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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6 页，满分 100 分，其中书写分 3 分，考试用时 100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姓名、学校、考试号写在答题卡内。答案请填写在答题卡的指定位

置，写在测试卷上一律无效．．．．．．．．。 

 

                         语言积累与运用（44 分） 

 

一、 阅读三段文字，将拼音所表示的词语依次写在文后的方格里。（12 分） 

1．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kān chēng（▲）nì  jìng chéng cái（▲）的 diǎn fàn（▲）。 

2．巴金是一位 shì  jì（▲）老人。他生前 níng jù（▲）毕生的激情与智慧，写下了千万字的

作品。他说：“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 fèng xiàn（▲）而不在于 xiǎng 

shòu（▲） 

3.  学与问 xiāng fǔ xiāng chéng（▲），一旦养成勤学好问的 xí  guàn（▲），知识的天空将任

你翱翔，宇宙的ào mì（▲）将任你探求，你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二、 根据诗句及课文内容填空。（10 分） 

4．好雨知时节，  。         ——杜甫《春夜喜雨》 

5．天街小雨润如酥，  。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6．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 

7.                   ，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8.  在天底下，  ，而并不茫茫。    ——老舍《草原》 

 

三、选择题。（10 分） 

9．下列加点字注音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铁砧．（zhèn）     B. 侮．辱（wǔ）     C. 悄．然（qiǎo）    D. 玉簪．（zān） 

10. 下面词语中“望”字的意思全部相同的一项是（ ▲ ）。 

A.  喜出望外     不负众望             B. 望尘莫及     众望所归 

C. 德高望重    望眼欲穿             D.  名门望族     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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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下面语段的方框中，使用准确的一组标点符号是（  ▲） 

     。  一位诗人走过，看见了这棵小草□不禁欣喜地赞叹□“啊，多么顽强的生命□”  

 A.  ；，！             B.  ，，！ 

 C.  。：？              D.  ，：！ 

 

12. 昨天家庭作业是写一份“推荐一本好书”的演讲稿。小明在演讲稿开头引用了一句话，第二天

这句话被老师用红线勾出，指为“引用不当”。小明引用的句子是“   ▲  。” 

A.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B. 好曲不厌百回唱，好书不厌百回读。 

C.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D.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3. 下面对名著相关内容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鲁滨逊独自漂流到荒岛上，度过了长达 28 年的历险生活。 

B. 简·爱是勃朗特三姐妹以自己为原型共同创作的人物形象。 

C. 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D. 《林冲棒打洪教头》与《武松打虎》都选自《水浒传》。 

 

四、生活中的语文。（6 分） 

14. 南京路小学即将举行 2017 迎新运动会，体育王老师负责收拾各班运动会报名表。 

（1）今天下午王老师找来六（3）班体育委，指出他们班表格上有两

处填写错误。请你仔细阅读备注，帮六（3）班找出表格填写的两处

错误。 

                 迎新运动会报名表 六（3）班 

50 米 400 米 

男 女 男 女 

余小习 田甜 余小习 冯凤儿 

实心球（头顶前抛） 一分钟单跳 

男 女 男 女 

余小习 徐娟娟 张少华 严霞 

两分钟单跳 两分钟双飞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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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1：                                ▲                                    

错误 2： ▲                                                                

 

（2）王老师发现，有一张已经上交的报名表“班级”栏不慎染上了墨渍（其他内容填写

无误）。这究竟是哪个班级的报名表呢？他对照着《迎新运动会报名表上交情况一览》，仔细

看了一下这张报名表，接着给（ ▲ ）年级办公室打了个询问电话。 

A. 一年级办公室 B. 二年级办公室 C. 三年级办公室 

D.  四年级办公室 E.  五年级办公室 F. 六年级办公室 

 

迎新运动会报名表上交情况一览 

 

 

吴谷 白雪 余小习 钱丽 

备注： 

1. 每个项目每班男女各限报一人。 

2. 一个人最多参加三个项目，不得多报。 

3. 50 米、400 米和实心球各年级都参加；一分钟单跳为一二年级参加的项目；两分

钟单跳为三四年级参加的项目；两分钟双飞为五六年级参加的项目。 

班级 已上交 备注 班级 已上交 备注 

一（1） 
  

四（1） √ 
 

一（2） 
 

班级大面积流

感，全班在家 

休息一周 

四（2） √ 
 

二（1） √ 
 

五（1） 
  

二（2） √ 
 

五（2） 
  

三（1） 
  

六（1） √ 
 

三（2） √ 
 

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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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运动会报名表  班 

 

五、博文浏览。（6 分） 

小王同学在网络上读到了下面这篇博文。请你按照要求完成 15～17 题。 

               丰子恺女儿评点爸爸的画：漫画这样让人温暖 

这女孩大约才三岁吧，可已经懂得害羞。妈妈为她洗完澡，

在她的下身套上一       条小裙子，便忙着去收拾脚盆了。她打

着赤膊，还没有穿衣服，不由得双手交叉在胸前，怕人看她裸露

的上身。她是谁？她就是阿宝，就是我——七十六年前的我！ 

你看，她没有脸。爸爸有不少画都是这样，难怪有人写文章

戏称“丰子恺画画不要脸”！别看孩子的头只画一绺头发，头发

下面一片空白，可是看上去却同有脸一样，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像

出她的表情来呢！如果你想用笔去补画一张小脸，把眉、眼、

鼻、嘴都画出来，请你试试看，你就会觉得画出来反而不好，还是空着更美！ 

50 米 400 米 

男 女 男 女 

张华华 王欢 王欢 陈雅安 

实心球（头顶前抛） 一分钟单跳 

男 女 男 女 

赵兴 牛小丽 赵兴 溪月 

两分钟单挑 两分钟双飞 

男 女 男 女 

    

备注： 

1. 每个项目每班男女各限报一人。 

2. 一个人最多参加三个项目，不得多报。 

3.  50 米，400 米和实心球各年级都参加；一分钟单跳为一二年纪参加的项目；两

分钟单跳为三四年级参加项目；两分钟双飞为五六年级参加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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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即使闹翻了脸，甚至打起来，但没多久又和好了。因为他们心地纯朴、天

真，不像有些大人，勾心斗角，心地狭窄，易记仇，讲帮派。你看，画中的两家男主人

吵架，各自的妻子还在后面帮腔，而自家楼上的儿女却隔着栏杆送花朵。 

    父亲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曾以孩子的口吻说：“像我们这样的同志……何必分

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

吗？”“这个‘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

来的。”愿天下的大人不要如此执着，向孩子们学习一下，给邻居送一朵花吧！ 

15.  从上面这篇博文中，我们无法了解到的信息是（ ▲ ）。 

A.  丰子恺曾经写过《华瞻的日记》。        B. 丰子恺的女儿阿宝叫丰一吟。 

C.  丰子恺女儿如今已是高龄老人。        D.  丰子恺的漫画经常不画人脸。 

16. 丰子恺女儿认为父亲的漫画“让人温暖”。结合博文内容，说说丰子恺漫画的“温

暖”体现在哪里。（至少写出两点理由）。 

                                  ▲                                            

17. 小王同学准备在班会课上做一个《漫画这样让人温暖》的演讲，向大家推荐丰子恺

的漫画。在他找到的许多资料中，选用哪两项内容更切合题目？（ ▲  ）（ ▲  ） 

A. 丰子恺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B. 丰子恺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后恩师在杭州剃度出家。 

C. 据丰子恺回忆，他每次创作儿童漫画时都是兴奋而又认真的。 

D. 丰子恺说自己是“儿童的崇拜者”而不是“儿童的教训者。 

 

阅读与表达（23 分） 

一．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 18～21 题。（12 分） 

【材料 1】 

    一只美丽的蝴蝶去找医生整容，医生对她说“你已经很美丽了，简直无可挑剔，用

不着来做美容。”  

    蝴蝶说：“红颜易老，我想把自己整得再年轻一些。” 

    医生说：“其实，你现在的美才是最有魅力的。”蝴蝶打断医生的话：“我说过

了，我要再年轻一点。”医生只好同意，为蝴蝶做了整容手术。几天后，当一层层的绷

带被解开，蝴蝶怀着激动的心情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竟然是条毛毛虫。 

 



 

6 

【材料 2】 

    蝶是昆虫的一种。①它和蛾、弄蝶都被归类为鳞翅目。②现今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物

种都归在这类下。③到目前为止，它们是昆虫演进中最后的一种物种。④蝴蝶一般色彩鲜

艳，翅膀与身体各有花斑。蝴蝶翅膀由富含脂肪的鳞片构成，能保护蝴蝶在下小雨时照常

飞行。蝴蝶多彩的翅膀不仅能让大饱眼福，更能用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 

 

【材料 3】 

    二战期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企图用轰炸机摧毁其军事目的和防御设施。苏联

人想出办法，在军事设施上覆盖了蝴蝶花纹般的防护罩。因此，（  ▲  ）德军费尽心

机，列宁格勒的军事基地仍然安然无恙。 

 

18. （1）【材料 1】是一则寓言故事，简要概括故事大意（不超过40字）。（4分） 

 

 

    （2）这则寓言故事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2 分） 

                    ▲  

19.  下面这句话放在【材料 2】第一段中哪个位置最为恰当（▲）（2 分） 

从白垩（è）纪起，它们随着作为食物的显花植物而演进,并为之而授粉。 

A.①       B.②      C.③ D.④ 

20.  阅读【材料 3】，在括号里填写一个合适的词语。（▲）（2 分） 

A. 因为      B. 既然 C. 不管      D. 尽 管 

21. 【材料 2】中哪一句话可以作为【材料 3】中苏联人设计防护罩的依据？请抄写在下

面的横线上。（2 分） 

                      ▲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22～25 题。 （11 分） 

母猫的圣诞礼物 

[英]吉米·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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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兽医，安斯太太是我的主顾。她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将三只小猎犬照顾的

无微不至。只要她任何一只狗的脸色稍差，她都会担心地打电话求救。 

    有一次我去她家出诊，一走进客厅却意外瞧见一只黑猫端坐在壁炉的火前。 

   “不知道你家有猫。”我说。 

   “没有呢，那是蒂比，她是只野猫。”女主人微笑，她告诉我蒂比每周来两三次，

她都会喂它些食物。 

   “你觉得她是来投靠你的吗？”我问。安斯太太摇头说，“她是很胆怯的，它只喜

欢安静地偷溜进客厅，在火炉前坐几分钟，仿佛是给自己一点享受。”我同意这看法，

这一定是她生活中难得的享受──暂时告别野地的冷酷，静静享受一点屋内的温暖舒

适。 

     三个月后，圣诞节那天，安斯太太打电话给我，口气很焦急，她希望我马上来一

趟。 

     她家里张灯结彩，飘出烤火鸡的香味。我一眼瞧见蒂比反常地侧身躺着，身旁还

缩挤着一只极小的黑猫咪。 

    “它怎么了？我很担心它，你看它瘦了这么多……”安斯太太说。 

     蒂比简直是骨瘦如柴，身上的毛脏乱而且结满泥块。我给它诊断，发现它有个恶

性肿瘤。“它撑不了多久了。” 

    “哦，不……”安斯太太（▲）跪在蒂比身边，“哦，可怜的宝贝！”她（▲），

“我该好好照顾它的！”我温言说：“没有人能像你对它这么好。” 

    “可我应该把它留下来，给它一个温暖舒适的家。想先它病成了这样，外面那么

冷，他在那种情况下还要生产小猫……”她不断抚摸蒂比，（▲）。 

     我耸耸肩：“而它带来托付你了，不是么？” 

    “没错……是的……她带来托付给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养过猫……”安斯太太

抱起那浑身脏乱的小毛球，伸指温柔地爱抚他泥浆纠结的毛发，那小家伙微微颤抖，张

开口无声地喵了一下。我微笑着说：“也许这是蒂比给你的圣诞礼物。” 

     一年后的圣诞日我拜访安斯太太。屋内像去年那样张灯结彩，但是小猫咪可完全

不是去年的可怜虫了， 它成长为一只矫健毛亮的俊猫。此刻它正兴致勃勃地和三只小

猎犬打闹成一团。 

     安斯太太笑道“我给取名巴斯特（小捣蛋鬼）。”然后她拿起一个橡皮球，神秘

地要我跟她出去一开眼界。 

    小猫随我们来到后院，安斯太太将球朝着草坪扔去，不必任何命令，巴斯特立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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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而去，将球叼回来给她，然后紧紧依偎在她脚边，快乐地大声叫着。 

    一次又一次安斯太太扔球，一次又一次巴斯特兴奋地冲上去叼球。 

   “你没有看过这么奇妙的事吧？”安斯太太得意地对我说。 

    看着她们我心中不禁想起了蒂比……它死前用尽全力将孩子带来此地，那是，因为

爱？ 安斯太太转头看我，笑容里流露出些许惆怅，“蒂比应该高兴的。” 

   “是的，”我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刚好是一年前的今天它带孩子来给你，不

是吗？” 

   “是的，”她蹲下抱紧巴斯特，“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选自《儿童文学》2016 年 11 期，有删改） 

 

22.  一年前后，蒂比留下的小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文章填空。（3 分） 

 

时间 

内容 

一年前 一年后 

      外 形 浑身脏乱的小毛球   ▲  

        叫 声 张开口无声地喵了一下   ▲  

    面对安斯太太的动作       ▲             紧紧依偎 

 

23.  在文中括号内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蹲下 泪水盈眶 泪如泉涌 B. 蹲下 泪如泉涌 泪水盈眶 

C.  泪水盈眶 蹲下 泪如泉涌 D. 泪如泉涌  泪水盈眶  蹲下 

 

24.  文章划横线处，安斯太太“笑容里流露出些许惆怅”，她有“笑容” 是因为        

  ▲      ；有“些许惆怅”是因为  ▲ 。（2 分） 

 

25.  安斯太太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你觉得文章里还有哪些人或是

动物得到了圣诞礼物呢？至少写出两个，并说说理由。（4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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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30 分） 

《  真好玩！》 

    生活中，处处都有“好玩”的影子，人、事、物……他（它）们总能给人带来趣味，

带来美好的感受。将题目补充完整，写一篇习作，做到叙事完整，中心明确，重点突出，表

达真实情感。请勿出现真实校名、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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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6 页，满分 100 分，其中书写分 3 分，考试用时 100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姓名、学校、考试号写在答题卡内。答案请填写在答题卡的指定位

置，写在测试卷上一律无效．．．．．．．．。 

                         语言积累与运用（44 分） 

 

一、 阅读三段文字，将拼音所表示的词语依次写在文后的方格里。（12 分） 

1．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kān chēng（▲）nì  jìng chéng cái（▲）的 diǎn fàn（▲）。 

2．巴金是一位 shì  jì（▲）老人。他生前 níng jù（▲）毕生的激情与智慧，写下了千万字的

作品。他说：“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 fèng xiàn（▲）而不在于 xiǎng 

shòu（▲） 

3.  学与问 xiāng fǔ xiāng chéng（▲），一旦养成勤学好问的 xí  guàn（▲），知识的天空将任

你翱翔，宇宙的ào mì（▲）将任你探求，你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二、 根据诗句及课文内容填空。（10 分） 

4．好雨知时节，  。         ——杜甫《春夜喜雨》 

5．天街小雨润如酥，  。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6．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 

7.                   ，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8.  在天底下，  ，而并不茫茫。    ——老舍《草原》 

 

三、选择题。（10 分） 

9．下列加点字注音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铁砧．（zhèn）     B. 侮．辱（wǔ）     C. 悄．然（qiǎo）    D. 玉簪．（zān） 

10. 下面词语中“望”字的意思全部相同的一项是（ ▲ ）。 

A.  喜出望外     不负众望             B. 望尘莫及     众望所归 

C. 德高望重    望眼欲穿             D.  名门望族     一望无际 

 

11. 在下面语段的方框中，使用准确的一组标点符号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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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诗人走过，看见了这棵小草□不禁欣喜地赞叹□“啊，多么顽强的生命□”  

 A.  ；，！             B.  ，，！ 

 C.  。：？              D.  ，：！ 

12. 昨天家庭作业是写一份“推荐一本好书”的演讲稿。小明在演讲稿开头引用了一句话，第二天

这句话被老师用红线勾出，指为“引用不当”。小明引用的句子是“   ▲  。” 

A.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B. 好曲不厌百回唱，好书不厌百回读。 

C.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D.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3. 下面对名著相关内容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鲁滨逊独自漂流到荒岛上，度过了长达 28 年的历险生活。 

B. 简·爱是勃朗特三姐妹以自己为原型共同创作的人物形象。 

C. 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D. 《林冲棒打洪教头》与《武松打虎》都选自《水浒传》。 

 

四、生活中的语文。（6 分） 

14. 南京路小学即将举行 2017 迎新运动会，体育王老师负责收拾各班运动会报名表。 

（1）今天下午王老师找来六（3）班体育委，指出他们班表格上有两

处填写错误。请你仔细阅读备注，帮六（3）班找出表格填写的两处

错误。 

                 迎新运动会报名表 六（3）班 

50 米 400 米 

男 女 男 女 

余小习 田甜 余小习 冯凤儿 

实心球（头顶前抛） 一分钟单跳 

男 女 男 女 

余小习 徐娟娟 张少华 严霞 

两分钟单跳 两分钟双飞 

男 女 男 女 

吴谷 白雪 余小习 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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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1：                                ▲                                    

错误 2： ▲                                                                

 

（2）王老师发现，有一张已经上交的报名表“班级”栏不慎染上了墨渍（其他内容填写

无误）。这究竟是哪个班级的报名表呢？他对照着《迎新运动会报名表上交情况一览》，仔细

看了一下这张报名表，接着给（ ▲ ）年级办公室打了个询问电话。 

A. 一年级办公室 B. 二年级办公室 C. 三年级办公室 

D.  四年级办公室 E.  五年级办公室 F. 六年级办公室 

 

迎新运动会报名表上交情况一览 

 

 

 

备注： 

1. 每个项目每班男女各限报一人。 

2. 一个人最多参加三个项目，不得多报。 

3. 50 米、400 米和实心球各年级都参加；一分钟单跳为一二年级参加的项目；两分

钟单跳为三四年级参加的项目；两分钟双飞为五六年级参加的项目。 

班级 已上交 备注 班级 已上交 备注 

一（1） 
  

四（1） √ 
 

一（2） 
 

班级大面积流

感，全班在家 

休息一周 

四（2） √ 
 

二（1） √ 
 

五（1） 
  

二（2） √ 
 

五（2） 
  

三（1） 
  

六（1） √ 
 

三（2） √ 
 

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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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运动会报名表  班 

 

五、博文浏览。（6 分） 

小王同学在网络上读到了下面这篇博文。请你按照要求完成 15～17 题。 

               丰子恺女儿评点爸爸的画：漫画这样让人温暖 

这女孩大约才三岁吧，可已经懂得害羞。妈妈为她洗完澡，

在她的下身套上一       条小裙子，便忙着去收拾脚盆了。她打

着赤膊，还没有穿衣服，不由得双手交叉在胸前，怕人看她裸露

的上身。她是谁？她就是阿宝，就是我——七十六年前的我！ 

你看，她没有脸。爸爸有不少画都是这样，难怪有人写文章

戏称“丰子恺画画不要脸”！别看孩子的头只画一绺头发，头发

下面一片空白，可是看上去却同有脸一样，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像

出她的表情来呢！如果你想用笔去补画一张小脸，把眉、眼、

鼻、嘴都画出来，请你试试看，你就会觉得画出来反而不好，还是空着更美！ 

50 米 400 米 

男 女 男 女 

张华华 王欢 王欢 陈雅安 

实心球（头顶前抛） 一分钟单跳 

男 女 男 女 

赵兴 牛小丽 赵兴 溪月 

两分钟单挑 两分钟双飞 

男 女 男 女 

    

备注： 

1. 每个项目每班男女各限报一人。 

2. 一个人最多参加三个项目，不得多报。 

3.  50 米，400 米和实心球各年级都参加；一分钟单跳为一二年纪参加的项目；两

分钟单跳为三四年级参加项目；两分钟双飞为五六年级参加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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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即使闹翻了脸，甚至打起来，但没多久又和好了。因为他们心地纯朴、天

真，不像有些大人，勾心斗角，心地狭窄，易记仇，讲帮派。你看，画中的两家男主人

吵架，各自的妻子还在后面帮腔，而自家楼上的儿女却隔着栏杆送花朵。 

    父亲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曾以孩子的口吻说：“像我们这样的同志……何必分

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

吗？”“这个‘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

来的。”愿天下的大人不要如此执着，向孩子们学习一下，给邻居送一朵花吧！ 

15.  从上面这篇博文中，我们无法了解到的信息是（ ▲ ）。 

A.  丰子恺曾经写过《华瞻的日记》。        B. 丰子恺的女儿阿宝叫丰一吟。 

C.  丰子恺女儿如今已是高龄老人。        D.  丰子恺的漫画经常不画人脸。 

16. 丰子恺女儿认为父亲的漫画“让人温暖”。结合博文内容，说说丰子恺漫画的“温

暖”体现在哪里。（至少写出两点理由）。 

                                  ▲                                            

17. 小王同学准备在班会课上做一个《漫画这样让人温暖》的演讲，向大家推荐丰子恺

的漫画。在他找到的许多资料中，选用哪两项内容更切合题目？（ ▲  ）（ ▲  ） 

A. 丰子恺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B. 丰子恺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后恩师在杭州剃度出家。 

C. 据丰子恺回忆，他每次创作儿童漫画时都是兴奋而又认真的。 

D. 丰子恺说自己是“儿童的崇拜者”而不是“儿童的教训者。 

 

阅读与表达（23 分） 

一．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 18～21 题。（12 分） 

【材料 1】 

    一只美丽的蝴蝶去找医生整容，医生对她说“你已经很美丽了，简直无可挑剔，用

不着来做美容。”  

    蝴蝶说：“红颜易老，我想把自己整得再年轻一些。” 

    医生说：“其实，你现在的美才是最有魅力的。”蝴蝶打断医生的话：“我说过

了，我要再年轻一点。”医生只好同意，为蝴蝶做了整容手术。几天后，当一层层的绷

带被解开，蝴蝶怀着激动的心情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竟然是条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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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蝶是昆虫的一种。①它和蛾、弄蝶都被归类为鳞翅目。②现今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物

种都归在这类下。③到目前为止，它们是昆虫演进中最后的一种物种。④蝴蝶一般色彩鲜

艳，翅膀与身体各有花斑。蝴蝶翅膀由富含脂肪的鳞片构成，能保护蝴蝶在下小雨时照常

飞行。蝴蝶多彩的翅膀不仅能让大饱眼福，更能用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 

 

【材料 3】 

    二战期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企图用轰炸机摧毁其军事目的和防御设施。苏联

人想出办法，在军事设施上覆盖了蝴蝶花纹般的防护罩。因此，（  ▲  ）德军费尽心

机，列宁格勒的军事基地仍然安然无恙。 

 

18. （1）【材料 1】是一则寓言故事，简要概括故事大意（不超过40字）。（4分） 

 

 

    （2）这则寓言故事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2 分） 

                    ▲  

19.  下面这句话放在【材料 2】第一段中哪个位置最为恰当（▲）（2 分） 

从白垩（è）纪起，它们随着作为食物的显花植物而演进,并为之而授粉。 

A.①       B.②      C.③ D.④ 

20.  阅读【材料 3】，在括号里填写一个合适的词语。（▲）（2 分） 

A. 因为      B. 既然 C. 不管      D. 尽 管 

21. 【材料 2】中哪一句话可以作为【材料 3】中苏联人设计防护罩的依据？请抄写在下

面的横线上。（2 分） 

                      ▲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22～25 题。 （11 分） 

母猫的圣诞礼物 

[英]吉米·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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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兽医，安斯太太是我的主顾。她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将三只小猎犬照顾的

无微不至。只要她任何一只狗的脸色稍差，她都会担心地打电话求救。 

    有一次我去她家出诊，一走进客厅却意外瞧见一只黑猫端坐在壁炉的火前。 

   “不知道你家有猫。”我说。 

   “没有呢，那是蒂比，她是只野猫。”女主人微笑，她告诉我蒂比每周来两三次，

她都会喂它些食物。 

   “你觉得她是来投靠你的吗？”我问。安斯太太摇头说，“她是很胆怯的，它只喜

欢安静地偷溜进客厅，在火炉前坐几分钟，仿佛是给自己一点享受。”我同意这看法，

这一定是她生活中难得的享受──暂时告别野地的冷酷，静静享受一点屋内的温暖舒

适。 

     三个月后，圣诞节那天，安斯太太打电话给我，口气很焦急，她希望我马上来一

趟。 

     她家里张灯结彩，飘出烤火鸡的香味。我一眼瞧见蒂比反常地侧身躺着，身旁还

缩挤着一只极小的黑猫咪。 

    “它怎么了？我很担心它，你看它瘦了这么多……”安斯太太说。 

     蒂比简直是骨瘦如柴，身上的毛脏乱而且结满泥块。我给它诊断，发现它有个恶

性肿瘤。“它撑不了多久了。” 

    “哦，不……”安斯太太（▲）跪在蒂比身边，“哦，可怜的宝贝！”她（▲），

“我该好好照顾它的！”我温言说：“没有人能像你对它这么好。” 

    “可我应该把它留下来，给它一个温暖舒适的家。想先它病成了这样，外面那么

冷，他在那种情况下还要生产小猫……”她不断抚摸蒂比，（▲）。 

     我耸耸肩：“而它带来托付你了，不是么？” 

    “没错……是的……她带来托付给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养过猫……”安斯太太

抱起那浑身脏乱的小毛球，伸指温柔地爱抚他泥浆纠结的毛发，那小家伙微微颤抖，张

开口无声地喵了一下。我微笑着说：“也许这是蒂比给你的圣诞礼物。” 

     一年后的圣诞日我拜访安斯太太。屋内像去年那样张灯结彩，但是小猫咪可完全

不是去年的可怜虫了， 它成长为一只矫健毛亮的俊猫。此刻它正兴致勃勃地和三只小

猎犬打闹成一团。 

     安斯太太笑道“我给取名巴斯特（小捣蛋鬼）。”然后她拿起一个橡皮球，神秘

地要我跟她出去一开眼界。 

    小猫随我们来到后院，安斯太太将球朝着草坪扔去，不必任何命令，巴斯特立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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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而去，将球叼回来给她，然后紧紧依偎在她脚边，快乐地大声叫着。 

    一次又一次安斯太太扔球，一次又一次巴斯特兴奋地冲上去叼球。 

   “你没有看过这么奇妙的事吧？”安斯太太得意地对我说。 

    看着她们我心中不禁想起了蒂比……它死前用尽全力将孩子带来此地，那是，因为

爱？ 安斯太太转头看我，笑容里流露出些许惆怅，“蒂比应该高兴的。” 

   “是的，”我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刚好是一年前的今天它带孩子来给你，不

是吗？” 

   “是的，”她蹲下抱紧巴斯特，“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选自《儿童文学》2016 年 11 期，有删改） 

 

22.  一年前后，蒂比留下的小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文章填空。（3 分） 

 

时间 

内容 

一年前 一年后 

      外 形 浑身脏乱的小毛球   ▲  

        叫 声 张开口无声地喵了一下   ▲  

    面对安斯太太的动作       ▲             紧紧依偎 

 

23.  在文中括号内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蹲下 泪水盈眶 泪如泉涌 B. 蹲下 泪如泉涌 泪水盈眶 

C.  泪水盈眶 蹲下 泪如泉涌 D. 泪如泉涌  泪水盈眶  蹲下 

 

24.  文章划横线处，安斯太太“笑容里流露出些许惆怅”，她有“笑容” 是因为        

  ▲      ；有“些许惆怅”是因为  ▲ 。（2 分） 

 

25.  安斯太太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你觉得文章里还有哪些人或是

动物得到了圣诞礼物呢？至少写出两个，并说说理由。（4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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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30 分） 

《  真好玩！》 

    生活中，处处都有“好玩”的影子，人、事、物……他（它）们总能给人带来趣味，

带来美好的感受。将题目补充完整，写一篇习作，做到叙事完整，中心明确，重点突出，表

达真实情感。请勿出现真实校名、人名。 

 

 



 

10 

  

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参考答案 

语言积累与运用（44 分） 

一、阅读三段文字，将拼音所表示的词语依次写在文后的方格里。（12 分） 

1. 堪称 逆境成才 典范 

2. 世纪 凝聚 奉献 享受 

3. 相辅相成 习惯 奥秘 

二、根据诗句及课文内容填空。（10 分） 

4. 当春乃发生 

5. 草色遥看近却无 

6. 南朝四百八十寺 

7. 卷地风来忽吹散 

8. 一碧千里 

三、选择题。（10 分） 

9. A 10. A 11. D 12. C 13. B 

四、生活中的语文。（6 分） 

14. （1）错误 1：一个人最多参加三个项目，而表中余小习参加了四个项目。 

错误 2：一分钟单跳和两分钟单跳分别是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参加的项目，

六年级不能参加。 

（2）A 

五、博文浏览。（6 分） 

15.   B 

16. 答：（1）“爸爸”的画大多不画人脸，却能够让人想象人物的表情神态。 

（2）“爸爸”的画赞扬孩子们的天真、淳朴，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人间的温

暖。【答案仅供参考】 

17.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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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表达（23分） 

一、阅读下列材料，完成18-21题。 

18.（1）一只蝴蝶去找医生整容，因为它过分追求年轻，结果却变成了毛毛虫。 

（2）告诉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然害人害己。或人生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应

该珍惜现在，活在当下。 【答案仅供参考】 

19.   C 

20.   D 

21. 答：蝴蝶多彩的翅膀不仅能让人大饱眼福，更能用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22—25 题。 

22. 矫健毛亮的俊猫 快乐地大声叫着 微微颤抖 

23.   A 

24. 蒂比的孩子巴斯特现在过得很好；她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可怜的蒂比 

25. 答：（1）蒂比，因为它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托付； 

（2）巴斯特，因为它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3）文中的“我”，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中也感受到了温暖和快乐；  

（4）三只小猎犬，因为它们多了巴斯特这样的小伙伴，可以天天愉快地玩

耍。 

(写出两个并说明理由即可)【答案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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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考点解析 

    今年玄武区区统考试卷较为平稳，简单题、中等题和难题目的比例适当，且难题较多考

查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玄武区的区统考语文学科一直侧重于考查学生的思考

能力大过记忆力。去年的“推荐电影票”，到今年的“丰子恺漫画”，学生需要读懂材料、理清思路，

然后进行适当合理的推理，才能取得分数。对小学生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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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考点解析 

题型 题数 分值 难度 具体考点 

看拼音写汉字 3 12 低 
堪称；逆境成才；典范；世纪；凝聚；奉 

献；享受；相辅相成；习惯；奥秘。 

根据课文内容填

空 
5 10 低 

当春乃发生；草色遥看近却无；南朝四百

八十寺；卷地风来忽吹散；一碧千里。 

单项选择 5 10 

中 

砧（zhēn），六年级上册第 24 课《大自然 

的文字》第三自然段“砧状云”。 

考查“望”的一字多义：1 希望； 2 看，

往远处看；3 人所景仰的，有名的；4 

向，朝着。 

考查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高 

考查修改病句、根据情景选择适当的表达 

考查名著阅读 

语言运用 1 6 高 
考查根据备注填写符合要求的信息，对学 

生逻辑分析能力要求较高。 

资料解读 3 6 

中 对文章信息的筛选、概括和梳理，找到符

合要求的内容。训练并考察学生提炼信息

的能力。 

高 

低 

非连续性文本 4 12 中 

概括主要内容 

理解文章主旨 

梳理行文思路、同类信息的归类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选择合适的词汇 

文章结构的梳理 

文学类文本阅读 4 11 高 

文章信息的筛选、概括和梳理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选择合适的词汇 

体会文中人物的情感和心理 

综合分析能力 

写作 1 30 高 

半命题作文，首先通过叙事体现出“快乐”，表达

出快乐的情感。在选材上，由于是半命题作

文，所以选材范围很宽广，只要能体现出

“快乐”即可。如果在选材中能够做到推陈

出新，写出别人不易察觉或者感受到的快

乐，对取得高分是非常有利的。 



 

14 

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题源分析 

 

 

 

2016—2017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 

六年级语文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卷 

 

题源 

 

知识点考查 

第 1 题 2015—2016 年鼓楼区统考第 2 小题 词语“堪称”的字形 

第 9 题 2015—2016 年秦淮区统考第 3 题 “悄”字的字音 

第 11 题 2015—2016 年玄武区统考第 13 题 标点符号 

第 13 题 2015—2016 年鼓楼区统考第 5 题 名著知识 

第 18—21 

题 

2015—2016 年玄武区统考第 18—20 

题 

材料阅读 

 

第 23 题 

2015—2016 年鼓楼区统考第 4 题  

词义辨析 
2015—2016 年玄武区统考第 1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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