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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出自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黄帝姬轩辕在神农跟九黎两部

落之东南，当时这三个部落是之间最为强大的，于是争霸战开始了，姬轩辕怕两面受敌，所

以他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突袭神农部落，在阪泉郊野的大战中击败了神农部落。姬轩辕乘

胜挥军，一直挺进到九黎部落的根据地涿鹿，会战在涿鹿郊野，这是历史上最早和最有名的

大战之一，最后黄帝击败九黎部落，杀死蚩尤，这一著名战役使姬轩辕名震当时的世界，各

部落酋长们称呼拥护他为“天子”，尊称他为“黄帝”。黄帝战蚩尤这一故事明显反映了社

会斗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女娲补天是说女娲时代，随着人类的繁衍增多，社会开始动荡了。后人将水

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在不周山大战，结果共工氏因为大败而怒撞不周山为由，衔接女娲熔

五彩石以补天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动人故事，反映的是与自然之间的斗争，而不是社会斗争。

B 项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C 项：精卫填海，相传精卫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唤女娃，一日女娃到东海游玩，溺

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一种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

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唤着自己，反映的是与自

然之间的斗争，而不是社会斗争。C 项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D 项：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反映的是与自然之间的斗争，而不是社会斗争。D 项不符合题意，

故排除。

2.【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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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除了人类演化最早阶段之外，几

乎所有古人类的化石遗迹都有发现，比较典型的是晚期猿人阶段的元谋人、北京人等；早期

智人阶段的大荔人、金牛山人等；晚期智人阶段的山顶洞人、柳江人等。

因此，本题正确。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距今约 18000 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洞穴，所以称为山顶洞人，是

晚期智人，会人工取火，懂的磨制石器和缝制衣物的技巧。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直立人阶段，或称早期智人阶段。我国已经发现的马坝人（广东）、资阳人

（湖北）、丁村人（山西）也都是这一时期发掘的化石代表。古人的特征是脑量进一步增大，

已经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脑结构比猿人复杂得多，其打制的石器也比猿人规整，有石球和各

种尖状的石器，能人工生火，开始有埋葬的习俗，并且不知是为了遮羞还是为了保温，已经

开始穿所谓的衣服，不再是赤身裸体。并且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古人的体质也开始了分化，

出现明显差异。古人生活于大约 20 万-5 万年前。A 项错误。

C 项：直立人，脑容量接近 1100 毫升，两足直立行走，手比较灵活，可以打造多种石器，

开始使用火。直立人是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个阶段；脑的发育，使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

力越来越强，并且产生了语言，使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C 项错误。

D 项：无中期智人这一说法。D 项错误。

根据化石发现，现在一般将人类脱离古猿后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猿人阶段，大约开始于距今 200 万—300 万年以前，这时的猿人会制作一些粗

糙的石器，脑量大约在 630—700 毫升，会狩猎。晚期猿人化石发现较多，我国发现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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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人、蓝田人、北京猿人（周口店），以及在坦桑尼亚发现的利基猿人，都是这个时期的化

石代表。这时的猿人已经很接近现代人，打制的石器也比较多样化，有用于狩猎和劈裂兽骨

的砍砸器，用来剖剥兽皮和切割兽肉的刮削器。最有进步意义的是，此时的猿人已经懂得了

使用火，并知道如何长期保存火种。猿人阶段一般认为到大约 30 万年前结束。

第二阶段是直立人阶段，或称早期智人阶段。我国已经发现的马坝人（广东）、资阳人（湖

北）、丁村人（山西）也都是这一时期发掘的化石代表。

第三阶段为新人阶段，又称晚期智人阶段。大约开始于 5 万年以前，新人化石在体态上与

现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打制的石器相当精致，器形多样，各种石器在使用上已有分工，

并且出现了骨器和角器。新人甚至已会制造装饰品，进行绘画、雕刻等艺术活动。大约在四

万年以前，已经出现了磨制石器。新人又称克鲁马努人，这是因为 1868 年，在法国西南部

克鲁马努地区的山洞里发现了 5 具骨架，这些骨架与现代人已经很难区分，但比现代人高

大。据分析，其生存年代大约在 3.1 万-4 万年以前，被认为是新人的化石代表。我国发现

的柳江人（广西）、山顶洞人（北京）化石也属于这个时期的代表。此后，人类便进入了现

代人的发展阶段。

4.【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

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山顶洞人不仅会人工取火，而且制造出了中国缝制工艺

史上的第一枚骨针，骨针约同火柴棍般粗细，长 82 毫米。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定名为“元谋直立人”，距今约 170

万年，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不符合题意，B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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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半坡人，发现于陕西西安的半坡村，距今五六千年，会制造更加复杂的工具，居住在

半地穴式房子。不符合题意，C 项错误。

D 项：北京猿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石器），

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不符合题意，D 项错误。

5.【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

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元谋”一词，出自傣语，意为“骏马”。所以，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是元谋人。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山顶洞人，距今约 18000 年，开始人工取火，制造出骨针，因发现于北京

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不是山

顶洞人，而是元谋人，A 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B 项：北京人，距今 70 至 20 万年，北京人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

天然火，打制工具（石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不是北京人，而是元谋人，

B 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D 项：属于干扰项，排除。

6.【答案】AB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A 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西汉时期（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前 8 年），

中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质地粗糙，且数量少，成本高，不普及。东汉元兴元年（105

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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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质量也提高了，逐渐普遍

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张衡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人，他发明了地动仪，因此，张衡在纸上画地动仪是符合史实的。A

项正确。

B 项：山顶洞人比北京人进步，其进步表现在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掌握了人工取火、会

用骨针缝衣服，懂得爱美，山顶洞人和北京人都过着群居的生活。因此，山顶洞人用骨针缝

衣服是符合史实的。B 项正确。

C 项：火药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炼丹术，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是隋末唐初炼丹家发明的，唐

朝中期的书籍有相关记载，但直到唐朝末年（10 世纪初）才开始运用于军事，宋代广泛应

用于战争，主要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岳飞是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因此，岳飞抗金用火

药是符合史实的。C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BC 选项。

【拓展】D 项：《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

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是唐会昌元年（841 年）由时任宰相的裴休撰文，书法家柳

公权书丹而成，为楷书书法作品。现今保存于西安碑林第二室。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书法家，

有“书圣”之称。东晋时期还没有《玄秘塔碑》。因此，王羲之在玄秘塔碑上题字是不符合

史实的。D 项错误。

7.【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蓝田猿人”是中国的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早期直立人，生活的

时代是更新世中期、旧石器时代早期。1963 年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命名为“直立

人蓝田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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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山顶洞人”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

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 年发现，1933～1934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B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C 项：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

俗称“元谋人”。C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D 项：“北京猿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石

器），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1929 年，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的山

洞里，遗址堆积层厚 40 多米这处遗址最先于 1921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

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就是名震世界的“北京猿人”。D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8.【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智人又称人类，是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出现在距今 25 万年前。山顶洞人因发

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山顶洞人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是我国智人代表。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定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人生活在

距今 170 万年以前，属于猿人，不属于智人。B 项错误。

C 项：北京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 70 万年至 20

万年，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C 项错误。

D 项：河姆渡人，距今 7000 多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古人类，河姆渡人已经比较发达，不能

说是典型的原始人群了。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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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的“五帝”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为“五帝”

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之子，并

通过禅让制把首领地位传给了舜。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伏羲氏、女娲、神农是传说中“三皇”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伏羲氏发明了原始的记

事的方法“八卦”，女娲有造人、补天的传说，神农有制耒耜、教民农耕、尝百草的传说。

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有关于有巢氏的传说，特点是“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10.【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

元谋县也因此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元谋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接下来的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和北京

周口店山顶洞人。而这四种原始人类方位最南的也是元谋人。

11.【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地理省情知识。

第二步，泰山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和济南市境内，1983 年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7 年 12 月 11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11 届全体会议正式接纳为自然文化遗产，总面积 24200 公顷。泰山是山东省唯一的世界自

然和文化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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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大汶口遗址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山西街村南，大汶河东西贯穿，将遗址

分为南北两片，北片在卫驾庄东，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遗址和命名地。大汶口是国家级文化

遗产。A 项错误。

C 项：山东济宁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曲阜“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

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

而著称。三孔是世界文化遗产。C 项错误。

D 项：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境内，地处渤海与莱州湾的交汇处，就

1855 年黄河决口改道而成。黄河入海口是一个旅游景区。D 项错误。

12.【答案】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C 项：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

40 公里，东距广汉市区 7 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

群，1988 年 1 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

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

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 2000 年。三星堆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

址，并在四川省境内。C 项正确。

D 项：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 2.5 公里，距今 5500-6000 年，是一处

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

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

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中国 21 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03 年营盘山遗址

被列入全国重点大遗址科研项目；2004 年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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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四川省境内。D 项正确。

因此，选择 CD 选项。

【拓展】A 项：半坡遗址，有 6000－6700 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位

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占地面积约 5 万平方米。1961 年 3 月 4 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知，半坡遗址不在四川境内。

A 项错误。

B 项：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1959 年首次发现并挖掘，年代距

今约 6100-4600 年，前后延续 1500 多年。比较全面反映了大汶口文化的面貌特点。大汶

口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约 82.5 万平方米。1982 年，大汶口遗址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知，大汶口遗址不在四川境内。B 项错误。

13.【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时事热点知识。

第二步，良渚古城位于杭州城北余杭区瓶窑镇，是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

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

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阿塞拜疆

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 55 处，

位居世界第一。C 项正确，当选。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三清山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东北部，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2005

年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2008 年，作为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A 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B 项：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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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第 35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B 项不符

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 项：澄江化石遗址位于云南省的山地丘陵地区，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寒武纪早期海洋古生

物化石群，展现了门类广泛的无脊椎与脊椎生命体的硬组织及软组织解剖构造。澄江化石群

记录了早期复杂海洋生态系统的形成。澄江遗址至少保存了 160 种生物门类和诸多神秘的

种群以及其他 196 个物种，它们是 5.3 亿年前地球生物大爆炸的证据--现今地球上主要动物

群都在这一时期出现。2012 年 7 月 1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三十六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中国澄江化石地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中国化石类自然遗产的空白。D 项不

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4.【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大禹治水出自《山海经》，《淮南子》是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该书在

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 项错误，但此题为选非题，因此当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夸父逐日》是中国上古时代神话传说故事，故事出自于《山海经•海外北

经》。《山海经》中流传较广的故事有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A 项

正确，但此题为选非题，因此不当选。

C 项：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寓言小品文章。C 项正确，但此题为选非题，因此不当

选。

D 项：精卫填海，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相传精卫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唤女娃，

一日女娃到东海游玩，溺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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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

唤着自己。精卫填海出自《山海经》。D 项正确，但此题为选非题，因此不当选。

15.【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5000 多年前的良渚水利系统与良渚古城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良渚是中国最

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除了水利科学

的意义外，还将中国水利史由现知最早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往前提升了 1000 年。因此良渚水

利系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C 项符合题意，当选。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 5300-4300 年，持续发展

约 1000 年。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A 项：郑国渠，在战国末年由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主持兴建穿凿，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

型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陕西省，2016 年 11 月 8 日，郑国渠申遗成功，成为陕西省第一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郑国渠开凿时间晚于良渚水利系统。A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B 项：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始建于秦昭王末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

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

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

勇敢、智慧的结晶。2018 年 8 月 13 日，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都江堰开凿时间晚

于良渚水利系统。B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D 项：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 214 年凿成通航，是世界上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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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2018 年 8 月 13 日，灵渠入选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灵渠开凿时间晚于良渚水利系统。D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16.【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省情知识。

第二步，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所以浙江的文化属于吴越文化（B 项正确，因此当选），

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包

括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吴越文化又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

文化”，两者同源同出。吴越文化有其鲜明的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

悬棺葬以及好勇尚武和断发文身，先秦典籍多有记载 。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

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同舟，吴越文化风采依旧。“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

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文化类型。B 项正确，因此当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齐鲁文化，地域文化名称，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

的合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

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

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

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浙江在地域上并不属于齐鲁，所以也不是齐鲁文化。A 项不符合题

意，因此不当选。

C 项：两淮所在的淮河流域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因该区域在地理

位置上具有南北过渡的特征，又因其古代经济较为发达，所以其区域文化从产生到发展，具

有兼容并包的特点，道家文化即是显例。尽管有关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的籍贯问题还有争

议，但他们均为淮河，属于淮河文化代表人物。浙江地域上不属于两淮区域，所以不属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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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文化。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 项：中州是河南的古称。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万里母亲河黄河中下游，千里太行山脉、伏

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东麓，山水河岳壮美、绵长相连，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

要发源地。河南位居九州之中央，中州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历史底蕴深厚。八千年

前至五、六千年前即出现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伏义氏、轩辕黄帝等都曾在

此活动。夏代以嵩山、洛阳为中心，大禹治水于豫西。殷商时代安阳附近出现了相当发达的

文明。这都是中州文化的代表，浙江地域上不属于中原地带，所以不属于中州文化。D 项不

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7.【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反映了以血缘

为联系的家庭世袭制度。中国历史上从“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

的。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权位。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

承制的开端，也就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因此，本题正确。

【拓展】禅让，是指统治者把部落首领之位让给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

家。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

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王位世袭制，是国家王位由一个家族世代承袭的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

逐渐演化成国王的特权，这一演化的客观基础是私有制和阶级逐渐形成，私有财产的出现导

致遗产继承制的出现。

18.【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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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

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山东地区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由此可见，“齐鲁”

与古代分封制度有关。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世袭制是古代君王去世或逊位后，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子孙的传承

制度。世袭制就是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的

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天下的传承等。不符合题意。A 项错误。

C 项：禅让制是中国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与禅让

制有关的人是尧、舜、禹。不符合题意。C 项错误。

D 项：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继宗法血缘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类

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是中央垂直管理下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不符合题意。

D 项错误。

19.【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根据《史记》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

世袭的先河。夏朝（约前 2070-前 1600）也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朝代。因此

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商朝（约公元前 1600 年-约公元前 1046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

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不符合题意，B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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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周朝（前 1046 年-前 256 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分为“西

周”（前 1046-前 771 年）与“东周”（前 770 年-前 256 年）两个时期。周由周武王姬

发创建，定都镐京。不符合题意，C 项错误。

D 项：汉朝（公元前 202 年-公元 8 年，公元 23 年-220 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

主要分为西汉、东汉时期，被承认的皇帝计 24 位，享国四百零七年。建立者为汉高祖刘邦。

不符合题意，D 项错误。

20.【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A 项：夏朝（约前 2070-前 1600）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禹传

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

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朝的建立者应是启。A 项错误，但与题意相符，当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商朝（约公元前 1600 年-约公元前 1046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由商汤建立，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夏朝末年（约公元前 1600

年）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汤率领商部落士兵与夏军在鸣条（山西夏县之西）进行的一场决

战，史称“鸣条之战”。B 项说法正确，但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C 项：姬昌（前 1152 年-前 1056 年），姬姓，名昌，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人。周朝奠基

者。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在位四十二年后，正式称王，史称周文王。

在位期间，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重视农业生产。建都丰京（今陕西西安市），为武王伐

纣灭商奠定基础；演绎《周易》，得到后世儒家所推崇，孔子称其为“三代之英”。C 项说

法正确，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D 项：周朝（前 1046 年-前 256 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的王朝。周朝分为“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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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46-前 771 年）与“东周”（前 770 年-前 256 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

创建，定都镐京，另建东都成周城洛邑（一说迁都于此）。D 项说法正确，但与题意不符，

不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