直呼其名而得称字。至于平辈之间，为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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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尊敬，也以称字的多。所以，古代男子有名有字，称自己往往称名，称别人往往称字，

A 项错误，但符合题意，当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

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B 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C 项：古人对不同的官职变动有不同的说法：（一）表示任命官职的：①拜，授予官职；

②除，任命，一般指免去旧职授予新职。（二）表示提升官职的：①擢，表示提升官职，超

擢表示破格提拔；②陟，表示提升、提拔；③升，表示提升。（三）表示降低、罢免官职的：

①谪，表示贬官，降职并外放；②贬，表示降职并外放，与“谪”相近；③黜，表示罢免官

职；④夺，表示削去，罢免。（四）表示官职调动的：①转，表示迁职调任，无所谓升降；

②徙，表示改任官职，特定语境下可以表示升职或降职；③调，表示调动，调迁；④迁，表

示调动改派，一般情况下，“转迁”、“迁调”表示调职，“右迁”、“迁除”表示升职，

“左迁”、“迁谪”表示削职；⑤放，表示京官调任地方官；⑥出，表示京官外放，与“放”

意思相近。C 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D 项：谥号是对死去的帝妃、诸侯、大臣以及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

定后，给予或褒或贬的称号，始于西周。也有官谥、私谥之分，官谥对象的主体是文武百官，

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D 项正确，但

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9.【答案】A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学长期的积累与学习以及对官爵命名的了解即可做对本题。

A 项：《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任太史令，属于官爵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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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正确。

B 项：《杜工部集》作者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官至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

外郎，被称为杜工部，属于官爵式命名。B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B 选项。

【拓展】C 项：《饮冰室全集》就是以梁启超的书斋 “饮冰室”命名的。C 项错误。

D 项：《临川先生文集》作者王安石，抚州临川（江西）人，是以出生地命名的。D 项

错误。

10.【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天干地支，简称为干支，源自中国远古时代对天象的观测。天干地支：“甲、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称为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天干只能与地支相配，而且

是天干的单数与地支的单数相配，天干的双数与地支的双数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两

者按固定的顺序相互配合，组成了干支纪元法。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金星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古罗马人称作维纳斯，中国古代称之为

长庚、启明、太白或太白金星，古希腊神话中称为阿佛洛狄忒。木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体

积最大、自转最快的行星，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唐代的《开元占经》第 23 卷记载

说：“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

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这里的“岁星”指的就是木星。表述正确，不符合

题意，A 项不当选。

B 项：辰星也叫参星，因此也叫“参辰”。参指西官白虎七宿中的参宿，商指东官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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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宿中的心宿，是心宿的别称。参宿在西，心宿在东，二者在星空中此出彼没，彼出此没。

表述正确，不符合题意，B 项不当选。

C 项：纪年是人们给年代起名的方法。主要的纪年方法有帝王纪年、公元纪年、年号纪

年、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等。在中国，早在公元前 2000 多年就有了自己的历法。表述正确，

不符合题意，C 项不当选。

11.【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人文知识。

第二步，乾陵无字碑，为武则天所立。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

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乾陵，

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

称述圣纪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述圣碑”是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

碑，她还亲自撰写了 5000 余字的碑文，黑漆碑面，字填金粉，光彩照人。东侧就是武则天

的无字碑。

因此，本题正确。

12.【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古代天文历法。

第二步，农历是我国传统历法，又有阴历、华历、夏历、汉历、国历等名称，是一种阴

阳合历，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即朔望月为月的长度，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通过设置闰

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而不是仅仅按照月相周期。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十天干，“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称为十二地支。农历中干支纪年在第一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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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第二位的是地支。

C 项：古代把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或一百刻，其中完全属于夜晚的有四十刻，每十刻一

段，连同首尾共五个节点，称为五更。把晚上戌初一刻作为一更，亥初二刻作为二更，子时

整作为三更，丑正二刻为四更，寅正四刻为五更。三更就是子时，也就是在当天的 23:00

到第二天 1:00。

D 项：古代人们把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把一昼夜平分为十二段，每段叫做一个时辰，合

现在的两小时。十二个时辰分别以地支为名称，从半夜起算，半夜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中

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即十二时辰是根据地支计时的，而不是天干。

13.【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约法三章”，出自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指的是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后的刑罚政策。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投鞭断流”出自《晋书·苻坚载记》。前秦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中，

苻坚认为自己有百万大军，把马鞭投进长江，就足以截断江流。“投鞭断流”对应曹操错误。

B 项错误。

C 项：“风声鹤唳”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淝水之战中前秦大败，那些侥幸逃脱晋

军追击的前秦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晋军又追来了，于是不顾

白天黑夜，拼命地奔逃。“风声鹤唳”对应李隆基错误。C 项错误。

D 项：“城门立木”出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是商鞅变法中，商鞅为推行变法，

取信于民而采用的办法。“城门立木”对应吕不韦错误。D 项错误。

14.【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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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史知识。

第二步，贞观（627 年正月—649 年十二月）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共 23 年。武则天，登基后年号依次是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

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

因此，本题错误。

15.【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出自何绍基《岳阳楼联》的上联。“杜

少陵五言绝句”指唐代诗人杜甫的五言绝句《登岳阳楼》，此诗为诗人登岳阳楼抒怀之作；

“范希文两字关情”指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当中的“忧”“乐”两字关乎百姓，所以，“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

情”和岳阳楼有关，而不是和鹳雀楼有关。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出自唐代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

写的是滕王阁的壮丽景色。文章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历来为人所称道，

所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和滕王阁有关。B 项表述正确，但不符合题意，

排除。

C 项：“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是岳阳楼上的对联，为歌咏范仲淹所作，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四面湖

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和岳阳楼有关。C 项表述正确，但不符合题意，排除。

D 项：“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出自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此诗描

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嘹亮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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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口，所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黄鹤楼有关。D 项表述正确，但不符

合题意，排除。

16.【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史。

第二步，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

盛。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

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

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晋献

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也是先秦五霸之一，与齐桓公并称

“齐桓晋文”。

B 项：楚庄王，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是春秋五霸中第三位霸主，著名典故

有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等。

D 项：秦穆公，嬴姓，赵氏，名任好，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被

《史记索隐》等书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著名典故有秦晋之好、羊皮换贤等。

17.【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清朝皇帝的顺序以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开始，接下来皇太极为太宗、顺治皇帝世

祖、康熙皇帝、雍正、乾隆（D 项正确，因此当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

统，宣统是清朝末代皇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退位，于 1924 年 11 月 5 日被逐出皇宫。

ABC 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D 项正确，因此当选。AB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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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D 选项。

18.【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娇：原指汉武帝刘彻的表姐陈氏（小名阿娇，世人又称陈阿娇或陈娇）。汉武

帝幼小时喜爱表姐陈阿娇，并当众承诺如果能娶到阿娇做妻子，会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金

屋藏娇是一个野史故事，指以华丽的房屋让所爱的妻妾居住。也指取妾。

因此，选择 C 选项。

19.【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秦皇汉武”是指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唐宗宋祖”是指唐太宗李世民

和宋太祖赵匡胤。

因此，选择 C 选项。

20.【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史。

第二步，齐桓公称霸，发生于公元前 681 年；勾践灭吴，发生于公元前 472 年；三家

分晋，发生于公元前 403 年；商鞅变法，发生于公元前 356 年—前 350 年。所以正确排序

为齐桓公称霸——勾践灭吴——三家分晋——商鞅变法。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齐桓公称霸讲的是齐桓公在位期间，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

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勾践灭吴是讲的春秋

时期吴越两国争霸，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卧薪尝胆矢志复国，最终打败吴国的故

事。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它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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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是指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的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

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