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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成绩: 

 

高云地利中文学校 
2013/2014 年度 

第六普通话班- 下学期考试卷 
 

一. 看英文，填写正确的中文 30 分
 Write the correct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each English word/phrase 

 

聪明 水缸 吓哭 惊慌 办法 

使劲 砸破 救命 调皮 命名 
 

 

save life _____________  break open_____________ way/method____________  

scared and crying_____________   try hard_____________  water tank___________  

clever__________ panicking_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  naughty_________ 

 

星星 靠着 仰头 很久 勺子 

努力 著名 手术 葡萄 问答  
 

 

look up____________  star___________ famous____________ surgery___________  

spoon_____________  lean on___________   very long____________  

grapes_______________  work hard_______________ Q & A______________ 

 

火箭 特别 永远 丰富 观察 

搬家 宇航员 人类 梦想 准备 
 

 

prepare_____________ forever____________ observe____________  

astronaut____________ dreams ___________ rocket ___________ rich__________ 

move house____________ mankind___________ special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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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词 Make phrases  Example: 老 老师          10 分 
 

 

冰_______ 亮_______ 过_______ 空________ 处_________ 

 

串________ 笔_________ 改_________ 伞________ 数_________ 

 

 

三.  排序 Re-write the sentences in the correct order          12 分 
 

1) 玩儿   在花园里   他们    做游戏    爬树   有的    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著名的   孩子   天文学家    成了    一位    这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像     那七颗    勺子    星星    一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奇妙    语言     的    多么     大自然     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告别了   小白兔    往回      飞快地       跑       蚂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快      飞船      飞    十分    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照例子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 with given words/phrases  10 分 
 

 

1） 司马光是一个孩子。（聪明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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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蚂蚁忙着搬家。（正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月亮还在天上。（不是…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白天飘在高高的蓝天上，明天是个晴天。（一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古诗理解     Poetry          20 分 
 

1) What does 春晓 mean?    _______ 
A) wake up in spring B) spring morning  C) spring night D) autumn morning 

 
2) what does 霜叶 mean? _______ 
A) autumn leaf      B) leaf covered in frost    C) wet leaf      D) beautiful leaf 
 

3) 春眠不觉 _______ （香  晓  辛）  

处处闻啼_____。 （牛  鸟  农）   

夜来风______ 声， (叫  雨  雷）   

花落粒粒皆辛_____。 （苦  康  宽） 

 

4）锄禾日当_____， （晚  午  闻） 

汗滴 禾下_____。 （啼  厅  土） 

谁知_____中餐， （盼  盘  盆） 

知多_____。 （少  深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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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句   Translation        12 分 
 

 

1） 又…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只有…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到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翻译 Translation         6 分 
 

1) 河里的冰化了，地上的草绿了，树叶长出来了，这是春天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月球上到处都是阳光，看不见一只飞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