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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太阳的人，即使走进黑暗，也会闪烁着阳光。

———王琦 陕西咸阳高新中学

息，从材料一中的文臣权知、置转运使和通判、利归公上等可知，这些都属于在行政

和财政上采取的措施；材料二中的“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 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属

于在军事领域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材料中的扩充军队和增设官吏导致财政开支庞

大是“国计民力⋯⋯窘乏”的原因，联系所学知识可知给少数民族的“ 岁币”同样也成

为北宋财政的沉重负担。由此可见精兵简政和加强政府机构效能建设的必要性。

答案! （"）北宋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所进行的行政（ 文臣做知州）、财政（ 设立转运

使）、军事（设立禁军）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扩充军队，增设官吏，军费、官俸开支增大；二是给辽、西夏政权的“岁币”。

（$）改革需要精兵简政；重视机关效能建设。

专题二! 中国古代经济史

!考情分析
近年来的《考试大纲》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删减较大，只保留了春秋战国、隋唐、

明清三个时期的经济史内容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农业的开发。从这几个朝代的

经济发展的特点来看，春秋战国和明清属于社会转型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变

革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隋唐时期则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

有关经济史的内容，近年来高考中涉及较多。例如 #%%& 年广东历史卷第 # 题考

查我国现今出土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的年代、第 $ 题考查古代与均田制相应的赋税

制度；重庆卷第 $’ 题（$）至（&）问考查唐朝农业的发展；天津卷第 $’ 题（"）至（$）问

考查中国古代农业税变革的趋势等。由此可见，同学们在备考复习过程中对经济史

切不可忽视，尤其是对春秋战国、隋唐、明清三个时期的经济史内容以及中国古代经

济重心南移的有关问题需要特别重视。

!要点通览
一、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特点

第一，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 农本”和“ 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

贯的指导思想。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到清朝的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推行“ 重农抑

商”政策。

第二，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前期发展，后期停滞。从秦汉

到隋唐，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隋唐时期出现了筒车和曲辕犁。

第三，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西汉时，江南、东南和西北的土地都得

到一定的开发。隋唐时，江南的土地资源进一步被利用，适于种植高产水稻的圩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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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理想，我们拼搏奋进；追求理想，我们日夜兼程；追梦理想，我们展翅飞翔。

———王旭东 甘肃武威市第二中学高三五班

普遍，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明清时，连不适宜生长稻麦的贫瘠沙洼地也被利用起

来。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展，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

第四，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唐代以前，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并不明显。

唐朝时期，茶已成为普遍的饮料，茶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

税，这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典型。明清时期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农业商品化

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五，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相适应，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二、江南地区的开发和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江南是指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我国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开发最

早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但自东汉以后，由

于黄河流域战乱频仍，在我国便出现了人口由北向南流动和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历

史趋势。

!" 古代对南方的开发比较早，直到三国时期，都处于初步开发阶段。江南真正意

义上的开发是在南北朝，因此时北方处于十六国战乱状态，南方相对安定，北方移民

的涌入，统治者的重视，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南方经

济逐渐赶上北方。

#" 隋朝统一后，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北方又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但北方

在某些方面也依赖于南方的补充，大运河的开凿就是这一形势的体现。

$"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全国的

经济重心曾一度南移。

%" 北宋建立后，北方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北方仍然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但政治

中心已经东移，这正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预兆。因开封距南方的江淮地区相对较近。

北宋灭亡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绍兴和议后，南方相对安定，南方经济迅速发展，

至此，南方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南宋时正式固定下来，稳定地形成南方经济领

先北方的格局。当时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正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印证。

&" 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带去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封建割据或封建战乱时期最突

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促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

南移的因素主要有：!北方战祸多，南方相对安定；"北民南迁给南方带去了先进技

术和劳动力；#南方政权统治者大多比较重视经济发展；$都城南迁，政治重心南移，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南方自然环境、海外贸易优于北方。

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

萌芽首先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到清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才得到发展。这期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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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失败的强敌，让自己每天都拥有笑容，让自己笑对高考。

———王瑞丰 山东省东明县实验中学高三 !" 班

历了曲折的道路，发展十分缓慢。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究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原因何在？一是封建君

主专制的束缚。封建统治者历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屡次颁布禁海令，严禁

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明神宗派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在工矿业发达地区广设关卡，处处

征税；清朝在全国城镇、交通要道，遍设税局，征税范围几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产

资料。而西欧在这一时期大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封

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约。由于从事工商业必须承担风险，因此封建地租、高利贷就有更

大的吸引力。在明清时期，许多人发家以后，都广置田地，这大大阻碍了社会财富向

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所以说，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

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四、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线索与特征

战国以来，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 前

期）的租调制、唐前期的租庸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

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 两汉时期，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税，交纳粮食；赋

是人头税，分算赋（对成年人征收）和口赋（对儿童征收）两种。

$# 曹魏时，战乱频繁，人口流动大，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

故改为按户征收，称为“户调”，因此，“租调制”应运而生。

%# 唐朝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均田制

是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以“ 庸”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封建经

济的发展。剥削程度相对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随着均田制的破坏，

租庸调制无法进行，唐中叶以后便被两税法代替。

&# 明清时期赋税制度有了较大变化。!"’! 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改革，实行一

条鞭法，将田赋、徭役以及杂税合并起来，按人丁和田亩多少征收银两，相对减轻了农

民负担，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

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人头税被废除。封建国家对

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并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实行。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沿革有以下特征：!以两税法为界，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

向以田亩为主转变，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直至废除；征税时间由不定时

转为基本定时；"以一条鞭法为界，赋税形式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以租庸

调制的实施为界，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兵役和徭役发展为可以以庸代役，后来一

条鞭法规定以银代役；$以一条鞭法为界，税收种类由繁多到逐渐减少，到清初实行

“摊丁入亩”时征收统一的地丁银；%随着赋役制度的演变，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

依附关系逐渐松弛。

五、对“闭关锁国”政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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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生命奋斗，为我们的人生喝彩，谱写一曲美丽的神话。

———张清 广东省梅县松口中学高二五班

“闭关锁国”这一名称，并不见诸于任何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而是后人对清政

府在鸦片战争以前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加以概括而提出来的。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出限制；建立

公行制度，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限制对外贸易。

清代闭关政策的形成，并非历史的偶然。一方面，它是落后的闭塞的封建自然经

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既不了解世界大势的发展，也不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

乾隆皇帝 !"#$ 年在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

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甚至像林则徐这样有远见的人，鸦片战争前也曾认为：“ 我中原

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如果封关绝市，那就“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另一方面，闭关政策又是清朝统治集团民族狭隘性的表现。清朝统治者害怕外国商

人与沿海人民接触，威胁其统治。

“闭关锁国”政策曾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在一个时期内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

有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政策。“闭关”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

主义的力量，只能妨碍自身的发展，使自己停滞倒退，与世界隔绝。“ 闭关”不利于中

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

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闭关自守与狂妄自大是互相

联结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这种状态不无关系。

【调研 !】% 右图所示之剑出土于甘肃灵台，剑柄用青铜铸成，剑身

铁质，是我国现今出土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该剑最早可能铸造于

&’ 夏朝% % % (’ 商朝 % % % )’ 春秋 % % % *’ 战国

解析% 我国考古发现的铁器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因此夏朝和商朝

被排除。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冶铁业有划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

技术，因此从铸造最早的可能性来看，只能是春秋时期。选 )。

% % 【复习提示】%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冶铸业的发展。

铁器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是推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原动力。对

于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

关系变革的问题需要横向联系。

【调研 +】% 史载：“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
年），户数增加到 -#! 万多户，导致人口增加的根本因素是

&’ 大力清查户口 (’ 唐初统治者调整政策，生产发展

)’ 两税法的实行 *’ 唐太宗“存百姓”的思想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贞观初年到安史之乱前，唐朝已

经历了 !.. 多年，户数已经增加了近两倍。在封建社会里，人口的增长是封建经济发

展的晴雨表。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唐朝前期经济之所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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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天星真颜色，花开时节送喜讯。

———苌水英 河南省内黄县第二高中

繁荣的局面，与唐初统治者调整政策、大力发展生产直接相关。选 !。

" " 【知识链接】" 唐朝前期，经过几任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前后出现了“ 贞观之治”

和“开元盛世”。盛世局面主要表现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秩序相对

稳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关系和睦、对外交往发达等。对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

同学们要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调研 #】" 《新唐书·百官志》载：“两京诸市署" 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

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

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此材料说明

$% 唐政府限制城市商业的发展 !% 唐朝时期商品经济繁荣

&% 唐政府重视城市商业的管理 ’% 唐政府重视商品的质量

解析" 从材料中两京诸市署的设置、相关官员明确其职责以及击鼓作为商业信

号等，说明唐政府加强了对城市商业的管理。故选 &。

" " 【误点警示】" 唐朝时期我国商业发达，有市作为固定的交易场所，政府还制定

了一系列的交易规则。解答本题学生容易受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惯性思维的制

约，其实唐朝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但是本题提供的材料中没有涉及这一中国封建

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而是谈政府如何加强对商业的管理。

【调研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

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

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通典》卷十《漕运》

材料二" （通济渠和邗沟开通后）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自京师至江都，离

宫四十余所。⋯⋯（江南河开通后）八百余里，水面阔十余丈，又拟通龙舟，并置驿宫

草顿。

———《大业杂记》

材料三" 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

———《隋书》卷六八《阎毗传》

材料四"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胡曾《汴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请回答：

（)）隋朝开凿大运河除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外，还有其他目的，根据材料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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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止，奋斗不息，挑战高考，穿越荆棘。

———乔坤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一高二 !! 班

三加以概括。

（!）大运河开通后，后人对此褒贬不一。根据材料四归纳三位诗人的不同观点。

（"）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从正反两方面谈谈你对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看法。

解析# 第（$）问考查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由材料一中的“ 自西

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和“ 开永济渠，引沁水南

达于河，北通涿县”可知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沟通南北交通运输；由材料二中

“通龙舟，⋯⋯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可知修运河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巡游作

乐的奢欲；由材料三中“兴辽东之役⋯⋯以通运漕”可知开运河的目的还包括运输军

队和物资北征高丽。第（!）问考查学生解读材料信息和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三人

的角度各不相同：胡曾认为开凿大运河导致“ 亡隋波浪九天来”；皮日休肯定了开凿

大运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较多”；李敬方的诗指出开凿运河加重人民

负担。第（"）问考查学生的综合评价能力。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开凿大运河既有积

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从总体上来看，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大运河至今仍然在发挥

作用。

答案# （$）目的：沟通南北交通运输，满足隋炀帝巡游作乐的奢欲，运输军队和

物资北征高丽。

（!）胡曾认为开凿大运河导致隋朝灭亡。皮日休肯定了开凿大运河对经济发展

的积极作用。李敬方着重指出了运河开通后统治者对江南的搜刮和掠夺。

（"）积极作用：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沟通南北交通，加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消极作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徭役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隋朝的迅速灭

亡，也加强了对江南人民的搜刮、掠夺。开凿大运河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 # 【发散类比】# 有关隋朝大运河的知识是我们复习的重点之一，如开凿目的、大

运河概况（“三点”、“四段”、“五河”和“六省“）、作用、对其评价等。古代重大工程是

广大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在复习备考中，同学们可以纵横比较，将春秋时期

的三大水利工程、秦长城和灵渠、隋朝大运河以及明长城等相关知识进行前后贯穿比

较记忆。

$%【能力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

程，下列三项水利工程按其所在流域，从北到南排序正确的是

&% 郑国渠、都江堰、芍陂 ’% 芍陂、郑国渠、都江堰

# (% 都江堰、郑国渠、芍陂 )% 郑国渠、芍陂、都江堰

!%【创新题】下面描绘的是公元前 "*+ 年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一个人发迹的故事。你认

为以下四项在当时可能发生的是 !公元前 "*+ 年，他在一次战争中立功，得到了

几十亩土地的赏赐 "第二年，他辛勤耕种，喜获丰收，政府免除了他的徭役 #第三

年，他又买了几十亩土地，成了大地主 $几年后，他卖掉土地去经商，得到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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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魏彩虹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的奖励

!"!"# # # # # $"!#$ # # # # %"!"$ # # # &"!"#$
’"【能力题】“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 一作铁）器。及汉使

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一状况开始得以改变是在

!" 秦朝 $" 新朝 %" 西汉 &" 东汉

("【基础题】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它的名

称是

!" 钱庄 $" 邸店 %" 柜坊 &" 票号

)"【创新题】钱币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下列关于我国古代货

币发展史的表述，正确的是

!" 秦统一全国后，开始使用圆形方孔钱

$" 唐朝开元年间颁行“开元通宝”

%" 唐朝后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

&"“开元通宝”成为唐朝以后历代货币的范式

*"【能力题】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与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两者的

相似之处是

!" 按土地的多少平均收税

$" 按土地和财产多少收税

%" 按人丁和田亩多少收税

&" 按土地的多少和田质的好坏收税

+"【能力题】王安石设想其变法的理财方针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为此他采取的

措施有 !清查逃避土地税的“隐田”"向享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征收免役钱 #寓兵

于农，减少军费开支 $向农民贷款，收取较低的利息

!"!" $""$ %"!"$ &"!"#$
,"【基础题】明朝实行“一条鞭法”的过程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有 !大地主兼并土地

严重，且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 "徭役、杂税很重，导致农民大量流亡 #商品经济有

了一定发展 $政府财政不敷支出

!"!"#$ $"$ %"!"# &"!"$
-"【创新题】明朝时，（嘉兴石门镇）“ 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镇民少，

辄募旁邑民为佣。⋯⋯二十家合之八百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该材料从本

质上反映了当地

!" 人口的大量减少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业的衰退 &"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综合题】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唐政府的粮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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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后来关羽虽然也得到了赤兔，但也没听别人这么说过，估计作者肯定是吕

温侯的 !"#$，否则也不会这么肉麻。

材料二% （清朝前期）江浙是缺粮最多的省份。江苏的太仓、松江、通州、海门

等府厅缺米，是由于棉田多于稻田。苏州府九县原是稻的高产区，年产米达 &&’’
万石，但因工商业发达，外省“ 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浙江南部温州、处

州，所产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北部杭、嘉、湖原是高产区，但因桑蚕发达，

“每岁产米不敷数月口粮”。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材料三% 江浙皖人口与耕地面积估计

年份（年） ())( (*&+ (*,* (-(&
人口（万人） . ’-)/ ) . ,’,/ , , 0)0/ * 0 -&)/ 0

耕地面积（万市亩） (- ),+/ * (0 -&0/ & &’ ’-’/ - &( &.*/ (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请回答：

（(）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出现材料一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

（&）比较材料一、二，概括清朝前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概括材料二、三中的矛盾现象。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应当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

【参考答案】

(/ 1% 本题要求学生将历史与地理学科基础知识有机结合，综合分析问题。郑国渠处

于黄河流域，芍陂处于淮河流域，都江堰处于长江流域，因此从北到南的正确排

序是郑国渠、芍陂、都江堰。

&/ "% 首先需要弄清楚公元前 .,’ 年是战国时期，关中地区是秦国统治的区域，当时

正在推行商鞅变法，题肢!、"、#分别反映了商鞅变法中推行的按军功授爵、

奖励耕织和允许土地买卖的内容。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不可能奖励经

商的人。

./ 2%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属于西域地区，这里出现铁器等，应是在西汉的张骞出使

西域以后。

+/ 2% 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是隋唐时期出现的柜坊。

,/ 1% 本题考查学生再现教材基础知识和辨析的能力。秦统一中国前，秦国已经开始

使用圆形方孔钱；“开元通宝”颁行的时间是唐高祖时期；“交子”出现在北宋而

非唐朝后期。

)/ 1% “相地而衰征”与方田均税法都是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两者都按照土地的多

少和田质的好坏收税，其标准基本一致。

*/ "% 这是一道典型的组合式选择题，组合的标准是能够体现王安石的理财方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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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一共八个字却称赞了两件事物，足可见微言大义

的春秋笔法。而且朗朗上口，妇孺皆知。

查逃避土地税的“隐田”、推行方田均税法和向享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征收免役

钱，将征收赋税的对象指向了大地主和大官僚，与农民无关；而题肢!和"仍然

要由农民负担。

"# $! “一条鞭法”推行的目的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维护其统治。四个题肢是“ 一

条鞭法”推行的背景，“一条鞭法”中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

展的需要。

%# &! 本题考查学生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油坊是手工作坊，“募旁邑民为佣”、“ 一

夕作，佣直二铢而赢”反映了油坊主与邑民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说明这

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 解析! 第一问要求回答江淮和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联系东晋和南朝以后江

南经济开发和唐朝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解答。材料二中描述了清朝前期江

浙地区缺粮的情况，与材料一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这里工商业发

达、农作物种植种类变化（种植棉花）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

方向发生了变化。第三问要求学生描述两则材料中的矛盾现象，材料二中江浙粮

食紧缺，需要输入，而材料三中却显示这一地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解答第四问

需要结合经济学的有关知识。

答案! （’）原因：东晋和南朝时期江南得到开发；劳动力的南迁；劳动工具的改进；

耕地面积的扩大；社会环境安定。

（)）由粮食基地变为粮食短缺地区；工商业发达；农作物种植种类发生变化；经济

发展方向变化。

（*）耕地面积增加迅速，但粮食产量减少，需要大量输入才能满足需要。

（+）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工商业；发展商品经济；控制人口增长速度。

专题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边疆的开发

!考情分析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古代史的主体内容。我国是以汉族为主

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近年来的高考试

题中，对于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谓屡见不鲜。例如 )((, 年高考全国卷#第 *- 题第（*）

问考查辽、金“行汉法”的原因和内容；四川卷第 ’+ 题考查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

加强的标志；江苏历史卷第 ) 题考查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有关民族关系的事件；北京卷

第 ’+ 题考查宋辽澶渊之盟的背景等。

!要点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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