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溪一中 2019—2020 学年高二（下） 

历史校本作业（八） 
高二历史备课组 

一、选择题 

1.“梭伦促进了两个阶级之间的妥协。”如,梭伦改革虽对土地数量有所限制,但却没有像平民所希望

的那样剥夺贵族的土地。下列各项,能够正确反映上述观点且符合史实的是(  ) 

A.既禁止了人身抵押又未规定个人土地限额 

B.既照顾了平民利益又维护了贵族部分特权 

C.既解放了债务奴隶又保留了旧的社会等级 

D. 既废除了平民债务又未归还平民原有土地 

2.(2018 天津和平一恩格斯说:“梭伦改革揭开了一系列所谓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

的。”梭伦“侵犯所有制”的改革措施是(  ) 

A.划分财产等级     B.设立公民大会 

C.建立陪审法庭   D.废除了债奴制 

3.在古代雅典,如果新法有害于城邦民主,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权”对新法提案人进行控告。控告

成立的话,提案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审法庭对违宪新法可宣布将其撤销。这说明

古代雅典(  ) 

A.法律必须以民主为基础        B.法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C.制约着法律的与时俱进        D.贵族垄断国家行政权力 

4.在古代雅典,主持审判的庭审官依据成文法律的字面含义向人民陪审团作解释,陪审团则根据这些

解释及其理解进行判断投票,庭审官最终根据投票的统计结果作出判决。据此,可知在古代雅典(  ) 

A.注重对事实和法律的分析         B.司法制度融合了民主制度 

C.形成严谨完备的司法程序         D.法律是正义与理性的体现 

5.公元前 5 世纪初,雅典出现了一个新词 isegoria,意思是“言论自由”,但这一“自由”只意味着在所有公

民的集会上就最重要问题拥有发言权,而不是“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说明古代雅典(  ) 

A.公民言论自由权被剥夺          B.倡导公民关注公共事务 

C.直接民主制度存在弊端          D.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6.欧洲历史学家指出:“古代雅典与当代欧洲的民主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民主并没有在它的诞生地

盛行起来……在一千多年中它几乎被遗忘了。”对此的正确理解是古代雅典民主制度(  ) 

A.是近代欧洲民主政治产生的先决条件 

B.只是对近代民主政治产生观念上的影响 

C.与近代民主政治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D.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在实践层面的再现 

7.《十二铜表法》规定:相邻田地之间,应留空地五尺,以便通行和犁地,该空地不适用时效的规定。这

项条款说明古罗马(  ) 

A.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C.保护奴隶主的利益        D.注重维护公共利益 



8.同样是古代文明的典范,古代雅典和古代罗马对待公民权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古代雅典观念中“公

民”的资格是有严格限制的,古代罗马后期则授予其他部族公民权,摒除了血缘纽带建立的封闭社会,

代之以共同守护罗马意志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国家。古代罗马后期的这种做法(  ) 

A.实现了罗马疆域内公民的平等 

B.削弱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凝聚力 

C.使罗马公民权利比希腊更广泛 

D.有利于古罗马统治基础不断扩大 

9.中国古代典籍《尚书》记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经,法律规定)。”《查士

丁尼民法大全》规定:“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由此可见,两则材料都(  ) 

A.反映了重罪轻判的理念        B.违背了法律至上的原则 

C.表明了法律的宽松灵活        D.体现了一定的理性色彩 

10.古罗马法强调,法律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

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这主要表明古罗马法(  ) 

A.保护公民权益 B.体现权力制衡 

C.主张法律至上 D.追求司法公正 

11.“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下列各项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 

 史 实 结 论 

A 查阅到蔡伦造纸的文献资料 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B 查阅到《伤寒杂病论》的具体内容 这是最早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医学著作 

C 查阅到《十二铜表法》的具体内容 这是世界上最早成文法的汇编 

D 查阅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一手资料 当时已出现了人文精神 

12.古罗马法学家谈到立法原则时说:“因为‘恶法非法’,所以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正。”这体现出

罗马法(  ) 

A.维护法律的权威 B.始终保持正确性 

C.强调自然法原则 D.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非选择题 

13.史学在不断进步,历史认识也会随着更多可靠史料的出现不断接近客观事实。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希腊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与市场的联系十分紧密。

这样,平民中出现了小部分靠经商致富的新兴工商业者阶层。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但政治地位低下。

在旧氏族贵族的专断统治下,他们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迫切希望进行政治改革,争取参政的权利。在

旧氏族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新兴工商业者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往往联合下层平民同旧氏族贵族进

行斗争。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历史 1 必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 

(1)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概括材料一对梭伦改革背景的认识。(5 分) 

 



材料二 公元前 8—前 6 世纪的古风时代是希腊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农业仍是希腊

人赖以为生的主要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好的财产形式,但手工业和商业在部分先进地区,如科林斯、雅

典,已同农业完全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其突出表现是制陶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勃兴。

此外,铁器冶炼与制造业、采矿业、造船业均有明显发展。希腊斯巴达、雅典等城邦形成,雅典的梭

伦改革等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古风时期。 

——摘编自周启迪《世界上古史》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比较两者对梭伦改革背景的认识有何不同。(4 分) 

 

 

 

 

材料三 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少有关于手工业的记载,唯一有充分历史证据的手工业是

雅典的制陶业,根据考古专家们的估算,即使在制陶业最兴盛时期,雅典从事制陶业的总人数也不超过

200 人。从社会的各个侧面看,希腊城邦都是一个农业社会。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

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

危机,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的另

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

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士多德语,“湿的”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

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 

——摘编自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3)根据材料三,概括学者黄洋对梭伦改革背景的认识。综上,专家学者们对梭伦改革背景的认识各不

相同,你是怎样看待这种不同的?(6 分)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韩非的“法治”是针对原始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他反对在宗法社会中实施礼治、德

治,推崇法治。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除了君主

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受到惩处。这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度

的彻底否定。韩非说:“圣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完法”,“主施其法,大虎将怯;

主施其刑,大虎自宁”。他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是“圣王”,法律是君主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而提出的。他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的观念。”也就是指礼法是由正义衍生而来的,而正义意味

着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们是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全体公民

参与政事,从而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法



治理论界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法治理念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

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军、赵海涛《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兼论东西方法

治观念产生不同走向的缘由》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概括指出韩非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异同。(12 分)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形成的原因。(10 分) 

 

 

 

 

 

 

 

 

 

 

 

 

 



尤溪一中 2019—2020 学年高二（下） 

历史校本作业（八）参考答案 
1.B 解析 根据题干中“梭伦改革虽对土地数量有所限制”,可知 A 项错误;根据题干中“‘梭伦促进了

两个阶级之间的妥协。’如,梭伦改革虽对土地数量有所限制,但却没有像平民所希望的那样剥夺贵

族的土地”,可知梭伦改革有中庸的特点,调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故 B 项正确;梭伦改革用财产等级制

取代了血缘等级制,改变了旧的社会等级,故 C 项错误;D 项只反映了平民这一方面,没有涉及贵族,故

排除。 

2.D 解析 划分财产等级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没有“侵犯所有制”,故 A 项错误;公民大会在梭伦

改革前就已经存在,故 B 项错误;陪审法庭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故 C 项错误;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隶

制,涉及了所有制问题,侵犯了贵族的经济利益,故 D 项正确。 

3.A 解析 “如果新法有害于城邦民主”,其提案人会受处罚甚至有生命危险,陪审法庭也会将法律撤

销,这说明法律必须以维护民主为前提,故 A 项正确。B、C、D 三项均不符合题意。 

4.B 解析 根据题干信息,可知古代雅典的司法审判注重陪审团的投票结果,也就是说司法制度融合

了民主制度,故 B 项正确。A、C、D 三项均不符合题意。 

5.B 解析 根据题干信息,可知古代雅典公民在集会上拥有言论自由权,故 A 项错误;古代雅典“言论

自由”特指公民在集会上就最重要问题拥有发言权,意在倡导公民关注公共事务,故 B 项正确;题干信

息没有反映 C、D 两项,均排除。 

6.B 解析 A 项说法与材料“联系是脆弱的”不符,故 A 项错误;根据材料“联系是脆弱的”“几乎被遗忘”,

可知古代雅典民主制度对近代民主政治只是产生观念上的影响,故 B 项正确;根据材料“联系是脆弱

的”“几乎被遗忘”,可知古代雅典民主制度与近代民主政治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故 C、D 两项错误。 

7.D 解析 题干未提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故 A 项错误;“相邻田地之间,应留空地五尺”中的

“空地”是公有财产,故 B 项错误;题干未涉及奴隶主的所有权问题,故 C 项错误;题干中“相邻田地之间,

应留空地五尺,以便通行和犁地,该空地不适用时效的规定”的目的是“以便通行和犁地”,故 D 项正确。 

8.D 解析 题干材料没有涉及公民平等的信息,故 A 项错误;根据题干材料“古代罗马后期则授予其他

部族公民权,摒除了血缘纽带建立的封闭社会,代之以共同守护罗马意志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国家”,可

知这种做法增强了而非削弱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凝聚力,故 B 项错误,D 项正确;根据材料,可知古代罗

马只是公民范围大于古代雅典而非权利内容更加广泛,故 C 项错误。 

9.D 解析 题干材料“罪疑惟轻”“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反映的是对嫌疑罪的判定,并未体现

重罪的判定,故 A 项错误;题干材料反映的是对嫌疑罪的判定,并未触及和违背法律至上的问题,故 B

项错误;C 项表述不符合史实,排除;根据题意,可知两则材料均重视证据的作用,体现了一定理性色彩,

故 D 项正确。 

10.A 解析 题干材料“法律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

的这一部分”,说明古罗马法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故 A 项正确;题干材料并未体现出权力制衡,故 B 项

错误;题干材料强调的是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并没有强调法律至上,故 C 项错误;题干材料也没有

涉及司法公正的相关信息,故 D 项错误。 

11.D 解析 根据史实“查阅到蔡伦造纸的文献资料”,可知蔡伦为造纸术作出了贡献,并不能说明他是

发明者,故 A 项错误;根据史实“查阅到《伤寒杂病论》的具体内容”无法得出这部书是最早体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医学著作,故 B 项错误;根据史实“查阅到《十二铜表法》的具体内容”不能得出《十



二铜表法》是最早的成文法汇编,故 C 项错误;根据史实“查阅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一手资料”,可

知当时已经出现了人文精神,故 D 项正确。 

12.C 解析 题干材料“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正”,强调维护正义和公正,而非法律的权威,故 A 项错

误;罗马法是不断完善的,不可能始终保持正确性,故 B 项错误;罗马法强调自然法原则,保护生命权、

财产权等人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和公正,故 C 项正确;材料强调维护正义和公正,而非社会的稳

定,故 D 项错误。 

13.参考答案:(1)地理环境: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巴尔干半岛,东临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天然良港众多,

海岛星罗棋布。认识: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商品经济发达,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兴起,他们不满旧

贵族的专横统治,社会矛盾尖锐。 

(2)前者强调古代希腊的商品经济发达;后者强调农业是古代希腊的主要生产部门。 

(3)认识:黄洋认为古典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都无法证实希腊手工业发达,希腊城邦实际上是一个农

业社会。梭伦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依据,梭伦改革的措施反映了其面

临的是农业危机,雅典等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农业收入。理解:历史理解和认识是多元的,中学教科书

选取的历史认识是相对权威的,是经过多方考证的;同时,史学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孤证不立,现代学者

的观点必须有可靠的和多方面的材料来证明。 

14.参考答案:(1)相同:①都主张实行法治。②都主张法的平等性和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③根

本目的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同:①立法与执法主体不同,韩非之法由君主制定,体现君主利益和

意志;亚里士多德之法由全体公民参与制定,体现全体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意志。②本质不同,韩非

之法仍是人治(君主专制);亚里士多德之法是民主政治的产物。③公平程度不同,韩非之法君主拥有

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亚里士多德之法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韩非:①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成长,新兴地主阶级崛起。②诸侯国争霸战争

频繁,“士”阶层活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③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新兴地主

阶级需要一种法律形式来维护利益。亚里士多德: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虽走向没落,但其民主政治传

统和法治理念影响深远;②柏拉图的“人治”观(哲学王)无法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