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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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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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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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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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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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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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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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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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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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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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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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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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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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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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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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四、样卷示例（一）

语文部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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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的一项是（ ）

A.艾．青（ài） 残骸．（hái） 谛．听（dì）

B.彷．徨（páng） 昧．心（mèi） 巢穴．（xué）

C.枷．锁（jiā） 脉．搏（mài） 迄．今（qì）

D.嗟．怨（jiē） 滞．留（zhì） 浓酣．（hān）

2. 下列句子中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

A.车窗外，雨洗过的茶场一片墨绿，像浓酣的水彩画。

B.洛阳，光名字就是古色古香，充满文情和诗意的。

C.这将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

D.但光与影有着和协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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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志们。”厂长严肃地说。

B.我要给爷爷理发，爷爷笑了：“你？笤帚疙瘩戴帽子__________充人哩。 ”

C.基础知识究竟扎实不扎实？对今后的继续深造有重要影响。



D.今天去呢？还是明天去呢？我实在拿不定主意。

5.下列句子中没有运用修辞手法的是（ ）

A.风儿俯临，在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林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

B.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

C.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D.科学家们研究了许多防热材料，做了许多大型试验，甚至连飞船运输车和航天员吃的

食品都做了出来。

6. 下列句子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十岁那年,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B.我相信，国人终归会愈来愈善良而不是相反。

C.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

D.我不敢碰父亲的手提箱，更没勇气打开它，但里面有些本子我是知道的。

7.将下面直接叙述的句子改写为间接叙述。

同伴焦急地对向导说：“你得想想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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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我材必有用， 。（李白《将进酒》）

10.儒学经典有“四书五经”之说，其中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指的是 、 、 、 、《春秋》。

二、阅读（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共 15 分)

能使用工具的人类的出现，据说距今已有两三百万年。不要小看第一个使用时期的

人；第一个钻木取火的人，第一个弯弓射箭的人，第一个跨上马背的人，他们越过了人

类儿童时代一座又一座真正的“三峡”——不，他们的步履更加艰难，他们的业绩更为



伟大。人类在慢慢的行程中，每一分钟都在向着难以数计的位置的领域进军，都有难以

计数的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开拓道路。于是，历史昂然前进。

行程是艰难的。历史在前进中，不免有挫折，有迂回，有后退，有失败。自然有就

不免有清谈者，有酣睡者，有摇头者，有叹气者，有彷徨着，有哭泣者。但是他们不是

历史的脊梁，他们像蛛丝一样无力，绊不住历史的脚步。

千百年后，假若三峡无恙，也还会有人从此穿过。从千百年后看今天，也如同见天

看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一样。在那时的人看来，完成我们今天从事的业绩，回合玩积木

一样轻而易举了。但是他们不会嘲笑我们，他们会崇拜我们今天的精神。至于我这篇平

凡的文字，那时是早已泯灭的了。然而，如果他们从烤炉的废墟上发现了他，我敢肯定，

他们会说：“这个人，没有说谎。”

11.结合文意解释第一段中画横线的词语的含义。（5分）

12.本文作者认为“历史昂然前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5分）

13.用一句话概括第二段中所说的“清谈者，酣睡者，摇头者，叹气者，彷徨者，哭泣

者”的共同点（不超过二十五个字）（5分）

（二）阅读下列文言文段落，完成 14——15 题。

(二)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

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14.这段文字主要告诉了我们老师的 和从师的标准。文中有一个句子是全文的

中心句，这个句子是 。

15.翻译下列句子。

（1）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2）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写作（20 分）

16.依据下列提供的材料拟写一则通知，文字可以作删减调整，必须符合通知的格式和

语体。

1 学校拟举办 2019 年元旦文艺汇演，请各学院积极组织好师生观看。

2 本次文艺汇演的主题是“庆祝湖工职高职办学十周年暨 2019 年元旦文艺演出”。

3 文艺汇演地点定在学校启航楼操场。

4 本次活动由学生会和团委联合举办。

5 文艺汇演的时间定在 2018 年 12 月 28 日（周五）下午 2：20 点。



数学部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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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U  小于 的所有正整数 ，集合  1 4 7 ,A  , , 则 UC A （ ）

A． 2,3 8 9, , B． 0,2 3,5 6 8 9, , , , C． 2,3,5,6 8 9, , D． 2,3,5,6

2.0 与{0}的关系是 ( )

A．0 {0} B．0 {0} C．0 {0} D．0 {0}

3. 函数   2 9f x x  的定义域是（ ）

A．  3, 3 B．    , 3 3,    C．  3 , 3 D．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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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0 , 0x y  ，下列各式中正确的是（ ）

A．  ln ln lnx y x y   B． ln ln lnxy x y

C．  ln ln lnxy x y  D．
lnln
ln

x x
y y


6. 求值：
3

2 43 81  （ )

A.
1
9

B. 27 C.
1
3

D.3

7. 已知直线 l的倾斜角为 450，则直线的斜率 k值为（ ）．

A．1 B．
2
1

C． 3 D．
2
3

8.设 sin 0  ， co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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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sin 30 cos 30   .



10. 设
25 , 0

( )
2 3, 0

x x
f x

x x
  

 
 

，则 ( 1)f   .

11. 已知圆的方程为 2 2 2( 2) ( 1) 4x y    ，则圆心坐标为 ，半径为 .

12.已知0 2x  ，那么 siny x 和 cosy x 都是增函数的区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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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角 的终边经过点  3, 4P  ，写出 sin 、cos 、tan

值；

（II）（本小题满分6分）已知直线 1 : 2 1 0l x y   与 2 : 2 1 0l x y   的交点为P 。

求以 P点为圆心，P点到原点的距离为半径的圆的一般方程。

14.(本小题满分 14 分)为了鼓励居民节约用水，某市改革居民用水的计费方法。每月的

收费标准如下：月用水量不超过 320m 时，按 2元 3/m 计费；月用水量超过 320m 时，其中

的 320m 按 2元 3/m 计费，超过的部分按 2.6 元 3/m 计费。

（1）张大爷家 5月份用水 316m 应交多少钱？（5分）

（2）李大妈家 5月份用水 338m 应交多少钱？（5分）

（3）写出每户月应交水费为 y元与用水量为 3xm 之间的函数关系。（4分）



英语部分（一）（30分）

一、单项选择（本大题共 5个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 ) 1. -Excuse me, ________________?

- Yes. I’d like some beef steak.

A. how do you do B. can I take your order

C. what’s your name D. Where are you

( )2. _______ the first turn on your right. The park is there.

A. Go B. Leave C. Take D. Run

( )3. 1.-How long have you felt this w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For a week. B. In a week. C. To a week. D. At a week.

( )4. _________ I’m away, she will take care of my daughter.

A. Why B. What C. While D. Then

( )5. -What about traveling toge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want to go for a walk. B. I don’t like traveling.

C. Do you like traveling? D. That’s a great idea.

二、阅读理解（本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Saturday, March 20,2018

Dear Mom and Dad,

The time has come: I'm graduating, and I thank you both for all your help

during these 15 years. I still remember when you used to say, "You can be whatever

you want" I'm so glad you are my parents, especially when I hear kids say they

don't get on well with theirs. I'm glad that you support（支持）me when I decide



to do anything. You always try to help, and that's important to me.

Dad, I remember when you first took me fishing. I loved going even though

I never caught anything. I also remember when you would get angry with me. I

realize you were only trying to show me the right way. When I would cry, you

would always be there to try to cheer me up. That's what I call a good, loving,

caring dad. Sometimes you and Mom don't agree with me, but you are there by my

side in anything that I do,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both so much.

Mom, I enjoy going out with you and having our happy time every Friday night,

and I hope that never changes. I love telling you everything; the best part about

you is that you listen. I'm glad we do a lot together. You love to have fun,

and Dad does, too. You always give me your opinion and I listen.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up.

Love always,

Allison

6.Allison writes the letter to show ________to her parents.

A. wishes B. support C. help D. thanks

7.In Allison's opinion, other kids of her age may _____ their parents.

A. have problems with B. get on well with

C. like to talk to D. like to listen to

8.Father might get angry with her when Allison _______.

A. didn't accept him B. didn't do things in the right way

C. didn't catch any fish D. didn't agree with her parents

9.The underlined part "and Dad does, too" in Paragraph 3 means "_______".

A. and Dad is funny ,too B. and so is Dad

C. and Dad has ,too D. and Dad also loves to have fun



10.What makes Allison and her mother good friends?

A. Cheering up each other. B. Listening to each other and having fun together.

C. Encouraging each other. D. Going out together.

三、 写作（本大题共 5空，每空 2分，共 10 分）

Yesterday afternoon, Doctor Linda Smith 11 a very busy

afternoon. Three students 12 her office. The first was Sam. He ate

too much food so he had a 13 . The second was Sophie, she ware a short

skirt on a 14 day so she had a cold and kept coughing all the time. The last

was Henry. He hurt his left food during a football match. The doctor asked him

to use some ice on his foot 15 5 minutes each hour for two days.



参考答案（一）

语文部分（一）（90分）

一、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每小题 4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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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考答案：同伴焦急地请求向导想想办法。

8.参考答案：我不知道你今天能来。

9.答案：千金散尽还复来

10.答案：诗、书、礼、易

二、阅读（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11.人类的儿童时代，指早期的人类社会，当时人类处于蒙昧时期。“三峡”代指艰

险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

12.任何时期都有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现行者敢于向人类未知领域进军，他们不断

挫折和失败，带领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13.他们都没有真正参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

14.作用（或职能） 古之学者必有师

15.（1）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翻译出判读句式 2

分，句意 3分）

（2）所以，无论是地位高还是地位低，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

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翻译出“无”2分，句意 3分）

三、写作（20分）

评分要点：

①格式分：格式规范，如首行正中写标题，称谓必须顶格写、正文之前必须空两格、

署名和日期必须写在右下角。以上每出现一处错误扣 2分。最多扣 10分。

②内容分：关键信息必须出现在正文当中，如汇演的时间、地点、主题，右下角必

须注明通知发布单位、通知发布时间等。以上每出现一处错误扣 2分，最多扣 10分。

③书写分：3分，可视学生书写情况酌情加减。

④通知发布由学生自拟，但此时间必须早于汇演时间。否则扣 2分。



数学部分（一）（90分）

一、选择题（每题 5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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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填空题（每题 6分，共 24 分）

9. 1 10. 4 11.  2,1 , 4 12.
3 ,2
2
  

  

三、解答题（13 题 12 分，14 题 14 分，共 26 分）

13.(Ⅰ)
4sin
5

   （2分）

3cos
5

  （2分）

4tan
3

   （2分）

（II）P点坐标  1, 1 （2分）

P点到原点距离 2 21 ( 1) 2OP     （2分）

圆方程 2 2( 1) ( 1) 2x y    （2分）

14.（1）32 元（5分） （2）86.8 元（5分）

（3）
2 ,0 20
2.6 12, 20
x x

y
x x
 

   
（4分）



英语部分（一）（30分）

一、单项选择

1-5 BCACD

二、阅读理解

6-10 DABBB

三、写作

11 had 12 visited 13 cold 14 cold 15 for



样卷示例（二）

语文部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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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点字的注音有误的一项是 （ ）

A.纤．（qiān）巧 切．题（qiē） 肖．（xiào）像 奖券．（juàn）

B.殷．（yīn）勤 蹒．（pán）跚 伫．（zhù）立 睿．（ruì）智

C.惦．（diàn）念 祠．（cí）堂 横亘．（gèn) 彤．(tóng)云

D.点缀．（zhuì） 不谙．(ān) 贮．(zhù)藏 浩瀚．(hàn)

2. 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

A.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摊换的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B.我国福员广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特产。

C.巨型运载火箭喷射一团橘红色的烈焰，托举着载人飞船拔地而起，直刺九宵。

D.没有可以分享的快乐，只有独自承担的磨难。现在的软弱正好证明，你一直是那么坚

强。

3.依次填入下列句中横线上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①那黄了的稻草，也就是上年的秧苗，这绿色的秧苗，又会变成来年的稻草，稻草与秧

苗是 关系。

②春天，不知名的小花过一阵换一个颜色，实在是 ，小花仿佛知道人们的心意，

一直开到秋末。

③秋雨 ，无声地飘洒在那空地上的瓦砾堆里、枯枝败叶上，淋湿了地，淋湿了

房，淋湿了树。

A.传承 相映成趣 如诗如画

B.传承 赏心悦目 如烟如雾

C.传递 相映成趣 如诗如画

D.传递 赏心悦目 如烟如雾



4. 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 ）

A.他时而默读；时而朗诵；时而背诵。

B.我在水果店买了苹果、香蕉和西瓜。

C.不懂，你完全可以来问我呀？

D.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5. 下列各句中，没有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的一句是（ ）

A.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

B.梦像一片雪花，在空中飘舞，想抓住它，它已经融化了。

C.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

也热闹了一些 。

D.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像一块蓝盈盈的玻璃。

6.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不管天气特别糟糕，但是大家去看樱花的热情丝毫未减，樱花树下挤满了观光拍照的

人。

B.语言流畅是衡量文章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C.爸爸的一席话，对于我受到了很大的激励。

D.太空行走是指航天员离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入太空的出舱活动。

7.将下面直接叙述的句子改写为间接叙述。

温总理对废墟中的孩子说：“我是温家宝爷爷，你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的。”

改：

8.反问句“人与山的关系日益密切，怎能不使我们感到亲切、舒服呢?”改写成肯定句。

改：

9.将下列诗句补充完整。

同是天涯沦落人， 。（白居易《琵琶行》）

10.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指的是明清的四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



《 》、《 》和《 》。

二、阅读（共 3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共 15 分)

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

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

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做

人的原则，从马克思学得入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列夫·托尔斯泰学得道

德的执著；歌德的诗句刻写着智慧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

是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节选自《读书人是幸福人》）

11.本段文字的中心句是哪一句？（3分）

12.本段文字使用的论证方法是： （2分）

13.划线句子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2分）

14.联系自己的读书实际，仿照“从《史记》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

做人的原则。”写一句话。（8分）

我从《 》学得 ；

我从《 》学得 。

（二）阅读下列文言文段落，完成 14—15 题。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

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稿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15.翻译下面的句子。(5 分)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16.文中哪些语句用到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请引用原文回答。（5分）

17.这一系列比喻分别论证了什么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什么？（5分）

三、写作（20 分）

16. 2019 年 3 月 12 日，校团委开展以“建绿色校园，树绿色理想”为主题的植树

节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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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建筑装饰班参加了植树活动。班级向学校总务

处借了 30 把铁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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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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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1,0U ，集合  ,5,3,0M ，  5,4,1N ，则 )( NCM U （ ）

A． 5 B． 3,0 C． 5,3,2,0 D． 5,4,3,1,0

2.设 { }M a ，则下列写法正确的是( )

A．a M B．a M C．a M D． a M

3. 函数
x
xy 1

 的定义域是（ ）

A．   ,1 B．  ,0 C．   ,1 D． 1,0 (0, ) 

4. 不等式 2 2 0x x   的解集是 （ ）

A.  1,2 B.    , 1 2,    C.    , 1 2,    D.  1, 2

5. 下列各函数中，在区间 (0 , ) 内为增函数的是（ ）

A． 2y x B．
2
3

x

y    
 

C． 2 xy  D． 2logy x

6. 求值： 2 4 43 4 0.25   （ )

A.
1
12

B.
1
9

C.3 D.
3
2

7. 已知直线 l的倾斜角为 30
0
，则直线的斜率 k值为（ ）．

A．
3
3

B．
2
1

C． 3 D．
2
3

8.已知角 的终边经过点 1 2,
2 2

 
  

 
，则 tan 的值是（ ）.

A．
1
2

B．
2
2

 C． 2 D．
3
2



二、填空题（本题共 4道小题，每小题 6分，共 24 分）



9. 2sin 30 +3cos0 tan 45    .

10. 设
2

2 1, 0
( )

3 , 0
x x

f x
x x
 

 
 

，则 (1)f  .

11. 已知圆的方程为 2 2( 2) ( 1) 9x y    ，则圆心坐标为 ，半径为 .

12.已知0 2x  ，那么 siny x 和 cosy x 都是减函数的区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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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角 的终边与单位圆交于点 P（
3
5
，

4
5
）.

写出 sin 、 cos 、 tan 值；

（II）（本小题满分 6分）设点  4,3A ，  6, 1B  ，求以线段 AB 为直径的圆的一般方

程。

15.(本小题满分 14 分)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很多城市的生活用水远远低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为了加强公民的节水意识，某城市制定了每户每月用水收费（含用水费和污水

处理费）标准如下表：

水费种类 用水量不超过 310m 的部分 用水量超过 310m 的部分

用水费/（元 3/m ） 1.30 2.00

污水处理费/（元 3/m ） 0.30 0.80

（4）张大爷家 5月份用水 38m 应交多少钱？（5分）

（5）李大妈家 5月份用水 326m 应交多少钱？（5分）

（6）写出每户月用水量  3x m 与应交水费为 y（元）之间的函数关系。（4分）



英语部分（二）（30分）

一、单项选择（本大题共 5个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 ) 1.Tell me where _________ your leg.

A. you break B. you broke C. did you break D. do you break

( ) 2. I’m sorry but Tom is not in at the moment. __________________?

A. Can I take a message B.Can I leave a message

C. Who are you D.Who is it

( ) 3. I ________ some presents for club guests Tomorrow.

A. am going to buy B. Buy C. am buying D. Bought

( ) 4. You _______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It will rain this afternoon.

A. should B. are C. may D. do

( ) 5. - Excuse me, ________________?

- Yes. I’d like some beef steak.

A. how do you do B. can I take your order

C. what’s your name D. Where are you

二、 阅读理解（本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You want to know about my staying in America, right? 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really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study here.

In China, I had English classes five times a week since fifth grade. However,

I didn’t know how different textbook English could be from everyday English

until I came to Hotchkiss School, Connecticut.

When I first studied English, I was told to say, “I am fine.” when people

say “How are you ?”But in the US,I found that people say, “I am good.” or

“I am tired.”

One day ,someone greeted me with “What’s up ?”It ,made me confused. I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then smiled because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Since then, I have discovered more and mo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US cultures.

To my surprise, US girls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burning sun to get a

tan. However ,in China ,girls try every possible way to get their skin paler,

or “whiter.”

I also surprised by how hard-working US students are .In China, schoolwork

is almost everything ,so we study hard and that’s it. But here, a“good” student

gets good grades, does a lot for the public and plays sports or music. The kids

here are so talented ,I am starting to be sorry that I gave up playing the piano

at an early age and that I have never thought about sports.

6.According to the writer, textbook English is _________everyday English.

A. quite different from B. the same as C. more difficult than

7.What does the word “tan ”in the sixth paragraph mean in Chinese?

A. 晒黑 B. 晒白 C.能量

8.A good US student spends his/her time ________.

A. only in doing homework

B. only on sports or music

C. on studies ,sports or music and public work

9.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 The writer is now in US.

B. American girls love to have white skin.

C.US students are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10.Which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 My Own Travel in the US

B. My Studying in the US

C. My Opinion about the US



三. 写作（本大题共 5空，每空 2分，共 10 分）

Hi, Wang Yang,

I would like to ____11______ you to my birthday party at 6 p.m. next Saturday.

At the party, we can____12____ games, tell jokes, and sing songs. I also

want to invite some other ______13_______ and some friends to the party. And

you will find a big ______14______ at the party. Please come and have

___15____with us.

Regards,

Allen



参考答案（二）

语文部分（二）（90分）

一、语言基础和语言表达（每小题 4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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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考答案：温总理对废墟中的孩子说，他是温家宝爷爷，让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

会得救的。

8.参考答案：人与山的关系日益密切，真使我们感到亲切、舒服。

9.答案：相逢何必曾相识

10.答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二、阅读（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11.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

冶。（3分）

12.举例论证（2分）

13.排比（2分）

14.（8 分）示例：从《童年》学得对待苦难的态度；从《西游记》学得神奇的想像。

15.品德高尚的人好学并且每日都反省自己，那么就会有更加聪明智慧并且行为上不会

出现过错了。（4分）

16.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木受绳则直，

金就砺则利。（4分）

17.用“水”和“冰”的比喻，论证了人只要不断地学习就能超越自己，获得比前人更

的丰富的知识。（4分）

结论是：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3分）

三、写作（20 分）

参考答案：



借 条

今借到校总务处铁锹仨拾把，水桶仨拾个。此据。

2018 级建筑装饰班班委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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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0分）

一、选择题（每题 5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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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填空题（每题 6分，共 24 分）

9. 0 10. 2 11.  2, 1 , 3 12. ,
2
  
  

三、解答题（13 题 12 分，14 题 14 分，共 26 分）

13.(Ⅰ)
4sin
5

  （2分）

3cos
5

  （2分）

4tan
3

  （2分）

（II）圆心坐标  5,1 （2分）

半径 5 （2分）

圆方程 2 2( 5) ( 1) 5x y    （2分）

14.（1）12.8 元（5分） （2）60.8 元（5分）

（3）
1.6 ,0 10
2.8 12, 10
x x

y
x x

 
   

（4分）



英语部分（二）（30分）

一、单项选择

1-5 BAAAB

二、阅读理解

6-10 AACBB

三、写作

11 invite 12 play 13 classmates 14 surprise 15 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