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考 答 案

第一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燕子 远眺 可怜 推己及人 敬仰 沾

水 您的 依依惜别

三、喝酒 洒水 眺望 跳远 孟子 脸盆

虫子 虽然 东吴 灵活

四、标杆 秤杆 晕车 圆晕 行人 行家

尽管 山穷水尽

五、迷蒙 之交 花似 手足 谈心 点点

永世 人口 飞空

六、1.果然 2.虽然 3.忽然 4.敬仰

5.尊敬 6.尊重

七、1.② 2.① 3.③
八、米白 翠绿 绿油油 红通通 金黄 粉

红 雪白

九、1.一粒粒谷子又硕大又饱满,像琥珀一样

放着光彩。 2.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加上

樱桃似的小嘴,漂亮极了。 3.小燕子累

了,落在电线上休息。 4.他是一位令人

敬仰的人。 5.春节有贴对联、放鞭炮、

给压岁钱等习俗。

十、1.仰望蓝天白云 远眺江上景色 心底

依依惜别 2.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

吴万里船 3.草 芽 花 赶集似的 
春天 4.故人西辞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 碧空尽 见长江天际流

十一、(一)1.样子 活泼机灵 2.剪刀 
3.乌黑 鹅黄 青 绿 4.喜欢。因

为小燕子很可爱,活泼机灵。

(二)1.虽然……但是…… 不但……
而且…… 2.(1)浩瀚无边 (2)浅薄

(3)憧憬 3.海洋 4.动物 ②
5.具有才智 他们可以运用科学知识

的金钥匙去开启这个令人憧憬而神秘的

仓库

十二、略

第二单元冲刺卷

一、发霉 梦想 旅行 又松又软 离开 长

满 萝卜 其中有诈

二、huǎnɡ fèn sàn mènɡ juǎn chún 
rénɡ fěn luò

三、粉 份 粉 份 防 仿 防 仿 慢

馒 慢 慢

四、1.手足无措 2.迫不及待 3.其中有诈

4.无能为力

五、粉红 奶黄 青翠 想了想 说了说 望

了望 自由自在 无边无际 又大又甜

六、1.族 旅 2.罗 萝 3.惯 贯

七、1.③ 2.① 3.③
八、1.(1)我们全神贯注地听韩老师讲他童年

的趣事。 (2)小女孩眼眶里闪动着泪花。

2.(1)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创造的。 
(2)这只白鸽是爸爸捡到的。 3.(1)我
犹豫了,不确定去还是不去。 (2)即使妈

妈不在家,我也能自己做饭。
九、4 3 5 6 1 2
十、1.一口袋麦子 做成了各种各样的食品

保存起来 全种下了地 2.无能为力

时机还没成熟 灾难 吸取教训 3.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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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十一、(一)1.亲热 散开 jiànɡ xínɡ 
2.一阵秋风吹来……降落伞飞翔。 
3.枣核 4.小刺猬去寻找小伞兵,但
是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小刺猬被小鹿带

走了。
(二)1.ɡuān cì 历 居然 2.居然

置之不理 也许 坚强 3.找 切

拔 捣 敷 4.竟然是一盆长满刺的


仙人掌,既没有好看的颜色,又没有好

闻的香味。
 5.因为仙人掌生命力顽

强,还为“我”治好了病。
十二、略

第三单元冲刺卷

一、创造 图案 抚摸 脸蛋 夺走 装扮

肥沃 不甘 拦路 暑假

二、pínɡ pàn ɡuō kēnɡ pén hénɡ 
shū xiǎn zànɡ

三、迷人 仔细 细 好闻 急忙 美 神奇

辛苦 干净

四、鲜知 学海 有路 全力 以求 沧海

五、1.顶部 2.陌生 3.瘦小 4.希望

六、1.不论……都…… 2.因为……所以……

3.如果……就…… 4.既然……就……
七、1.④ 2.② 3.① 4.③ 5.②
6.①

八、1.广阔的田地里长满了美丽的鲜花。 
2.邻居家的小男孩很聪明。 3.漫山遍

野开满了花。 4.“妈妈,我想买儿童平

板电脑可以吗?”“不买,玩游戏影响学习。”
“妈,我向您保证,买儿童平板电脑不是为

了玩游戏。我想用它学习英语、查阅资

料。”“要是这样,妈妈可以给你买。”“谢谢

妈妈。”

九、1.循规蹈矩 拦腰 鲜为人知 创造力

切苹果的方法 2.多余 减少 增多

减少 增加 3.学海无涯 全力以赴

百尺竿头 4.破万卷 如有神

十、(一)1.zhǎnɡ wò zhònɡ 2.这块土

地很肥沃,可以用来种花。 3.在这块土

地里种花,花开了,把花卖了,就能得到

金子。
(二)1.(1)B (2)A (3)C 2.他永远

不会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 3.菲尔普

斯母亲黛比并不认为他很淘气,只是精力

有些旺盛而已。 4.培养菲尔普斯的阅

读兴趣、教他游泳。 5.菲尔普斯的妈妈

能成为一位幕后英雄完全源于对儿子的

爱,这是伟大的母爱。

十一、略

第四单元冲刺卷

一、驾驶 诗篇 老朽 形状 宾客 住宿

稀疏 象征 赏灯 陡崖

二、驾车 一架 诗篇 扁舟 形状 强壮

洒水 喝酒 杭州 水坑

三、1.qū 2.chóu 3.jǐnɡ 4.piān
四、动人 壮观 彩色 优美 美丽 一碧如

洗 粗壮 著名 好看

五、1.旺盛 繁盛 茂密 2.生机勃勃 果

实累累 怒气冲冲 3.(1)饱经风霜 郁

郁苍苍 (2)依依不舍

六、1.如果 2.果然 3.尽管 4.虽然 
5.优美 6.秀美

七、1.弯弯的月亮好像一只小船。 2.难道

黄山不是“天下第一奇山”吗? 3.虽

然……但…… 4.同学们或跳绳,或跑

步,或钻山洞。 5.“爱护”改为“珍惜”。
八、钱老师,您好!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们班

68



同学编排了一个话剧节目,想请您指导可

以吗?

九、6 3 1 2 5 4
十、1.绸带 银光闪闪 伸向天边 首都北

京 2.春季 小扣柴扉久不开 一枝红杏

出墙来 3.宋 杨万里 落疏疏一径深

飞入菜花无处寻 4.迟日江山丽 春风

十一、(一)1.jìn 青翠 gàn hào 陪同 
2.迎客松 送客松 突出重点 3.特

殊含义 比喻 4.朋友,不要走,再玩

一会儿吧。
(二)1.展现 耀眼 五彩缤纷 欣喜

若狂 2.天上的云朵一会儿变成几只

小羊,一会儿又变成一匹大马。 3.阳

光照在沙滩上,像是铺上一层耀眼的碎

金。 4.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贝壳

5.海水 海鸥 贝壳 喜爱和赞美

十二、略

期中模拟冲刺卷(基础卷)

一、鲜艳 灵感 翠柳 眺望 防止 礼物

梦见 旅行 图案 抢夺

二、1.B 2.C 3.C
三、1.情同手足 形影难分 管鲍之交

2.一字千金 一诺千金 一心一意

3.千姿百态 郁郁苍苍 枝干遒劲

4.连绵起伏 烟雾迷蒙

四、1.愿望 2.希望 3.失望 4.防止

5.预防 6.防御

五、1.③ 2.① 3.② 4.② 5.③
6.①

六、1.(1)热情 欢迎着 (2)谱写了动人的

诗篇 2.(1)“鲜艳”改为“新鲜”。 
(2)“所以”改成“却”。 3.兔子给雪人鼻

子。 4.黄山的松树很奇怪。

七、3 5 1 2 4
八、1.山海关 嘉峪关 不朽的诗篇 首都

北京 天堂杭州 动人的诗篇 2.俊俏

轻快 尾巴 活泼机灵的小燕子 3.减

少 增加 4.(1)春潮带雨晚来急

(2)窗含西岭千秋雪 (3)一片孤城万仞山

(4)春色满园关不住 (5)飞入菜花无处寻

九、(一)1.qiē jǔ yǐn cánɡ 2.清楚

常常 熟悉 公开 3.把苹果拦腰切下

去。 4.每个人都要有创造力。
(二)1.简单 坚持 骄傲 容易 2.把

胳膊尽量地往前甩,然后尽量往后甩。 
3.苏格拉底让他们学的是一件最简单也

是最容易做的事。4.不难也很难,因为很

难坚持。 因为其他同学都没有坚持下

来。 5.“成功的秘诀”是把一件事坚持

做完。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不能

半途而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十、略

期中模拟冲刺卷(强化卷)

一、生疏 宿舍 行驶 埋头苦干 挥手 说

谎 挤破 迫不及待

二、漂亮 轻快 好看 细长 美好 美丽

轻快 可爱

三、惜 己 赴 竿 闻 姿 盆 鲜

1.依依惜别 2.倾盆大雨 3.千姿百态

四、1.√ 2.√ 3.× 4.√ 5.×
五、1.改进 2.改正 3.果然 4.仍然

5.发明 6.发生

六、1.C 2.A 3.B
七、1.(1)弯弯的 一个大香蕉 (2)游过来,

告诉我水中的快乐 2.听了这个故事,我
受到很大的启发。 3.虽然……却……

4.让我见识一下您动听的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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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4 1 2 3 5 6
九、1.乌黑光亮的羽毛 俊俏轻快 尾巴

2.聪 明 剪 枝 的 学 问 梦 想 金 子

3.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

青天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十、“妈妈,我看会儿动画片儿行吗?”“看动画

片耽误学习。”“妈妈,我刚刚考完期中考

试,现在很累,看动画片可以放松一下,这
是为了更好地学习。”

十一、(一)1.jià fú jīn 2.(1)桃子成熟

了,一个个光鲜红润,仿佛胖娃娃的脸蛋

(1)桃子 娃娃的脸蛋 光鲜红润 
(2)天上的太阳仿佛一个大火球。 
3.把多余的枝条剪掉,可以结出更多

桃子。
(二)1.zhā lù nán jiē 2.(1)春
天的太阳 (2)指身体因寒冷、受惊等而

蜷缩兼抖动 3.脆弱 喜悦 瑟缩

4.我要努力生长! 我要向下扎根,还要


‘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

的到来———我要感受春晖照耀脸庞的温

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
  5.瑟

缩地待着也未必安全,不如大胆地冒险,
去接受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这样,

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活出精彩的人生。

十二、略

第五单元冲刺卷

一、比赛 记录 嘱咐 高风亮节 历史 官

员 支持 玉洁冰清

二、fēng tíng zhān líng fèi zhòng
xiāo juàn chóng

三、P 钅 7 ① F 几 2 ③ W
王 7 ③

四、1.忘 洁 思 深 然 独 亮 常

惊 禁 期 托 2.(1)亲临 (2)面临

(3)盼望 (4)期盼 (5)粗壮 (6)强壮

五、1.我们把教室打扫干净了。 教室被我

们扫干净了。 2.粗壮的樟树枝干伸向

四面八方,伸得远远的。 3.把衣服当了

换钱就行了。 4.少女的长发

六、1.B 2.D 3.C 4.A
七、4 2 3 1
八、1.百看不厌 进球 娃娃抓起 2.养儿

育女 寄生 一种香气 永久保持 枝枯

叶落 已经作为木料制作成家具 仍然不

变 3.壮举 沉重地打击 全世界表明

不可欺侮

九、我喜欢踢足球,每天大约踢半小时左右,周
末时间会长一点,没有参加过比赛。

十、(一)1.销烟池里像开了锅一样 销烟池

里的水 炸开了锅 2.先 再 然后

放学回家后,我先洗手喝了一杯水,再把作

业拿出来写,然后收拾书包。 3.哗啦哗

啦 咕叽咕叽 叮咚叮咚 开开心心 平

平安安 快快乐乐 4.林则徐真是民族

大英雄,救了中国百姓。
(二)1.消耗 干燥 强大 2.虽然……

但是…… 因为……所以…… 3.沙漠

里的动植物虽然不多,但是都有耐旱、耐渴

的本领。 仙人掌 浑身是刺,善于储藏

水分 蛇类 常常夏眠 4.因为北回归线

正好穿过撒哈拉。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着

这个地区,气候异常干燥,气温的年较差和

日较差都很大,加之非洲沿岸地形的影响,
使海洋气团难以吹进来。靠近西岸的海洋

中有一个强大寒流,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影

响下,就形成了撒哈拉大沙漠。 5.在这

样干旱的沙漠里,骆驼能成为主要的交通

工具,可见骆驼的脚掌、驼峰和睫毛真是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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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的宝贝呀!
十一、略

第六单元冲刺卷

一、茂密 牙齿 卵生 试探 痕迹 波浪

煤炭 监视 泄气 迅速

二、比剑 收敛 趴倒 扒开 打探 深处

厉害 农历 河堤 提问

三、斜细 化 精神 刨底 奇怪 锋比 望

生 跳雷 严待 1.聚精会神 2.刨根

问底 严阵以待

四、1.乖巧 2.丑陋 3.出现 4.下降

五、1.如同一架在天空中翱翔的轻型飞机。

2.足迹遍及整个世界。 3.无意中发现

气象卫星仍然紧紧地盯着自己。

六、1.③ 2.① 3.② 4.④
七、1.河水真清呀,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小鱼。

2.各种海鸟在树林里栖息。 3.花儿在

风中跳舞。

八、2 1 3 6 5 4
九、略

十、1.各异 肉食 卵生 2.暴跳如雷 巨

兽 呼呼 筑高了 撑牢了 严阵以待

3.波痕 矿物 树叶 贝壳

十一、(一)1.(1)庞然大物 (2)轰响 (3)望
而生畏 2.(3) 3.恐龙的种类很多,

形态更是千奇百怪 雷龙 梁龙 剑龙

三角龙

(二)1.(4) 2.蹲下 挪动 扑 捉

抓住 3.这只青蛙,两只大眼睛像两颗

晶莹透明的玻璃球,鼓得高高的,一眨一

眨的,可机灵了。碧绿的身体布满了深

绿色的斑点,白白的大肚皮,像是发了脾

气,一鼓一鼓的。 4.(3) 5.能及时

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学。

十二、略

第七单元冲刺卷

一、损失 漏掉 摘花 必须 钓鱼 允许

丝毫 提倡 材料 顺序

二、nán nàn nàn nán jìn jīn jìn jìn
底 低 低 低 妨 防 防 防

三、完 损 日 复 夜 初 取 尽 物

尽 写句子略

四、1.节制 2.节约 3.浪费 4.消耗

5.辩论 争论

五、1.(1)② (2)① (3)③ 2.(1)② (2)①
(3)③

六、1.一轮明月从湖面上慢慢升起。 2.汤

姆把鱼竿轻轻地托出水面 3.再好吃的

东西,一煮就没有味道。 4.妈妈心情低

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5.把“虽然”

改为“既”。

七、1.C 2.B 3.B 4.A
八、2 1 3 5 4
九、1.方少时 亲师友 习礼仪 能温席

孝于亲 所当执 能让梨 悌于长 宜先

知 2.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 节制地使

用 浪费 举手之劳

十、(一)1.平静 惊喜 2.④ ① 3.套

甩 抛 划 4.汤姆一阵惊喜……上

钩了!

(二)1.茂密 自由自在 王国 自得

2.悠扬悦耳 美妙动听 漂亮 艳丽

自得 得意 3.唱歌 衣服 贡献

4.(3)5.只有为别人做贡献的人,大家

才会感激他,美好的心灵比美丽的外表重

要得多。

十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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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冲刺卷

一、捡钱 虾米 晚霞 爬坡 岗位 芝麻

炒饭 睡醒 舒服 肢体

二、jiā lǔ jìn bàn niàng xǐng
jīng shǒu

三、丛 从 丛 从 到 道 道 到

四、逃 由 睛 蜂 清 宾 齿 沁

五、1.心花怒放 香飘十里 一路飘香

2.五颜六色 五光十色 万紫千红

3.海阔天空 波涛汹涌 水天一色

六、希望 巴望 盼望 1.希望 2.巴望

3.盼望

七、1.A 2.B 3.A 4.C 5.B
八、1.(1)花被李小龙欢欢喜喜地抱回来了。
(2)蜂蜜被他酿出来了。 2.(1)虽然

但是 (2)只要 就 3.(1)这是一本有

趣的科幻书。 (2)去掉“虚心”。

4., ? , , !

九、4 2 5 6 1 3
十、1.三三两两 恢复了平静 海鸥还沐浴

着 水天之间自由自在 2.山山洼洼

坡坡岗岗 槐花抱在一起 玉雕的圆球

槐花一条一条地挂满枝头 维吾尔族姑娘

披散在肩头上 3.天上的云 吹出醉人

的香气

十一、(一)1., , 、 、 …… , , 。

2.啪啪啪 轰轰轰 哗哗哗 3.五

月,洋槐开花了。 4.表达了作者对美

丽迷人的槐乡五月以及勤劳能干、热情

好客、纯朴可爱的槐乡孩子的喜爱。
(二)1.奇妙 经常 重复 2.鱼的尾

巴左右摆动,推水前进 3.只剩下车把

和两个轮子,只是在后半部增加一个关

节和一个拉着这个关节的弹簧。 

4.你站在它的上面,不用脚蹬,只要身

子不断地左右摇摆,它就能摆动着向前

走了。 5.(1)
十二、略

词语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俊俏 鲜艳 山岭 怜惜 仰望 敬酒

杂物 发霉 离别 飘散 做梦 旅游

说谎 粪便 拦路 创造 抚摸 原理

发觉 装扮 甘心 驾驶 诗篇 陡崖

观赏 形状 宿舍 疏远 嘱托 庆祝

搬家 质问 历史 沉没 宽阔 茂密

唇齿 躯壳 煤炭 监视 厉害 发泄

迅速 漏雨 摘花 当初 允许 尊敬

顺序 提倡 丝毫 甩掉 喧闹 晚霞

捞起 斜坡 维护 芝麻 咸菜 舒服

淡雅 睡醒 肢体 颜色 损失 未来

心软 图画 脑袋

二、卷发 试卷 真假 暑假 舍得 宿舍

灾难 难为 扒开 扒手 沮丧 发丧

真正 正月 散开 松散 教书 教育

首都 都是 提防 提问 鲜艳 鲜为

人知

三、远眺 跳高 粉色 份数 值日 植树

趴倒 扒手 提倡 唱歌 肢体 一枝

浇水 围绕 发掘 倔驴

四、烟 迷 花 锦 惜别 形 难 管 交

己 及 情 手 促 谈 迫 及 鲜

知 无 获 拥 至 头 苦 盆 雨

若 思 牛 毛 力 赴 书 路 闻

世 惊 外 玉 洁 根 茂 春 化

至 归 蜂 忙 意 深 神 气

心 放

五、斤斤计较 亭亭玉立 五颜六色 千言万

语 惊涛骇浪 海阔天空 全力以赴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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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会神 春风化雨 倾盆大雨

六、乌黑 场 愉快 天空 轻快 孔 自由

成功 金黄 枝 快速 远方 长长 场

迅速 回家

七、远眺 清楚 难舍难分 预防 后悔 墨

守成规 熟悉 模糊 举世闻名 希望

稀疏 从容不迫

八、1.观察 2.观测 3.原来 4.本来

5.特别 6.特殊 7.居然 8.仍然

9.果然 10.失望 11.希望 12.愿望

九、1.(1)③ (2)② (3)① (4)④
2.(1)③ (2)② (3)① 3.(1)③
(2)① (3)② 4.(1)① (2)③ (3)②

句子专项冲刺卷

一、1.每当唱起这首歌,我便想起童年赶海的

趣事。 2.不禁想起王大伯去年剪枝时

说的那番话。 3.松软的土地上长出了

一层绿茸茸的小草。 4.台风狂暴地跳

起来,对准气象卫星猛扑过去。 5.那时

恐龙到处漫游,足迹遍及整个世界。 
6.我盼望着这朵朵桃花能早日变成又大

又甜的桃子。 7.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

人的诗篇。 8.这是他对发展中国足球

的殷殷期盼。
二、1.姑娘凝视着远方的家乡,眼睛里闪烁着

晶莹的泪珠。 2.为抢救落水儿童,他毫

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水中。 3.同学们

围着老师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希望多开

展些有趣的活动。 4.勇敢的海燕在大

海上自由自在地翱翔。 5.在考完试的

第二天晚上,我就迫不及待打电话问老师

成绩如何。 6.虎门销烟这一伟大壮举,

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7.教室里,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

讲课。 8.边防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

灭一切来犯之敌。

三、1.洁净美丽 2.哥哥是高考状元的消息

3.热情大方 4.常常在窃窃私语 5.我

们美丽的祖国 6.你还在那里 7.逃走

了 8.过多地繁殖,就成了毁灭自己的

祸首

四、1.(1)灿烂的云霞在天边轻轻地飘荡。
(2)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3)晴朗

的天空中闪烁着无数颗星星。 (4)一只

只小鸟在枝头快乐地歌唱。 (5)雪花纷

纷扬扬地从空中飘落下来。 (6)美丽的

鹿要时刻提防狼的暗算。 2.(1)像孩子

一样唱着歌 (2)像一座七彩桥 (3)像一

条巨龙 (4)像下山的猛虎 (5)像一面硕

大的银镜 (6)像箭一般

五、1.虽然……但 是…… 2.如 果……
就…… 3.因为……所以…… 4.不但

……而且…… 5.不仅……还…… 6.只
要……就……

六、1.(1)流萤把他的视线吸引了。 (2)小姑

娘把一片带露水的花瓣摘了。 (3)农民

伯伯把这块荒地开垦了。 2.(1)我们不

能把鲈鱼捉走。 (2)听到这振奋人心的

消息,大家欣喜若狂。 (3)再好的东西,

一煮就没有什么味道。 3.略

七、1.我们发现了缺点,要及时改正。 2.今

年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3.我们

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4.今天夜里,

下了一夜的雨。 5.小英第一个走上讲

台发言。 6.我家里有电视机、电冰箱、

空调等家用电器。 7.爸爸带回一包彩

色的贝壳。 8.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八、1., ?  , , !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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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  , , 。 
……” 4.《 》 。

九、1.2 3 5 4 1
2.3 6 1 5 2 4
3.2 4 5 3 1 6

课内阅读理解专项冲刺卷

一、(一)1.位置奇;品质奇;姿态奇。 2.比

喻、拟人 3.饱经风霜 看着他那饱经风

霜的脸,我不禁流下泪来。
(二)1.chóu dū háng piān 2.奇怪

飘散 创办 3.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

我的眼前:像绸带飘落在大地,银光闪闪,

伸向天边。 4.生机勃勃 金光闪闪

二、(一)1.招 即 具 2.只要 就 只要

我努力学习,就能考个好大学。 3.樟树

的香气能让虫子害怕。 4.做对比。
(二)1.勤工俭学 沮丧 dàng 如愿以

偿 2.把衣服当了换钱,就行了。3.非常

热爱 球迷 4.邓小平爷爷,我很崇

拜你。
(三)1.(1)东逃西窜 (2)束手就擒

2.大虾 它摇摆着两条长须,活像戏台上

的一员武将。 3.(1)③ (2)① (3)②
(四)1.我是唯一找到真金的人! 我的金

子就在这块土地里。 2.实现 现实 
3.“真金”指彼得身上一些优秀的品质,这
些优秀的品质让彼得实现了梦想。 
4.略

三、(一)1.恐龙的种类很多,形态更是千奇百

怪。 2.忘 望 3.雷龙 剑龙 三角

龙 梁龙 身体很长,从头到尾足有二十

多米,走起路来,好像是一架移动的吊桥

4.我最喜欢三角龙,因为三角龙长得最

特别。

(二)1.映衬 休息 倦 2.在蓝天的……
多么像五线谱哇 电线杆的细线 五线谱

3.对 支 4.喜欢,因为燕子长得特别

可爱。

课外阅读理解专项冲刺卷

一、1.juàn jī kònɡ 2.小巧 和睦 徘

徊 目不暇接 3.地上 湖里 乐园

鸟岛保卫战 4.只见斑头雁群用自己的

翅膀和身体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挡住了

黑鹰。 这时,鸬鹳群奋起回击,迫使两只

黑鹰向高空飞去。群鸟在鱼鸥的带领下,
发起冲锋,围住了两只黑鹰,时而上,时而

下,时而左,时而右,叫着、啄着,两只黑鹰

被啄得遍体鳞伤,急忙向远方逃去……

从中可以看出鸟儿们能团结起来,共同

对敌。

二、1.指责 轻视 安心 老实 2.丢了一

匹马损失不大,没准还会带来福气。 白

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也许

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没什么,腿摔断了

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呢。 3.心里觉

得好笑 以为他故作姿态纯属老年人的狡

猾 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 4.C
三、1.bēi bèi bēi tu fèn zhòng chuí
2.(3) 3.(3) 4.毛驴听了牛大哥的

话,感到很羞愧,自己太自私了。

四、1.的 得 地 的 2., , 。 , ,
:“ 。” 3.(1)勤劳 充满爱意 (2)洗
我那双沾满泥水的鞋子 轻轻抚摸着我的

头 (3)妈妈的手在眼前晃动,烧饭、煮菜、

刷洗衣服 一切都是为了抚育我成长

4.妈妈勤劳的做法为我树立了榜样,让我

不敢偷懒。
五、1.(1)一下子就扫除干净,比喻做事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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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索、速度快。 (2)知名度和威望迅速提

高,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名人。 2.当我们

因某些缺陷而愁闷苦恼时,我们是否想到

要换一扇窗,你会看到别样的风景;换一种

思考和行动方式,你将开启的是成功的大

门。 3.一些人正在埋葬那条可爱的小

狗 悲伤不已 一片玫瑰花,开得芬芳而

灿烂 悲伤顿时一扫而光 4.要用正确

的心态、角度去看待问题,凡事都有两面

性,要乐观地对待人生,对待自己。

口语交际与习作专项冲刺卷

一、略

二、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一)

一、略

二、状况 深沉 高尚 趴倒 历史 未来

嘱托 鸡蛋 昆明 优雅

三、bǔ lāo xǐng yǔn gū dīng zhí
hén

四、不 舍 书 路 情 独 春 雨 玉

清 形 分 海 涯 根 深 尺 竿

情 足 全 力 季 常 1.书山有路

学海无涯 百尺竿头 全力以赴 2.依

依不舍 形影难分 情同手足 3.根深

叶茂 四季常青

五、1.陆续 2.连续 3.继续 4.无论……

都…… 5.虽然……但…… 6.不但

……而且……

六、1.A 2.C 3.A 4.A 5.B
七、1.金黄 粉红 雪白 2.小丽,谢谢你,

要不是你帮我解出了这道题,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八、4 2 5 1 6 3

九、1.两个黄鹂鸣翠柳 野渡无人舟自横

黄河远上白云间 2.首都北京 天堂杭

州 谱写了动人的诗篇 3.要遵守社会

公德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能获得成功

十、(一)1.武器、工具等头尖或刃薄,容易刺入

或切入物体。 使人摸不透,不知道原因

的。 2.温柔 柔软 出现 3.恐龙在地

球上生活了一亿多年。 4.为什么恐龙会

突然神秘消失?  (二)1.谜 虑 历 辨

2.我可怜的哥,不能不明不白地替我挨

打。 3.妈妈,你冤枉哥哥了,钱是我拿

的,我错了。 4.偷钱成功。 5.B
十一、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二)

一、萝卜 指挥 倒霉 分离 水坑 大赛

玩具 读本 四肢 保姆

二、采花 色彩 需要 必须 竭力 口渴

厉害 农历 提倡 唱歌

三、1.烟 迷 己 及 情 足 促 谈

海 涯 沧海 书 路 尺 竿 物 思

洁 清 然 敬 齿 留 2.(1)取之不

尽 用之不竭 (2)鲜为人知 循规蹈矩

四、1.A 2.C 3.A 4.B
五、1.神秘 2.好奇 3.眉飞色舞 4.自豪

六、1.五颜六色的风筝摇摇晃晃地飞上了蓝

天。 2.下课了,校园里顿时沸腾了。 
3.大片大片的雪花像鹅毛一样飘落下来。

4.他的脸被万丈阳光照得红红的。 
5.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七、1.: “ , ? ?” 2.“ , !” ,
“ 。” 3., 、 , 。

八、6 2 1 4 3 5
九、1.飞倦了 落在电线上休息 映衬下

连着的几痕细线 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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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春天的歌 2.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

行白鹭上青天 野渡无人舟自横 3.李

白 孤帆远影碧空尽

十、略

十一、(一)1.jiē jiānɡ 2.疑惑 将信将疑

3.D
(二)1.清脆 柔美 消失 2.景象

翠绿 聆听 3.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

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

好景致。 4.这两只老鸟非常疼爱小

鸟 5.对于自然界的很多东西,欣赏它

就够了,想据为己有很有可能会把事情

搞糟。

十二、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三)

一、暑假 最棒 竭力 重复 泄气 子孙

给予 省钱 见识 退后

二、xiān shǔ juàn guān qū zhí xǐng
sù

三、1.宾至如归 2.情有独钟 3.孜孜不倦

4.推己及人

四、1.乐呵呵 喜洋洋 绿油油 2.千奇百

怪 五颜六色 三心二意 3.闷闷不乐

洋洋得意 生生不息 4.暴跳如雷 如

花似玉 归心似箭

五、1.② 2.③ 3.① 4.②
六、紫色 粉色 火红 碧绿 湛蓝

七、1.我们在晚会上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2.我们参观了新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文

物。 3.汽车离开市区,开上了高速公

路。 4.经过学校师生的努力,我们的学

校变得更美了。 5.张小华是江苏南

京人。
八、1.不倒翁 2.咕嘟咕嘟 3.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祖先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4.我写

完作业了,妈妈却不给我看电视 5.小鱼

在水中玩耍。
九、③ ① ⑤ ② ④
十、1.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

长江天际流 2.鸣翠柳 上青天 3.这

不仅仅是个人修养 有优点 有价值

十一、各处的灯都亮着,多浪费呀! 这点算

什么?  勤俭节约是美德,任何时候都

不能忘。

十二、(一)1.山山洼洼 坡坡冈冈 白茫茫

披散在肩头上的小辫儿 挎走了白生生

的槐花 装着喜盈盈的满足 2.啪啪

啪 哗哗哗 3.大雪 姑娘的辫子 
4.略

(二)1.座 经 滑 果然 2.闪烁

闪耀 开心 欣喜 3.看着满天繁星

一颗流星划过天空 又露出了欣喜的笑

容 妈妈说流星是顽皮的星星小弟弟在

玩滑梯 4.捉小鱼 神情是那样专注

打水仗 玩得是那样高兴 5.喜欢。

因为文中的小刺猬很善良、爱想象。
十三、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一)

一、灵活 温柔 沾水 挥手 诗篇 茂密

打扮 顿时 材料 打捞

二、qiē 生疏 循规蹈矩 cáng
三、飘 清 睛 沐 以 刨 聚 利 深

常 望 反

四、1.② 2.③ 3.③ 4.③ 5.②
五、1.小心翼翼 夜幕初垂 2.将信将疑

光鲜红润 3.直流口水 无能为力 
4.鲜为人知 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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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天上的太阳 一个大火球。 2.通过

一番不懈的努力,终于进行了虎门销烟。

3.把“平静”改为“安静”。 4.再好吃的

东西,一煮就没有味道了。

七、⑥ ⑤ ① ④ ③ ②
八、1.多样 肉食 卵生 雪白雪白的 通

草 天上的云 淡得真雅 舒展着肢体

吹出醉人的香气 3.喜盈盈的满足 香

喷喷 清香 香气扑鼻 浸在香海

4.能温席 所当执 5.迟日江山丽

九、(一)1.辨 带 赛 正 2.漂亮 美丽

3.衣襟上别着槐花 发辫上戴着槐花

4.五月,槐花盛开。孩子们采槐花,尝槐

花饭;邀请小朋友去家里做客,吃槐花饭,
送槐花蜜……五月里的槐花是属于孩子们

的,是与孩子们融为一体的,所以说五月是

“槐乡孩子的季节”。
(二)1.高高低低 长长圆圆 大大小小

千千万万 2.车前草 狗尾巴草 鸢尾

草 紫花地丁 3.快救救小露珠,没有了

小露珠,以后每天早晨谁还会给你们送来

甘甜的水喝 4.只有你热情地去帮助别

人,别人才会更加真心地回报你。 5.小

露珠得救了

十、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二)

一、讨厌 观赏 天涯 子孙 官员 最好

钓鱼 岗位 胡须 芝麻

二、zàng xiān jué qiè gǎn xíng 

yùn bǐ
三、粉色 一份 俊俏 峻岭 远眺 跳高

驾驶 一架 试探 深处

四、1.R re ① ② 宀 11 比赛 赛

车 塞 寒

五、1.C 2.B 3.B 4.A 5.A
六、1.望而生畏 2.烟波浩渺 谈笑风生

3.鲜为人知 4.赞不绝口

七、1.如果……就…… 2.不但……而且

…… 3.因为……所以…… 4.一……
就…… 5.不是……就是……

八、1.老师在不在 应该遵守纪律 2.长城

是伟大的中国的。 3.老虎的牙齿很锋

利,像一把把匕首。 4.我走过那家小店

想起帮助过我的那位叔叔

九、3 5 2 1 4 6
十、1.从天空中掠过 飞到那边的柳树下了

横掠过湖面 沾了一下水面 一圈一圈地

荡漾开去 2.奇异的景象 银光闪闪

伸向天边 3.衣裤的口袋里 塞上一大

把 甜丝丝 香喷喷 有口福 4.春风

不度玉门关 5.林则徐 林则徐帮助百

姓,虎门销烟 黄山奇松 松树千姿百态,
特别美 苹果里的五角星 教会我要有创

造力

十一、(一)1.wén huāng jīn 2.指吓得

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3.(1)玩
耍的语气。 (2)害怕的语气。 4.不

能总是撒谎,否则真正出事时没有人会

相信的。
(二)1.懊悔 哀求 2.假如我对着生

日蜡烛许的愿望都能实现就好了。 
3.后悔 从上学起,做个勤奋好学的人

仍然按老样子生活 给你再多的青春,
你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 4.一个人

如果不珍惜时间,让他多活几次都没用,
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

十二、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三)

一、喝酒 仍然 谈话 旅行 歌手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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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zàng cáng 2.jiào jiāo 3.xiān
xiǎn

三、情 尺 常 冰 力 海 情 独 根

1.情同手足 根深叶茂

四、1.③ 2.③ 3.② 4.③ 5.①
五、情同手足 烟雾迷蒙 五颜六色 流连

忘返

六、1.安静 2.镇静 3.平静 4.赞许

5.赞扬 6.赞美

七、1.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谢谢你小红,下次你打扫卫生时我帮你

干 3.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4.(1)弟弟闯祸了,爸爸暴跳如雷。
(2)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我班同学严阵

以待。
八、4 1 3 5 2
九、1.草 花 赶集似的 春天 2.抱在一

起 玉雕的圆球 一条一条 披散在肩头

上 槐花的样子 3.乌黑光亮的羽毛

俊俏轻快 尾巴 滚动的雪球似的离开了

雪球 兔子 4.仰望蓝天白云 远眺江

上景色 心底 依依惜别 故人西辞 烟

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 碧空尽 唯见长

江天际流 5.连绵起伏 银光闪闪 热

爱足球 民族英雄

十、(一)1.页 4 ① 2.一群群 成千上万

人山人海 车水马龙 3.吸食后会上瘾,
四肢无力,消耗大量钱财。 
(二)1.蒙蒙 清新 逗人喜爱 银色

2.(1)扁圆扁圆的 (2)淡绿色 颜色变

黄 3.五月,正是它摆开绿叶白花衣裳的

季节,婆娑(suō)的绿叶衬托着朵朵洁白的

梨花,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像一片银色的

海洋! 4.五月 中秋时节 5.我爱家

乡的银梨 6.略

十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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