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文

部分参考答案

三 年 级 上 册

渊2016冤



新 课 标
年

部分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1. 我们的民族小学

一尧蝴蝶尧孔雀尧阿昌族尧凤尾竹 二尧敬爱的老师尧粗壮的枝干尧鲜艳的服装尧古老的铜钟

三尧略 四尧1.不摇了尧不叫了尧停在花朵上 2.略 3.略

2. 金色的草地

一尧z尧c尧s院粗尧草曰zh尧ch尧sh尧r院装尧绒尧掌尧察 二尧张开尧常常尧快乐尧盛开 三尧略

四尧1.时间院渊起得冤很早尧中午尧傍晚曰颜色院金色尧绿色曰画横线的句子院原来袁蒲公英的花就像

我们的手掌袁可以张开尧合上遥 花朵张开时袁它是金色的袁草地也是金色的曰花朵合拢时袁金色

的花瓣被包住袁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遥 2.略

3. 爬天都峰

一尧奋力爬尧咱们尧峰顶尧勇气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1.院 袁 袁 浴 钥 袁 袁 袁 浴 2.似 s佻渊似乎冤 sh佻渊似的冤 假 ji伲渊假如冤 ji伽渊请

假冤 发 f佟渊发现冤 f伽渊头发冤 3.天都峰又高又陡袁叫人发颤袁我担心爬不上去遥

4*. 槐乡的孩子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员. 扑尧斗尧捉尧放尧拉 2.略 3.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跳舞尧粗壮尧观察尧绒毛尧钓鱼尧似乎尧勇气尧蝴蝶尧一本正经尧白发苍苍 二尧耍渊玩耍冤

要渊需要冤 瓣渊花瓣冤 辫渊辫子冤 些渊一些冤 此渊从此冤 假 ji伲渊假如冤 ji伽渊请假冤

晃 hu伲n倮渊明晃晃冤 hu伽n倮渊晃动冤 朝 ch佗o渊汉朝冤 zh佟o渊朝霞冤 三尧1.居然 2.当然 3.

果然 四尧略 五尧1.穿戴尧语言渊后面部分略冤 2.鼓励尧你们这一老一小尧意思尧力量 六尧员援

爬起尧知难而退 圆援不气馁院勇敢攀登袁知难而进袁几次跌倒袁几次爬起遥知难而退院刚登几步袁

感到山陡难登袁就退了下来遥 猿援略 七尧略

第二单元

5. 灰雀

一尧郊外渊ji佟o w伽i冤尧散步渊s伽n b俅冤尧胸脯渊xi侪n倮 p俨冤尧或者渊hu侔 zh侑冤尧诚实渊ch佴n倮 sh侏冤 二尧惹

人喜爱尧欢蹦乱跳尧自言自语尧千言万语渊胡言乱语冤 三尧略

四尧1.每次尧都要尧经常 2.歌声动听 3.略

6. 小摄影师

一尧略 二尧架尧家尧辆尧张渊叠冤尧个渊位冤尧个渊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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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三尧员援 袁 院野 遥 冶 2. 野 遥 冶 袁 袁 野 浴 冶 3. 野 钥 冶 遥

四尧1.马克西姆窑高尔基尧哭起来 2.略

7. 奇怪的大石头

一尧大坑渊d伽 k佶n倮冤尧秦岭渊q侏n l佾n倮冤尧震惊渊zh侉n j侃n倮冤 二尧年纪尧记号尧胶布尧郊外尧震惊尧

早晨 三尧轻轻尧慢慢尧静静噎噎白茫茫尧绿油油尧红通通噎噎整整齐齐尧开开心心尧高高兴兴

噎噎 四尧1.略 2.他的身影被大石头遮得严严实实的袁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袁也找不到

他遥 3.这么重的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袁力量能不大吗钥 渊难道会小吗钥 冤

五尧1.略 2.渊1冤这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呢钥 为什么苹果只向地上落袁而不是向天上飞袁也

不向左右抛落呢钥 认真思考袁专心研究遥 地球有吸引力遥 渊2冤略

愿*. 我不能失信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院野 遥 冶 野 袁 浴 冶 野 遥 冶 袁野 遥 冶 2.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摄影尧鞠躬尧秦岭尧明媚尧婉转尧胸脯 二尧旅行尧震惊尧散步尧准备尧胶卷尧遗迹尧著名尧杂志

三尧消灭尧悄悄尧蜜蜂尧山峰尧城市尧诚实 四尧略 五尧员援灰雀被小男孩捉走了袁后来袁它又被放

回到白桦树上遥 圆援小男孩把照相机的胶卷遗忘在家里袁他不能给高尔基拍照了遥 猿援可是袁

我并没有忘记与小珍的约定袁我怎么能失信呢钥 六尧1.高大尧粉红的尧深红的尧来回跳动尧歌

唱尧惹人喜爱 2.善解人意渊尊重男孩尧爱护动物冤曰关心儿童渊和蔼可亲冤曰勤于思考渊善于动

脑尧执著追求冤曰诚实守信渊履行诺言冤噎噎 3.渊1冤世上无难事 渊2冤人类进步的阶梯 渊3冤略

七尧1.渊1冤B 渊2冤A 2.渊1冤屏息敛气 渊2冤如梦初醒 渊3冤如释重负 3.略 4.略 八尧略

第三单元

9. 古诗两首

一尧c俅尧f佴n倮尧ch佟尧bi伽n 二尧异尧异乡曰梧尧梧桐渊叶冤曰逢尧每逢曰遥尧遥远 三尧知道有儿童在拨

弄蟋蟀袁因为夜深了袁篱笆那边还亮着灯遥 在遥远的地方袁兄弟们一定登上了最高处袁他们都

插上了茱萸袁只是少了我一个人遥 四尧略 五尧1.j佻 li佗o尧b佻 xi佟o 2.渊圆冤

10. 风筝

一尧希望尧拼命尧奔跑尧千呼万唤 二尧迎尧脱尧念尧拍曰目光尧品质尧长城尧教室 三尧大 失曰目

口曰心 肉曰心 怒曰眉 色曰胆 心曰火 三曰垂 丧曰欣 若 四尧大惊失色尧千呼万唤尧垂头丧气

五尧1.向往 2.略 3.快活

11. 秋天的雨

一尧m侔尧sh佟n尧d伽n倮尧m佼尧sh伽n尧d佟n倮 二尧场尧把尧枚尧扇尧曲尧盒 三尧邮尧油尧油尧邮曰杨尧扬尧扬尧

扬曰朗尧朗尧粮尧粮 四尧略 五尧1.蝴蝶 圆援手掌 猿援地毯 源援细线

六尧1.土黄色尧红色尧橙色尧白色曰葡萄紫尧梨黄尧茄子紫尧墨黑 2.五颜六色尧万紫千红尧五光十

色曰闷热尧寒冷 3.一个个小葫芦尧一只只小灯笼

12*. 听听袁秋的声音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略 2.校门口的花坛尧办公楼前尧办公室 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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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前鼻音院紧尧拼尧奔曰后鼻音院逢尧命尧坊院平舌音院促尧丧尧村曰翘舌音院插尧匙尧趁

二尧

三尧杏黄尧鹅黄尧橙黄渊土黄冤曰粉红尧橘红尧桃红渊玫瑰红冤曰宝蓝尧碧蓝尧蔚蓝渊湛蓝冤曰翠绿尧碧

绿尧墨绿渊草绿冤曰 四尧亲密 亲热 亲切 寂静 安静 五尧略 六尧略 七尧略

第四单元

13. 花钟

一尧苏醒尧昆虫尧播种尧适应尧内外尧娇嫩 二尧1.适应 2.适宜 三尧略 四尧划去鲜花尧打排球

五尧1.略 2.要是我们留心观察袁就会发现袁一天之内袁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遥

14. 蜜蜂

一尧用尽曰闷热曰烦闷曰几份曰几乎 二尧略 三尧1.于 2.淤 3.榆 4.盂 四尧我想袁它们飞得这么

低袁就不能看到遥远的家遥

五尧1. 肢 qu佗n 保护 b佶i 2. 尖尖的 很小 非常锋利 特别长 很短 锐利 有力

像钢针一样的硬刺 3.保护自己尧搬东西

15. 玩出了名堂

一尧yu侉-阅尧b伽i-拜尧j佻n倮-镜尧k佟n
·
看守尧m佼

·
磨起尧ti佗o

·
调节 二尧略 三尧列文虎克把一片放大

镜固定了遥一片放大镜被列文虎克固定了遥 四尧1.院野 袁 袁 浴 冶 院野 遥 冶 遥 2.渊1冤

一本正经 渊2冤聚精会神 3.略

16*. 找骆驼

一尧在生活中袁我要用心观察袁认真思考遥 二尧只渊匹冤尧位尧颗尧袋尧串尧条 三尧略

四尧渊1冤谜底是渊人冤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略 二尧美丽尧持久尧传播尧把握 三尧潮湿要要要干燥曰危险要要要安全曰简单要要要复杂

四要六尧略 七尧1.总是尧特点 2.纵要要要横尧内要要要外尧新要要要旧 3.渊1冤2尧法网尧八卦阵尧蚊子

渊2冤略 渊3冤略

八尧略

第五单元

17. 孔子拜师

一尧闻名尧空闲尧闪电尧纳闷尧悠闲尧新闻尧闪亮尧闷热 二尧传授尧远近闻名尧风尘仆仆尧学无止境

1.拜见 2.拜访 三尧三人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学而时习之袁不亦说乎钥 己所不欲袁勿施于

人遥 敏而好学袁不耻下问遥

精心地 寻找

拼命地 准备

仔细地 交谈

热烈地 奔跑

彩旗 转动

车轮 翻动

河水 飘动

心潮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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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1.相距上千里尧风餐露宿尧日夜兼程渊后面略冤 2.略

18. 盘古开天地

一尧液尧滋润尧河尧江尧湖尧海曰肢尧肌肤尧背尧腰尧腿尧脚 二尧重尧浊尧下降尧黑暗 三尧气息尧声音尧

双眼渊后面略冤 四尧1.无情的巨浪卷进了海里尧发鸠山尧东海尧填海的工作 2.无声无息尧无边

无际 3.略

19. 赵州桥

一尧q佻尧zh佻尧di佟o尧h佴n倮尧ji俅 二尧设计尧雄伟尧创举尧图案尧遥望 三尧丝瓜尧黄瓜尧前爪尧张牙舞

爪尧石栏尧栏杆尧拦住尧拦路 四尧员.如果噎噎就噎噎 2.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猿.不但噎噎而

且噎噎 五尧1.精美尧美丽尧回首遥望尧游动 2.赵州桥桥面两侧的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

案遥 3.略

20*.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一尧渊一冤清明上河图尧北宋尧张择端尧八百多年尧热闹尧五百多尧八百年以前尧普通百姓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相距尧纳闷尧宇宙尧滋润尧奔流不息 二尧l俨n尧ch佴n倮尧zu侪尧l俅n尧sh侉n倮尧zu侔 三尧远近闻名尧黑

白相间尧轻重倒置尧舍近求远尧头重脚轻尧积少成多尧异口同声尧左邻右舍尧里应外合 反义词尧

七上八下尧大惊小怪尧死去活来尧坐立不安 四尧啪啪尧笃笃尧充满生机尧美丽 五尧1.不知为不

知 2.止境 3.雄伟尧坚固尧美丽尧历史遗产 4.略 5.略 六尧1.数量多尧大小不一尧形态各异

2.要不仔细数袁怎么能数得清呢钥 要不仔细数袁真是怎么也数不清啊浴 3.形态部分院有的蹲

坐在石柱上袁有的低着头袁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袁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袁

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袁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遥 联想部分院好像朝着远方长吼袁好像

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袁好像正在熟睡袁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遥 4.略 5.略

第六单元

21. 古诗两首

一尧中断尧楚江尧孤单尧帆船 二尧眼睛尧风帆尧化妆尧孤独尧饮料尧断开 三尧1.B 2.C

四尧1.唐尧李白尧天门山尧楚江尧孤帆尧红日 2.宋尧苏轼尧西湖尧美女西施尧西子 五尧略

22. 富饶的西沙群岛

一尧r佗o尧y俪尧y俨尧lu伲n尧q侃尧f侉n 二尧蓝尧蓝天曰拣尧挑拣曰披尧披挂曰状尧形状 三尧五尧十曰千尧百曰

四尧八曰一尧二曰三尧二曰七尧八 四尧栖息尧休息尧庞大尧巨大

五尧1.披甲尧威武 2.白花花尧红通通尧绿油油曰无边无际尧一心一意尧自言自语 3.3尧珊瑚尧海

参尧大龙虾 4.略

23. 美丽的小兴安岭

一尧略 二尧月亮尧亮光尧光线曰出来尧来去尧去路尧路边噎噎 三尧1.一座美丽 一座巨大 圆.小

兴安岭风景优美尧小兴安岭物产丰富 四尧1.略 2.有丰富的物产尧甜甜的山果尧诱人的山柿

子 3.百灵鸟在枝头歌唱尧花儿在路边招手尧小草在田野里舞蹈尧鱼儿在池塘里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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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野东方之珠冶

一尧应有尽有尧答应尧一应俱全 二尧满目尧无比尧口福尧夺目尧奔流尧物美尧举世尧五洲 员.琳琅满

目 2.五洲四海 三尧远尧圆尧5尧美食尧海洋公园尧夜景 四尧1.浪平沙细尧阳光和煦的浅水湾袁是旅

游度假的好地方遥 香港的海洋公园举世闻名遥 铜锣湾是全港三大闹市之一遥 2. 浅水

湾尧海洋公园尧铜锣湾遥 3.略 4.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威武尧杏黄尧成群结队尧茂密尧抽出尧密密层层尧风景优美尧物产丰富 二尧sh侉尧c佟n尧zh侪n倮尧

sh侑尧sh佶n尧zh侔n倮 三尧1.渊2冤尧渊1冤尧渊3冤 2.渊3冤尧渊2冤尧渊1冤 四尧1.下有苏杭 2.明月松间照 3.

孤帆一片日边来 五尧1.五颜六色的焰火 2.绿色的海洋 3.一只只彩蝶 4.略 六尧1.暖

和要要要温暖 2.打碎要要要打破 3.飞奔要要要飞翔 4.精彩要要要精致

七尧1.

2.点点尧沙沙尧朵朵尧习习 猿.略 4.海南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袁风景优美 五指山尧万泉河尧

天涯海角尧牙龙湾海滩 八尧略

第七单元

25. 矛和盾的集合

一尧固然尧乌龟尧招架尧大显神威尧合二为一 二尧功劳尧进攻尧攻击尧集合尧班级尧集体尧站立尧战

争尧车站 三尧安全尧紧张尧长处尧攻击 四尧盾的自卫尧矛的进攻曰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

身袁谁就会是胜利者 五尧1.周游院到各地游历遥 良机院好机会遥 2.如果噎噎就噎噎 不但

噎噎而且噎噎 3.因为鱼印在大海中乘野船冶周游袁不但省力气袁而且还靠着船只和鲨鱼等大

型海洋动物的威力免受敌害攻击袁所以是一举两得的美事遥

26. 科利亚的木匣

一尧阝尧阶尧阶梯曰亻尧价尧价格曰扌尧据尧据说曰钅尧锯尧手锯曰革尧鞋尧鞋子曰扌尧挂尧披挂

二尧sh俅尧ch佗o尧sh俪尧zh侬n倮尧xi佗 三尧平常尧正常尧经常曰仍然尧果然尧居然

四尧1.院野 袁 袁 钥 遥 冶 2.渊员冤 3.科利亚埋木匣时从家门口向前走了十步袁现在时间过去

了四年袁他的步子比那时大了一倍袁可他挖时还是从家门口向前走了十步袁走过的距离比原

来的多袁所以挖不到了遥

27. 陶罐和铁罐

一尧谦虚 恼怒 骄傲 朴素 荒凉 价值 二尧1.嘲笑 2.惊奇 3.虚心 三尧开心院淤盂

虞余 愤怒院于舆俞輥輰訛 害怕院榆愚逾輥輯訛 四尧1.野 浴 冶袁 野 袁 袁 袁 遥 冶 2.略 3.能

盛东西 易打碎曰能盛东西且坚硬 容易生锈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袁要善于看到别人的

长处袁相互尊重袁和睦相处遥

28*. 狮子和鹿

一尧个尧面尧阵尧条尧头尧只 二尧甩尧摆尧奔 三尧叶伊索寓言曳尧叶甜的和酸的曳尧叶乌鸦喝水曳

风景 宜人

农田 优美

气候 肥沃

郁郁葱葱的 河水

一望无际的 林木

滔滔奔流的 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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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四尧1.晒尧啄 2.同归于尽院一同死亡或毁灭遥轻易院简单容易遥 3.慢慢地走尧轻轻地说尧静静

地看曰短短的尾巴尧红红的眼睛尧浓浓的眉毛 4.略 5.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一尧ch侏尧s俅尧ju佴尧t伲n尧j俅尧ch俪 二尧兴奋尧高兴尧测量尧力量 三尧1.始于足下 2.耳听为虚 3.更

进一步 4.人无完人 四尧竿尧第尧笔尧笨曰打尧把尧扫尧找曰说尧话尧谈尧让噎噎

五尧1.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袁谁就会是胜利者遥 2.周围的一切不是都在变化吗钥

3.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袁山清水秀遥 六尧1.科利亚的宝贝被法西斯挖走了遥 2.鹿把凶猛的

狮子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遥 3.略 4.略 七尧1.狐狸尧做了一只假虎来吓唬它尧狐狸尧野猪尧花

斑蛟尧抬出假虎来吓唬花斑蛟尧成了蛟的美餐渊后面略冤 2.瑟瑟发抖院身体颤抖遥 知情人院知

道事情真相的人遥 3.既然用假虎就能捉到野兽袁那我就用不着干活了遥 八尧略

第八单元

29. 掌声

一尧愿意尧姿势尧普通尧鼓励 二尧略 三尧1.略 2.Z 马 14 渊圆冤 3.忧郁尧犹豫尧热烈尧热情

4.很自卑袁犹豫尧慢吞吞尧红红 5.略

30. 一次成功的实验

一尧铅锤尧堵住尧危险尧获得 二要四尧略

31. 给予树

一尧宽裕尧盼望尧给予尧体贴 二尧积尧快乐尧希望尧立即渊马上冤 三尧1.手足无措院不知道该怎么

办才好遥少顷院一会儿遥 2.女孩尧护士尧妈妈尧女孩十分需要妈妈的爱尧女孩在野妈妈冶的抚慰

下内心平静下来袁身体情况有好转尧母爱可以拯救一切

32*. 好汉查理

一尧依依不舍尧滔滔不绝尧源源不断 二尧略 三尧爱搞恶作剧尧喜欢他尧理解和尊重尧改变了爱

搞恶作剧的缺点尧夸奖他 四尧1.冷清尧悲伤尧弱小尧热情 2.这个人被 12岁的韦利用尽全身

的力气袁一点点地从地上拖行了 200米遥 3要5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姿势尧情绪尧危险尧普通尧鼓励尧思索尧给予尧糖果尧宽裕尧仁爱 二尧略 三尧1.兴高采烈 2.盼

望 3.不假思索噎噎 四尧略 五尧1.不成器尧不知义 2.它使我明白袁同学们并没有袁极大的

鼓励袁微笑着面对生活 3.送给我们棒棒糖尧善良尧仁爱尧体贴尧如愿以偿的笑脸 六尧1.野 袁

! 冶 遥 院野 袁 浴 冶 2.郑尧邓尧那曰欢尧吹尧次渊如果填野车冶字旁的字也对冤 3.默默地 4.略

七尧略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穿戴尧或者尧遗迹尧创造尧欣赏尧荒凉尧提醒尧遥望 二尧推测尧侧面尧传播尧菠萝尧传授尧受不

了尧试验尧视线 三尧引人注目渊引人入胜冤尧白发苍苍尧不可思议尧风尘仆仆尧千方百计尧千军万

马渊千山万水冤 四尧1.我这样做是对的遥 渊我这样做不会错冤 2.略 五尧1.假如 2.证明 3.

谦虚 六尧1.渊1冤山色空蒙雨亦奇 渊2冤金无足赤 渊3冤九月柿子红似火 2.从梦中醒来尧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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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年

九点左右含笑一现 3.略 七尧渊一冤1.略 2.略 3.宰尧止 渊猿冤 4.海底有各种各样的珊瑚袁有

懒洋洋蠕动的海参袁还有威武的大龙虾遥 渊海底有珊瑚袁有海参袁还有大龙虾遥 冤渊海底有美丽

的珊瑚袁到处都有海参袁还有威武的大龙虾遥 冤 5.略 渊二冤1.略 2.略 3.第 3自然段曰第 8

自然段遥 4.共有 8个自然段 我看到一本书袁里面有许多画袁有一幅画上画着北冰洋的雪

景遥 文中的野我冶是个爱看书袁想象力丰富的孩子遥 5.略 八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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