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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测试卷

一、书写

1．快乐认识新朋友。（看拼音，写词语）

méi jǔ dòng xué ǒu tù

bèi sòng qiào mén gé lóu

二、填空题

2．形近字组词。

挡（________） 纽（________） 憎（________） 飘（________）

裆（________） 扭（________） 僧（________） 瓢（________）

吭（________） 猴（________） 绵（________）

坑（________） 喉（________） 锦（________）

3．给下列句子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1）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_______）往菜上浇，（_______）拿着水瓢，把水往天空扬。

（2）（_______）我离开我的故乡多远，（_______）永远忘不掉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3）一个中国人，（_______）在怎样的境遇里，（_______）有梅花的秉性才好。

（4）（_______）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干，（_______）周瑜心里很妒忌。

4．照样子，写词语。

红扑扑（ABB 式）：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转悲．为喜．（含反义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手疾．眼快．（含近义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三．抓两．挠（含数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5．写出下面词语的意思。

诸亲六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声不倒一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顿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10

相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回忆课文内容填空。 [来源:学科网 ZXXK]

字里行间众生相，大千世界你我他。《人物描写一组》中通过对小嘎子的动作描写，可以知道

他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特点；通过对严监生的神态、动作描写，如“两眼睁得滴溜圆，

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刷子李》通过对曹小三

的描写，刻画出刷子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特点。

三、选择题

7．下列句子中的加点词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说起我们这儿的美景，那真是半信半疑．．．．。

B．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那么从容镇定．．．．。

C．灵活的嘎子没有摔过傻大黑粗．．．．的小胖墩儿。

D．这里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游客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

8．和例句句意相同的一句是（ ）。

例句：蝴蝶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

A．蝴蝶飞得那么快，不会追不上。

B．蝴蝶飞得那么快，追不上。

C．蝴蝶飞得那么快，怎么可能追不上？

D．蝴蝶飞得那么快，追得上。

9．下面句子中加点字词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①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

②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

B．①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②到底．．是小胖墩儿的力气大，小嘎子被他推倒了。

C．①这可以暂时对付．．穿一穿。

②小嘎子知道，小胖墩儿是个难对付．．的角色。[来源:学科网]

D．①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

②妈妈吩咐．．我快把作业做完。

10．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中的破折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

A．二十来个勇敢的水手已经跳进了大海：四十秒钟——大家已经觉得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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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呜——”火车出发了。

C．不久，我们就看见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D．“哗——哗——”从远处传来扫地的声音。

11．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所有人都不明白严监生的意思，只有赵氏知道。

B．《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

C．我们要认真找出并改正作业中的错误。

D．所有人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严监生伸出的那两根手指。

四、判断题

12．阅读课文中的精彩句段，判断后面阅读感受的正误，用“√”或“×”标出。

（1）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

这身黑，就好像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阅读感受：“刷子李”穿上这身黑与其说是在和“那桶白浆”较劲，不如说是在与自己挑战和较劲，

他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流露出对自己手艺的绝对自信和自豪。他为自

己设立的近乎苛刻的“从业标准”，让人感受到他的奇崛之极。（______）

（2）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阅读感悟：师傅自古以来在徒弟心中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______）

（3）“好好学本事吧!”

阅读感悟：“刷子李”心细如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手艺人必须有本事，本事

是勤学苦练出来的，有了本事才能有自己的尊严。（______）

13．判断下列说法的对错，对的打“√”，错的打“×”。

（1）《两茎灯草》选自《儒林外史》，作者是吴敬梓。（______）

（2）“小嘎子已有些沉不住气，刚想用脚腕子去钩他的腿，不料反给他把脚别住了。”这句话中“钩”

字很准确地写出小胖墩儿的动作灵活。（______）

（3）严监生最后牵挂的是他的家产没有人能够明确继承。（______）

（4）《刷子李》刻画了一位手艺不算高超的师傅，竟然被徒弟发现了破绽。（______）

五、语言表达

14．口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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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爸爸对你说：“你现在的学习任务重，不能看电视。”你准备怎样说服爸爸，让他同意你看一小

会儿电视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口语交际。

（1）学校食堂因老师打饭窗口常常被学生挤占，贴出了这样一条告示：“本窗口只打老师，不打学

生。”这条告示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请你帮忙修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小兰的母亲下岗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到菜市场卖菜，天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可由于缺

乏经验，两个月来根本没赚到钱。最后，爸爸在秤盘上做了手脚。小兰想劝说爸爸妈妈，你来帮帮

她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诗词曲鉴赏

古诗大厅。

冬夜读书示子聿

[宋]陆游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6．“无遗力”让我想到的成语是（ ）。

A．竭尽全力

B．川流不息

C．力大无穷

D．毫不在乎

17．“少壮工夫老始．成”与“绝知此事须躬．行”中加点字意思分别是（____）和（_____）。

A．刚刚 B．独一无二 C．亲身、亲自 D．事物的一头

18．诗人陆游告诉儿子读书的两个重点分别是（ ）。

A．要勤奋，要注重多实践

B．要掌握技巧，要坚持不懈

C．要耐心，要多思考

D．要勤奋，要深入思考[来源:Zxx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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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的意思是（ ）。

A．古人做学问从来没有一个不用尽全身力气的，年少的时候就有成就，老了就更大了。

B．古人做学问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年少时花了时间，到老了就一定会有最高的成就。

C．古人做学问都不遗余力，只有到老了才刚刚能有一些成就。

D．古人做学问很注重年少的时间，那样年纪大了才不会后悔。

20．下面句子中哪一个与读书无关？（ ）

A．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B．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

C．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D．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21．哪句话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强调的内容相似？请选择：（ ）

A．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B．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C．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D．读书贵能疑，疑能得教益。

七、信息匹配

22．选字组词。

［通 桶 痛 涌］

木（________） 汹（________） （________） 用 （________）不欲生

［炸 诈 昨 作］

爆（________） （________）骗 （________）天 为虎（________）伥

［绕 挠 饶 浇］

围（________） （________）水 求（________） 百折不（________）

23．给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解释。（填序号）

白：①像霜或雪的颜色。②光亮；明亮。③没有效果；徒然。④无代价；无报偿。

白．给（_______） 白．浆（_______）

白．费力气（_______） 东方发白．（_______）

八、句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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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按要求写句子。

（1）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改为“被”字句）[来源:Z&xx&k.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屋顶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改成陈述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现代文阅读

阅读课文选段，完成练习。

《摔跤》节选

“要不——摔跤。”

“是吗?”小胖墩儿跳起来，立刻退后两步，一闪身脱了单褂儿，叉着腰说，“来吧，是一叉一

搂的，还是随便摔?”

小嘎子在家里跟人摔跤，一向仗着手疾眼快，从不单凭力气，自然不跟他一叉一搂。俩人把“枪”

和“鞭”放在门墩儿上，各自虎势儿一站，公鸡鹐（xiàn qiān）架似的对起阵来。起初，小嘎子

精神抖擞，欺负对手傻大黑粗，动转不灵，围着他猴儿似的蹦来蹦去，总想使巧招，下冷绊子，仿

佛很占了上风。可是小胖墩儿也是个摔跤的惯手，塌着腰，合了裆（dǎng dāng），鼓着眼珠子，不

露一点儿破绽（zhàn dìng）。两个人走马灯似的转了三四圈，终于三抓两挠，揪在了一起。这一来，

小嘎子可上了当:小胖墩儿膀大腰粗，一身牛劲儿，任你怎样推拉拽顶，硬是扳（bǎn bān）不动他。

小嘎子已有些沉不住气，刚想用脚腕子去钩他的腿，不料反给他把脚别住了。胖墩儿趁势往旁侧里

一推，咕咚（dāng dōng）一声，小嘎子摔了个仰面朝天。

25．用“﹨”在文中画去错误的读音。

26．在摔跤方式上，小嘎子为什么选择“随便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在摔跤过程中，文中写了小嘎子的一系列动作，读读短文，把写动作的词语找出来，根据提示

填在下面的横线上。

（1）起初，小嘎子围着小胖墩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摔跤中，当小嘎子处于劣势时，他便积极开动脑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就是在他与胖墩儿酣战到最后时，他还是用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8．从这段描写中，小嘎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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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书面表达

29．习作。

题目： 的

（1）先将题目补充完整，在题目中揭示出人物特点。

（2）通过具体的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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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测试卷参考答案

1．枚举 洞穴 呕吐

背诵 窍门 阁楼

2． 挂挡 纽扣 憎恨 飘扬

裤裆 扭打 僧人 瓢虫

吭声 猴子 绵延

挖坑 喉咙 锦绣

3．（1）不是 而是

（2）不管 都

（3）无论 总要

（4）因为 所以

4．黑漆漆 金灿灿 绿油油 亮晶晶

贪生怕死 口是心非 头重脚轻

奇花异草 惊天动地 移风易俗

四通八达 十全十美 七嘴八舌

5．泛指许多亲戚。

一声连着一声。

立刻。

互相关连或牵涉。

6．灵活顽皮 吝啬、小气 刷墙技艺高超 [来源:学|科|网 Z|X|X|K]

7．A

8．B

9．D

10．C

11．C

12．（1）√ （2）× （3）√

13．（1）√ （2）× （3）× （4）×

14．爸爸，看一小会儿电视并不影响学习，相反，它能开阔我的视野，拓宽我的知识范围，有利

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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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本窗口老师专用，学生止步。

（2）耐心说服，给他们讲做生意重在诚实、讲信誉的道理，直到把他们说服为止。

16．A

17．A C

18．A

19．C

20．C

21．A

22．桶 涌 通 痛

炸 诈 昨 作

绕 浇 饶 挠

23．④ ① ③ ②

24．（1）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被他打开了。

（2）屋顶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没有人能一滴不掉。

25．xiàn dǎng dìng bǎn dāng

26．小嘎子“单凭力气”是无法胜过“膀大腰粗，一身牛劲儿”的胖墩儿。于是，当胖墩儿提出“是

一叉一搂的，还是随便摔”的问题时，小嘎子很自然地选择了“随便摔”。

27．（1）蹦来蹦去 （2）推拉拽顶 （3）钩

28．小嘎子顽皮、机敏、争强好胜、富有心计。

29．示例：

慈祥的父亲

大家都说父亲是严厉的，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只要我犯了错误，他总是不断的在我面前说这个、

说那个，严厉的语气和表情，让我大气都不敢喘。

但我更多的是体会到父亲的慈祥。

我小的时候，动不动就会生病，就像一根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嫩草，一病起来就是二三天。而每

次都是父亲来照顾，直到我的病完全好了为止。

小时候的我也非常顽皮，记得 8岁那年，我不太懂事，不管什么东西都想去碰一下，不小心把

热水炉弄倒在地上，滚烫烫的开水洒到了我的脚和腿上。那时我也后悔莫极，当初不应该去碰，

可是已经迟了。我烫伤的脚不能动弹，坐在地上大哭。父亲听到了我的哭声，急忙跑过来，看到我

的脚被烫得发红，立即把我抱起来，慌忙的手一直在发抖，那时的我能感受到父亲的心很难过。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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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连忙用冷水往我脚上泼，再涂上了一些牙膏。顿时，烫伤的地方有一阵凉爽的感觉。父亲看我的

感觉好些了，手不再抖了，心里也放松了一点，亲切对我说：“儿子，还痛吗？要不要去医院？”

我感觉已经好多了，就轻轻的说了声“不用了”。父亲摸摸我的头，告诉我一有不舒服就和他讲。

我能感觉到浓浓的父爱！

虽然现在长大了，和父亲的沟通少了，但这件事一直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因为通过这件事，

让我对父爱有了更深的理解，父亲的严厉是我成长中最好的营养品！

这就是我的父亲，虽然平时很严，但我生活中让我感觉更多的是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