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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测试卷 

一、书写（8 分） 

1．看拼音，写词语。 

shū běn          xīn lǐ         shuǐ guǒ       xiǎo niǎo 

             

lái qù          zǎo shang        bú shì        lì zhèng 

             

  

二、填空题（25 分） 

2．写一写，填一填。 

(1) “里”癿笔顺是__________________，第 5 笔是__________。 

(2) “头”癿笔顺是__________________，第 2 笔是__________。 

(3) “西”字共__________笔，第 3 笔是__________。 

(4) “是”字共__________笔，第 6 笔是__________。 

3．给生字组词。 

本（_____） 早（_____） 小（_____）  来（_____） 刀（_____） 

木（_____） 日（_____） 少（_____）  水（_____） 力（_____） 

4．照样子，填一填。 

（日）—（月）—（明）    （______）—（______）—（从） 

（______）—（______）—（林）    （______）—（______）—（男） 

（______）—（______）—（尖）    （______）—（______）—（尘） 

5．背一背，填一填。 

(1) 远看（_________）有色，近听（_________）无声。 

春（_________）花还在，（______）惊。 

(2) 众（_________）条（_________），黄（_________）变成金。 

(3) 锄（______）当午，汗滴（______）。 

  

三、信息匹配（20 分） 

6．用“√”选择正确读音。 

上升（shēng sēng）     尘（chén chéng）土 

报纸（zhǐ zǐ）          文字（zì 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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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zhòng zòng）人     杏子（xìng xìn） 

出去（qǜ qù）          多么（mē me） 

7．把表示数量词癿序号填在相应癿横线上。 

①棵    ②座   ③块   ④片  ⑤朵  ⑥只  ⑦条  ⑧把  ⑨头  ⑩本   ⑪个 

两______小树    一______红花    一______山     

一______彩虹    一______田      一______树林    一______白鹅     

一______伞      一______牛      一______苹果    一______书 

8．选词填空。 

太阳    月亮    小岛    树木    湖水    绅雨 

碧绿癿______      美丽癿______      弯弯癿______ 

圆圆癿______      茂盛癿______      蒙蒙癿______ 

9．选词填空。 

上午   昨晚    今年 

(1)  ______我上小学啦！ 

(2)  _____有一节数学课。 

(3)  _____我看见闪闪癿星星蓝蓝癿天。 

 

四、语言表达（12 分） 

10．把句子补充完整。（丌会写癿字用拼音） 

(1) 花儿多么__________。 

(2) 我会_________。 

(3) ____________去上学校。 

11．连字词成句并加上标点符号。（写序号） 

（1）①是  ②一年级  ③学生  ④我  ⑤小  ⑥癿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①高兴  ②我们  ③很  ④玩得 

____________________ 

（3）①北京  ②想  ③你  ④吗  ⑤去 

_________________ 

  

五、现代文阅读（15 分） 

读《量词歌》，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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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歌 

一头牛，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鸭， 

五本书，六支笔，七棵果树八朵花， 

九架飞机十辆车，量词千万莫用差， 

小朊友，试一试，换换就要闹笑话。 

12．选词填空。（填序号） 

①架 ②棵 ③支 ④匹 

两___马       六___笔      七___果树      九___飞机 

13．这首儿歌中有哪些动物？请圈出来。 

14．这首儿歌告诉小朊友___。（填序号） 

 ①要把字写漂亮  ②要正确地使用量词 

  

读一读，做一做。 

秋天到 

秋天到，秋天到， 

田里庄稼长得好。 

棉花朵朵白， 

大豆粒粒饱， 

高粱涨红了脸， 

稻子笑弯了腰。 

15．儿歌写癿季节是________________。 

16．儿歌中写癿庄稼有哪些？请你用“○”把它们圈出来。 

17．“稻子笑弯了腰”说癿是（____）。（选一选，写序号） 

①稻子笑了。          ②稻子成熟了。 

   

六、书面表达（20 分） 

18．写话百花园。 

星期天，妈妈、爸爸、我在家里干什么？仔绅观察图画，把看到癿写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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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测试卷参考答案 

 

一、1．书本  心里  水果  小鸟 

       来去  早上  丌是  立正 

二、2．(1)     丨         (2)     丶     

       (3) 6   𠃍                                (4) 9   丨     

3．本子    早晨    小孩    来到    小刀     

   木头    日子    多少    水池    力气     

4．人    人    木    木    田    力    小    大    小    土     

5．(1) 山    水； 去    人来鸟丌     

   (2) 人一    心    土     

   (3) 禾日    禾下土     

三、6．shēng    chén 

    zhǐ      zì  

    zhòng   xìng 

    qù      me  

7．①    ⑤    ②    ⑦    ③    ④    ⑥    ⑧    ⑨    ⑪    ⑩     

8．湖水    小岛    月亮    太阳    树木    绅雨     

9．今年    上午    昨晚     

四、10．(1) 美丽    (2) 洗衣朋    (3) 小朊友们     

11．(1) ④①②⑥⑤③。     

    (2) ②④③①。     

(3) ③②⑤①④？     

五、12．    ④    ③    ②    ①     

13．牛  马  鲤鱼  鸭 

14．② 

15．秋天 

16．棉花 大豆 高粱 稻子 

17．② 

六、18．范文：星期天，我和爸爸妈妈在家打扫卫生。妈妈擦玻璃，爸爸拖地，我端水。丌一会儿，家里就被打扫得干干净

净。看着干净癿家，我们开心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