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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考试

文化综合单招考试大纲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制定）

一、考试性质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2018 年单独招生文化综合考试是面向全省中等职业学校

（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的选拔性考试，因此该考试

须具有一定的信度、效度和必要的区分度。

二、考试依据

文化综合考试大纲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个部分。语文部分依据教育部颁

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

业生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大纲》（语文部分）和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

划新教材《语文（基础模块上、下册）》（倪文锦、于黔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并结合我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特点制定。数学部分依据教育部

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职

毕业生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大纲》（数学部分）和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

规划新教材《数学（基础模块上、下册）》（李广全、李尚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9 年第一版），并结合我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特点制定（数学符号使用

现行国家标准）；英语部分依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

《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大纲》（英

语部分）和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英语（基础模块 1、2、3

下册）》（林立、王笃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并结合我省各类中等

职业学校英语教学的实际制定。

三、考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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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综合考试为一张试卷，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个部分，总分 210 分，

其中语文、数学各占 90 分，英语 30 分。考试采用闭卷形式，用时 120 分钟。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见附件）

（一）语文部分（见附件 1）

（二）数学部分（见附件 2）

（三）英语部分（见附件 3）

（四）样卷部分（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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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语文部分

（一）考试能力要求

语文考试要求测试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四种能力，这四种能力

表现为四个层级。

1.识记，指识别和记忆，是语文能力的最基本的层级；

2.理解，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的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

3.分析综合，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了的能力层级；

4.表达应用，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

础，在表达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二）考试内容与考核要求

1.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

汉字：

（1）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音。

（2）识记现代汉语 3500 个左右常用字的字形。

词语：

（3）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包括成语、关联词语）。

标点：

（4）正确规范地使用标点符号。

修辞：

（5）能辨析常见的修辞方法（比喻、排比、夸张、对比、对偶、比拟、设

问、反问）。

句子：

（6）辨析病句（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累赘、结构混乱、表意

不明、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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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在语意、句式、修辞、语气等方面仿写句子或

改写句子。

（8）变换句式，如：主动句与被动句（包括“把”字句）、肯定句与否定句，

以及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之间的变换。

文学常识：

（9）默写古代诗歌或文言课文中的名句。

（10）文学名著、文化名人、代表作品等。

2. 文学类文本阅读

现代文阅读：

（1）识记课文中涉及到的中外古今重要作家及其时代和代表作。

（2）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基本特点，了解具体文学作品中人物、

情节、环境特点及作品的主要艺术手法。

（3）理清思路，整体把握作品的主要内容。

文言文阅读：

（4）理解课文中文言实词的含义，辨析在不同语境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及古

今异义现象。

（5）理解“之、乎、者、也、其、以、而、焉”等文言虚词在课文中的意

义和用法。

（6）能够参考课文注释翻译讲解课文中的重点句子。

3.写作

能写一般性、常见的应用文。应用文写作范围：便条（如请假条、留言条、

托事条）、书信（包括家书及其它书信）、单据（如借条、欠条、收条）等。

应用文考试要求：格式规范；称谓及用语正确、得体；文章目的、要求明确；

内容符合事理；语言通顺，文字书写正确，字迹工整。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约为 5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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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卷包括单项选择题、综合题和写作题。满分 90 分，试卷结构如下表：

题型 题量
小题

分
分值 考试内容

单项选择题 10 4 40 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文学常识

综合题

3 5 15 现代文阅读

3 5 15 文言文阅读

写作题 1 20 20 应用文写作

合计 1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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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数学部分

（一）考试能力要求

主要测试学生中学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方法，考查考

生的数学基本运算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考试要求

按照知识要求从低到高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了解：初步知道知识的含义及简单应用。

理解：懂得知识的概念和规律（定义、定理和法则等），以及与其它知识的

相关联系。

掌握：能应用知识的概念和规律去解决一些问题。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1.集合

（1）理解集合，元素，空集，常用数集，交集，并集和补集的概念；

（2）掌握元素与集合的关系（属于、不属于），集合之间的关系（子集、真

子集、相等），集合的表示方法（列举法和描述法），集合的运算（交、并、补）。

2.不等式

（1）理解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区间的概念。

（2）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元二次不等式和分式不

等式的求解。

3.函数

（1）理解函数的概念。

（2）掌握函数的解析表示法，函数概念中两要素的运用，实数指数幂的运

算法则，运用函数知识分析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3）了解对数的概念及运算。

4.三角函数

（1）理解任意角，任意角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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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弧度制与角度制的换算，同角三角函数间的基本关系式，诱导公

式（正弦、余弦和正切），已知三角函数值、求指定范围内的角。

（3）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图像及其性质。

5.直线和圆

（1）理解直线的倾斜角、斜率、直线的点斜式和一般式方程的概念。

（2）掌握过两已知点的直线的斜率公式、两点间的距离公式、中点公式、

两相交直线交点的求解，两直线平行和垂直条件的运用。

（3）理解圆的概念，掌握圆的方程的确定（标准和一般式）。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题方式：闭卷、笔试，满分 90 分，考试用时约 45 分钟。不允许使用计

算器。

2.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试卷结构如下：

题型 题量 小题分 分值

单项选择题 8 5 40

填空题 4 6 24

解答题 2 26 26

合计 14 90



8

附件 3：

三、英语部分

（一）考试目标与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景中的

英语应用能力。其能力要求分为词汇、语法、日常交际用语、读、写五个部分：

1.词汇：考察《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中基础模块中的单词、习惯用

语和固定搭配。

2.语法：主要考察各类词性的用法、基本时态、语态和情态动词的用法。

3.日常交际用语：能对日常交际用语做出反应。

4.读：能抓住阅读材料的中心意思，找出细节信息；能根据上下文和构词法

猜测词义；能根据文章信息进行简单的推理、判断；能读懂简单的应用文，如请

柬、通知及表格等。

5.写：在语段作文中，能对缺失的词语进行填空，使上下文语义连贯，条理

清楚，并能兼顾英语基本的词法与句法知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1.词汇

考查《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基础模块所规定的 1800 个左右单词和

词组。

2.语法

理解以下语法项目的形式和意义并正确使用。

（1）名词

a．名词的种类和意义

b．名词的数

c．名词的所有格

（2）代词

a．人称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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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物主代词

c．反身代词

d．指示代词

e．疑问代词

（3）数词的基本用法

a．基数词

b．序数词

（4）基本介词及介词搭配

（5）连词

（6）形容词和副词

a．作定语、表语和宾语补足语的形容词用法

b．表示时间、地点、原因、方式、程度、连接和关系等的副词用法

c．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

d．含形容词、副词比较级或最高级形式的基本句型和特殊句型

…比较级形式+than

…the+最高级形式+in/of

…as+原级形式+as…

…not so (as) + 原级形式 + as…

…比较级形式+and +比较级形式…

The + 比较级 …, the + 比较级 …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 or …?

（7）冠词 a/an/the 的基本用法

（8）动词

a．动词和动词短语

b. 系 动 词 be, sound, taste, get, look, seem, turn, grow,

become, grow, go, fee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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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助动词：be, do, have, shall, will 等

d．情态动词：can, may, must, need, ought 等

e．时态

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

一般将来时

一般过去将来时

现在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

3.日常交际用语

（1）邀请与回复（Making invitations and responding）

（2）感谢与道歉（Expressing thanks and making apologies）

（3）问候与道别（Greeting and saying goodbye）

（4）祝愿与祝贺（Expressing wishes and congratulations）

（5）求助与提供帮助（Asking for and offering help）

（6）询问与提供信息（Seeking and offering information）

4.阅读理解

能理解以下话题范围内常见题材的阅读材料，能根据上下文和构词法猜测词

义；能根据文章信息进行简单的推理、判断；能理解一般文章的篇章结构；能理

解作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

（1）个人与家庭（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family）

（2）学校生活（School life）

（3）日常生活（Daily life）

（4）休闲娱乐（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5）健康（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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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行（Travel）

（7）工作（Work）

能读懂简单的应用文，如工作备忘录、请柬、通知、海报、日程表、简介、

广告及表格等。

5.英语写作

在语段作文中，能对缺失的词语进行填空，使上下文语义连贯，条理清楚，

并能兼顾英语基本的词法与句法知识。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题方式：闭卷、笔试，满分 30 分，考试用时约 20 分钟。不允许使用

英汉词典。

2．试卷包括选择题、阅读理解题和作文填空题。试卷结构如下：

题型 题量 小题分 分值

选择题 5 2 10

阅读理解 5 2 10

作文填空 5 2 10

合计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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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四、样卷示例

语文部分（90 分）

一、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每小题 4分，共 40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 是（ ）

A.捕．获（pǔ） 单薄．（bó） 情不自禁．（jìn）

B.翘．首（qiáo） 脂．肪（zhǐ） 追本溯．源（shuò）

C.惬．意（xiá） 机械．（jiè） 惩．恶扬善（chéng）

D.诘．责（jié） 鸟瞰．（kàn） 谆谆．．教诲（zhūn）

2.下列各组词语中，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盘踞 声音洪亮 尔虞我诈 珠联璧合

B.勾销 爱不释手 赏罚得当 决一死战

C.嫉妒 声名鹊起 志愿宏大 劈荆斩棘

D.厮打 俯首帖耳 现场观摩 戴罪立功

3.依次填入下列句中横线上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①三峡水利工程修建完工以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很大。

②美联储决策者决定再次降息，以刺激因担心对伊战争而日益 的经济。

③记者为此走访了部分工人，他们都反映曾有过浑身 的感觉。

A.收益 衰败 瘙痒

B.受益 衰退 瘙痒

C.收益 衰退 搔痒

D.受益 衰败 搔痒

4.下列标点有误的一项是（ ）

A.男孩眼中放出光彩了：“真的，那我能活多少年？”

B.同别人平分生命，即使亲如父子，恩爱如夫妻，又有几人能如此快乐、如此坦

诚、如此心甘情愿的说出并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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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他不是我父亲。”年轻人很平静，“以前我从没有见过他。”

D.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5.下列各句中修辞方法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面对风暴的欺凌，松柏挺胸不屈，杨柳弯腰逢迎，江河寂然无语，高山昂然抗

争。

B.珍珠是贝壳痛苦的结晶，是海的眼泪。

C.树林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轻风是海洋的呼吸。

D.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笑脸，用她那柔美的金色手指，悄悄地捡走了草地上的珠

玑。。

6.下列各句搭配恰当的一句是（ ）

A.我的身体、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比一年前提高了许多。

B.广大青年表现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热情。

C.他马上召集常委会进行研究，统一安排了现场会的内容、时间和出席人员，以

及会议中应注意的问题。

D.有关部门对极少数不尊重环卫部门劳动，无理取闹，甚至殴打侮辱环卫工人的

事件及时进行了批评教育和严肃处理。

7.将下面一个常式句变换成一个状语后置句。

我久久地、久久地望着一轮红日从东山冉冉升起。

改：

8.疑问句“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能来呢？”改写成否定句。

改：

9.将下列诗句补充完整。

浊酒一杯家万里，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10.《四库全书》丛书分 、 、 、 四部，故名四库。是在乾隆皇帝的

主持下，由纪昀等多位高官、学者编撰。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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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一）阅读下列文段，完成 11——13 题。

（一）伞下的温情

①雨慢慢地下得大了起来。后座上的女儿，小脸紧贴着我的后背，右手穿过

我的胳肢窝，擎着她那把橘红的小伞。雨砸在伞顶上，嘭嘭直响。有风，车子骑

得有些吃力，那小伞也忽嗒忽嗒不甚听话，但女儿努力地擎着它，我能感觉到她

的小手在我的腋窝下一次又一次用力。我问道：“你在伞里吗？”

②“妈妈，在！”女儿的回答响亮而干脆，那语气里的阳光，穿过这晦暗的

雨幕感染着我的心。女儿今天是太高兴了——期中考试，她语文、数学都得了一

百分，按照考前的承诺，我要请她吃一顿肯德基。

③女儿左手攥着的纸袋里，此刻就装着她小小的愿望，热乎乎的，与她热乎

乎的小脸一起紧贴着我的后背。车子一颠一颠，女儿的小脸和那纸袋与我的背脊

若即若离，那温暖也就一阵一阵——可就是这一阵一阵的温暖，让我寒雨里的心

一阵阵颤栗！

④肯德基的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随处可见，但我的女儿对肯德基却一直保持着

向往与好奇。去年她 9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带她去肯德基，她用薯条蘸着番茄

酱，放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嚼，那满足的眼神让我几乎不敢面对……为了自己的梦

想，我辞职来到这座城市快两年了，我不得不节约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以应付

房租、伙食费以及女儿不菲的借读费。小小的女儿，便也常常受我所累，有时一

些小小的愿望都难以实现……

⑤雨没停，风也没停，而我们离租住的小屋还很远。我把胳肢窝里的女儿的

小手夹得紧一些，想让她省些力气。与此同时，我又问了一遍：“你在伞里吗？”

女儿的回答还是那一声响亮而干脆的“在”！

⑥到家了，我用腿撑着车，腾出左手抓住伞柄，好让女儿抽出手来。当我转

过脸的刹那，我呆住了——女儿几乎全身湿透！但她微笑着，扯了扯我的上衣，

又拍拍那个纸袋，紧紧地抱在胸前：“它没湿，还热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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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泪水和着雨水，从我的脸上流淌下来一瞬间打湿了我的脸……

11.“妈妈”两次问“你在伞里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的妈

妈；女儿两次“响亮而干脆的回答‘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的女儿。

12.第①段中加粗的词“砸”换成“落”好不好？为什么？

13.文中第④段能否删去，为什么？

（二）阅读下列文言文段落，完成 14——16 题。

(二)

郗超与谢玄
①
不善。苻坚将问晋鼎

②
，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是

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③

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④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

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①郗超：东晋时曾任参军，中书侍郎。谢玄：东晋名将。②问晋鼎：

图谋夺取晋朝天下。③桓宣武：东晋大臣桓温。④履屐：泛指鞋，这里代指平民

百姓。

14．对文中画线的句子“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翻译正确的一项

是( )

A．已经像恶狼一样吃了梁州、岐山，又看老虎在淮南。

B．已经吃了梁州、岐山的狼，又在看淮阴的虎。

C．已经像恶狼一样吞并了梁州、岐山一带地区，又虎视眈眈地企图侵占淮

河以南广大领土。

D．已经吞噬了梁州、岐山的狼，又看了淮阴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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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家危亡之时，郗超力排众议，支持谢玄，从中可看出他是怎样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结尾写“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对塑造

郗超形象有怎样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写作（20 分）

17. 校团委开展以“建设美丽生态家园”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下面是

这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请你参与解决。

为了以实际行动美化环境，2018 级动漫设计班参加了植树活动。班级向学

校总务处借了 25 把铁锹，25 个水桶。请你以班委会的名义给学校总务处写一张

借条。

数学部分（9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8 道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40 分）

1.设集合  1 3A x x    ，集合  1 5 ,B x x   则 A B （ ）

A． 1 5x x   B． 3 5x x  C． 1 1x x   D． 1 3x x 

2.如果 { 1}A x x  ,则( )

A．0 A B．{0} A C．{0} A D． A

3. 函数  2log 4y x  的定义域是（ ）

A． 4,  B．  4,  C．  , 4  D．  , 4 

4. 不等式 2 6 0x x   的解集是（ ）

A.    , 3 2,    B.    , 3 2,    C.  3,2 D.  3, 2

5. 下列函数中，既是奇函数又是增函数的是（ ）

A．
1
3

y x  B．
1y
x

 C． 22y x D． 3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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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化简：
1 1 1 1
2 2 2 2a b a b

  
    

  
（ )

A.
1 1
2 2a b B. 2 2a b C. a b D. a b

7. 已知直线 l的倾斜角为
3

，则直线的斜率 k值为（ ）

A．
3
3 B． 3 C．

2
1 D．

2
3

8.已知角的终边上一点的坐标为 3 1,
2 2

 
  
 

，则角 是（ ）的角

A．第一象限 B．第二象限 C．第三象限 D．第四象限

二、填空题（本题共 4 道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9. sin cos 3 tan 2
2
     .

10. 设
2

3, 0
( )

5 4, 0
x x

f x
x x
 

 
 

，则 (2)f  .

11. 已知圆的方程为 2 2( 2) 25x y   ，则圆心坐标为 ，半径为 .

12.设是第一象限的角，则点  sin ,cosP   在第 象限.

三、解答题（本题共 2 道小题,第 1 题 12 分,第 2 题 14 分,共 26 分）

13.(Ⅰ)（本小题满分 6分）已知
1sin
2

  ，且 是第一象限的角，求 cos和 tan ；

（II）（本小题满分 6 分）求圆 2 2 10 0x y y   的圆心到直线 : 3 4 5 0l x y  

的距离。

14.(本小题满分 14 分)某服装经销商经销某品牌的牛仔裤，该牛仔裤原件 100

元/条。先采用打折的方法促销：购买 5条以上（含 5条）打 9折；购买 10 条以

上（含 10 条）打 8折。

（1）小张买 4条牛仔裤需要付多少钱？（5分）

（2）小刘买 10 条牛仔裤需要付多少钱（5分）

（3）写出顾客应付钱数  y 元 与购买牛仔裤数量  x 件 之间的函数关系。（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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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部分（30 分）

一、单项选择（本大题共 5 个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 )1.In 1980, a third building ___________ near the first two.

A.was completed B.completed C.were completed D.is completing

( )2.The shoes are made _____ China.

A. in B. on C. from D. to

( )3.I _________ in New York for just two weeks.

A. am B. have been C. was D.will be

( )4.What _______ you _______ last weekend?

A. do, do B.does, do C.did,do D.did,does

( )5.What _____ you _____ this evening?

A.did, do B. will, do C.are, do D.does, do

二、 阅读理解（本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Happiness is for everyone. You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those people

who have beautiful houses with large gardens and swimming pools or those

who have nice cars and a lot of money and so on. Why? Because those who

have big houses may often feel lonely and those who have cars may want

to walk on the country roads at their free time. In fact, happiness is

always around you if you put your heart into it.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at school, your friends will help you; when you study hard at your lessons,

your parents are always taking good care of your life and your health;

when you get success, your friends will say congratulations to you; when

you do something wrong, people around you will help you to correct it.

And when you do something good to others, you will feel happy, too. All

these are your happiness. If you notice a bit of them, you can see that

happiness is always arou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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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is not the same as money. It is a feeling of your heart.

When you are poor, you can also you are very happy, because you have

something else that can’t be bought with money. When you meet with

difficulties, you can say loudly you are very happy, because you have more

chances to challenge yourself. So you cannot always say you are poor and

poor and you have bad luck. As the saying goes, life is like a revolving(旋

转的)door. When it does, it also opens. If you take every chance you get,

you can be a happy and lucky person.

6. Those who have big houses may often feel ________.

A. happy B. lonely C. free D. excited

7. When you fall down in a PE class, both your teacher and your classmates

will ________.

A. laugh at you B. play jokes on you

C. quarrel with you D. help you up

8. What will your friends say to you when you make great progress?

A. Oh, so do I. B. Congratulations. C. Good luck. D. It’s just so-so.

9. Which idea is NOT RIGHT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 People who have cars would never like to walk in the open air.

B. You can get help from others when you make mistakes.

C. You can still be a happy person even if you have little money.

D. Happiness is always around you though difficulties come towards you.

1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is passage about?

A. Bad luck. B. Good luck. C. Happiness. D. Life.

三. 写作（本大题共 5空，每空 2分，共 10 分）

At that time I ___11______ my free time listening to ___12_____.I like

rock music.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y favorite rock band –the Foxy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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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___13____ of the most famous rock bands in the world. But now I like

some light music ___14____ as jazz and country music. Maybe that’s

because I _____15_____ getting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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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语文部分（90 分）

一、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每小题 4分，共 40 分）

1.D 2.C 3.B 4.A 5.A 6.B

7.参考答案：一轮红日从东山冉冉升起，我望着，久久地、久久地！

或者：我望着一轮红日从东山冉冉升起，久久地、久久地！

8.参考答案：我不知道你今天能来。

9.答案：燕然未勒归无计

10.答案：经、史、子、集

二、阅读（每小题 5分，共 30分）

11.第一个空：关心女儿(疼爱女儿、关爱女儿、爱护女儿))，细心体贴(周到

细致) 第二个空：体贴妈妈(关心妈妈、孝顺妈妈)，乖巧懂事(善解人意、聪明善

良)

12.不好。因为“砸”形象地写出了雨的大、猛，与“嘭嘭直响”相呼应，换成“落”

就没有这种效果。

13.不能删。因为本段是插叙，交代了拮据的经济背景，解释了我的心“一阵

阵颤栗”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展开情节，描写人物。

14．C

15．宽容大度，爱才惜才，热爱国家。

16．侧面烘托郗超的评价是正确的，并赞美郗超的美德。

[参考译文]

郗超与谢玄不和睦。当时苻坚正想夺取晋朝天下，已经像恶狼一样吞并了梁

州、岐山一带地区，又虎视眈眈地企图侵占淮河以南广大领土。这时朝廷中商议

派谢玄北上讨伐，大臣中间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只有)郗超说：“谢玄这个人一

定能成功。我过去曾经与他一道在桓温府中共事，发现他用人能尽其才，即使是

一些琐细的小事，也能处理得恰如其分，从这些事推断，任用他一定能使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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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的。”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的人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又推崇他不因为

个人的好恶而埋没别人的才能。

三、写作（20 分）

参考答案：

借 条

今借到校总务处铁锹贰拾伍把，水桶贰拾伍个。此据。

2018 级动漫设计班班委会

2018 年 3 月 12 日

评分标准：

1、有“今借到”、“借到”等字样，5 分；

2、写清向校总务处所借物品的种类、数量，5 分；

3、涉及物品的数字大写正确，5 分；

4、正文开头空两格、右下方有具名和日期，5 分

数学部分（90 分）

一、选择题（每题 5分，共 40分）

1.A 2.C. 3.B 4.A 5.D 6.C 7.B 8.B

二、 填空题（每题 6分，共 24分）

9. 0 10. 16 11. , 5 12. 一

三、解答题（13题 12分，14题 14分，共 26分）

13.(Ⅰ) （3分）

（3分）

（II）圆的标准方程 ，圆心 （3分）

圆心到直线 （3分）

14.（1）400元（5分） （2）800元（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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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分）

英语部分（30 分）

一.单项选择

1-5 AABCB

二.阅读理解

6-10 BDBAC

三.写作

11 spent 12 music 13 one 14 such 1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