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学年越秀区第一学期 

五年级语文期末考试参考题 

 (全卷共 6 页，120 分钟完成)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分 等级 

        （一） （二） （三）    

得分              
              

 
一．根据听力内容，完成练习。 
 
【答案】（略） 
 
二．字词检测。 
 
1.【答案】沮丧 盗窃 崎岖 犹豫 谨慎 
 
2.【答案】誊（誊写）豪（豪放）衰（衰老）谦（谦虚） 
 
誉（荣誉）毫（毫米）哀（悲哀）嫌（嫌弃） 

 
3.【答案】身负重伤（⑤）颇负盛名(④)负荆请罪（①）难分胜负（③） 
 
4.【答案】浮想联翩  大义凛然  肃然起敬  气壮山河  奋发图强 
 
三.按要求写句子。 
 
1.【答案】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就是一位良师，也是一个你可以随时汲取能量
的港湾。 
 
2.【答案】《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或《桂花雨》是琦君写的。） 
 
3.【答案】父亲曾对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他总会跟我在一起。 

 
四.写出下面句子所运用的修辞手法。 
 
【答案】1.比喻 2.拟人 3.排比 4.对偶 
 
五.判断下面信息的对错，对的打“√”，错的打“x”。 
 
【答案】1.√2.√3.×4.√5.×6.√ 
 
六.按教材内容填空。 
 
【答案】 
1. 只要肯登攀 
 



 

  

2. 建筑宏伟  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  唐、宋、
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  奇珍异宝  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3.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七.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一） 《新型玻璃》（节选） 
 
1.【答案】安然无恙；藕断丝连；坚硬、安全可靠 
 
2.【答案】第一段主要介绍了夹丝网防盗玻璃的特点和作用。 
 

（二）换一扇窗 
 
1.【答案】换一个窗户看风景就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换一种思考和行动方式，
开启的将是成功的大门 

 
2.【答案】“几乎”不能去掉。“几乎”的意思是差不多，接近，如果去掉，
原文的意思就变成他在学校成了每个学生嘲笑的对象，不符合实际，因此不能
去掉，这个词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 
 
3.【答案】喜欢。因为玛利亚老师没有因为小男孩天生大鼻子就嘲笑他，而是
鼓励他。 
她是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所以我喜欢她。 
 
4.【答案】换一种思考和行动方式，开启的将成功的大门。（意思相近即可） 
 

（三）那姐妹俩 
 
1.【答案】破铜烂铁和废纸张残器具随处可见，一个小女孩低头忙着将各种各
样的废品分门别类地摆整齐。 
 
2.【答案】姐妹俩轮流上学 

 
3.【答案】（1）B （2）C (3)B、C、E 
 
4.【答案】“我”欣慰是因为姐妹俩虽然生活很艰难，但是没有放弃，学习很
认真，学习十分优异。“我”沉重是因为看到姐妹俩的生活如此艰辛但还在努
力，“我”意识到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同时也感慨生活的不公平。 
 
八、习作（30 分)（题目二选一） 
 
【答案】（略） 
【解析】本次作文考生可以从阅读文章《换一扇窗》和《那姐妹俩》任选
一个，但都是考查读后感。首先要读懂这两篇文章，能从主要人物、主要
事件、最终结果入手，表述原文内容。其次要找出原文中感触最深的片段，
作为主要感受点。在写作时，要运用读、写、议、联、结的写作方法。 

 



 

  

2017 学年海珠区第一学期 

小学五年级语文期末综合练习参考内容 

（完卷时间:120 分钟）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等级 
评价          
评卷人          

 
一、读拼音，写词语。 
 
【答案】忽略  糟糕  稀罕  谨慎 殿堂  盗窃 爱慕  皎洁  颤抖  坠落 
 
二、写出下列拼音的汉字，组成词语。 
 
【答案】崎岖 骑兵 旅途 伴侣 对付 附近 剧烈 惧怕 
 
三、把下面的四字词语补充完整。 
 
【答案】瓢泼大雨  小心翼翼   失魂落魄   再接再厉 

风欺雪压  滚瓜烂熟   披荆斩棘   悬崖绝壁 
 
四、选择正确答案，把序号写在括号里。 
 
1.【答案】BAC 
2.【答案】C 
3.【答案】B 
 
五、根据提示填空。 
 
【答案】1.只怕有心人     万事能成    十事九空  
2．香自苦寒来    江南几度梅花发   明月何时照我还。 
3．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六、按要求完成句子练习。 
 
1.【答案】王懿荣是第一个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人。 
2.【答案】父母的爱，是温暖的拥抱，是细心的叮咛。 
 
七、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一）“成”与“功” 
1.【答案】如果，就；虽然，但是；与其，倒不如。 
2.【答案】廉价（第四段），失败（第一段），坚硬（第三段），坚持不懈（第
六段） 
3.【答案】积累，基础；自私，公平 
4.【答案】王羲之 20 年临池习书，才换来现在书法上的成功；李时珍跋山涉水，
遍尝百草，才有《本草纲目》的问世；司马迁博览群书，忍辱负重，却从不停止
书写，才有了《史记》的诞生。 



 

  

5.【答案】懒汉因为不努力不奋斗，就很难获得成功，所以说成功是“自私”的，
但是奋斗者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所以说成功是“公平”的。 

(二)约法三章 
 
1.【答案】恍然大悟，以身作则，油然而生，蔚然成风 
2.【答案】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3.【答案】外貌描写，外貌的变化说明毛岸英生活艰苦，说明毛主席并没有因为
他是自己儿子就特殊对待，而是与农民同吃同住，体现了领导以身作则的艰苦奋
斗精神。 
4.【答案】A 
5.【答案】略 
【解析】考查学生对课内知识的掌握以及课外知识的积累。言之有理即可。 
 
八、习作(任选一题)。 
 
【答案】略 
【解析】作文二选一，第一题为说明文，注意说明方法的使用；第二题为漫画题，
考查对漫画的理解。注意把握画中的重要细节，如女人手上的瓜子，和对于不同
阶层人物的特质以及道德的描写。 
 
  



 

  

2017 学年荔湾区第一学期 

小学五年级语文期末综合练习 

（全卷共 6 页，满分 100 分，120 分钟完成） 

题号 一 二 三 四 成绩 
      
 
一、听力。（听老师读文段两次，完成下面的题目）（6分） 
 
1.【答案】（略） 
【补充资料】 
1、“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出自《增广贤文》，原文是“好言一
句三冬暖，话不投机六月寒。”意思是：一句同情理解的话，就能给人很大安慰，
增添勇气，即使处于寒冷的冬季也感到温暖。而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就如一把利
剑，刺伤人们脆弱的心灵，即使在夏季六月，也感到阵阵的严寒。 
2、2017 年 12月 6日至 8日，一百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数千位全球政经界嘉
宾将汇聚 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二、基础知识。（38 分） 
 
2-5.【答案】华侨 过滤 诱饵 慈祥 
 
6.【答案】搂（搂抱） 宾（宾客） 瞻（瞻仰） 噪（噪音） 骑（骑马） 

缕（细缕） 宏（宏大） 檐（屋檐） 嗓（嗓子） 崎（崎岖） 
 
7.【答案】一如（既）（往） 络绎（不）（绝） 藕断（丝）（连） （心）（安）
理得 
   天下着雨，我一如既往地去图书馆看书。（答案不唯一） 
 
8.【答案】①热烈地 ②激烈地 ③剧烈地 
 
9.【答案】①立刻 ②估计 ③可能 
 
10. 【答案】①B   ②C   ③A 
 
11.【答案】 
①去掉“有益的”或者“终身受益”。 
②这足以表达一位老人的爱国心。 
③父亲的批评虽然让我难受，但是也能让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至迷途。 
【解析】考查学生对修改病句、句型转换和关联词语使用的掌握。 
 
12. 【答案】语言、动作 
 
13. 【答案】非宁静无以致远 
 
14. 【答案】故园无此声；风、雪 
 
15. 【答案】略。 
【解析】考查课内古诗词。自选两句即可。对于课内的古诗词一定要掌握好，在
此基础上，学生在进行课外积累。 



 

  

 
三、阅读。(21 分) 

（一） 
16. 【答案】A 
 
17. 【答案】A 
 
18. 【答案】C 
 

（二）善意 
19. 【答案】è    wù 
 
20. 【答案】C 
 
21. 【答案】C 
 
22. 【答案】B 
 
23. 【答案】别人的种种善意，在作者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帮助了作者，让作者
在不算长的人生之路上，感受到了暖意。同时，作者也在学习释放善意，学习理
解，学习懂得，学习去给别人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合理即可） 
 
24.【答案】“微不足道”就是指非常微小，不值得一提。这句话用了比喻的修
辞手法，将微小并且不值得一提的善意比做冬天里的阳光，虽然微小，但是却能
够给处于寒冷冬天的人们带来温暖。“我”在感受到暖意的同时，也在学习释放
善意，学习理解，学习懂得，学习去给别人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合理即可） 
 
25. 【答案】略。（合理即可） 
【解析】抓住文章主旨，然后联系生活实际，举出一个自己遇到或者自己做到的
善意事例即可。 
 
四、习作。(35 分) 
26.在 
【答案】略。 
【思路解析】 
①  写读后感，具体包括五部分如下： 
读，简略概括书本的主要内容；引，选一到两个最深刻的环节；议，简略的评价； 
联，结合生活中的事例；结，你的感悟/收获。 
②  要注意一下几方面：一、叙事要完整：将六要素巧妙结合，注意开头和结尾；

二、叙事要有重点：把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写清楚，要有情节和人物情绪的
变化；三、突出人物形象：对人物进行“外语动心神”的描写；四、运用场
面描写，注意点面结合。 



 

  

 2017 学年天河区第一学期 

五年级语文期末水平测试 

（全卷共 6页，120分钟内完成，满分为 100分） 
 
一．读词语，选择加点字的正确读音，在括号里写“A”或“B”。（ 
【参考答案】1-4.BABB 
 
二．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2 分） 
【参考答案】C 
三．下列词语归类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参考答案】B 
 
四．给下面的字词选择正确的解释。（3 分） 
【参考答案】BAC 
 
五．判断下列各题，说法正确的写“A”，错误的写“B”。（4分） 
【参考答案】ABAB 
六．看拼音词写词语。（8分） 
【参考答案】屋檐；哺乳；告诫；慈祥；不容争辩；蓬莱瑶台 
 
七．按要求写句子。（每句 2 分，共 8 分） 
【参考答案】 
1.风撩乱了头发。 
2.我的腿真酸哪，只好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撑着，以求暂时的休息。 
3.为了使盗窃事件不再发生，博物馆可以采用“夹丝网防盗玻璃”。 
4.巴迪既需要母亲温柔的鼓励，也需要父亲严厉的警告。 
【知识点】诗词背诵 
八．按课文内容填空。 
【参考答案】 
1.谓心到、眼到、口到 
2.孝在于质实 
3.欲作家书意万重 
4.已是悬崖百丈冰 
5.（鸣）名声在外；照旧（舅）；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符合题意即可） 
 
九．综合运用。（3 分） 
24.【参考答案】问题一：你们的无人机表演创意来源于哪些方面？ 
            问题二：这种无人机表演需要多久的排练时间？ 
            问题三：这种“科技舞蹈”的推广有什么意义？ 
           （符合题意即可） 
 
十．阅读下面两篇文章，完成练习。（19分） 
1.【参考答案】（1）一意孤行   （2）与世隔绝 
 
2.【参考答案】儿子做事毛毛糙糙，连走路都学不会。 

         在儿子每天必经的田埂上搭窄桥，让他学会专注地走路。 
        探险者被迫留在极夜的南极整整一个月，寂寞和枯燥让他们难

以忍受，接近发疯。 
假装自己发疯，激发起大家用讲故事的形式来熬过了漫漫极夜。 



 

  

 
3.【参考答案】C 
 
4. 【参考答案】这句话揭示了父亲在田埂上搭桥的原因，照应了前文，让人恍
然大悟；这句话也流露出父亲的教育智慧以及对于儿子深沉的爱。 
 
（2）【参考答案】加点部分用了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假装发疯的人抑
郁的状态如冰封的南极一样毫无生气。 
 
5.【参考答案】《挫折》中的父亲的行为帮助孩子学会专注地走路，体现出教育
智慧以及对孩子的关爱，相信在他的引导下，儿子会养成良好的性格。（言之有
理即可） 
 
6. 【参考答案】培养耐挫能力可以从生活小事开始培养，也可以从学习方面培
养，可以给孩子布置有难度的生活任务或者学习任务，比如让他们自己煮饭吃，
自己上学，独立完成作业，以及挑战更高难度的学习任务。 
 
十一．习作，任选一题。（40 分） 
【参考答案】略 
【解析】1题是话题作文，围绕生活中的挫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即可。题目
可以包含“挫折”二字，文题呼应。 
2题是校园活动策划书，标题可以围绕主题写“XX策划书”，正文部分按照提示
写活动目标、活动前准备工作、活动时和活动后的活动安排和注意事项；注意写
好细致的活动要求，体现出设计感。 
  



 

  

2017 学年白云区第一学期 

小学五年级语文期末综合练习 

（满分 100 分，120 分钟完成） 

题号 一 二 三 四 成绩 
得分      

 
一、听力部分 
 
【答案】略          
 
二、基础知识          
 
3.【答案】C 
4. 【答案】D 
5. 【答案】B 
6. 【答案】C 
7. 【答案】B 
8. 【答案】嫌疑 招牌 上钩 销毁 感叹 附近 斩钉截铁 
9. 【答案】（1）严峻 （2）严格 （3）严肃 
【答案】（1）发明 （2）出现 （3）涌现 
10.【答案】（1）√ （2）√ （3）× 
11.【答案】（1）红彤彤的苹果挂在嫩绿的枝头。 
【答案】（2）因为鲸的体型像鱼，所以许多人管它叫鲸鱼。 
【答案】（3）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打翻了醋瓶，感到酸酸的。 
 
三、积累与运用(28 分) 
 
12.【答案】（勇）往直前 不屈不（挠） 舍（生）取义 众志成（城） 
13. 【答案】 
（1）善读之可以医愚。 
（2）只把春来报。 
（3）宝剑锋从磨砺出， 
（4）有志者，事竟成。 
 
14. （1）【答案】（：“）（？”） 
（2）【答案】外貌 神态 
（3）【答案】这句话说明了父亲挖的时间非常久，久到已经不知道时间有多长
了。 
（4）【答案】他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他爸爸活着就一定会来救他，也
能救大家。因为爸爸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他总会和他孩子在一起。 
 
15.课外阅读（15 分） 
（1）【答案】chā      huì      豪 

厉      期     己 
（2）【答案】一无所长 家喻户晓 
（3）【答案】穷困潦倒的   羞涩地   窘迫地   就能把字写漂亮 

就能把文章写得好看  家喻户晓的法国 18 世纪的著名作家 
（4）【答案】C 
（5）【答案】优点：善于发现身边的美。 



 

  

启示：结合文章与实际生活，可以举一些具体事例进行阐述，言之有理即可。 
 
四、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3 分） 
【答案】黑板并非特指黑色的板面，传统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可以用粉笔反复书写
的平面，板面坚硬，多用于教学。（下定义）黑板一般用木板或磨砂玻璃等制成
的，可以用粉笔等特定的书写材料在上面写字。多为黑色，墨绿色，白色或米黄
色。一般长 2 米，宽 0.5 米，挂在墙上，厚度约有 5cm。（列数字）它多用木
板制成，就和自然实验室那块类似，但是实验室那块是金属包边，而对教室的是
磨砂封边。（作比较）（言之有理即可） 
 
五、习作(30 分) 
【答案】略 
【解析】本次作文的命题范围是写“你最熟悉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陌生人”，基
础要求是先把题目补充完成，进阶要求是通过外貌、语言描写把这个人的特点写
出来。写人作文要围绕“外语动心神”进行展开，一方面要注意写人的时候要结
合具体事例进行叙述；另一方面要加入人物描写，把人写“活”。最后可以通过
自己的感悟把主题升华，照应主题。 
  



 

  

2017 学年番禺区第一学期 

五年级语文科期末测试题 

 (120分钟完成，全卷 100分，其中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各 5分，由学校自行考

查） 
 
一、写字检测（10分） 

 
1.【答案】略 
【解析】考察学生汉字书写规范，注意“豫”“诞”等字的书写。 
 
2.【答案】略 
【解析】考察学生汉字书写规范，注意“雄伟”“广播”等字词的书写。 
 
二、积累与运用（25 分） 
 
1.【答案】窃读；周游；漂泊；废墟；掩护 
 
2.【答案】噪音，嗓子；玫瑰，灵魂；瞻望，屋檐；鱼鳃，腮帮； 
 
3.【参考答案】夜以继日；再接再厉；满腔怒火； 

不容置疑；安然无恙；风花雪月 
 
4.（1）【答案】D 
（2）【答案】C 

 
5.【答案】 
（1）母亲说，只要不来台风，她就可以收几大箩桂花。 
（2）一本你喜爱的书就是黑夜里的一盏启明灯,也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指南针。 
（3）把“保持”换成“维持”。 
 
6.【答案】（1）梅花香自苦寒来；善读之可以医愚；下笔如有神 
（2）春生江上几人还；切切故乡情；明月何时照我还；欲作家书意万重 
 
三、阅读理解（25分） 
 

（一）中国的筷子 
1.【答案】筷子的历史  筷子的形状  制筷材料  筷子的品格 
 
2.【答案】B 
 
3.【答案】（1）×（2）√（3）×（4）× 
 

 

题号 一 二 三 四 综合性学习 口语交际 总分 

得分        



 

  

(二)寻找快乐花瓣儿 
1.【答案】兴致勃勃  悻悻然  兴奋不已   专心致志 

 
2.【答案】（1）C（2）A（3）B（4）D 
 
3.【答案】（1）我找到了五瓣儿丁香花。 

（2）不好，原句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我”比作小鸟，写出了
我找到丁香花时快乐激动的心情，将其改成“我跑出丁香林”则没有
这种效果。 
好。然后按照“运用…手法，将…比作…，生动形象写出了…”的答
题模式回答该比喻具体的效果即可。 

 
四、习作(30 分) 
【答案】略 
【解析】认真回忆成长过程，从中发现给自己带来启示和影响的“人”“事”“书”
或“名言”。选择其中一个来写，记叙清楚起因、经过、结果并 
  



 

  

2017 学年黄埔区第一学期 

小学五年级语文期末综合练习 

（120分钟完成） 

题号 一 二 三 四 成绩 
分数      

  
基础知识（31 分） 

 
1．【参考答案】娱乐；远征；损失；奇妙；吩咐；皎洁；哺乳；华侨 
 
2. 【参考答案】鱼钩   木板   浪费   跳跃   毫米 
              钓鱼   排版   废品   眺望   豪气 
 
3.【参考答案】sāi   nán   jí   juàn 
 
4．【参考答案】③②④① 
 
5. 【参考答案】（1）严格   （2）严肃   （3）严厉 
 
6．【参考答案】（1）圆明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 
                或：圆明园中既有民族建筑也有西洋景观。 

（2）钢琴老师的悉心指导使小明获得了全市比赛一等奖。 
在钢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小明获得了全市比赛一等奖。 

（3）我在屋檐下躲雨，你不好意思赶我走。（符合题意即可） 
 

   积累运用（15 分） 
 

7. 【参考答案】安然无恙  斩钉截铁  顶天立地  风欺雪压 
 
8. 【参考答案】（1）春风又绿江南岸 
               （2）春生江上几人还 
               （3）非淡泊无以明志 
               （4）只要肯登攀 
               （5）下笔如有神 
 
9. 【参考答案】略 
【解析】该题为开放性题目，没有唯一答案，言之有理即可。 
 
                          阅读理解（24 分） 
 
10. 【参考答案】只有心存感激的人才会有资格得到他的资助。 
11. 【参考答案】本义指故乡，文中指老人的家乡。 
            本义指荣华富贵，文中指夹在书中的钱。 
            本义指检验黄金的石块，文中指检验受资助学生品质的书。 
 
12. 【参考答案】起因：在海外奋斗半生，衣锦还乡的老人想要资助家乡的人。
他给校长提供的资助名单上的学生寄去了几本书。 
结果：只有一个学生表达了对老人的感谢。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资格得到老
人的资助。 



 

  

 
13. 【参考答案】世界上没有一种给予是所当然的，我们在接受别人给予的同事，
也要准备好给予他人。对于别人的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并且把这种关爱一直
传下去。（言之有理即可） 
 
14. 【参考答案】我认为老人会资助这个学生，因为他通过了老人的检验，是一
个懂得感恩的人。（言之有理即可） 
 
15. 【参考答案】老人长长对着电话发呆，他们会打电话来的吧？一定会的，那
么多学生一会会有几个打来的！哎，可是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忘记
了？现在的孩子都是这么冷漠的吗？太让人失望了。（言之有理即可） 
 
16. 【参考答案】“没有一种给予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我们在接受别人的帮助
和鼓励时要心怀感激，并且要知恩图报。爸爸妈妈抚养我们长大，在他们变老的
时候，我们也要照顾好他们。（言之有理即可） 
 
                           习作（30 分） 
 
【参考答案】略 
【解析】考查了学生的叙事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学生要从生活中选取事例进行
描写并说说获得了什么启示。在写事时，要有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
结果六要素，并且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可以是事情发展顺序，也可以是时间
顺序等。事情的情节要详略得当，给予启示的地方要着重描写，同时也要做到“事
中见人”。最后的启示要跟文章密切相关，并且叙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