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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河北省普通高职单招考试二类联考 

文化素质考试试卷（A） 

注意事项： 

1．本试题满分为 360 分，分为语文、数学、英语三个部分，各部分总分

均为 120 分。 

2．考生一律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按规定作答，凡做在试卷和草稿纸上的

答案一律无效。 

3．考试结束，将本试题册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4．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第一部分  语文试题 

 

一、选择题（每小题 3.6 分，共 36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不同的一组是（    ） 

A．姣．美 皎．洁 狡．兔三窟   B．诀．窍 抉．择 决．一死战 

C．霹．雳 譬．如 穷乡僻．壤   D．脐．带 跻．身 同舟共济．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抱负  威慑  流芳百世  源远流长 

B．寒暄  署名  曲意逢迎  各行其事 

C．偏袒  蒙昧  重蹈覆辙  针贬时弊 

D．学藉  暴燥  浮想联翩  山清水秀 

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在激烈的决赛中，我国乒乓健儿经过艰苦拼搏，终于______了对方的攻势，获得

了冠军。 

②不法商人以次充好，用假货来______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③环境保护的问题引起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______，他们将在“两会”上提出

提案，以便更好地解决。 

A．遏止 谋取 关注      B．遏制 谋取 关心    

C．遏止 牟取 关心      D．遏制 牟取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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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深知，保守的清政府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变法图强，整个国家

就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 

B．六月中旬以来，深沪股市一路下跌，那情形真是势如破竹．．．．，叫人不得不为中国股

市的前途捏一把冷汗。 

C．谁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工厂破产、家庭破裂的重重打击之后，他还能够东山再．．．

起．，再次在商场大显身手。 

D．在文章中使用繁笔，有它的好处：描摹事物状态，可以穷形尽相；刻画人物心理，

能够细致入微．．．．。 

5．下列作品、体裁、作者对应错误的一项是（    ） 

A．《拿来主义》-- 杂文 -- 鲁迅  B．《荷花淀》-- 小说 -- 孙犁 

C．《雷雨》-- 戏剧 -- 曹禺      D．《老人与海》-- 诗歌 -- 海明威 

6．下列文学常识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铁凝是我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短篇小说《哦，香雪》是她的成名作。 

B．《祝福》的作者是鲁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迫害的旧社会中

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C．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是英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和俄国的契诃夫。 

D．小说的三要素是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环境描写又包括自然环境描

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7．下列句子中加线的部分，在修辞手法上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    ） 

A．我还没迈进院子，就见娟娟飞出了房门，欢笑着向我奔来。 

B．风儿轻唱着歌，唤醒了沉睡中的大地。 

C．习习凉风在树叶间演奏着优美动人的小夜曲。 

D．明月端坐在山顶上，看上去，分明是一座巨大的灯塔。 

8．下列各句中语言运用得体的一项是（    ） 

A．这是你家母托我买的，您直接交给她老人家就行。 

B．老先生说得有道理，领教领教。 

C．我们家家教很严，令尊常常告诫我们，到社会上要清清白白做人。 

D．请留步，足下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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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列各句中的标点符号使用没有错误的一项是（    ） 

A．“怎么了？哥们。”王平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急切地问道。 

B．我问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C．我看，这样的“聪明人”还是少一点好。 

D．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好似细浪微波，线条柔和，蜿蜒起伏，连接着高高

的远山。 

10．下列对应用文相关的知识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计划和总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B．求职信分为自荐信和应聘信两种。 

C．启事应遵循的写作原则是“一事一文”。 

D．我国古代把一切文字著作通称为“书”，而“信”是指送信的使者。 

 

二、阅读下面的课文节选，完成 11—15 题（每小题 4.2 分，共 21 分） 

我在游览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颂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赵

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

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

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

“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

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11．这段文字节选自《内蒙访古》一文，作者是（    ） 

A．王蒙    B．老舍   C．翦伯赞  D．史铁生 

12．文中“炮弹”一词加上引号，其作用是（    ） 

A．引用    B．讽刺   C．强调     D．比喻 

13．在这段文字中，最能体现作者主张的句子是（    ） 

A．我在游览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颂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 

B．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 

C．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

民怨沸腾。 

D．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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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者称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他的根据是（    ） 

A．历史资料    B．历史传说  

C．引用别人的说法  D．作者的推理 

15．作者写秦始皇的主要目的是（    ） 

A．为了抨击秦始皇的横征暴敛，不得人心。 

B．为了引出孟姜女的传说，从而增添行文的情趣。 

C．将秦始皇和赵武灵王相提并论，肯定秦始皇和赵武灵王一样是英雄。 

D．突出了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同时也否定了部分人攻击秦始皇的做法。 

 

三、补写出下列名句中的空缺部分（每空 3 分，共 15 分） 

16．昔我往矣，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17．别有幽愁暗恨生，               。 

18．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              ，师之所存也。 

19．              ，报得三春晖。 

20．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 

 

四、写作（48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读书，正是青少年提升自身

文化素养的良好途径。著名作家冰心说过：“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读书能给你带

来什么呢？ 

请以“阅读让我________”（快乐、聪明、高雅……）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把题目补充完整； 

②文体不限（诗歌、戏剧除外）； 

③不少于 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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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数学试题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6 分，共 52 分．每小题所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个符合题目要求） 

1．集合  = 1,2,3M ，  2,1,0N ，则M N =（    ）． 

A．{0,1}      B． 2,1     C． 3,2    D． 3,2,1,0  

2．集合 nm, 的真子集共有（    ）个． 

A．1       B．2      C．3       D．4 

3．若 0 nm ，则有（    ）． 

A．
nm

11
    B． 10 

n

m
  C．

2nmn    D．
n

m

m

n
  

4．不等式 | | 25x  的解集是（    ）． 

A． ( 25,25)              B． ( , 25) (25, )    

C． ( 5,5)                  D． ( , 5) (5, )    

5．如果 0log 2 x ，那么 x =（    ）． 

A．3       B．0          C．2      D．1 

6．函数 xxy  2)12lg( 的定义域为（    ）． 

A． xx ≥ 5.0    B． 2xx    

C． xx 5.0 ≤ 2     D． 21  xx  

7．等差数列 6， 3，0，3，……中的第 10 项为（    ）． 

A．18      B．21    C．24     D． 27 

8．设
20.3a  ， 3log3b ，

0.23c  ，则（    ）． 

A．a b c      B．a c b    C．b a c    D．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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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角 45°=（    ）． 

A．
2


   B．

3


 C．

4


 D．

6


   

10．下列各组角中，终边相同的是（    ）． 

A．30°， 330°          B．50°，400° 

C．80°， 260°          D．140°， 200° 

11．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f x ax 与   2
g x x a  的图象可能是（    ）． 

 

                           

A．                B．                C．               D． 

12．下列函数中，在区间  0, 上为增函数的是（    ）． 

A．
1

y
x

     B．
1

( )
2


x

y   C．
2

1y x    D． 2
x

y  

13．下列函数中为奇函数的是（    ）． 

A．
23y x  B． y x  C． xxy  3

 D． 1y x   

14．已知
2

cos
3

  ，且 是第四象限角，则sin 的值为（    ）． 

A．
1

3
    B．

3

5
    C．

3

1
    D．

3

5
 

15．已知圆的方程为 08622  yyx ，则圆心坐标为（    ）． 

A．  3,0   B．  3,0   C．  0,3    D．  4,3  

16．椭圆 1
94

22


yx

的短轴长等于（    ）． 

A．2         B．3   C．4 D．6 

o         x            

y

                   

o         x            

y

                   

o         x            

y

                   

o         x            

y

                   



文化素质考试试卷（A）  第 7 页（共 12 页） 

17．从 9 名学生中选出 2 人分别参加数学和语文竞赛，不同的选法有（    ）． 

A．18 种      B．36 种 C．54 种 D．72 种 

18．下列各对向量中平行的是（    ）． 

A．    1, 3 , 3,3a b       B．    1,1 , 2,2a b    

C．    2,5 , 5,2a b         D．    2,3 , 4, 6a b    

19．为调查参加运动会的 1000 名运动员的年龄情况，从中抽查了 100 名运动员的年龄，

其中样本为（    ）． 

A．100 名运动员             B．1000 名运动员的年龄         

C．100                      D．100 名运动员的年龄 

20．一条直线和两条异面直线中的一条平行，则它和另一条的位置关系是（    ）． 

A．平行     B．相交或异面  C．相交    D．异面 

 

二、判断（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7 分，共 27 分） 

要求：对下列命题作出判断，你认为正确的在答题卡上涂“A”，错误的涂“B”。 

21．命题“ 0a ”是“ 0ab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    ） 

22．如果  xxA  ≤ 1 ，则 A0                             （    ）  

23．不等式 812 x 的解集是  3,3                          （    ） 

24．点  1, 3  关于 y 轴的对称点为  3,1                       （    ） 

25．函数 









2
3sin


xy 的最大值为 3                         （    ） 

26．若 0a  且 1a  ，
RM ，则 log 2 2loga aM M              （    ） 

27．设
π

4
   ，则有sin cos                             （    ） 

28． 1
4

cos
4

sin 22 


                                    （    ）  

29．过平面外一点存在无数条直线和这个平面垂直              （    ）  

30．某人参加射击比赛，一次射击命中的环数为{偶数环}是随机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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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1 

A1 B1 

C1 D1 

三、填空（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31．计算  63 555         . 

32．已知角 的终边经过一点  4,3P ，则sin 的值为       . 

33．数列 ,
6

14
,

5

13
,

4

12
,

3

11 2222 
的通项公式为 na        . 

34．在等比数列中， 2,31  qa ，则 5a =       . 

35．直线 03  yx 的倾斜角度数为       . 

36．如图，在棱长为 1 的正方体 1111 DCBAABCD  中， 

CA1 的长度为       .  

37．二项式

4
2










x
x 的展开式中的第 3 项是       . 

38．若  3,2 a


，  5,1b


，则  ba


2        . 

39．从甲、乙、丙 3 人中任选 2 人参加社会实践，甲被选中的概率为       . 

40．双曲线 1
1625

22


yx

的渐近线方程为       . 

 

四、解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41 题 5 分，第 42 题 6 分，共 11 分） 

41．某市出租车的收费标准是：起步价为 3 公里收费 13 元，超过 3 公里计费标准为每

公里 2.3 元，每运次加收 1 元燃油附加费． 

（1）试建立行驶里程数与出租车收费之间的函数关系． 

（2）试求行驶 20 公里所需出租车的费用． 

42．已知 cba 、、 是三角形 ABC 的三边长，且关于 x 的一元二次方程 

  01lg2lg2 222  abcxx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试判断三角形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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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英语试题 

 

一、词汇和语法（共 10 小题；每小题 3.8 分，满分 38 分） 

从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答案，将其序号在答题卡相应位置涂黑。 

1．---My father is ill in hospital. 

---I’m sorry ______ that. 

A．hear     B．hearing     C．heard     D．to hear  

2．The hotel is very old．It’s one of ______ buildings in the city.     

A．old    B．older     C．the oldest    D．oldest  

3．Henry will give us a report as soon as he ______.     

A．arrives      B．arrived     C．is arriving     D．will arrive 

4．______ I want to know is how the kid managed to escape the fire.   

A．That      B．What       C．Who          D．Which   

5．Rose received a letter full of love from her parents on her ______ birthday.   

A．sixteenth     B．sixteen    C．sixteen’s     D．sixteenths 

6．______ a cold winter morning, he left ______ Japan.   

A．In; for      B．On; for    C．In; to     D．On; to 

7．---Does your school hold the rais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every Monday morning ? 

---Yes, ______ it rains heavily.          

A．if     B．unless     C．because      D．since 

8．I think it’s really ______ hard work for me to finish the job in twenty minutes.     

A．a      B．an     C．the    D．/ 

9．Thanks for your invitation, but I am so sorry I can’t go. I need to ______ my baby at home.  

A．take away  B．take off  C．take care of  D．take out of  

10．Everyone except Tom and John ______ there when the meeting began.    

A．are     B．is   C．were   D．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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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理解（共 5 小题；每小题 3.8 分，满分 19 分） 

阅读短文，从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答案，将其序号在答题卡相应位置

涂黑。 

Here are some rules of the road to make your driving experience safe and enjoy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the rules don’t represent a full list of the motor vehicle and traffic 

laws of the state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as the driver to follow all the motor vehicle and 

traffic laws. 

Do Not Drink and Drive! 

Each state prohibits（禁止）Driving While Drunk. 

Wear Seatbelts---It’s the Law! 

Also, the use of child seats for babies and small children (usually under age 5) is 

required to stay in all states. Place child seats in the back seat only. 

Stay to the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tor vehicles are operated 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road．Be 

careful to stay to the right at all times---especially if you are from a left-hand drive country. 

Obey the Speed Limit 

In most states, the maximum highway speed is 65 mph (miles per hour) in rural areas 

and 55 mph in urban areas. Speed limits on secondary roads and in cities and towns are 

usually lower, generally 30 mph and even lower in school zones（地区）. 

Stop for School Buses 

Traffic approaching（靠近）in both directions must stop for a school bus while its red 

lights are flashing. 

 

11．The purpose of the rules of the road is to ______. 

A．provide a full list of traffic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B．make drivers enjoy safe and pleasant d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tell drivers to avoid dangerous roads in all the states   

D．show drivers the different road signs in all the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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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f you travel with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5, you should ______. 

A．put him in a child seat       B．carry him in your arm 

C．have him sit beside you     D．fasten him in the front seat 

13．What does a driver from a left-hand drive country need to do while d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tick to his driving practice.      B．Apply for a new driving license. 

C．Take a special retraining course.   D．Keep to the right side all the time. 

14．The speed limit set for school zones is ______. 

A．65 miles per hour              B．55 miles per hour 

C．lower than 30 miles per hour     D．higher than 30 miles per hour 

15．When a school bus flashes its red lights, ______. 

A．people should cross the street quickly 

B．approaching vehicles must stop 

C．all vehicles must slow down 

D．police should be called in                          

 

三、完形填空（共 10 小题；每小题 4.2 分，满分 42 分） 

从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能填入空白处的最佳答案，将其序号在答题卡相应

位置涂黑。 

Once a man and his wife worked for an old man. There was a big box in the man’s living room. 

The old man pointed （指向） to the box and said,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16   do. 

Don’t open the box.”   17   saying this, he left home. 

The woman said to her husband, “There must be   18   expensive in the box. Let’s 

open it, shall we?” Her husband said   19   to her. But the woman didn’t give   20   her 

idea．One day, she decided to find out   21   was in it. Her husband didn’t stop her. She 

opened the box and looked inside.   22   her surprise, she found nothing in the box. She 

tried hard to close it, but she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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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vening the old man came home and found the box was   24  . He was very 

angry and asked them to leave his home. 

“But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box.” The woman said, “We haven’t taken anything at all.” 

The old man   25   them, “The box is not important, but I can’t believe you. That’s 

important!” 

 

16．A．dare not   B．needn’t     C．mustn’t    D．may not 

17．A．After      B．Before      C．From      D．In 

18．A．nothing    B．something    C．anything    D．everything 

19．A．yes        B．goodbye    C．hurry up    D．no 

20．A．away      B．up          C．to         D．back 

21．A．how       B．what        C．which      D．that 

22．A．At         B．In          C．On         D．To 

23．A．failed      B．did         C．refused      D．succeeded 

24．A．full       B．empty       C．open        D．lost 

25．A．heard     B．listened to    C．shouted at    D．smiled at 

 

四、书面表达（满分 21 分） 

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请你以“My Dream”为题目，写一篇

短文，谈谈你的梦想。具体内容应包括： 

1．What’s your dream? 

2．Why do you have this dream? 

3．What will you do to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要求：1．文章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和地名。 

2．词数：100 词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