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霞区二年级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班级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学用字词句（50 分）

1. 写一写（16 分）

Hǎi yáng míng shèng xiě xìn bàng wǎn

Chuāng wài píng jiǎng xīn kǔ nóng shì

Dài jí yuán hào

眼镜 好 了 公 客

领 来不 珠笔 铜

2. 选一选 （在正确的读音或字下面划横线。）（6 分）

去年，奶奶在院子里种下一粒葡萄种（zhǒng zhòng）子。九月（分 份），葡

萄成熟了，水（份 分）足足的。奶奶把葡萄晒成了葡萄干。你们说，奶奶是不是

很能干（gàn gān）？

3. 连一连 （8 分）

绿色的 云海 黄山石 风水秀丽

翻滚的 啼叫 日月潭 奇形怪状

清晰的 凉棚 曹冲 热情好客

不住地 展现 维吾尔族老乡 聪明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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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一填 （8 分）

①只 ②棵 ③朵 ④群 ⑤捆 ⑥行 ⑦丛 ⑧根

一（ ）小棒 一（ ）飞鸟

一（ ）小棒 一（ ）飞鸟

一（ ）小树 一（ ）菊花

一（ ）小树 一（ ）菊花

5. 仿一仿 （6 分）

例 1：爸爸总是一边刮胡子，一边逗小猫玩。

一边 ，一边 。

例 2：下午放学有时候是爸爸接我，有时候是妈妈接我。

有时候 ，有时候 。

6. 排一排 （6 分）

（ ）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

（ ）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

（ ）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

（ ）称一称船上的石头。

（ ）把大象从船中赶到岸上。

（ ）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

二．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28 分）

2 



1. 学习《树之歌》，我知道 高，榕树 ， 喜暖在南方，

银杏水杉 ， 满院香。

2. 学习《拍手歌》，我们知道了猛虎生活在 ，黄鹂百灵是

唱高手， 在竹林间嬉戏，人和动物是好 。

3. 《登鹳雀 》： ， 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 。诗的后两句想告诉我们（ ）：

①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②想要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③想要走更多的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

三．阅读短文，回答问题。（12 分）

小麻雀找家

贪玩的小麻雀在林子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啄木鸟阿姨问小麻雀：“你飞进林子时是顺风吗？”小麻雀点点头。啄木鸟说：“今天刮

的是北风，你家肯定在北方，顶风飞回去，一定能找到你的家。”小麻雀顶风飞了一阵，糟

糕，风停了。

小野兔蹦过来出主意：“树林里有锯断的树桩，树桩上年轮密的一头就是北方。”小麻雀

飞呀飞呀，前面没有树桩了，急得它转来转去。

小松鼠跳了过来：“不要紧，树皮粗糙，长着青苔的一面就是北面。”写过小松鼠，小麻

雀又向北面飞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周围什么也看不清了，小麻雀急得直哭，猫头鹰大婶飞了过来：“傻

孩子，傍晚辨别方向你可以抬头看星星呀！”噢，北斗七星跟勺子一样挂在天上，正对勺口

的方向有颗亮晶晶的星，那就是北极星，它指的方向就是正北呀！

3 



顺着北极星的方向，小麻雀找到了自己的家，它很高兴，因为它今天学到了不少辨别方

向的本领。

1.数一数，短文有（ ）个自然段，第二自然段有（ ）句话。（2 分）

2.教小麻雀辨认方向的动物依次是 、 、 、 。（填序号）（4 分）

3.根据短文内容判断对错，对的打“√”，错的打“×”。（6 分）

①树皮粗糙，长着青苔的一面是北面。（ ）

②树桩年轮稀的一边是北边。（ ）

③北极星所指的方向是北面。

四．看图写话。（10 分）

仔细观察四幅图，图上画的是谁和谁？他们在干什么？用一段话把这几幅图的意思连

起来。注意：语句通顺，故事完整，书写认真，开头空两格，标点符号另占一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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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二年级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班级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学用字词句（50 分）

1. 写一写（16 分）

Hǎi yáng míng shèng xiě xìn bàng wǎn

Chuāng wài píng jiǎng xīn kǔ nóng shì

海洋 名胜 写信 傍晚

窗外 评奖 辛苦 农事

Dài jí yuán hào

眼镜 好 了 公 客

领 来不 珠笔 铜

戴 极 园 好

带 及 圆 号

2. 选一选 （在正确的读音或字下面划横线。）（6 分）

去年，奶奶在院子里种下一粒葡萄种（zhǒng zhòng）子。九月（分 份），葡

萄成熟了，水（份 分）足足的。奶奶把葡萄晒成了葡萄干。你们说，奶奶是不是

很能干（gàn g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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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一连（8 分）

绿色的 云海 黄山石 风水秀丽

翻滚的 啼叫 日月潭 奇形怪状

清晰的 凉棚 曹冲 热情好客

不住地 展现 维吾尔族老乡 聪明过人

4. 填一填（8 分）

①只 ②棵 ③朵 ④群 ⑤捆 ⑥行 ⑦丛 ⑧根

一（ ⑧ ）小棒 一（ ① ）飞鸟

一（ ⑤ ）小棒 一（ ④ ）飞鸟

一（ ② ）小树 一（ ③ ）菊花

一（ ⑥ ）小树 一（ ⑦ ）菊花

5. 仿一仿（6 分）

例 1：爸爸总是一边刮胡子，一边逗小猫玩。

奶奶 一边 织毛衣 ，一边 看电视 。

例 2：下午放学，有时候是爸爸接我，有时候是妈妈接我。

小明的午饭 有时候 吃米饭 ，有时候 吃面条 。

6. 排一排（6 分）

（ 2 ）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

（ 4 ）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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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

（ 5 ）称一称船上的石头。

（ 3 ）把大象从船中赶到岸上。

（ 6 ）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

二．根据课文内容填空（28 分）

1. 学习《树之歌》，我知道 杨树高，榕树壮 ， 木棉

喜暖在南方，银杏水杉活化石 ，

金桂开花满院香。

2. 学习《拍手歌》，我们知道了猛虎生活在丛林深处 ，黄

鹂百灵是 歌唱高手，熊猫 在竹林间嬉戏，人和动物是好

朋友。

3.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诗的后两句想告诉我们（ ② ）：

①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②想要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③想要走更多的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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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短文，回答问题。（12 分）

小麻雀找家

贪玩的小麻雀在林子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啄木鸟阿姨问小麻雀：“你飞进林子时是顺风吗？”小麻雀点点头。啄木鸟说：“今天刮

的是北风，你家肯定在北方，顶风飞回去，一定能找到你的家。”小麻雀顶风飞了一阵，糟

糕，风停了。

小野兔蹦过来出主意：“树林里有锯断的树桩，树桩上年轮密的一头就是北方。”小麻雀

飞呀飞呀，前面没有树桩了，急得它转来转去。

小松鼠跳了过来：“不要紧，树皮粗糙，长着青苔的一面就是北面。”写过小松鼠，小麻

雀又向北面飞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周围什么也看不清了，小麻雀急得直哭，猫头鹰大婶飞了过来：“傻

孩子，傍晚辨别方向你可以抬头看星星呀！”噢，北斗七星跟勺子一样挂在天上，正对勺口

的方向有颗亮晶晶的星，那就是北极星，它指的方向就是正北呀！

顺着北极星的方向，小麻雀找到了自己的家，它很高兴，因为它今天学到了不少辨别方

向的本领。

1.数一数，短文有（6）个自然段，第二自然段有（4）句话。（2 分）

2.教小麻雀辨认方向的动物依次是 ② 、④ 、 ③ 、① 。（填序号）（4 分）

3.根据短文内容判断对错，对的打“√”，错的打“×”。（6 分）

①树皮粗糙，长着青苔的一面是北面。（ √ ）

②树桩年轮稀的一边是北边。（ × ）

③北极星所指的方向是北面。（ √ ）

四．看图写话。（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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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四幅图，图上画的是谁和谁？他们在干什么？用一段话把这几幅图的意思连

起来。注意：语句通顺，故事完整，书写认真，开头空两格，标点符号另占一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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