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时的奋斗，并不是播下痛苦以收获快乐，而是留下快乐，以等待幸福。

———万学超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全椒中学三二班

专题一! 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

!考情分析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史的主干知识体系之一。中国古代

文明之所以辉煌灿烂，是与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目前正

在进行的历史新课程改革从文明史的角度重新整合教材，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

历程就是必修!的重要内容之一。"##$ 年高考试题中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史

的考查可谓“铺天盖地”。例如四川卷第 %" & %’ 题考查明清时期加强对地方管理的

举措；重庆卷第 %" & %’ 题考查古代职官制度；天津卷第 %" & %( 题考查制度变迁与政

治文明的演变；北京卷第 %" 题要求通过解读地图的变化阐释政治局势的变化等。可

见在备考复习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必须重点关注。

!要点通览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行政制度、选官制度、

军事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理论性较强，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应在

理解上下工夫，立足于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演变规律。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 概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特点，包括

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内容。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实行皇位终身制和

世袭制，皇位具有不可让度性，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于一

身。中央集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没有

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也就是听命于皇帝一人调遣，因此中央集权有利于加强

皇帝的个人专制独裁。

") 兴衰历程

（%）战国：初步形成。战国时期，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

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这样，各诸侯国出现了一系列变法运动。秦

国的商鞅变法中废分封、行县制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

权制度。

（"）秦汉：巩固。秦始皇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政治

!



! ! 进入高三数日，有《 试题调研》的陪伴，我逐渐充满信心。希望我们一起拼

搏，共拓美好前程。 ———刘辉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鹏程中学高 "#$ 班

上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建立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等。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

纳税；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修驰道等。文化方面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以

法为教等。西汉时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措施，有效地巩固了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

（"）隋唐：完善。主要表现在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创立与完善。复习时要对这

两项制度实施的背景、内容及作用重点理解。

（$）宋元：加强。北宋初年为了改变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先后在集中军

权、集中行政权、集中财权和司法权、改革科举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铲除了藩

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给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元朝为了加强

中央集权，元世祖健全了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在地方上设

行中书省。行省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清：空前强化并达到顶峰。在中央，明太祖废丞相，权分六部；在地方，实行

“三司”分权；军事上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制约；颁布《 大明律》；设立厂、卫等特务

机构，加强对官吏的监视和对人民的镇压；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

清朝雍正帝时设立军机处，军国大事由皇帝一人裁决，使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空前强化并达到顶峰。

"& 规律性认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自

然经济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护这一经济基础，维

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从而维护封建统治。

（(）中国古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一是君权

与相权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两者的发展趋势是：

皇权日渐强化，相权不断削弱直至被废除；中央权力不断强化，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中国古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征：!在行政上，剥夺相权和地方权，官

吏由皇帝任命；"在财政上，财源由中央垄断；#在军事上，强干弱枝，皇帝一人总揽

国家兵权；$在司法上，法由帝颁，律由国掌；%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评价：从其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具有双

重性。一般而言，在封建社会前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后期，其消极作用是主要

的，尤其是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

二、选官制度

’& 演变历程! 汉朝以前，我国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选拔官吏制度。奴隶社会时

期实行贵族世袭制；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推行按军功授爵制；汉朝建立了察举、征召

等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至明清一直实行科举制。

(& 规律性认识! （’）历代统治者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建立一套选官制度的目的

!



好书如挚友，天星照我心。! ! ! ! ! !
———吴杨洋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高三 "# 班

在于巩固其统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 主要

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

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

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合为一体，这对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使其更熟练、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但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逐渐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

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抑制了科技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三、地方行政制度

"% 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有西周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和汉朝的郡县与

封国并行制、金朝的猛安谋克制、辽的“蕃汉分治”制度（ 即南北双轨制）、元朝的行省

制度、明朝的废行省设三司和僧官制度、后金和清朝的八旗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和

“改土归流”等。

$% 规律性认识

（"）分封制与郡县制都属于统治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

（$）猛安谋克制与八旗制度都是女真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

是地方行政组织。

（&）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改变

了当地落后闭塞和纷争的状况，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监察制度

"% 演变过程! 秦朝的御史大夫兼理监察事务；两汉时期实行刺史制度；北宋时期

中央派遣文臣担任地方长官知州，又在各州设通判，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元朝时期的

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明朝设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地方监察事务，另设厂、卫特务机

构，监视、侦查官民的不法行为。

$% 评价! 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调整统治阶级内

部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

治的重要手段。

五、中国古代的法律

中国自夏朝时就有了刑法，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法律，最著名的有秦律和

《大明律》。

秦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参照六国律令，颁布了秦律。秦律内容涉及面广，集中

!



! ! 承认自己的落后，正是进步的开始。从来就没有不付代价的一举成名，只有

在失败与痛苦中孕育步步成功。 ———李伟 甘肃省金昌市一中高三二班

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对后世封建律令有很大影响。

《大明律》：明太祖时制定，内容集中，增加了经济立法，主张量刑“ 重其重罪，轻

其轻罪”。规定皇族和大臣的特权，但对贪污贿赂罪也严惩不贷。

六、中国古代的改革与变法

"# 按照改革的原因和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奴隶社会富国强

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新旧社会转型的改革（ 如商鞅变法）；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统

治政策的改革（如北周武帝改革、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后周世宗柴荣改革、北宋的王安

石变法、明朝后期的张居正改革等）；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

$# 改革的原因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

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改革的实质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的某些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

%# 改革的措施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愿望和要

求，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否则改革难以为继，例如王莽改制。

【调研 "】! 反映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趋势的排列是 !参知政事

的设置 "丞相制度的废除 #军机处的设立 $三省六部制的创立

&#!"#$! ! ! ’#$"#! ! ! ! (#"$!# ! ! ! )#$!"#
解析! 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并日渐强化，

相权不断削弱直至被废除。具体内容涉及秦朝至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诸多措施。本

题题肢中的四项措施涉及的朝代分别是北宋、明朝、清朝和隋唐，因此本题正确的排

列应该是$!"#，故选 )。

! ! 【知识链接】! 隋唐、宋元、明清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加强的三个关键阶段。涉

及的措施有：隋唐时期主要推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中央集权日臻完善；北宋集中

军权、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完善了科举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明朝进一步强化中央集

权；清朝设军机处，中央集权达到巅峰。同学们还要注意不同的朝代加强中央集权的

措施差别较大，需要前后联系和比较。例如中枢权力的变化，秦朝有三公九卿制、隋

唐有三省六部制、北宋三分相权、明朝“废丞相，权分六部”、清朝设置军机处。又如科

举制是加强中央集权在用人政策方面的措施，隋朝初创、唐朝完善、北宋进一步完善、

明朝僵化直至清末被废除。

【调研 $】! （$**+ 年四川卷）元明清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举措。回答（"）,（$）题。

（"）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置的管理机构是

&# 西域都护! ! ! ’# 行中书省! ! ! (# 宣政院! ! ! )# 理藩院

（$）明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三司”指的是

!承宣布政使司 "提刑按察使司 #奴儿干都司 $都指挥使司

!



! ! 追求就有希望，努力就有可能，我们要永不言败，为了心中的梦，让我们继续

拼搏奋斗。 ———毛西鑫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二高三一班

"#!"# $#!"$ %#!#$ &#"#$
解析! 这是近年来高考文综卷历史选择题中常见的组合形式，本题是围绕中央

加强对地方管理这一主题进行组合的。其中第（’）题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的再认再

现能力，元朝设置的管理地方的机构是行中书省，即行省，选 $；解答第（(）题时需要

注意奴儿干都司是明朝在东北的管辖机构，因此排除#，选 %。可见上述试题对教材

知识点的考查明显侧重于基础知识。

! ! 【发散类比】! 此题考查的是元明清时期中央加强对地方管理的举措，体现了中

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这个主题。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历代采取的措施尽管不尽相同，但

殊途同归。秦汉时期推行的郡县制、唐朝中后期出现的地方节度使严重威胁中央集

权的情况、宋以后对地方权力的回收等，这些知识点同学们在复习时都需要注意前后

联系和对比。

【调研 )】! 从西周初期分封至秦统一前，一直作为诸侯国而存在的是图示中的

"#"# $#!$ %##$ &#!"$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解读图片信息的能力，首先要了解图片中的!、"、#、$对

应的诸侯国分别是齐国、楚国、赵国和燕国。再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相对照，齐国、楚

国和燕国在西周时期就存在了，而赵国则是在战国初年三家分晋以后才有的。因此

本题正确的答案是 & 项。

! ! 【方法探究】! 本题属于近年来高考试题中频繁出现的图文材料题。解答这类

试题的关键在于解读图文情境、提炼有效信息，就是结合设问规定的作答要求，对材

料的图文内容进行准确的判读，并对判读出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归纳提取。解答本题

首先必须解读出!、"、#、$对应的诸侯国的名称，然后将其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的

诸侯国相对照。

【调研 *】! 列举秦朝、唐朝、北宋、明朝君权与相权关系的有关史实，揭示其历史

!"



只要抬头看着天空那一片蓝天，你就会发现梦想不再遥远。

———李震宇 皖来安县半塔中学高三 ! 班

演变的总体趋势，并指出其影响。

解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可以分为三大块，分别是秦朝、唐朝、北宋、明朝君权与

相权关系的有关史实；君权与相权关系演变的总体趋势；君权与相权关系演变的影

响。第一问属于对基础知识的再认再现；后两问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进行高度的

概括。解题时同学们需要回忆教材中这四个朝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中涉及君权

与相权关系的部分。在分析总体趋势时，需要抓住明朝君权加强与相权被废除这一

基本史实，并与前朝的措施进行类比，然后得出结论。分析其影响，需要突出其与君

主专制制度演变的关系。

答案" （#）史实：秦朝：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央设置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

国的政事。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的分工使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削弱了相权，

加强了皇权。北宋：在宰相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

便于皇帝总揽大权。明朝：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属皇帝。皇帝的权力

空前提高。

（$）总体发展趋势：君权日益加强，相权日益削弱直至被废除。

（%）影响：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极端。

" " 【误点警示】" 同学们在解题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答题要有层次，本题需

要将设问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列举史实、揭示趋势和指出影响；二是在列举史实时，要

分清主次、抓住要领，并抓住“君权与相权关系”这一主题；三是概括总体发展趋势和

影响时应注意言简意赅。

#&【能力题】秦朝的郡县制适应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突出表

现在

’& 郡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 郡县官吏必须对上一级负责

)& 郡县官吏与皇帝是臣与君的关系

*& 郡县长官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不能世袭

$&【基础题】下列关于“推恩令”的理解与说明，最为确切的是

’& 将皇恩推广于天下，让老百姓不同程度地得到好处

(& 将皇恩施于诸侯王及其子弟，使之顺从于皇帝，从而维护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 准许诸侯王将封地再分给子弟以建立侯国，从而削弱王国直属领地，使之无力对

抗中央

*& 推恩只是一种欺骗，是封建皇帝愚弄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根本不能实现

%&【创新题】唐初统治者重视水利建设，根据唐朝制度，一道治理黄河的诏令从草拟到

执行必须经过

’& "## "## "##中书省 门下省 尚书省 户部

!!



一言一语蕴智慧，半丝半缕藏才能。天星教育创佳绩，莘莘学子大欢喜。

———雷刚 陕西省绥德中学

!" "## "## "##中书省 门下省 尚书省 工部

#" "## "## "##门下省 中书省 尚书省 工部

$" "## "## "##中书省 尚书省 门下省 户部

%"【基础题】就加强中央集权而言，科举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 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

!" 把选拔任用官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 扩大了各级官吏的来源

$" 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能力题】辽采取“蕃汉分治”制度的出发点是

&" 加强辽的中央集权

!" 加速契丹封建化的进程

#" 适应辽统治区域内的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

$" 维护本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

("【基础题】八旗制度是 !清朝初期努尔哈赤创建的 "女真族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制

度 #军政合一的制度 $它开始推行时女真族尚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阶段

&"!# !"!"$ #"!"# $""#$
)"【创新题】据史料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内，内外

诸司送到皇宫的奏章共 *(+ 件，共有 ,-.* 件事，皇帝一天要处理 %** 件事。该材料

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 皇帝勤于政事 !" 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

#" 明初政事繁多 $" 无人协助皇帝处理奏章

/"【综合题】下列措施中，能够有效地防止地方割据的有 !西汉推行的郡国并行制

"北宋设置的转运使 #明朝的三司制度 $明清实行的“改土归流”

&"!"#$ !""#$ #"!#$ $"!"#
."【能力题】“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

入直缮写。”这说明军机处设置的最初目的是

&" 适应军事需要 !" 加强中央集权

#" 剥夺朝中大将兵权 $" 巩固皇权

*+"【综合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0 自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五代方镇益强⋯⋯及赵普

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

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0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

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

!"



学海泛舟，务须辨清方向；书山攀登，还得天星指引。

———胡柏然 陕西省石泉县石泉中学高二一班

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三! 臣伏见，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计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

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候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

年，已逾一倍多矣。⋯⋯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不窘乏哉！

———《包拯集》

（"）材料一、二反映了宋朝在哪些方面的改革？

（#）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说明“国计民力⋯⋯窘乏”的原因是什么？

（$）从宋太祖改革的后果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参考答案】

"% &! 本题要求学生解释郡县制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关系。郡县制与分封制不同

的是，地方郡县长官的任免由皇帝直接控制，不能世袭，有力地加强了中央

集权。

#% ’! “推恩令”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解决王国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具体做法

是将诸侯王的封地再分给其他子弟以建立侯国，从而削弱王国直属领地，使王

国越来越小，无力对抗中央，最终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 (! 中书省和门下省负责皇帝诏令的草拟与审批，尚书省负责执行。在六部中，工

部负责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因此一道治理黄河的诏令从草拟到执行必须经

"## "## "##过中书省 门下省 尚书省 工部。

)% (!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教材的能力。科举制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从地方世家大族手

中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其余三项明显不能说明科举制

加强了中央集权。

*% ’! “蕃汉分治”制度是针对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而采取的不同政策，反映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 项是其目的；( 项是其结果；& 项明显

错误。

,% &! 本题考查学生再认再现教材知识的能力。题肢!中的时间明显错误，应为明朝

后期。

-% (! 本题考查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同学们在解题时需要注意材料中

的数字，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明朝皇帝权力的集中，即说明了明朝时期君主专制

的空前强化。

.% (! 本题属于典型的组合式选择题。西汉推行的郡国并行制，导致后来严重的王国

问题，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因此题肢!被排除。

/% +! 本题考查学生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同学们需要抓住材料中的关键性词组“ 雍

正年间用兵西北”，可见设置军机处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适应军事需要。

"0% 解析! 本题设置的三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梯度性，第一问要求从材料中解读有效信

!"



选择很重要，无愧于选择更重要。! ! ! !
———李颖聪 登封市少林中学高三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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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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