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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测试卷

一、书写

1．看拼音，写词语。

zuì jiǔ zì háo qīnɡ xī

xiōnɡ huái yí huò yán sù

二、填空题

2．破译密码。

下面有九条短语，每条短语前都有一个“密码”，它暗指短语中的一个字。只要你把“密码”破译

出来，就能从每个短语中选出一个字再组成一个词。

（1）爱憎分明 自卫反击 生气勃勃 ____________________

（2）蛮不讲理 文质彬彬 黑白分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3）大有作为 以礼待人 貌合神离 ____________________[来源:Zxxk.Com]

3．根据课文理解填空。

1.《威尼斯的小艇》主要介绍了小艇是威尼斯重要的交通工具，分别描写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示了这座水上城市特有的风光，表

达了作者对威尼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情。

2.《牧场之国》为我们描绘了荷兰牧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白天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夜晚，把荷兰牧场风光的动、静之美表现得淋漓尽

致，表达了作者对荷兰由衷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情。

3.《金字塔》一文用不同的方式介绍了埃及金字塔的形状及其建筑历史，写出了建造金字塔所采用

的办法，赞美了古埃及人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看拼音，写词语。

gǔn tàng fù shuì duī qì hé ǎi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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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ì nèn miǎo shì líng lóng dào niàn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lán 波（_________） 斑（_________） 贪（_________） 湛（_________）

jùn 险（_________） （_________）马 （_________）工 （_________）俏

5．写同音字。

jùn

（________）俏 （________）马 严（________）

mián

（________）羊 （________）花 冬（________）

6．根据本单元所学内容填空。

1．《威尼斯小艇》一文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坐在船舱里的感觉以及___________等

几方面，介绍了水城威尼斯独特的交通状况和__________________，展示了这座水上城市的特有风

光。表达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情。

2．《牧场之国》一文。描写了荷兰牧场风光的_______________，也描写了人们给奶牛挤奶、满载

牛奶的车船不停地开往城市的____________，把荷兰牧场风光的___________美和___________美表

现的淋漓尽致。

3．《金字塔》一文课文分________篇短文，分别采用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的方

式介绍了埃及金字塔，展现出了古埃及人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选择题

7．下列选项中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哗．笑（huā） 祷．告（dǎo） 呼噜．（lū） 毛毡．（zhān）

B．牛犊．（dú） 爵．士（jué） 凳．子（dènɡ） 精湛．（zhàn）

C．惭愧．（kuì） 刀刃．（rèn） 膘．肥（piāo） 滥．用（làn）

D．淤．泥（yū） 遐．想（xiá） 翻译．（yì） 远眺．（zhào）

8．下列句子与“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意思不同的一项是（ ）

A．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荷兰吗？

B．不得不说，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C．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吗？[来源:学.科.网]

D．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啊！

9．下列句子中依次填入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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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打开窗帘，望望__________在两岸的古建筑，跟来往的船只打招呼。

（2）中国像巨人一样__________在世界的东方。

（3）高大的白杨__________在道路两旁，美丽极了。

（4）升国旗时，全体官兵脱帽__________。

A．屹立 耸立 挺立 肃立

B．耸立 肃立 挺立 屹立

C．耸立 屹立 肃立 挺立

D．耸立 屹立 挺立 肃立

10．下列选项中，没有运用静态描写的一项是（ ）

A．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

B．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老的威尼斯又沉沉地入睡了。

C．河面水平如镜，连星星的倒影也不会有丝毫的颤动。

D．运河之中，装满奶桶的船只在舒缓平稳地行驶。

11．下列选项中没有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像挂在天边的新月;行动轻快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

B．远远望去，金字塔像漂浮在沙海中的三座金山。

C．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D．极目远眺，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

四、判断题

12．根据课文内容判断对错，对的打“√”，错的打“×”。[来源:学科网 ZXXK]

（1）“哗笑”中的“哗”与“哗啦啦”中“哗”的读音相同。 （______）

（2）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海上城市。 （______）

（3）作者描写夜晚静寂的威尼斯，不能说明小艇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______）

（4）《牧场之国》的作者是捷克的卡雷尔·恰佩克。 （______）

（5）胡夫金字塔是最大的金字塔。 （______）

13．读句子，找出比喻旬，在括号里打“√”表示，不是的打“×”

(1)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 （____）

(2)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____）

(3)极目远眺，四周全是丝绒般的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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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____）

(5)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 （____）

(6)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____）

五、修改病句

14．修改病句。

（1）运河之间的绿色的一条条低地上花牛在低头吃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好像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用修改符号修改下面这段话。

冬天像爱干净的一个小女孩儿，戴着雪白的绒帽和白色的绒衣裤向我们走来了。小草为她辅好了精

心制作的黄地毯，看上去是那样柔软，而那犹如宝塔般的雪松张开双手挺立在寒风之中欢迎她。

六、排序题

16．各就各位，排列句序。

（_____）我说煤没挑到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

（_____）母亲问我：“你吃过饭了吗？”

（_____）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把我压倒了。

（_____）我怕母亲见了我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洗脚。我对母亲说：“妈妈，不要紧，明天我

还去挑。”

（_____）母亲走过来轻轻地问道：“孩子，你怎么啦？”

（_____）我回答：“我不饿。”

七、信息匹配

17．给下面句子选择恰当的词语，打“√”。

（1）爸爸的声音一直很（沉静 平静 安静），不过带着一种不可（违反 抵抗 抗拒）的力量。

（2）几片隐隐的云彩挂在中间那座（矗立 挺立 耸立）的山上，像是舞台上薄薄的帷幕。

（3）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智力 聪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4）这件（精致 精湛 精密）的工艺品吸引了许多观众。

18．选择合适的关联词填空。

因为……所以…… 不但……而且…… 虽然……但是…… 不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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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______）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河道纵横，（_______）小艇成了这座城市主要的交

通工具，等于大街上的汽车。

2.（_______）行船的速度极快，来往船只很多，（_______）船夫操纵自如，毫不手忙脚乱。

3.（_______）河道怎么拥挤，船夫（_______）能左拐右拐地挤过去。

4.遇到极窄的地方，船夫（_______）能平稳地过去，（_______）速度非常快，还能作急转弯。

八、语言表达

19．把下列句子补充为比喻句。

（1）小艇的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威尼斯的小艇行动轻快灵活，仿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口语交际。

有一批广州的老师来你们学校参观学习，需要你当一回小小解说员，帮忙介绍学校。

（1）解说时首先会简单介绍自己及自己的任务，请设计一段开场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觉得学校哪个地方最值得介绍给老师们听？说说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来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om]

九、诗词曲鉴赏

阅读诗歌，完成下列各题。

乡村四月

[ ]翁卷

，

子规声里雨如烟。

，

才了蚕桑又插田。

（注）①白满川，指稻田里的水色映着天光。

21．把诗人所处的朝代和诗句填写完整。

22．请你发挥想象，描绘“子规声里雨如烟”所展示的优美画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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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四句中的“蚕桑”照应上面“______”，“插田”照应上面的“_________”，一个“才”和一

个“又”两个虚字极富表现力，勾画出乡村四月农家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现代文阅读

课外阅读。

①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一座十分美丽的水上城市。

②威尼斯的外形像海豚，城市面积 7.6 万平方千米，却由 118 个小岛组成，并由约 170 条水道

和 400 座桥梁连成一体，以舟代车，故有“水都”之称。河、桥、船构成了威尼斯的三大特色。

③威尼斯全市的河道弯弯曲曲，宽窄不一。运河最宽处，约有 100 米；而最窄的河道，两岸居

民可以开窗握手。

④威尼斯的桥梁各具风姿，格调极其不同。其中，有建于 1592 年的大理石独拱桥——理阿托

大桥。该桥建在大运河上，桥上还开了许多店铺。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叹息桥别具特色，全桥由屋

覆盖。而在涨潮时，水涌入圣马可广场，这时，广场上会出现许多临时的木板桥。

⑤威尼斯的船，是当地唯一的交通工具。这里的船各式各样：集体乘坐的，个人使用的，出租

的，应有尽有。

25．威尼斯的三大特色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字词去掉好不好？写出你的看法。

（1）威尼斯的船，是当地唯一．．的交通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运河最宽处，约．有 100 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威尼斯的桥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介绍其特点运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说明方法。

28．在短文中用波浪线画出说明威尼斯的河道宽窄不一的语句。说一说这样写的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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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书面表达

29．习作

你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中，谁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他又有怎样的特点呢？写一篇关于他的作文，

将他的特点告诉大家。

要求：①结合主题，题目自拟。②可以直接描述，也可以通过具体时间展现人物特点。③不可

恶意攻击他人。④字迹工整，语句通顺，不得少于 400 字。



8 / 10

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测试卷参考答案

1． 醉酒 自豪 清晰

胸怀 疑惑 严肃

2．（1）爱卫生 （2）讲文明 （3）有礼貌

3．

1. 小艇的外观 船夫高超的驾驶技术 小艇的重要作用 美丽风光的热爱

2. 宁静 和谐 辽阔无垠 祥和 寂静 神秘 赞美

3. 杰出的智慧和超凡的才干

4． 滚烫 赋税 堆砌 和蔼

稚嫩 藐视 玲珑 悼念

澜 斓 婪 蓝

峻 骏 竣 俊

5． 俊 骏 峻

绵 棉 眠

6．

1. 小艇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小艇的外形 船夫的驾驶技术好、威尼斯人的生活离不开小

艇 风土人情 作者对威尼斯美丽风光的热爱

2. 宁静、悠闲 繁忙 动态 静态

3. 两 通讯散文 图文资料说明 杰出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干

7．B

8．C

9．D

10．D

11．C

12．（1）× （2）× （3）× （4）√ （5）√

13．(1)× (2)× (3)√ (4)× (5)√ (6)×

14．（1）一条条的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花牛在低头吃草。

（2）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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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3 5 1 4 2 6

17．（1）平静√ 抗拒√

（2）耸立√

（3）智慧√

（4）精致√

18．

1. 因为 所以

2. 虽然 但是

3. 不管 总

4. 不但 而且

19．（1）弯弯的月儿

（2）是水中的游鱼在水中穿梭

20． （1）敬爱的老师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东坡小学。我是小小讲解员明明，今天由我为

大家介绍我们东坡小学的情况。

（2）学校的长廊文化，那里最能体现我们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以及校园的文化等。

21．宋 绿遍山原白满川 乡村四月闲人少

22．细雨密密地下个不停，天地间，如烟雾般迷蒙，淡淡的；又仿佛悬挂着一道薄纱，一切都显得

那么清新自然。此时，传来几声杜鹃鸟的啼叫声，更添些许闲适安详。

23．绿遍山原 白满川 忙碌气氛

24．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25．河、桥、船构成了威尼斯的三大特色。

26．（1）不好。去掉“唯一”后，句子意思变成“威尼斯的船，是当地的交通工具”，不能体现出

船这种交通工具在威尼斯的唯一性，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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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好。“约”表示估计、猜测，去掉以后句意变得绝对，显示不出语言的准确性。

27．各具风姿，格调极其不同 举例子

28．运河最宽处，约有 100 米；而最窄的河道，两岸居民可以开窗握手。 运用作比较的说明方法，

形象地说明了威尼斯的河道宽窄不一的特点。

29．范文：

清洁工

在繁华的街上，在我上学的路上，我总能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你们猜她是谁呢？那就是一位

女清洁工。

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上穿着一件黄白相间的工作服。手上戴着一双黑

乎乎的手套，每天上学我都见她手里拿着扫把，不停地扫着，她把路旁扫得干干静静，就连灰尘也

不剩一点儿。

到了晚上 7点钟，卖菜的人都收摊回家了。可是清洁工还在菜市场扫地，她似乎是不扫干净，

决不回家，她的这种执着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一次，我去补课，在路上又遇见了这位清洁工。当时路旁有个沟被垃圾堵塞了，正散发着臭

味，路旁的人都绕道走，也没有人去清理这条沟。可是过了不久，这位清洁工却俯下身子，用手仔

细地把垃圾清理干净，这条沟也就恢复原样子了。[来源:学科网 ZXXK]

这位清洁工不怕脏、爱护环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以后也要爱护环境，爱护路旁的

花花草草，做一个像清洁工这样有公德心的人。

清洁工，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努力去为人们做出贡献，再平凡的人也是伟大的。你的

精神感动着我，我要像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