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考 答 案

第一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咆哮 释放 欢畅 枝繁叶茂 裸露 寂寞 
沉默 成千盈百

三、jǐn jī niànɡ pàn xiè xiān
四、遥远 歌谣 裸露 颗粒 木栏 阻拦 花瓣

辫子 朴素 扑打

五、1.聚精会神 全神贯注 目不转睛 2.五颜六色

五彩缤纷 五光十色 3.春暖花开 春色满园

桃红柳绿 4.酸甜苦辣 吃喝玩乐 喜怒哀乐

六、1.√ 2.✕ 3.√ 4.✕
七、1.严厉 2.碧波用手抚摸着小草 3.略

八、1.“猛烈”改成“热烈”2.把“观众”与“看演出的”
调换位置 3.把“和”改成“,端正”

九、1.奇妙的植物猪笼草把一条蜈蚣吃掉了。一条蜈

蚣被奇妙的植物猪笼草吃掉了。 2.战士们把一

批入侵的敌人消灭了。一批入侵的敌人被战士们

消灭了。
十、1.适时地浇水施肥 在春天的感召下 欢畅活泼

地 旺盛的生命力 新鲜美丽的四肢 使出浑身

解数 2.小鸟抖动彩翼 来这里搭窝筑巢 松鼠

有了美丽的家园 快活得叽叽直叫 3.应怜屐齿

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篱落疏疏一径深 树

头花落未成阴 4.谢婉莹 《繁星 春水》 《寄
小读者》 周树人 孔乙己 阿Q 祥林嫂

十一、略

十二、(一)1.从四周聚拢来 本领,手段 2.只要

就 3.略 4.喜 欢 孩 子、热 爱 春 天  
(二)1.。、、、。、、。,。2.画去“蛮 粱 才 毫”
3.落叶松 针叶樟子松 阔叶树 白桦 栎

杨 水曲柳 红柳 略 4.大型 毛皮 鸟

大熊猫 5.(1)√
十三、略

第二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控制 华侨 细菌 熔岩 乳白 饲养 效率

边缘 嫁接 证明

三、jiànɡ bó yān tiǎo xuè áo
四、侠 侠客 峡 峡谷 陕 陕西 桥 天桥 娇

娇嫩 骄 骄傲

五、1.调兵遣将 粉身碎骨 千辛万苦 2.有名无实

有口无心 名存实亡

六、1.掩映 倒影 倒映 2.已经 将要 正在

七、听说 听见 聆听 惊闻 倾听 喜闻 思索

打算 怀念 惦记 推测 料想

八、1.去掉“基本上” 2.在“悦耳的音乐”前面添加

“倾听着”3.“两辆”与“新旧”调换位置

九、1.松脂发出光彩。2.同学们认真地回答老师提

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3.蔺相如对赵王说,他愿

意带和氏璧到秦国去。 4.它们被疲劳和干渴折

磨得有气无力。 5.朋友们马上把我的错误纠正

了。6.我们没有近道,和你们是一条道。
十、1.澎湃的激情 胜利的喜悦 无限的自豪 
2.火星 地球 南极 北极 高山 峡谷 白云

尘暴 龙卷风 四季分明

十一、略

十二、(一)1.C A 2.黑暗 忠厚 笨拙 3.耳朵

脚 胡须 抓老鼠 (二)1.辶 3 ① 2.筋

疲力尽 消耗 享用 3.丢失 保存 丰厚

4.(1)在一定季节迁飞的鸟 常年留在出生地

的鸟 (2)迷失方向 遇上暴风雨 撞死在建筑

物上 被猛禽追捕 5.画出“如果在茫茫的大

海中迷失方向,就有死亡的危险。”写句子略

十三、略

第三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躁 造 燥 燥 范 犯 范 饭 励 历

隶 厉

三、hènɡ yè dànɡ cónɡ shǔn chà
四、抓挠 富饶 分辨 辩解 僧人 赠与 耕田

耗费

五、驱赶 追逐 尽管 还是 既然 就

六、1.把“人口”与“是世界上”调换位置 2.去掉“的
称号”3.把“报纸”改成“报刊”

七、1.支撑他度过苦难一生的音乐 美丽富饶的家乡

惠山的清泉 照耀清泉的月光 2.七 顽强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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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精神 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3.司马迁 13
52 黄帝 汉武帝 3000余

八、1.周总理关怀战士 2.难道人类不需要勇于实

践的人吗? 3.赵王告诉蔺相如,让他带着宝玉到

秦国。4.从破船上搬下来的食物很快就被他吃

光了。5.天空中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6.我
家住在图书馆附近。

九、略

十、略

十一、(一)1.zhàn zuān diāo shì 2.急迫地来

不及等待,形容心情急切。 3.可以画出“盛开

着的玉兰花,洁白柔嫩得像婴儿的笑脸,甜美、
纯洁,惹人喜爱。” 4.含羞待放 刚刚绽放

开过 凋谢 5.总分总 广玉兰开花有早有迟

广玉兰花开的四种形态 一株广玉兰就像是一

个数世同堂、生生不息的大家族 (二)1.请求

安静 平静 2.画出“一位爸爸下班回到家很

晚了,他很累并有点烦” 3.,“?。”“,,。”。 
4.生气 发怒 平静 又生气 5.略

十二、略

第四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模拟 战靴 欧洲 惟妙惟肖 优雅 装饰 轮

廓 街头巷尾

三、庄重 宏大 壮观 致富 水秀 仅有 魁梧

闻名

四、壮丽 态度 业务 严峻 理想 巧妙

五、发表 发布 发明 发起 发现 发生 发挥

发动

六、1.去掉“一定”2.去掉“季节”3.“两个”与“新
旧”调换位置

七、216543
八、,《》《》《》。《》,、,。:“?”。
九、1.我们怎么会忘记党的恩情呢? 2.那只凶猛的

大虫终于被武松打死了。3.蔺相如说,秦王他都

不怕,会怕廉将军吗?
十、1.象征 70多 胡夫 2.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

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 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

摇篮 维也纳几乎一天也离不开音乐 维也纳国

家歌剧院和金色大厅具有世界影响 3.举世无双

享誉世界 规模宏大 类型众多 个性鲜明

十一、略

十二、(一)1.瞭望 周密 熟练 熟悉 2.不但 而

且 3.聚精会神 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坚韧

不拔 4.他每天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夜深人

静,水兵们早已头枕波涛,进入甜甜的梦乡,他
却打着手电,穿舱过室,默默地对着各种精密装

备,边看边记边思考。为了搞清雷达天线的构

造,他攀上全舰最高桅杆的顶端;为了弄明白主

机的工作原理,他和主机班战士一起钻到舰艇

的最底舱。闲暇时光,官兵们推开他的住舱,见
到的总是他在书籍和资料堆里钻研的身姿……
经过两年多的刻苦钻研,柏耀平不但熟悉了现

代化战舰的基本构造和几千条舰艇条令,而且

熟练地掌握了军舰指挥控制中心的装备系统及

战术性能。
 5.现代化战舰 略 (二)1.苏珊

的帽子 2.可怕 颗 郑重 戴 3.虽然 但

是 4.略 5.她的每一个同学头上都有一顶

帽子,和他们五花八门的帽子比起来,自己头上

的那顶帽子显得那样平淡无奇,几乎没有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一下子,她觉得自己和别人没

什么两样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她与伙伴

们自如地见面了。6.略

十三、略

期中模拟冲刺测试卷(基础卷)
一、略

二、咆哮 裸露 控制 酷刑 倾诉 效率 花瓣

寂寞 边缘 急躁

三、shù lǜ yǒnɡ ɡǎo xié cónɡ
四、剥削 削皮 一宿 住宿 测量 重量 解散

散文

五、关心 释手 一丝 永垂 自禁 急待 威武

举棋

六、悄然 突然 毅然 坦然

七、华丽 富裕 心灵 艰巨 严肃 业绩

八、1.既然 就 2.既 又 3.尽管 还是 4.要

不要

九、1.中华民族 2.略 3.弟弟 4.略

十、1.把“和”改成“,迈着” 2.“愿望”改成“希望”
3.“做”调到“扫地”前面,“和”改成“等”
4.“立刻” “马上”两个词去掉其中之一

十一、略

十二、1.那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的淡红的

花,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
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 密密层层 繁花

不留一点空隙 2.二泉映月 家乡 清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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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音乐的无限热爱 3.七 一 勤劳 智慧

扬帆起航 友好交往 战胜凶险

十三、(一)1.耀眼 仍旧 传染 2.红彤彤 黑乎乎

白花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干干净净 
3.孩童 喜爱夕阳 (二)1.“”“”,,“”。2.积

累 基础 自私 公平 3.略

十四、略

期中模拟冲刺测试卷(强化卷)
一、略

二、倚靠 默写 屐齿 荒山野岭 证实 裹挟 嫁

接 享有盛誉

三、lù zènɡ hē wàn kàn xiá shān shàn
四、1.CBAD 2.BCDA
五、1.鸡飞狗跳 狼奔豕突 狗仗人势 2.是非曲直

深入浅出 悲欢离合 3.口蜜腹剑 刻不容缓

随心所欲 哑口无言

六、虽然 但是 战斗 要么 要么 战争 之所以

是因为 天气

七、1.②③① 2.②①③
八、1.她说话不算数,有谁愿意和她做朋友呢?  
2.科马洛夫的亲人被指挥中心的首长请到指挥台

3.恰好表明有数不尽的骆驼。 4.纤夫迈着

步伐。
九、1.“静”改成“镜” 2.“清”改成“青” 3.“山雀”

后面的“,”改成“、” 4.“和”改成“等” 5.“副”
改成“幅”6.“漂亮”和“美丽”两个词去掉一个

十、略

十一、1.不管 无论 都 2.空虚 贫瘠 伤心 克

居然 3.只,仅仅 花费,使用 4.要养成记读

书笔记的习惯,可以做摘抄,记提要,也要写心

得,记体会 5.略

十二、略

第五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胳膊 歌谣 稻穗 高深莫测 讨嫌 安慰 和

谐 彬彬有礼

三、头头 娓娓 言语 天空 夸夸 无所 直壮

牙慧

四、目不暇接 遐想 晚霞

五、水泄不通 车水马龙 人山人海 万人空巷 济

济一堂

六、1.√ 2.✕ 3.√

七、1.DBAC 2.ACDB
八、1.周瑜妒忌诸葛亮。2.小学生从小就要养成爱

读书的习惯。3.这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我们怎

么会忘记? 4.我们被刘胡兰的动人事迹深深感

动。5.贝多芬说,他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

听的。6.我们不能忘记老师的关爱。
九、1.《》《》《》。2.“!”。“,。”
十、1.不失口于人 有道德的人待人应该彬彬有礼,

不能态度粗暴,也不能出言不逊。2.母亲用那一

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了民间文学的宝库 她用智

慧才华启迪我的想象 3.礼貌待人 礼貌语言

和谐 美好 4.花生 略

十一、略

十二、(一)1.善于把勤学好问和观察思考结合起来

2.也许 可能 3.在四月,正是平地上春归芳

菲落尽的时候,但高山古寺之中的桃花竟刚刚

开始盛放。4.略 (二)1.第1小节一段,2至

4小节第二段。总分关系 2.河道宽窄不一

3.桥梁多 各具风姿 各具风姿 里阿托大桥

叹息桥 4.破折 一样,都表示解释说明 
5.唯一的交通工具

十三、略

第六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崩塌 警察 御寒 日夜兼程 絮语 棉絮 稀

泥 惊心动魄

三、áo jiànɡ qiǎo hē zǎi qū
四、1.息 眉 累累 斩 3.勤俭节约 优柔寡断

镇定自若 3.彬彬有礼 济济一堂 欣欣向荣

五、顽固 怎么 什么 果断

六、1.华侨 风云 车马 汉语 2.郑重 语重心长

3.(1)我们怎么会把你老人家忘怀呢? (2)人与

山的关系密切,怎能不使人感到亲切、舒服呢? 4.
(1) “增强”改成“提高” (2)“和”改成“,还跳起

欢乐的”
七、1.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不畏艰险、英勇顽

强 革命乐观主义 2.劈波斩浪 漂动的树梢

灭顶的房屋 摇摇欲坠的电杆 军旗飘扬 军徽

闪烁 3.野菜 断粮 爱大黑骡子更爱战士 与

战士同甘共苦

八、略

九、(一)1.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干干净净 急急

轻轻 慢慢 2.靠 忽然 可能 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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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光下

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略 (二)1.我对松树怀

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

神。2.(1)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 
(2)松树的生命力强 叶子可以提制挥发油 脂液

可制松香、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 松树的

根和 枝 又 是 很 好 的 燃 料 (3)排 比 略  
3.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

暑,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

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
十、略

第七单元冲刺卷

一、略

二、船舱 栖息 地毯 偶然 钥匙 深涧 熟悉

膝盖 储水 碧玉

三、挑着箩筐 挂着黑板 贴着红榜 栽着杏树 坚

强的性格 坚决的态度 坚定的立场 坚实的

基础

四、1.气贯长虹、直捣黄龙、浩浩荡荡 2.兴高采烈

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 3.骄阳似火 烈日炎炎

烈日当空

五、1.✕ 2.√ 3.✕ 4.√
六、1.(1)玲玲取得的优异成绩不正是她勤奋学习的

结果吗? (2)朝鲜人民怎么会忘记志愿军战士呢?
2.(1)刘萍告诉老师,这次的中队会由她来主持。
(2)武松道,这可奇怪了! 店家如何不肯卖酒给他

吃? 3.略

七、1.“红旗”改成“彩旗”2.“自然科学”与“我”调换

位置 3.“我”改成“我们”
八、1.江清月近人 峨眉山月半轮秋 月落乌啼霜满

天 2.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斑 黑色剪影 隐

隐约约 3.不停地鸣叫 互相倾诉着一天的见闻

和收获 呼唤未归的同伴和儿女 互相应和 与

熟悉的伙伴会合

九、略

十、1.东赞求婚 2.zànɡ cháo nán xiāo 
3.一条条 一朵朵 一道道 清清爽爽 和和美

美 暖暖和和 4.漂亮 聪明 弯弯曲曲

5.(1)困难,想不出办法 (2)交给的任务 6.略

7.略

十一、略

词语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裸露 控制 乳白 嫁接 干燥 效率 无锡

暴躁 倚靠 深涧 欢畅 寂寞 旺盛 执行

墨汁 程度 蹦跳 盲哑 激愤 范围

二、luò落下 lào莲花落 mó模型 mú模样 qiǎnɡ
勉强 jiànɡ倔强 jiǎ真假 jià假期 hé和平

hè应和 zhuàn转动 zhuǎn转身

三、1.加 假 2.鬼 诡 3.义 议 4.味 昧

5.永 勇 6.拙 绌

四、1.幸福 乌黑 伤心 和煦 坎坷 甜美 裸露

合适 清清 烦人 茂密 磅礴 2.诉说 注视

浩渺 责怪 叮嘱 榜样 急促 安静 蠢笨

狭窄 懒惰 敏捷 3.来源于寓言故事的:拔苗

助长 南辕北辙 杯弓蛇影 来源于历史故事的:
纸上谈兵 指鹿为马 围魏救赵 描写四季景色

的:桃红柳绿 金风送爽 风雪交加 描写人的神

情外貌的: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 气宇轩昂

五、奇怪 崩裂 接睱 势当 随遇 开交 浩烟

怜巴 胸成 粗大 惴惴 各相 餐 扬而 多

端 如也 慢斯 出意 凤舞 添翼 来脉 群

首 调离 虎难

六、DCBA CDAB CBAD BCDA
七、1.改观 改变 改善 2.宽阔 宽敞 3.重复

重叠 4.高傲 骄傲 5.隐藏 隐蔽

八、座 双 次 条 个 位 种 片 池 位 条

幅 篇 道 地 块

九、略

十、1.既 又 2.是 还是 3.尽管 还是 4.不

但 而且 5.如果 就 6.只要 就 7.不管

都 8.因为 所以 9.既然 就 10.宁可 也

不 11.虽然 但是 12.要么 要么

十一、奋不顾身 恍然大悟 银装素裹 平易近人

夜以继日 博大精深 朝夕相处 五彩斑斓

十二、1.力大无穷 穷形极相 相习成风 风花雪月

2.月下风前 海纳百川 川流不息 息息相关

关门之作 作威作福 福无双至 3.脚踏实地

地久天长 长治久安 安常守分 分文不名

名落孙山

十三、略

句子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略

二、1.BDA 2.DAB
三、1.水是生命的源泉 2.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 
3.月有阴晴圆缺 4.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5.连

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 6.并行几辆大车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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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宽敞 7.简直是滴水成冰 8.埃及的象征

四、1.坡度这么大,火车怎么能爬得上去呢?  2.我

们怎么能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呢? 3.人

与山的关系密切,怎能不使人感到亲切、舒服?  
4.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5.朝鲜人民怎么会忘记志愿军战士呢?  6.我

们怎能做损人利己的事?
五、1.既然我说了,就不怕发表。2.这种轮船不但载

客多,而且速度快。 3.只要我们发动群众,就能

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4.弟弟虽然

年纪小,但是很懂事。
六、1.,,;,。2.;“”、、“”,,“”…… 3.,。,! “”“”“”
“”……,。,,《》。,《》。! 4.,:“,。”,,,。,。:“,!”,。

七、1.失败是成功之母 2.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礼轻情意重 4.百闻不如一见

八、1.去掉“的同学”2.在“全班同学”后面加上“差
不多”3.“傍晚”改成“晚上”4.“但是” 改成“
所以” 5.去掉“水果” 6.去掉“过去”或“往”
7.去掉“中午”8.把“没有”改成“就小学”

九、1.今天真热啊,知了不停地喊着:“热死了,热死

了!”2.一阵风吹来,柳枝翩翩起舞。3.春姑娘

来了,柳枝舒展了眉毛,小草穿上绿装,小花也张

开了笑脸。4.喜鹊在树上唱起了歌。
十、1.雪光照着草原。 2.礼物是珍贵的。 3.小姑

娘捡起碎纸。4.气象台发布了消息。5.小燕子

加入了盛会。6.月光照在脸上。
十一、1.小明高兴地告诉妈妈,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

本《雷锋日记》。2.鲁迅在回信中说,他的信如

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他可以同意。 
3.他说,他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4.小红

说,今天下午学校组织到野外活动,她必须参

加。5.王宁说,他要像李涌那样关心集体。 
6.科利亚说,今天他不仅找到了木匣子,还懂得

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人一天天地长大,步子也

在渐渐变大。
十二、45368712

课内阅读理解与口语交际专项冲刺卷

一、(一)1.外观宏伟 结构精巧 2.列数字 列数字

这座金字塔高146米多,相当于40层高的摩天大

厦 如果将这座金字塔的石块铺成一条三分之一

米宽的道路,可绕地球一周;如果用火车装运,需
要60万个车皮 更加具体、更加生动 3.略 
(二)1.,,;,……,。 2.神态各异 3.想到 

4.略 (三)1.祥 班 渡 2.江面 江两岸

静谧安详 3.(1)月亮出来了,安详地吐洒着它的

清辉 (2)流动的江水中,有千点万点闪烁的光斑

在跳动 (3)芦荡,树林和山峰的黑色剪影,在江天

交界处隐隐约约地伸展着 (4)起伏着月光为它们

镀上了一层银色的花边 4.略

二、(一)1.悲伤和愤恨交织在一起 入狱受酷刑 想

血溅墙头 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 2.忍辱负重

3.C (二)1.sì yí zhòu zā shún xiě 
2.美 失明 失聪 摸读盲文 说话 考上了大

学 不屈不挠 3.她不分昼夜,像一块干燥的海

绵吮吸着知识的甘霖。写句子略 4.这一段主要

写海伦·凯勒刻苦学习的事。我从海伦身上学到

身残志坚、不屈不挠、刻苦学习的精神。(三)1.锋

漂 2.三天三夜 等待了近九个小时 军旗飘扬

军徽闪烁 他们的大救星 3.人民子弟兵 4.战
士们奋勇救人的英姿 生的希望 死的危险 十

分希望看到英勇无比的大救星子弟兵 (四)1.历

厉 2.钅 7 P pu A 3.、:“!” 4.那年鲁

迅的父亲生了病,躺在床上。鲁迅一面上书塾,一
面要帮家务,天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5.心

严格要求自己

三、略

课外阅读与理解专项冲刺卷

一、1.己 从(已)(丛)2.,。,“”。:“?”,。 3.宣讲

照料 情景 英勇 4.胜利的象征 对烈士的崇

敬 5.她的蓬勃旺盛,正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象征。
二、1.虽然 但是 即使 也 因为 2.四季的风

3.温暖的春风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即使有点风

也是暖烘烘的,吹散不了炎热。 风给人们带来了

丰收的喜悦。 4.温暖 暖烘烘 凉丝丝 寒风

怒号 5.可是风却和我们捉迷藏,不知躲到哪里

去了。写句子略 6.表达了作者立志改造自然的

思想感情。
三、1.高山流水 钟子期 伯牙 伯牙善鼓琴,钟子

期善听 2.指能彼此了解,心心相印,心意相通

的人

四、1.护树小常识 2.CBA 3.没有健康的身体

略 4.略 5.刚种下去的小树苗特别需要水 树

根是树木吸收水分和营养的器官 树怕剥皮 新

栽的小树比较“娇气”,不能折断它的枝条 6.因

为树皮里有许多输送养料的小管,叫“筛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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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把树皮剥了,树得不到养料,就会死的,另外,树
皮破了,细菌侵入树身,树也会得病。7.略

五、1.B C A C 2.③②③① 3.因为鞋的主人

在战场上受伤双脚残疾,不再需要鞋了 4.勇敢、
顽强、守信用

综合知识与积累运用冲刺卷

一、锻 段 剥 播 茉 墨 抑 谊 嫌 舷

二、兼 斩 急 塌 其 辉 夷 饥

三、辽阔 整齐 坚定 辉煌 机密 简朴 开朗

数量

四、尊 遵 坐 座 做 作

五、1.B 2.D 3.D C A B 4.C 5.C 6.A
六、1.精通 精彩 精巧 精美 陆续 连续 继续

持续 2.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历史 政治

3.(1)望 目 睱 应接不暇 赏心悦目 登高

望远(2)睛 聚 倾 侧耳倾听 目不转睛 聚精

会神 4.勤劳 狭窄 困难 伤心 无私 骄傲

5.生死之交 神机妙算 一言不发 自找难看

6.西游记 吴承恩 三国演义 罗贯中 水浒传

施耐庵 红楼梦 曹雪芹 7.无志空活百岁一寸

光阴不可轻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积小流 无以

至江河

七、1.儿子生活好痛苦,一点也没有粮食,多病,少挣

了很多钱。2.儿子生活好,痛苦一点也没有,粮
食多,病少,挣了很多钱。

八、3142576
九、略

十、1.小学生阅读文库 2.让读书走进人生 让人生

飘逸书香 3.质量好 价格实惠 物美价廉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基础卷一)
一、熟悉 槐树 效率 街头巷尾 解释 派遣 模

范 不屈不挠

二、chénɡ qiāo jiànɡ děi
三、精美 嘱托

四、1.察言观色 走马观花 雾里看花 见风使舵

2.愁眉苦脸 精神焕发 横眉冷对 黯然神伤

3.坐落 优美 山清水秀 缭绕 清澈的河水

五颜六色 精妙绝伦 艺术品

五、略

六、1.“于”改成“余”2.“许多”“不少”两个词去掉一

个 3.双引号改成书名号 4.“遍”改成“篇” 
5.书名号改成双引号 6.“塞”改成“赛” 7.去

掉“好评”8.“它”改成“钢笔”
七、草坪 不要踩踏草坪

八、略

九、略

十、1.不停地鸣叫 倾诉 见闻和收获 同伴和儿女

2.饱满 烂漫 精神 力量 尽情地释放出来

3.略

十一、(一)1.风 飘 舞 迎 2.浩瀚 汹涌澎湃

3.明镜 绸 翡翠 明珠 4.略 (二)1.如

果 就 天涯海角 温馨 和谐 2.②③①
3.为了引出“对于一个人来说,改变一生的支点

就是良好的心态”。写名言略 4.略 5.略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基础卷二)
一、略

二、钥匙 派遣 率领 毛毯 轿车 和谐 生涯

寂寞 纠纷 深涧

三、掏出 淘气 富饶 挠背 干燥 洗澡 花瓣

辨别 乘客 千乘 倔强 强大 解释 解数

四、波光粼粼的多瑙河 优雅轻快的圆舞曲 美观大

方的歌剧院 金碧辉煌的协会大厦 打的 乘出

租车 买单 结账 大腕 明星 写字楼 办公

场所

五、决 绝 绕 挠 越越 跃跃 疾 急 其 棋

侧 测

六、奕奕 侃侃 昂 觑 阔 瞻 侃侃而谈 海阔

天空 神采奕奕 气宇轩昂 面面相觑 高瞻远

瞩 写话略

七、1.D 2.B 3.A 4.C
八、1.略 2.他说的话完全不对。他说的话不完全

对。3.她乐于助人,勤奋学习,同学们怎能不都

欣赏她呢? 4.因为我们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所
以要对读物进行认真的选择。 5.(1)“草原”和
“夕阳”调换位置(2)“沉醉”改成“思考” (3)“不
禁”和“忍不住”两个词去掉其中之一 6.略

九、1.卷地风来忽吹散 2.映日荷花别样红 3.五

岭 乌蒙 4.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5.略 6.略

十、奥运圣火开始环球之旅

十一、(一)1.拟人 2.月牙时 半月时 月圆时 想

象力丰富 (二)1.装扮 津津有味 飘移 
2.左右 R 饣 6 竖提 ① 3.川流不息

五彩缤纷 那位姑娘 三位女学生 小朋友

老人 三位女学生 5.,。:,?,,。6.是谁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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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雨中奇景,是谁引来这独特的花朵? 哦,是滋

润人们心田的春雨,是这造就色彩的时代。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基础卷三)
一、略

二、澡 轿 lào hùn 帐 嫌 shènɡ jiànɡ
三、纽扣 朴素 峡谷 例如 熔岩 四肢 派遣

酷刑 赠送 耻辱

四、箭 火 流 茵 镜 注 牛 梭

五、激烈地争论 热烈地讨论 郑重地宣布 庄严地

宣告 碧波荡漾 水流湍急 波浪滔滔 波涛

汹涌

六、裸露 颗粒 花瓣 辩论 谦虚 道歉 墨水

默写

七、重庆 上海 江西 福建

八、1.严肃 2.不仅 还 无论 都 所以 只有

才 3.略 4.当你春游的时候,记住“只拣儿童多

处行”,是一定会找到春天的。当你春游的时候,
记住“只拣儿童多处行”,怎么会找不到春天呢?
5.(1)“诚实”改成“诚恳” (2)“和”改成“显著提

高了,” 去掉“都”
九、略

十、1.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不畏艰险、英勇顽

强 革命乐观主义 2.唐 叶绍翁 出墙的红杏

遇到 扫兴 欢喜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

出墙来 3.略

十一、(一)1.冰心 只拣儿童多处行 2.成千盈百

挤 飞涌 一群接着一群 3.从一只大魔术匣

子里,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小天使。4.小天

使 孩 子 们 对 孩 子 们 的 喜 爱 5.A 
(二)1.因为 所以 只要 就 2.足 12 F
④ 3.没有哪一艘船从下海的那一天开始没有

过受伤的经历的! 任何一艘船从下海的那一天

开始都有过受伤的经历! 4.人生没有一帆风

顺的,有些挫折是不可避免的。5.略

十二、略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强化卷一)
一、1.气宇轩昂 神采飞扬 致意 2.倾听 亲密

吮吸 甘霖 体验

二、推广 爱护 鼓舞 提高 珍惜 改正

三、1.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桃红柳绿 2.眉飞色舞、
破涕为笑、神采奕奕 3.门庭若市、熙熙攘攘、万
人空巷 4.有始无终、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四、1.洪水猛兽 汹涌澎湃 众志成城 鱼水情深

2.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3.泥融

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五、1.挥汗如雨 2.无边无际 3.看不清一米以外

的人物

六、1.(1)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真是舒服极了。(2)在采摘园里,大家亲手摘下水

果,吃起来非常新鲜。 2.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

难买寸光阴 3.花果山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

难得几回见。 4.(1)经过学习,大家的觉悟普遍

提高了。 (2)爸爸对我说,他小时候,没钱读书。
(3)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写作兴趣,提高写作水平。

七、1.牛兴治电力坚拒受贿 2.因为他们品德高尚,
心中有大爱。

八、1.漂动的树梢 灭顶的房屋 摇摇欲坠的电杆

洪水中的人们 塌陷的大堤 2.支撑他度过苦难

一生的音乐 美丽富饶的家乡 惠山的清泉 照

耀清泉的月光 3.规模宏大 壮观 不屈不挠

司马迁 4.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子牛。彭德怀 爱大黑骡子,更爱战士,愿和战士

们一起同甘共苦。
九、(一)1.A ǎo 2.大海有一颗包容的心,谦虚

3.不能自以为是,要谦虚,更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二)1.在胸口上写字 2.第二天一早,在母亲考

核时,他一遍通过。母亲惊喜道:“这孩子真神了,
前天教了他那么多字,只过了一天,就如此滚瓜烂

熟,将来准能干大事啊!” 3.勤奋好学 持之以

恒 4.《论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5.孔子

的哥哥,疼爱弟弟 孔子的妈妈,对孩子严格要求

6.略

十、略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强化卷二)
一、轮廓 稻穗 闯祸 势不可当 嫌弃 薯片 幽

香 严阵以待

二、1.痛苦 2.苦难 3.辛苦 4.艰苦

三、1.信口开河 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信口开河

2.光明磊落 清正廉洁 乐于助人 乐于助人

3.东张西望 目不转睛 左顾右盼 东张西望

四、借光 留步 打扰 请问 恭喜 请教 包涵

五、1.不仅 而且 2.一边 一边

六、1.清晨太阳像个红气球,飘飘悠悠地浮出水面。
2.鸟儿在树上放声高歌。 3.假日里,我们像鸟

儿一样飞向田野,飞向森林,飞向美丽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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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略

八、1.不到长城非好汉 2.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 3.礼到人心暖,无礼讨人嫌

九、1.略 2.静心读好书,冷眼观世界。 3.略 
4.从各自的利弊来回答。

十、1.写一个登山者因为救助他人而自救的故事。
2.是继续赶路拯救自己,还是留下来设法拯救这

个生命垂危的陌生人? 因为他认为自己能不能走

出去都是个未知数,现在如果再加上一个,更难走

出去了。 (二) 1.宽厚地笑笑 暗自叹息 感

到悲哀 2.(1)③(2)③ (3)② 3.因为孙子在

城里生活,没有见过镰刀。4.不正确。各人的生

活环境、生活经历不一样。
十一、略

期末模拟冲刺测试卷(强化卷三)
一、1.欢畅 旺盛 四肢 浑身解数 2.乳白 执行

轰鸣 腾空而起

二、mó 再 shènɡ 展示 在

三、日夜兼程 如花似玉 亭亭玉立 饥寒交迫 金

碧辉煌 惟妙惟肖 络绎不绝 饮水思源 造

句略

四、1.跑得气喘吁吁 疑惑地说 2.略 3.读一本好

书,就像和高尚的人在谈话。4.邓小平爷爷说过,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是网络时代,参加电脑

兴趣小组活动,可以获得很多关于互联网的知识。
五、1.不再浑浊咆哮 轻抚着河畔的小草 金色的秋

天 丰收的果园拥抱 荡漾 轻抚 2.支撑他度

过苦难一生的音乐 美丽富饶的家乡 惠山的清

泉 照耀清泉 3.军旗飘扬 军徽闪烁 危机

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大无畏精神

4.天的眼睛 一盏灯笼 5.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

枝红杏出墙来 黑云翻墨未遮山 儿童急走追黄

蝶 6.略 7.埋单 廉租房 啃老族 靠父母养

活的人

六、学习的设备,获奖、考上高校学生的数量,以分数

和文凭来衡量人才。不能单一地评价一所学校的

质量,要多方面来评价

七、(一)1.画去的是 cháng là 2.植物生长 产

生 3.山中的清泉 (二)1.虽然 但是 之所以

是因为 即使 也 2.语重心长 无可奈何 
3.讲得很有兴致 心思不在这里 4.“你应该从

乌龟身上获得一些教益。”5.然而保罗仍默不作

声地弄他的鞋子。6.(1)乌龟靠坚持不懈的努力

乌龟靠运气 (2)小保罗不认同寓言故事的观点。
保罗能够结合现实进行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
(3)略

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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