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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上册期中测试卷 

 

一、你能根据拼音把词语写正确吗？（10 分） 

dù   pí    zhī   shi   shí  qiáo   chéng  shì    tïu   fà 

  

 

二、读一读，请把词语与音节用线连起来。（8 分） 

翠绿         jí tǐ                   青藤        zhà kāi                                 

图案         cháng páo              炸开        háng mï                                       

集体         tú àn                  航模        hîu huǐ                                 

长袍         cuì lǜ                 后悔        qīng téng                                

 

三、火眼金睛。我会区分下列字，并能组词。（8 分） 

   娃（    ）    那（    ）   圆（    ）    哥（    ） 

   她（    ）    哪（    ）   园（    ）    歌（    ） 

   做（    ）    铜（    ）   季（    ）    柏（    ） 

   作（    ）    桐（    ）   李（    ）    拍（    ） 

 

四、按要求填空。（12 分） 

1.“极”是          结构的字，部首是          。 

2.“笔”的部首是          ，除去部首还有          画。 

3.“忙”的读音为          ，可以分别组词为     _     、          。 

4.“岁”是        结构的字，读音为        。 

 

 部首 除去部首还剩几画 读音 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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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要求画出词语。（8 分） 

1.用“——”画出下面三组反义词。 

（1）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 

（2） 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3）过马路时要注意安全，横穿马路是很危险的。 

2.用“——”画出下面一组近义词。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 

小马听了松鼠的话，连忙收住脚步。 

 

六、连一连。（8 分） 

弯弯的      眼睛               陡峭的        云海   

明亮的      葡萄               翻滚的        老师 

甜甜的      眉毛               敬爱的        太阳  

可爱的      孩子               圆圆的        山峰     

 

七、精彩回放，按课文内容填空。（13 分） 

1、《登鹳雀楼》   （5 分） 

                   ，             流     。 

 欲穷千里目 ， 更                      。 

2、有山皆（   ）（   ），（   ）（    ）（   ）文章。（2 分） 

3、己所        ，勿施       。(2 分) 

4、                       ，疑是银河落九天。（2 分） 

5、夏季里，（    ）（    ）（    ），来了蚕桑又插秧。（2 分） 

 

它     

松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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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照样子写句子。（9 分） 

  例：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叶子上的虫不用治。 

（1） 那不是小明的爸爸吗？ 

                                        

 例：蓝天上飘着白云。      （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 

（2） 黄叶从树上落下来。  

                                  

 例：明明把玩具放回收纳盒里。 

   明明把（像小车的）雨伞放回收纳盒里。 

（3）月亮挂在天上。 

                                。      

 

九、阅读短文，回答问题。（12 分） 

秋天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你到我的房子里来做客，我到你的房子里去玩耍。 

忽然，呼啦啦吹来了一阵风。咦？云房子变小了，云房子不见了。云

房子哪儿去啦？ 

没有了，没有了。天空像洗过一样干净，只剩下一个笑眯眯的太阳和一

片水汪汪的蓝天。 

 

   1．短文共有        个自然段。（2 分） 

   2．哪个词表示了鸟的叫声？用“——”画出来。（2 分） 

   3．第（     ）自然段描写了天空。（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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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照样子填数量词。（6 分） 

      （一个）太阳     

（       ）大树       （      ）鲜花       （      ）飞鸟 

（       ）石桥       （      ）鱼塘       （      ）红领巾 

 

十、留言条。（12 分） 

2021 年 10 月 25 日，小明做完作业，想到同学小军家去玩。请你帮小明

写一封留言条给小明的妈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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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上册期中测试卷 

一、肚皮   知识   石桥   城市   头发 

二、翠绿——cuì lǜ   图案——tú àn   集体——jí tǐ  长袍——cháng páo  

青藤——qīng téng  炸开——zhà kāi  航模——háng mï  后悔——hîu huǐ     

三、娃娃   那么   圆柱   哥哥   做事   青铜   四季   松果  

她们   哪里   花园   国歌   工作   梧桐   李子   拍手 

四、1.左右   木  2.⺮   4 画  3.máng   急忙  农忙   4.上下   suì 

五、1.(1)紧张——平静 (2))浅——深 (3)安全——危险 2.立刻——连忙 

六、   

七、1.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上一层楼  2.图画    无水不   

  3.不欲  于人   4.飞流直下三千尺   5.农事忙 

八、（1）那是小明的爸爸。（2）一片片黄叶从高大的树上落下来。 

（3）像圆盘一样的月亮挂在天上。 

九、1.  3    2.唧唧喳喳   3.  3 

4. 一棵   一朵   一只   一座   一方   一条 

十、示例： 

    妈妈： 

        我做完作业到同学小军家去玩了，请您不要担心。 

                                                        小明 

                                             2021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