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考 答 案

第一单元冲刺卷

一、石凳 过滤 收敛 臀部 竹笋 油桐 恬静

湛蓝 灌溉 害羞

二、chàn yè qiǎo qiè lüè xiè
三、硕 卷 残 素 裹 蔚 边 疆 崇 峻 赴

(前往,去某处) 继 锲 舍(雕刻)
四、1.① 2.④ 3.③ 4.②
五、1.无论 都 2.只要 就 3.既然 就 4.尽

管 还是

六、1.(1)窗外,风吹翠竹,唱起了动听的歌。 (2)蝴
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2.天上的白云宛如一群

白羊。 3.夕阳像一个大红灯笼,悬在海与天的

边缘。 4.怎样宽阔的马路呢? 三辆汽车并排

走,也不显得拥挤。
七、3 1 5 2 4
八、1.春潮是你的丰采 惊涛是你的气概 甘甜的乳

汁 哺育各族儿女 健美的臂膀 2.快乐的孩童

红扑扑的脸蛋 无数夺目的亮点 笑颜 金红一

色 热烈一片 3.时间(季节) 凝重 轻盈 浪

漫 高远 4.叶圣陶 洞口 外洞 孔隙 内洞

5.一道广阔的背景 一座壮丽的舞台

威武雄壮的活剧

九、(一)1.líng 划 qì tī 冒 2.壮丽 观赏 
壮观 凝重 3.比喻句是“小山似的涌浪像千万

头暴怒的狮子……十几米远的马路中央。” 小山

狮子 涌浪 4.写烟台的海冬日独特的景观。 
5.冬天烟台的海的景色尤为独特,堪称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二)1.随着自己的意思,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喻回复原来的自然状态。 2.野 山野 水野

人野 对祖国山川景物的热爱 3.这两段都是总

分的写法。第二自然段写索溪峪的山,用的是排

比手法;第三自然段写索溪峪的水,用的是拟人手

法。 4.在这样的山水间行走,我也渐渐变得

“野”了起来。我吃着零食,走在树林里……
十、略

第二单元冲刺卷

一、烽火 妄图 厨房 歼灭 菩萨 咽喉 无辜 
楼梯 凌晨 承诺

二、1.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生龙活虎 2.众志成

城 齐心协力 万众一心 3.济济一堂 摩肩接

踵 人山人海 4.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眼花

缭乱

三、1.(1)C (2)D (3)A 2.(1)C (2)B (3)A
四、无微不至 虽然 杀害 但是 受害 伤害

五、1.B 2.D
六、1.面对越来越短的蜡烛,伯诺德夫人一家能不着

急吗?  2.中国守军把日寇杀得狼狈而逃。 
3.一天晚上,三个德国军官闯进了屋里。 4.整

个海洋 撷取一片枫叶 整个枫林 5.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

七、1.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

过江东 2.例:杰奎琳 情报即将暴露 骗过了

德国军官保护了情报 机智勇敢 3.1937 7 7
卢沟桥事变 4.聂荣臻 至仁至义 “活菩萨” 
“中日友谊的使者”

八、(一)1.厉 hè 待 曳 2.厂 2 不好的遭遇

3.蜡烛 这里面有祖国的秘密情报,如果蜡烛烧

完,情报会暴露、国家就会灭亡,他们也会死去 
4.不能。因为德军没有发现情报,是伯诺德夫人

太紧张,心里有点担心,有一点慌张和忧虑。 
5.杰克会想:糟糕,如果蜡烛再烧下去的话,情报

就会泄露,这意味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生命也即将

结束,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好办法,拯救我们一

家三口,不让情报泄露出去!
(二)1.天职 2.镇定 肤浅 怀念 慌张 
3.形容很有名。 比喻名誉受污损。 4.救死

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


最大的天职!
  5.因为海尔曼医生知道那个人是

法西斯分子,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死在手术室,可
见海尔曼医生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

九、略

第三单元冲刺卷

一、妖怪 隐瞒 莲藕 螳螂 诸侯 禀报 斋饭 
咒语 险峻 蛤蟆

二、līn guì chéng lūn hè líng
三、1.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 2.捧腹 哈哈 开怀 
四、腾 驾 眼 睛 除 恶 恍 悟 人 异 秋

毫 1.恍然大悟 2.(1)除恶务尽 (2)明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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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3)腾云驾雾 (4)因人而异

五、1.虽然 但是 2.不仅 还 3.只有 才 
4.之所以 是因为

六、1.选择合适的读物难道不是一种本领吗?  
2.张志和头戴青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沐浴着微

风细雨,不一定要回家。 3.唐僧无奈地对孙悟

空说,他再饶孙悟空这一次,但不可再行凶了。 
4.“责怪”改成“认为” 5.多读书可以开阔我们

的视野。 
七、《三国演义》    曹雪芹    孙悟空
《西游记》     罗贯中    诸葛亮
《红楼梦》     施耐庵    贾宝玉
《水浒传》     吴承恩    林冲

八、1.村姑 老妇人 老公公 吴承恩 《西游记》 
红孩儿 铁扇公主 《大闹天宫》 《真假美猴王》
2.沉醉不知归路 误入藕花深处 李清照 《如
梦令》 常记 3.寓言 取消攻打楚国的念头 
黄雀在后 目光短浅,没有远见

九、(一)1.无忧无虑 如火如荼 绘声绘色 人山人

海 2.近义词:清闲 潜伏 反义词:批评 大惑

不解 3.蝉、螳螂、黄雀,它们都一心想得到眼前

的利益,却没顾到自己身后正隐伏着祸患呢!  
4.只顾眼前利益 身后隐伏的祸患 5.如果攻

打楚国,其他诸侯国会乘虚而入。
(二)1.kē jì mó bīn 2.靠小聪明占便宜。
形容文雅有礼貌的样子。 3.(1)“孔孟” (2)公
墓边 市场旁 学堂旁边 (3)择邻处 断机杼

4.一样。表示列举的省略。 5.在一个人的成

长过程中,环境的影响很重要。“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十、略

第四单元冲刺卷

一、障碍 慷慨 蕴藏 牺牲 威胁 敬畏 蝙蝠 
一幢 硫酸 恩惠

二、1.悠 忧 悠 优 2.固 顾 故 故 3.谐

协 胁 协

三、碰 撞 洋 叹 神 威 情 禁 边 际 汹

涌 1.大显神威 2.东碰西撞 3.望洋兴叹 
4.情不自禁

四、1.(1)洞察 (2)观察 2.(1)倾泻 (2)倾注

五、1.A B 2.C A B 3.C A D B
六、1.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有好成绩。 2.老师 和

学生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3.我们遇到

困难,不能退缩。 4.我们要理解和运用已经学

过的词语。
七、1.知过必改,闻过则喜 2.满招损,谦受益 

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良药苦口利于病,忠
言逆耳利于行

八、1.四 喉咙 “超声波” 物体 反射回来 
2.矿产资源 高蛋白食物 水力发电 淡水 建

设城市 3.小成就 大成就 什么成就 统一的

目标 心中想着别人 心中想着集体

九、(一)1.、 ?  , 。 2.地 的 得 3.合作

天空 婉转 倾注 4.悠扬 统一 卓有成效 
团结协作 5.我明白了成功的合作不仅要有统一

的目标,还要有协作精神。
(二)1.故意说些夸大的吓人的话。 不用说话就

能明白。 2.藻类 浮游生物 鱼虾 3.解释

说明 4.列数字。通过列数字来表达出海洋的物

产十分丰富;更说明磷虾的产量很多,这样说明有

说服力,让人信服。 5.总结全文 6.我们不能

破坏海洋,要保护它,爱护它,因为它是人类的食

物来源。 生命从海洋开始,善待海洋从你我

开始。
十、略

期中模拟冲刺卷(基础卷)
一、涨溢 玫瑰 荡涤 螳螂 收敛 纸屑 厨房 

烽火 咽喉 凌晨

二、灌溉 大概 灯芯 花蕊 梧桐 铜板 俊俏 
险峻

三、xìn zhǎo zā cáng gōng mēng
四、俱 寂 火 荼 边 疆 清 爽 素 裹 仁

义 螳螂捕蝉 疾恶如仇 不入虎穴 兼听则明

五、1.呼风唤雨 和风细雨 春风化雨 2.春暖花

开 万物复苏 姹紫嫣红 3.一心一意 七上八

下 九牛一毛 4.冰天雪地 鹅毛大雪 滴水

成冰

六、1.C 2.C 3.D 4.B
七、1.清晨,空气新鲜,适合锻炼。 这些菜很新鲜。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诺德夫人一家三口的

英勇事迹能不让我们感动吗?  3.只有坚持锻炼

身体,才能有好的体魄。 4.删去“许多”
八、1.但悲不见九州同 2.西塞山前白鹭飞 3.忠

言逆耳利于行 4.死亦为鬼雄 5.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

九、1.巨浪荡涤着尘埃 涛声回荡在天外 灌溉花的

国土 你用磅礴的力量 2.红扑扑 毫无倦态 
潇潇洒洒 赤朱丹彤 3.一道广阔的背景 一座

壮丽的舞台 世世代代 威武雄壮的活剧 4.不

能只顾眼前利益,要考虑身后隐伏的祸患 5.斯

帕拉捷 蝙蝠 听觉 辨别方向 
十、(一)1.聂将军关心、照料两个日本小姑娘 2.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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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亲切 惊恐 拘束 3.抱起小妹妹 给女孩

找奶吃 让美穗子吃梨 给美穗子喂饭 心肠慈

善 4.“活菩萨” “中日友谊的使者” 5.聂荣

臻 朱德 刘伯承 6.妈妈告诉我,包饺子要先

和面,然后弄馅料。
(二)1.笑容(笑) 2.干干净净 高高兴兴

恭恭敬敬 自由自在 无边无际 人来人往

3.看着复杂的东西感到迷乱。 指光亮动摇不

定,忽明忽暗。 4.九 解释说明 5.弓儿似的

新月,挂在树梢。 新月 弓 6.告诉我们生活

中时时、处处都有爱,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爱。
十一、略

期中模拟冲刺卷(强化卷)
一、婪 斓 澜 蓝 俊 峻 竣 骏 烽 蜂 疯

封 夕 嬉 熄 牺

二、具(俱) 某(谋) 已(以) 贝(狈) 段(端)
脑(恼) 悔(诲) 衷(忠)

三、C cu ② ① ④
四、1.严格 严密 严肃 严明 2.(1)冷笑 
(2)微笑 (3)苦笑

五、1.比喻 2.拟人 3.排比 4.夸张 5.反问

六、1.④ 2.③ 3.① 4.②
七、1.这美妙的琴声令人陶醉。 2.斯帕拉捷把蝙

蝠放了出去。 3.长满青草的岸边停满了来自各

地的小船。 4.“和乌云”删去 5.因为我们小

队先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要去帮助其他小队。
6.老人笑着对我说,30年后,他照样请我喝茶。

八、1.充满诗意 四季不同 至仁至义 有勇有谋 
善于思考 2.叶圣陶 游览 外洞 内洞 孔隙

《稻草人》 《倪焕之》 3.李清照 张志和 藕花

桃花 夏 春 4.1937 7 7 七七事变

九、(一)1.不由人分辩解释。 没有办法。 2.劝

告 哀求 有心从恶 3.争辩 生气地 4.有

可能会离开,因为唐僧善恶不分。
(二)1.高大 嫩绿 黄色 勤劳 美丽 绿油油

2.第二自然段的第二句话 茶树 海洋 3.我

爱家乡,我也爱家乡的茶树 4.(1)茉莉茶 提起

精神 (2)榨成茶油 用来培育茶苗 5.夏天顶

住了酷热的考验,顶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等。 
6.首尾呼应。好处是使内容更完整,结构更紧密。

十、略

第五单元冲刺卷

一、扫帚 瘦削 麦垄 帐篷 魁梧 女贞 枝丫 
褪色 罢工 苍老

二、liàng qì yōu shuì fó qǔ

三、废 零 醒 夷 错 虑 驹 集 1.如梦初醒

错失良机 2.半途而废 3.深思熟虑 4.百感

交集

四、1.虽然 但是 2.只要 就 3.不但 而且 
4.不是 就是

五、1.A 2.A 3.D 4.B
六、1.这个天游峰的扫路人使我敬佩。 2.即使老

师不在教室,同学们也很安静。 3.我终于顺着

这根银丝上了峰顶,心里能不得意吗?  4.爬过

长城 游览过西湖的人 到过杭州 5.“和”改成

“,围着”
七、1.淡淡 打量 瘦削 黝黑 炯炯有神 2.外

界的压力 正面抗争去战胜它 像雪松那样先弯

曲一下 适当的让步 反弹的机会 3.颗粒饱满

不失时机 东张西望 错失良机 4.高、险 自

强不息

八、(一)1.柘树 开拓 漫长 快慢 拔草 拨开 
陨石 损失 2.顽强 挺拔 高强 善于发现 
3.不论 始终 4.(1)大雪纷飞 (2)苍翠挺拔

(3)完好无损 5.下得大 承受的压力之大 成

功 不屈不挠的精神 6.“谜底终于被揭开了”后
面部分

(二)1.?  。 , ——— 、 、 , :“ ?” 
2.估计 感激 富裕 具体 3.微小不值得一

提。 指对某事非常疑惑,很不理解。 4.小道

格拉斯 女老师 没想到小道格拉斯画了一只手

5.指的是老师的手折射出的是一种关爱,一种精

神上的支持。 6.略

九、略

第六单元冲刺卷

一、荡漾 榆树 绽放 水藻 砚台 内涵 铁锈 
凄清 花蕊 飞蛾

二、伍 队伍 现 现在 神 神气 墨 墨水 贪

贪心 海 大海

三、cēn sì xù hén diāo yīng
四、春暖花开 春意盎然 烈日炎炎 骄阳似火 

秋高气爽 硕果累累 寒冬腊月 滴水成冰

五、1.(1)② (2)③ (3)④ (4)① 2.(1)④ 
(2)③ (3)② (4)①

六、组词略 1.盛开 2.盛大 3.盛况 4.旺盛

七、1.我的心里不觉得这景象十分奇妙,十分有趣吗?
2.从小学到中学,妈妈无不陪伴着我。 3.茎上

缀满了颗粒。 4.一朵鲜花 大自然吐露芬芳 
5.迈着灵巧的步伐来了,她踩着炽烈的风火轮,把
灼热的气浪洒向晴空 迈着喜悦的步伐来了,她
捧着绚丽的大提篮,把丰收的果实挂满人间 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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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缓慢的步伐来了,她带着美丽的雪花,把游戏的

乐趣撒向人们

八、1.香幽 色美 形秀 的喜爱之情 2.披着 
松柏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3.季羡林 学

界泰斗 可贵的韧性 能引起作者的许多幻想 
4.明 于谦 坚强不屈 洁身自好 好像平常事

一样 5.王冕 贞洁自守 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

色美好,只要留下充满乾坤的清香之气 6.何当

金络脑 快走踏清秋

九、(一)1.出现 想象 清楚 讨厌 2.但是 居

然 3.cī 渡 xìng 乍 4.可贵的韧性 承接

上文 5.夹竹桃的影子 中间空白的地方 小虫

子 飞蛾影子 6.小桥流水,我眼前就真的展现

出一座小桥,底下湖水涓涓流淌 蓝天白云,我眼

前就真的展现出朵朵白云漂浮在湛蓝的天空

(二)1.满院 晴朗 绿草如茵 2.在我工作的

时候,我总是写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

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

出去 写作 浇花、搬花 3.不劳动,连棵花也养

不活,这是真理。 4.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 生

命力强,能迎风斗霜,战胜自然的花草 5.有喜有

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
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十、略

第七单元冲刺卷

一、简陋 咖啡 飘逸 矫健 烙印 倘若 蜈蚣 
风筝 眷恋 吆喝

二、chì zhào shǔn móu chōng qiáo
三、1.那 幻 陪 伴 2.揣 材 影 3.茵 畔

蹲

四、惯 倚 疲 晓 贤 倦 逝 川 乐此不疲 
晓之以理 司空见惯 诲人不倦

五、1.骄阳似火 2.无可奈何 3.情不自禁 4.习

以为常

六、1.简陋 2.简便 3.简单 4.简朴 5.简明

七、1.略 2.秋天的落叶一样的惬意 悠扬的琴音

一样律动 3.刘老师笑着对我们说,他就是那时

候被女娲甩掉一条腿的。 4.小学的生活就像五

彩斑斓的画卷。 5.家里人除了我在写作业,其
他人都在看电视。

八、1.必有我师焉 2.学而时习之 3.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4.温故而知新 5.思而不学则殆

九、1.勤奋好学 诲人不倦 循循善诱 孔子 略 
2.德行 情义 志向 善施教化 真君子 3.
酷爱写作,为了写出好作品 福楼拜 牢牢记在

心头 勤奋努力 写出了不少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对老师无

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十、(一)1.枝繁叶茂 莺歌燕舞 花好月圆 波光粼

粼 小心翼翼 金光闪闪 2.习习 优美 宽广

茂密 和煦 甜蜜 3.比喻 大自然 母亲 总

领下文 4.巍峨的高山是她宽阔的肩膀,宽阔的

海洋是她博大的胸襟。
(二)1.yàn jiǎo 2.惊讶 和蔼 清晰 热情

3.含蓄深远,耐人寻味。 形容一下子明白过来。
4., , , :“ ?” “ 。” 。 5.表示语言

中断 6.小齿轮和螺丝的工作是没有人喝彩的工

作,我认为它们的工作很重要。 7.我明白了没

有人喝彩的工作,虽然没人喜欢它,没人关注它,
但是人人需要它,如清洁工的工作。

十一、略

字词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眷恋 玫瑰 蕴藏 隐瞒 歼灭 板凳 灌溉 
诸侯 恬静 伪装 碍 爱 艾 碍 忘 妄 
望 旺 含 涵 寒 涵 竞 净 境 静

二、C
三、1.旨:诣 2.弟:涕 3.箭:剑 4.忠:衷
四、1.矫健 骄傲 洗涤 绿丝绦 蝙蝠 祝福 琢

磨 啄食 2.印 尊 梁 蜜 祥 仰 壮 拨

3.(1)十全十美 七上八下 (2)娓娓动听 源源

不断 (3)恭恭敬敬 高高兴兴 (4)无边无际 
无忧无虑 (5)胆小如鼠 力大如牛 (6)神采奕

奕 波光粼粼 (7)红彤彤 黄澄澄 4.挺拔 
清新 充满自信 蔚蓝 美丽 勤奋好学 远大

刺眼 5.协调 婉转 潜伏 延续 和谐 飘荡

随 和 笔 直 清 淡 肮 脏 称 赞 出 色

6.(1)重庆 重复 重播 (2)挑战 挑拨离间

挑动 挑衅

五、观赏 衣服

发出 收获

打湿 响声

期待 美景

成长的 业绩

奋斗的 情操

光辉的 足迹

高尚的 历程

六、尸 7 ② 皮 6 ① 卜 4 ①
七、1.(文具):钢笔 直尺 橡皮 水彩笔 铅笔

2.(体育用品):羽毛球 足球 乒乓球 3.(食
品):瓜 子 水 果 糖 棒 棒 糖 面 包 饼 干

4.(服饰):裤子 衬衫 西服 毛衣 5.(交通

工具):自行车 摩托车 火车 汽车

八、1.凝聚 2.汇聚 3.相聚 4.居然 5.突然

6.果然

九、1.xiān 新鲜 xiǎn 鲜为人知 2.部首 氵

9 zhàn 湛 蓝 3.qīng Q qīng 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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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泻

十、1.冰清玉洁 2.生生不息 3.迫不及待 4.如

梦初醒 5.炯炯有神 6.顾名思义

十一、把 个 只 堆 艘 朵 捆 个 场 盏

个 级

十二、1.鸟语花香 青山起舞 山欢海笑 春风得意

2.气吞山河 翻天覆地 人山人海 粉妆玉砌

3.水平如镜 势如破竹

十三、勤奋好学 才华横溢 乱世枭雄 至仁至义

循循善诱 精益求精

十四、陆续 连续 继续 持续

句子训练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1.,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 4.? , , 。

二、1.排比 2.比喻 拟人 3.反问 4.比喻

5.对偶 6.夸张

三、1.(1)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他这次考好了就

骄傲起来了。 2.(1)莫泊桑是作家。 (2)老师

把一项任务交给我。 一项任务被老师交给我。
(3)大自然不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吗? (4)妈妈对

我说,她今天开会,中午不能回来。 (5)虽然学

生们遇到了最大的麦穗,但是他们未必能作出准确

的判断。 (6)西红柿像小红灯笼。 3.(1)“却”改
成“也” (2)他不但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而且改正

了错误。 (3)“和做家务”删去 (4)《三打白骨

精》是 根 据 四 大 名 著 之 一《西 游 记》改 写 的。
(5)听 了 这 个 故 事,我 受 到 了 很 大 的 教 育。
(6)连云港的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

四、3 5 1 4 6 2
五、1.像一个个小精灵 2.有的做游戏,有的跳绳,

有的踢足球 3.在做游戏 4.直插入云霄

六、1.人心齐,泰山移。 2.略 3.(1)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2)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5.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6.贫穷时不忘家乡,富
有时故土难舍。

七、1.C 2.B 3.B 4.A 5.C
八、1.√ 2.× 3.√ 4.√ 5.×
九、1.西出阳关无故人 2.莫愁前路无知己 3.潭

面无风镜未磨 4.绝知此事要躬行 5.黄沙百

战穿金甲 6.白首方悔读书迟

十、1.表示重复词语的省略 2.解释说明 3.解释

说明 4.表示话未说完,语意未尽 5.表示着重

强调 6.表示声音延长

课内阅读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1.千锤万击出深山 要留清白在人间 2.明

于谦 3.坚强不屈 不同流合污 4.(1)烧毁。
平常。 把烈火焚烧自己看作是平平常常的事。
(2)身 体 粉 碎。 即 使 身 体 粉 碎 也 不 畏 惧。
5.表达了诗人不同流合污,坚决同恶势力作斗争

的思想感情。
(二)1.绦 滔 概 原 2.震荡 赞颂 留恋 雄

伟 3.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

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4.长江 拟人 5.赞

美 依恋 对长江热爱 6.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际流。
(三)1.yè guān 2.红彤彤 白花花 绿油油 黄

澄澄 3.蓝蓝 低翔 挺拔俊秀 玉屑银末般

4.挺拔俊秀的椰子树,不时在海风中摇曳着碧玉

般的树冠。 树冠 碧玉 细细的春雨就像春姑

娘纺出的线一样 5.海水 蓝天 白鸥 椰

子树

(四)1.特地 美穗子非常感谢聂将军 2.专程来看

望聂将军 3.聂将军心地善良 “中日友谊的使

者” 他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 4.略

(五)1.zhòng jià méng lùn 2.《西 游 记》 明

吴承恩 3.智勇双全 不辨是非 好吃懒做

奸诈狡猾 4.略 5.可能会向孙悟空道歉

(六)1.: , 。 ; , 。 2.好像 左顾右盼

干瘪 抓住机遇 3.特殊含义 地里的麦穗

机会 4.抓住机会 错失良机 5.我们应该为

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给自己前进的方向,
成功的动力。但却不能一味地沉浸在这个目标

中,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只有把握住现

在的一切,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以后

再回望现在,才不会感到后悔。
(七)1.高高兴兴 恭恭敬敬 干干净净 欣欣向荣

息息相关 娓娓动听 2.碧绿 椭圆形 紫红

色 冰清玉洁 3.含羞待放 刚刚绽放 盛开

的 凋谢的 4.远远看上去,一株广玉兰就像是

一个数世同堂、生生不息的大家族。 广玉兰

大家族 洁白柔嫩得像婴儿的笑脸,甜美、纯洁,
惹人喜爱。 生动,突出盛开着的玉兰花的特点

5.总 分 总 喜爱

课外阅读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1.笑眯眯 黑乎乎 绿油油 红彤彤 2.清闲

挣脱 抛弃 马上 3.马市长 怕马市长不同

意,而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试探马市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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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道 收敛笑容 说明马市长心口不一,对别

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低。 5.马市长是一个心

口不一的人。
(二)1.pōu gé chēng qiǎng 2.(1)异口同声

(2)白卷 3.学过了。整整半个学期,那幅解剖

图一直挂在那里,不过老师从没提起它。 4.因

为那幅解剖图在黑板上整整半学期。 5.我的

启示是要学会自主学习,“师傅领进门,修行靠

个人”。
(三)1.qǐ chǔn liang huán 2.(1)A (2)C

3.他“扑通”一声跪下,哀求时光老人再给他一次

青春。“我做了件蠢事!”时光老人冷笑说,“给你

再多的青春,你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时光老

人那么生气。从此,他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
谁也别想多得一分一秒! 4.要学会珍惜时间。

(四)1., 、 , 。 2.杂乱 繁忙 传统 忙碌

3.作用一样,都是解释说明的作用。 4.传统听

诊器的特点:能听到病人脏器发出的声音,但无法

捕捉到脏器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电子听诊器的

特点:配置的电脑芯片,能够使脏器等发出微弱的

生物声放大14倍,更加易于判断心肺等器官可能

发生的病变。 5.烦恼是无法捕捉到脏器发出

的微弱的声音。 成为历史就是变成过去,不复

存在。
(五)1.美丽的湖 2.第二自然段和最后一自然段

3.细丝般的春雨飘下来,不停地织啊织,织出

湖———这块绿色的“锦”。 湖 锦 4.承上启下

5.雨水 雷声 湖面上的雨花 “哗哗”的雨水

声 6.从春雨和暴雨两个方面描写了雨中湖美

丽、热闹的特点。

口语交际与习作过关专项冲刺卷

一、1.对不起,爸爸出去了,有什么事可以让我转告

吗? 2.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或者在原地等失主。
3.不会因为代言费高而去为他们代言。

二、1.正方:我认为这样的广告词改得非常巧妙,含蓄

幽默地向人们暗示这种产品的类别和特点,让观

众在轻松一笑中牢牢记住了这种产品。 反方:
我不敢认同这种做法。只将成语换个字,就能取

得那么好的效果? 也不能唯利是图吧? 现在整个

社会都在提倡写规范字,说规范话,如果刚学成语

的小朋友看了,就会对成语形成错误印象、错误理

解,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2.正方:小学生

求知欲望强烈,正是学习的最佳时机,网络可以打

开小学生的视野,扩大知识面。上网可以及时了

解时事新闻,获取各种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对以后

的学习和生活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反方:我

方坚信小学生上网弊大于利,互联网使得不少青

少年宁可整日沉溺于虚拟的环境中而不愿面对现

实生活,而无限制地泡在网上将对日常学习、生活

产生很大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荒废学业!
三、1.你浇花浇湿了我的被单了。 对不起,孙阿姨,

我没注意,我给您洗洗。 2.中国连派克钢笔都

生产不出来。 钢笔是战利品,这支钢笔是美国

的耻 辱,是 美 国 败 于 中 朝 人 民 之 手 的 证 明。
3.略

四、1.那个年轻人的做法不对。虽然人人平等,但是

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作为一个合格公民,要
懂得尊老爱幼。 2.(1)爱心(有爱心的人们)
贫困学生(贫困山区的孩子) (2)有爱心的人们

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受助的孩子也会心怀感恩,
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有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毁林

圈地、围海造田等。
五、1.课间活动时或者课堂上都可以,抓住同学们的

神态即可。 2.比如连云港的花果山、杭州的西

湖、苏州的园林等。 3.略 4.略

六、“蜗牛,你要做什么?” “我要翻过这面墙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 “哼,你这速度怎么可能爬过去?”
“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可以爬过去。”

七、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一)
一、玫瑰 湛蓝 承诺 隐瞒 开凿 凄惨 垄断

威胁 牺牲 魁梧

二、1.丷 dān 前面 2.⑤ ① ② ③ ④ ⑦
三、1.(1)碧 翠 葱 青 (2)得意扬扬 小心翼翼

千里迢迢 人才济济 (3)娓娓动听 源源不断

心心相印 津津有味 (4)惊天动地 顶天立地

昏天黑地 呼天抢地 2.神机妙算 腾云驾雾

循循善诱 教导有方 3.齐心协力 同舟共济

万众一心 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 循循善诱

四、蓝蓝 温暖 飘飞 墨黑 轻柔 闪烁

五、1.你看,有很多好的。 2.教室里安静极了,连
根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到。 3.我望了望天游

峰。 4.他既不是班长,也不是课代表。 5.冬

日的阳光 给人温暖 沙漠里的泉水 给人希望

六、1.宽广的胸怀 飘逸的长发 明亮的眸子 和煦

的轻风 甜蜜的絮语 2.明 于谦 粉骨碎身全

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

清气 满 乾 坤 3.凝 重 轻 盈 高 远 浪 漫

4.我国东北三省 又逐步蚕食华北 把侵略的魔

爪伸向全中国 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日战争 如

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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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1.回眸 掀翻 冲垮 毁灭 热爱 敬畏

2.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与海洋的关系就非

常密切。 3.它慷慨地给予人类丰富的水产品和

每日不可缺少的食盐。 但是,海洋发起脾气


来,……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
 4.解释说明

5.贬义 用它来形容海洋,这样写采用拟人的写

法,使文章更生动。
(二)1.C A 2.精心照顾。 伤心失意。 3.看

到一朵金盏花开得奇特灿烂,它不是近乎白色,也
不是很像白色,是如银如雪的纯白。 金盏花

银雪 4.(1)好园丁 (2)坚持不懈的精神

八、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二)
一、1.五彩斑斓 2.抑扬顿挫 嬉戏 波澜起伏

憧憬 3.慷慨 玻璃 4.歼灭

二、1.收敛 榆树 帐篷 绣花 宝剑 愉快 蓬松

铁锈 2.(1)废寝忘食 卧薪尝胆 凿壁借光

(2)博古通今 博学多才 满腹经纶 (3)锲而不

舍 水滴石穿 绳锯木断 (4)春暖花开 秋高

气爽 寒冬腊月 3.(1)观察 (2)凝望 (3)回
眸 4.(1)因为 所以 (2)但是 5.(1)含苞欲

放 (2)照顾 (3)凋谢 装扮

三、1.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显得更可

贵。 2.春天到了,花园里百花盛开,好看极了。
3.听了劳动英雄的报告,同学们不能不激动万分。
4.积累词语对我们写作文有好处。 困难 生活

中必 定 有 许 多 困 难,我 们 要 学 会 克 服 困 难。
5.姥姥剪纸时非常灵活。 这张剪纸真好看。
6.挫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四、1.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2.生当

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3.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

学则殆 4.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5.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五、“哈利·波特”引号改成书名号 “我非常高兴极

了”改成“我非常高兴”或“我高兴极了” “急”改
成“及” “读了这本书,受到不少启发。”改成“读
了这本书,我受到不少启发。” “的好思想”删去

六、1.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一穗拿在手中才

是实实在在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寓言

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却没考虑身后隐伏的祸患

黄雀在后 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 十年树木 百

年树人 3.花影迷离 只留清气满乾坤 4.焉

得虎子 近山识鸟音 须问打柴人 偏听则暗

七、(一)1., , , 、 、 , 。 2.即 使 也

造句略 3.宽广 漆黑 观赏 变化多端 4.
工人提着汽油灯,也只能照见小小的一块地方,余

外全是昏暗,不知道有多么宽广。 在洞里走一

转,觉得内洞比外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进房子那

么大。 5.略

(二)1.B C 2.(2)斩断龟腿撑起天。 (3)杀
死黑龙救人民。 3.1 为民造福 4.“这”指
的是既功德无量,又虚怀若谷,一点也不居功

自傲。
八、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基础卷三)
一、荡涤 炽热 慷慨 厨房 杜鹃 螳螂 倘若

硫酸 瘦削 蜈蚣

二、páng sàng shǔn biān xìn liàn
三、宵 俏 峭 霄 梢 销 哨 逍

四、无 影 眼 睛 察 毫 腾 驾 1.孙悟空

神通广大 大闹天宫 除恶务尽 2.(1)明察秋

毫 (2)腾云驾雾 (3)无影无踪

五、1.× 2.√ 3.√ 4.√
六、1.三亚落日的美景使我们记忆犹新。 2.清

晨,小鸟在枝头唱起了歌。 3.少先队员请王爷

爷讲故事。 4.稻子已经熟透了,一望无垠的田

野上金灿灿的。 5.果园里 麻雀为他唱歌 池

塘里 青蛙为他朗诵

七、4 1 5 2 3 6
八、1.流水不腐 2.闻过则喜 3.钟不敲不响

4.忠言逆耳利于行

九、1.春潮是你的丰采 惊涛是你的气概 甘甜的乳

汁 健美的臂膀 你是无穷的源泉 你有母亲的

情怀 2.徐徐地远离 收敛了光芒 温和起来

光焰柔和 边缘 比喻 夕阳 大红灯笼 3.至

仁至义 博学多才 循循善诱 善于观察 斯帕

拉捷 4.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5.略

十、(一)1.凝结 回忆 教训 制造 2.指黑发。
做事认真细致,一点也不马虎。 3.是您,引领我

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是您,和我们一起参

加“雏鹰假日小队”活动;是您,为了指导我们科技

小组搞小发明,利用星期天跑图书馆,查阅资

料…… 造句略 4.省略了老师做的其他事情。
读写略。 5.略

(二)1.嗷嗷待哺 奄奄一息 生生不息 娓娓动

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朱熹写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你们想,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流来,汇成大河,昼
夜不停,直奔大海,怎叫人不感慨呢? 假如水没有

源头,在七八月间雨水众多时,大小沟渠满了;但
是当大雨过后,不是很快就又干枯了吗?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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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流来,汇成大河,昼夜不停,
直奔大海,叫人感慨。 或者 假如水没有源头,
在七八月间雨水众多时,大小沟渠满了;但是当大

雨过后,很快就又干枯了。 4.(2)农民持之以

恒,挖出深井。 (3)五谷持之以恒,长出好品种。
5.再拿农民来说吧,挖井必须见到泉水,才能使井

水源源不竭。如果挖井挖到六七丈深,还没见到

泉水就不继续往下挖了,那就是口废井。
十一、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一)
一、1.A 2.C 3.B 4.C 5.C 6.B 7.C
8.D 9.B 10.C

二、1.读好书:读对自己有益的书。 好读书:指非常

喜欢读书,喜欢学习和接受新知识。读书好:指读

书能学习到文化知识,所以多读书是有好处的。
2.(1)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A.天气预报

广告
(2)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B.义务献血

公益广告
(3)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C.频道广告

3.(1)柳树别害怕,只要牢牢抓住泥土,你会战胜

台风的 (2)青春 追求 睿智 成熟 4.内在

美不如外在美重要。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三、明 吴承恩 西游记 略 腾云驾雾 千变万化

除恶务尽 《三国演义》 《红楼梦》 《水浒传》
四、1.明媚 敏锐 粗糙 迷人 2.心情变化:心便

一沉、火气、松口气、慎重。我明白了儿女为父母

的付出也是应该的。 3.这眼光里包含了对“我”
孝顺的敬意和对“我”母亲幸福晚年的羡慕之情。
4.儿女能多为父母做点事情,多分担点 为自己

多年没能懂母亲的心愿而愧疚 5.“每一位”不能

删去。因为“我”的行为是全天下母亲共同的心

愿,也是想让自己儿女做的一件事。
五、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二)
一、略

二、1.9 横折钩 ⑤ ④ ① 2.晴朗 亲切 开

朗 清新 精细 优雅 3.C 4.(1)道 (2)介
绍 (3)表达 5.①西出阳关无故人 ②莫愁前

路无知己 ③白首方悔读书迟 ④潭面无风镜未

磨 ⑤潋滟晴方好 空蒙雨亦奇 ⑥绝知此事要

躬行 (1)元二 董大 (2)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

伤悲 (3)洞庭湖 西湖 (4)从书本上得到的知

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亲自

实践 6.(1)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见贤思齐也,见不

贤而自省也 (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7.(1)略
(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8.B

三、1.A F H K 杜甫 江畔独步寻花 2.E
D J B 苏 轼 题 西 林 壁 3.L C I G
崔颢 黄鹤楼

四、(一)1.融化 温暖 2.太阳 花草 泥土 燕

子 沙滩 鸳鸯 3.描绘了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的春天。 4.略
(二)1.兴奋不已 2.③ ④ 3.困难 挫折 
失败 4.我们不必去埋怨生活中有许多的挫折,
这些困难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反而更有助于

我们走向成功。
五、略

期末模拟冲刺卷(强化卷三)
一、1.(1)衔接 瞪 呆 (2)娴熟 (3)贤明 (4)嫌

弃 2.祖逖 蔺相如 赵括 项羽 勾践 曹操

文同 岳飞 王羲之 曹植 诸葛亮 赵高

3.百年树人 暗箭难防 万夫莫开 黄雀在后

智者见智 溃于蚁穴 必有一失 只欠东风 死

而后已 4.手舞足蹈 情同手足 妙手回春 心

灵手巧 爱不释手 眼疾手快 5.D 6.(1)兴致

勃勃 (2)夜以继日 (3)如饥似渴 (4)色彩斑

斓 (5)兢兢业业 (6)不屈不挠 7.(1)学海无

涯苦作舟 (2)秋水共长天一色 (3)西湖歌舞几

时休 (4)白铁无辜铸佞臣 (5)墙上芦苇 山间

竹笋

二、(一)1.tiáo diào 调动 调遣 2.油炸方便面

含油 量 高,非 油 炸 方 便 面 含 油 量 相 对 较 低。
3.“相对”一词不能删去。因为是和油炸方便面相

比含油量低,但是和其他食物相比,含油量还是高

的。 4.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好处是对油炸方便

面含油量的说明具体化。 5.方便面含油量高,
不宜常食用。
(二)1.回味 把玩 放纵 漂亮 2.放大镜
“不求人” 相册 小皮靴 3.妈妈是在回忆往

事,印证小皮靴是不是多年以前见到的那一双;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爷爷会保存着小皮靴,希望

能在小皮靴上找到线索。 4.这双新皮鞋体现的

是爷爷对“我”的爱。 5.我流泪表达了“我”对爷

爷的无限怀念以及深感愧疚与自责的感情。
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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