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文
渊2016冤

二年级上册
部分参考答案

年

新课标

部分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识字员
一尧金秋时节 春华秋实 春种秋收 金色 山谷 瓜果 中华
三尧景色宜人 山河壮美 天高云淡 秋收冬藏 五尧2.渊2冤姨
员援 秋天的图画
一尧山野 波浪 苹果 美丽 二尧波浪 灯 苹 四尧电灯 灯火 写字 字母
圆援 黄山奇石
二尧闻名中外 景色秀丽 一动不动 金光闪闪 四尧它 实 洗 沙 扫 找
猿援 植物妈妈有办法
一尧已经 告别 如果 山洼 知识 劳动 出发 好多
二尧娃娃 山洼 知识 只有 它们 大家
三尧花花绿绿 进进出出 高高兴兴 大大小小 说说笑笑 快快乐乐
源援 古诗两首
一尧机 机会 林 树林
识 认识 说 说话 诗 古诗
到 到处 刚 刚才 别 别人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f佶n倮 x侏n倮 q侏n q侏n
二尧美丽 枫林 波浪 如果 壮美 尤其 首先 劳动
四尧波 波浪 它 它们 桃 桃花
河 山河 安 安心 林 树林
海 大海 家 家里 桥 小桥
五尧橙黄橘绿 春华秋实 四海为家 金秋时节
七尧员援片片绿叶 棵棵大树 一把把绿伞 3.渊1冤秋天 渊2冤香甜 春天

第二单元
识字圆
一尧京戏 钢琴 书法 花草
二尧唱京戏 学电脑 观天气 栽花草 做航模 养金鱼
五尧1.老师在弹钢琴遥 2.爸爸养了许多金鱼遥 3.我们一起观看京戏遥
缘援 一株紫丁香
一尧休息 小院 甜美 唱歌 您好 伸手 牵动 除法
远援 我选我
一尧宁波 亲切 教室 班会 学校 一样 青草 响起

2

部分参考答案
三尧1.好朋友 2.自己 四尧1.大声 2.认真 五尧员援贪心尧欣赏渊观看冤 圆援人们需要我袁这是我的心愿遥
苑援 一分钟
二尧听 唱 响 呀 送 过 选 进 样 校 树 枫 宁 室 它 空渊组词略冤
三尧1.红着脸袁低着头 2.打了个哈欠
愿援 难忘的一天
一尧仔细 外面 礼节 身体 加班 三尧2 1 4 3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x侃n倮 b佶i d俦 h伲o 三尧教室 仔细 歌唱 观看 香甜 青草 哈欠 牵挂
四尧门 5曰 纟 5曰 宀 6 渊组词略冤 六尧1.弹钢琴 2.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3.仔细
七尧1.我们的笑脸就像花儿遥 2.大家都在想袁选谁呢钥

第三单元
识字猿
一尧民族 夕阳 山川 中华 长江 黄河 上台 美丽
三尧上台 电台 人民 民族 中华 华山 山川 四川
四尧员援都爱 圆援壮丽
怨援 欢 庆
一尧旗帜 祖国 洁白 乐曲 欢笑 一亿 火红 枫林
二尧乐曲 歌曲 果实 果树 欢庆 欢乐 美好 美丽
三尧金黄 火红 洁白 欢乐
员园援 北 京
二尧城市 中央 旁边 国家 花坛
三尧大大小小 前前后后 花花绿绿 高高兴兴
五尧1.首都 2.中央 美丽 3.立交桥 来来往往
员员援 我们成功了
一尧 拥抱 泪水 互相 飞扬 海洋 北京 申请 欢乐
三尧扬起 飞扬 海洋 洋娃娃 泪水 泪花 互相 互动
四尧1.2001 年 7 月 13 日 2008 年 2.如海 歌如
员圆援 看 雪
二尧ji伲n倮 y侏n zh佾 ch俨 五尧雪花 地上 树上 一片洁白 高兴了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山川 神州 民族 欢庆 旗帜 城市 拥抱 有名
三尧小 后 晚 地
五尧尽情流淌 高高飘扬 风景优美 不约而同 名胜古迹 绿树成阴
七尧1.田野 高山 绿水 2.一座连着一座袁有许许多多 3.望不到边 望不到顶 望不到岸

第四单元
识字源
四尧拔苗助长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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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猿援 坐井观天
一尧相信 回答 抬头 错了 坐井观天 无边无际
三尧相信 书信 井沿 边沿 抬头 抬起 无边无际 国际
四尧1.n伲 圆援n倩
员源援 我要的是葫芦
三尧1.你快治一治吧袁叶子上生了蚜虫浴 2.一个一个小葫芦都落了遥
员缘援 小柳树和小枣树
三尧又大又红 又高又大 又香又甜
绿油油
亮晶晶
兴冲冲
弯弯曲曲 大大小小 来来往往
员6援 风娃娃
一尧转动 转变 歌曲 弯曲 兴起 高兴
二尧号子 表示 汗水 伤心 吸收 帮助 飞快 空中
三 1.飞快 2.有力气就行 3.伤心 4.他有时候影响了别人
员苑援 酸的和甜的
一尧猴 狐 狸 抬 拔 扬 诉 讲 记渊组词略冤
二尧甜甜 高高 可爱 聪明 无边无际 伤心
三尧1.小兔子连忙说葡萄是酸的遥
2.小猴子大口大口地吃起了葡萄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二尧兔子 告诉 表示 伤心 自言自语 无边无际 坐井观天
三尧大口大口 亲切 用力 小树 叶子 花儿 走 笑 说
五尧2 1 4 3 六尧2.鳞片 3.同伴们不听劝告袁都被穿山甲吃了遥

第五单元
识字5
四尧一根 容易 一把 一花独放 百花齐放
员愿援 称 赞
一尧傍晚 椅子 但是 自信 仔细 能干 消除 收下
二尧走了走 唱了唱 吃了吃 一天比一天冷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甜
员怨援 蓝色的树叶
一尧美术 风景 桌子 树叶 上课 铅笔 用心 拿起 三尧还 吐 坏
圆园援 纸船和风筝
二尧1.漂 2.挂 3.美丽 三尧说呀说 走呀走 拉呀拉 一片片 一曲曲 一件件
四尧1.好朋友 2.非常难受 3.又成了好朋友
五尧1.小猴 小蜜蜂 小白兔 小牛 百灵鸟 黄鹂 2.B
圆员援 从现在开始
三尧飞来飞去 开来开去 生气极了 难过极了 轻轻地说 神气地说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现在 幸福 清水 容易 桌子 风景 铅笔 傍晚
三尧1.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遥 2.小熊就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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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1.李丽看了看林园园袁没有接她的绿铅笔遥
六尧4 2 3 1 七尧1.左 右

2.小猴子来到山上袁摘了几个桃子遥

第六单元
识字远
二尧奉渊f侉n倮冤 贫渊p侏n冤 富渊f俅冤 服渊f俨冤 饱渊b伲o冤 报渊b伽o冤 永渊y侬n倮冤 拥渊y侪n倮冤
四尧1.真情 助人为乐 2.人间永远是春天
圆圆援 窗前的气球
二尧1.科利亚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遥
2.红气球开始一上一下地动起来遥
3.科利亚高兴
地笑了遥
四尧2.大家排好队袁一个接一个地过桥 3.排好队过桥
圆猿援 假 如
三尧1.能在冬天里快活地成长 2.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 3.能和我们一起游戏尧奔跑
圆源援 日记两则
一尧妹妹 姑娘 读书 粉红 昨天 花边 书包 帮助
三尧分开 一份 粉红 青草 晴天 清水 古代 故事 姑娘 包子 抱着 吃饱
圆缘援 古诗两首
四尧什么地方 没什么变化 送 听见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温暖 贫富 永远 病床 乘客 开始 操场 读书
二尧h伽o hu佗n d侪u
五尧1.妈妈下班了袁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遥
2.我们在操场上奔跑袁在草地上游戏遥
七尧1.ti佗o 2.小蚂蚱 美丽的小伞 蓝蜻蜓

第七单元
识字苑
三尧1.好朋友

2.家 3.保护动物
圆远援 野红领巾冶真好
一尧羽毛 活跃 机灵 清晨 捉住 树苗 保护 红领巾
五尧员援渊员冤高兴 渊圆冤寒冷 猿援渊员冤苑曰源尧缘尧远尧苑 渊圆冤梧桐 银杏 香樟
圆苑援 清澈的湖水
二尧眼睛 晴天 船长 铅笔 扔掉 极点 船夫 失去
三尧长长的波纹 美丽的风景 雪白的浪花 清清的湖水 香甜的面包 明亮的眼睛
六尧2 4 1 3
圆愿援 浅水洼里的小鱼
一尧在乎 不久 捡起 弯腰 被子 沙粒 成百上千 浅水洼
二尧海边 浅水洼 许多小鱼 捡起小鱼 扔回大海
五尧员援采 使 圆援美丽尧慢慢 源援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
圆怨援 父亲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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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走了又走 玩了又玩 看了又看 听了又听
三尧1.从一片树林边走过 2.听到一声鸟叫 3.快活的时刻
四尧傍晚 重 回来 淡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二尧上车 车位 庆祝 祝福 活动 动物 物产

第八单元
识字愿
二尧迟 还 远 船 舰 航 姑 娘 始 渊组词略冤
猿园援 我是什么
二尧m侔 sh伽i p侉n倮 b佗o
三尧1.汽 极小极小 野云冶 2.冷风 野雨冶 3.打下来 4.小花朵 野雪冶
四尧3 2 1 5 4
猿员援 回声
一尧岸上 桥洞 波纹 倒影 周围 圆月 欢快 回声
二尧片 只 个 粒 圈 阵
猿圆援 太空生活趣事多
三.1.姨 3. 姨
猿猿援 活化石
一尧历史 化石 植物 克服 消灭 代表 祖先 子孙
三尧一种古生物遥
非常爱吃竹子的遥
五尧1.银杏树一片片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遥
2.中华鲟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遥
六尧员援莲花蕨 河狸 圆援渊员冤姨
猿源援 农业的变化真大
一尧科技 纺织 工厂 生产 农业 六尧3 2 1 5 4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二尧披 波 被 清 睛 情 抱 饱 泡渊组词略冤
三尧温和 保护 白 快
五尧1.小青蛙被青蛙妈妈带到岸上遥
2.各种养分被科技人员溶解在水里遥
六尧1.它们会飞 它们生活在水中 它们只吃树叶和草类 它们专门捕食别的动物
2.渊3冤姨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f侉n j佻n倮 ch佗o zh侔n倮
二尧春华秋实 无边无际 自言自语 美丽 劳动 唱歌 傍晚 乘客
四尧丑 饱 傍晚 破坏 返回 笔直
五 1.小猴子大口大口地吃起了葡萄遥 2.气球一上一下地动起来遥
七尧5 1 3 2 4
八尧1.闻名中外 密密麻麻 一群一群 白玉色
3.青海湖西部一个叫野海西皮冶的小岛遥
4.鸟是人类的好朋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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