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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汉语拼音部分

员 山中访友

一尧员援澡侉 圆援早怎佟灶 xu侉 扎澡怎伲灶 3.l侉 四尧员援幽径 圆援德高望重 猿援津津乐道 源援波光明灭 六尧课文

内容填空略遥 排比 味 视 听 野我冶与大自然的深厚情谊 落红不是无情物袁化作春泥

更护花 七尧圆援这山中的一切袁都是我的朋友遥 猿援表示作者见闻的词句院清凉的山泉曰汩汩的溪

流曰飞流的瀑布曰陡峭的悬崖曰悠悠的白云曰淘气的云雀遥表示作者联想的词句院你捧出噎噎重

新梳妆吗钥你吟诵噎噎与你唱和吗钥你天生噎噎多么有气势遥深深的噎噎智慧遥我猜噎噎好

风景遥 源要远略遥

圆觹 山雨

一尧糟澡怎佗灶 赠俅灶 澡怎伽灶 扎伽燥 则俅灶 贼侏 三尧员援岩石变成了琴键遥 圆援雨丝是手指遥 四尧员援山雨 弱

强 远 近 圆援琴键 手指 小曲 音韵 六尧员援春雨 圆援聚成 散发 伸出 伸展 3.莫院野难以冶或野不

能冶 贵院价值大 源援略 缘援湖面上 屋檐下 树丛里 花朵上 远援略

猿 草虫的村落

一尧静谧 俏丽 烘烤 演奏 勤勉 小巷 庞然大物 五尧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袁使语言更加形

象袁生动遥 七尧员援画第一句遥 圆援草虫 猿援勤勉

源觹 索溪峪的野野冶

二尧员援绵亘蜿蜒 圆援随心所欲 猿援年过花甲 源援婷婷玉立 五尧圆援概括 具体 惊险 磅礴 随

心所欲袁不拘一格 源援排比 比喻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陡峭 吟诵 奥秘 蕴含 静谧 烘烤 音韵 勤勉 二尧1.淤榆盂于 2.于淤盂 3.盂淤榆榆

于 五尧员援精美 粗糙 圆援暂时 长久 九尧猿援人与山的关系日益密切袁使我们感到亲切尧舒服遥

源援林海为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袁人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利用林海袁保护林海遥

缘 詹天佑

二尧帝国主义 缺少建设铁路人才 苛刻 铁路修筑权 我国的北部 六尧员援围绕第一句来

写遥 圆援体会到詹天佑不怕困难袁为国争光的决心遥 猿援工作认真一丝不苟 七尧要点院热爱祖

国袁为中国争光袁回击帝国主义遥

远 怀念母亲

三尧员援藻 早 葬 藻 遭 圆援遭 凿 糟 葬 六尧猿援无私奉献袁真诚朴实 奉献

苑觹 彩色的翅膀

二尧员援战士对纸箱子的重视袁对祖国宝岛的热爱 圆援西瓜不结果 五尧员援渊圆冤热爱祖国宝

岛 圆援渊员冤动作 来之不易 渊猿冤高兴 珍惜袁重视 3.小昆虫渊蝴蝶冤已经在海岛快乐生活 海岛

战士爱岛如家尧安居乐业 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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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觹 中华少年

四尧猿援孩子的回答象征着希望和未来袁象征着美好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三尧岭 啧 竞 潮 斑 洗 牙 折 七尧源援表达了钱学森热爱祖国袁报效祖国的思想感情遥

怨 穷人

四尧渊一冤员援心理活动 圆援d e c b a 猿援收养孤儿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宁可自己吃苦也

要帮助他人的善良心 渊二冤员援再养育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的确比较困难 圆援皱起 搔搔曰严

肃 忧虑 猿援野熬冶是忍受的意思 反映了渔夫收留孤儿的不容易袁表现了渔夫善良尧富有同

情心遥

五尧苑援渊员冤高明 渊圆冤希望 愿援小鱼让他想起了自己美好的童年袁想起了生命的美好噎噎

员园觹 别饿坏了那匹马

六尧猿援母亲历尽艰辛为我买了一把伞袁我异常珍惜袁因为伞里有母亲对我的爱遥 源援想起

了母亲对我的关爱遥 缘援母亲生活艰难袁劳累过度袁营养不良曰感动和愧疚之情

员员 唯一的听众

四尧阅

五尧员援榆虞于 猿援屠格涅夫 列夫窑托尔斯泰 缘援欣赏很可贵袁是一种美德遥

员圆觹 用心灵去倾听

四尧员援承上启下 圆援作者与苏珊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五尧远援关爱给予人无穷的力量袁我们要尽自己所能袁关爱别人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六尧员援强烈的对比曰铺垫作用遥 圆援渊员冤不是真正的耳聋袁而是对我的关爱袁欣赏遥 渊圆冤感

谢老人的关爱袁享受音乐遥 七尧圆援学习贵在坚持袁切忌半途而废遥

员猿 只有一个地球

六尧员援列数字 圆援打比方 猿援列数字 八尧圆援环境破坏之前 破坏环境的恶果 精练尧准确

s人类随意破坏环境遥

员源觹 鹿和狼的故事

一尧m侔 侉 ji伽ng z伽i ch侬ng ru佻

二尧 生机勃勃 自由自在 罪魁祸首 面目全非 一命呜呼 无影无踪 苟延残喘

难逃厄运

三尧1.绿色要枯黄 减少要扩大 2.凶残要善良 消灭要保护

四尧3 员 缘 圆 远 源 苑 人们必须尊重动物乃至尊重整个生物界相互制约尧相互联系的关系遥

五尧1.繁衍 挽救 2.淤其貌不扬 于收效甚微 3.正是 于是 果然 因为

4.略 5.用具体的数字加以说明 6.略

员缘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七尧源援我们应该保护河水袁保护大地袁爱护环境遥

员远觹 青山不老

六尧圆援对比曰突出老人保护环境袁无私奉献的精神遥 猿援深刻含义院象征着老人高尚的品质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八尧渊一冤员援遭佗燥 责蚤佟灶 圆援C 源援列数字 打比方 地球的渺小袁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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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苑援要点院保护环境袁珍惜资源袁人人有责噎噎

员苑 少年闰土

二尧无缘故地觉得 从来不知道 像这样 差不多年纪

四尧员援他们和野我冶的生活环境都很狭窄遥 圆援野我冶羡慕少年闰土见多识广袁生活知识丰富遥

五尧圆援抓住语言尧神态尧动作尧穿着等方面写遥

员愿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六尧圆援表示转折或递进 猿援社会环境黑暗与反动派的压迫尧迫害 幽默袁敢于斗争尧反抗袁富

有战斗精神

员怨觹 一面

五尧员援神态袁样子等 野瘦冶 六尧1.缘故 倘若 先前 譬如 2.厌恶 通俗 4.读者 看过 书 获

得知识 只看 5.爱读书袁关心爱护青年

圆园觹 有的人

四尧圆援压 反动派尧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尧欺压 为人民服务 野横眉冷对千夫指袁俯首甘

为孺子牛遥 冶 猿援对比 源援丧失人格袁行尸走肉曰精神永垂不朽袁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八尧猿援体会到鲁迅先生同情百姓袁为劳苦大众和旧中国的命运而担忧的心情遥

诗海拾贝

员 诗经窑采薇

一尧憎佶蚤 赠佾 泽侃 枣佶蚤

三尧昔要要要今 来要要要往

圆 春夜喜雨

二尧低绮户 万里雪飘 人约黄昏后 清风半夜鸣蝉 一行白鹭上青天

猿 西江月窑夜行黄沙道中

二尧淤榆于于

于淤于盂

榆盂淤

与诗同行

员 我们去看海

二尧欢快袁热情

圆 致老鼠

三尧调皮尧可爱尧机灵

源 给诗加野腰冶

二尧现 得 浓 严重 强壮

五尧员援夸张 圆援比喻尧夸张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四尧员援车骑 猿援领略人生真谛袁遨游知识的海洋袁美丽人的灵魂遥

圆员 老人与海鸥

一尧 探望 看望 阅览 拜访 欣赏 眺望

三尧员援喂海鸥很用心袁呵护海鸥 圆援海鸥上下翻飞 老人与海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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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契遥 猿援飞 海鸥舍不得老人走袁体会到了海鸥对老人的深情遥 四尧渊一冤员援皂俨 猿援老人对海

鸥的深情与热爱遥 五尧员援因为噎噎所以噎噎曰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圆援欺侮 陪同 谅解 猿援

渊员冤心有灵犀 渊圆冤落荒而逃

圆圆觹 跑进家来的松鼠

三尧员援秋天袁野我冶家的松鼠把家里的蘑菇挂满了全家遥 圆援解释说明遥 四尧圆援记叙了沙漠

地区一头老牛为小牛冒死向运水队求水的感人故事遥 缘援会曰被老牛的执著和母爱感动遥

圆猿 最后一头战象

三尧渊一冤员援围绕第一句写遥 猿援亲人般的深厚情谊遥 四尧源援要点院舍己为人袁崇高伟大的

奉献精神遥

圆源觹 金色的脚印

四尧渊一冤员援盯 瞪 怀疑袁戒备袁不信任 渊二冤圆援由陌生尧戒备到熟悉尧信任尧亲近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六尧圆援野我冶家养鸡的过程中袁野我冶与鸡形成了深厚的感情袁但因为贫困和饥饿袁鸡还是一

只只被杀了袁我觉得很痛苦遥

圆缘 伯牙绝弦

二尧员援悦 圆援月 猿援粤 源援粤

四尧擅长 真妙啊袁真美啊

六尧源援精卫填海

圆远 月光曲

六尧猿援因为贝多芬被盲姑娘热爱音乐的精神所感动袁他找到了自己的知音遥

圆苑觹 蒙娜丽莎之约

四尧苦笑 讥笑 奸笑 嘲笑 憨笑 狞笑 五尧员援我上了台阶遥 圆援背景充满神秘感遥

猿援野蒙娜丽莎冶是明珠遥 六尧圆援排比遥 猿援蒙娜丽莎的笑是神秘的袁成了永恒的美的象征遥

圆愿觹 我的舞台

三尧员援趣味盎然 圆援春意盎然 猿援兴味盎然 源援生机盎然 缘援诗意盎然 五尧猿援表示解释

说明 源援比喻 舞台锻炼了野我冶的毅力和勇气袁使野我冶茁壮成长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七尧员援反问 圆援对偶 猿援拟人 源援排比 八尧猿援人家 美好的袁精美的 缘援乐观主义精神遥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员援阅 远援海内存知己袁天涯若比邻遥 二尧渊一冤员援渊猿冤渊圆冤渊员冤 圆援母亲非常节俭遥 猿援同

上遥 渊二冤员援麻烦渊费事冤渊方便冤 秘密渊奥秘冤渊公开冤 糟蹋渊破坏冤渊爱惜冤 2.即使

也 因而 3.袁 曰 袁 曰 袁 遥 袁 遥 4.渊1冤即使风雨适合农时的好年景袁庄稼也得不到好收成遥

这说明庄稼欠收的原因很奇怪遥渊2冤事物之间有简单的联系袁也有复杂的联系曰复杂联系不像

简单联系那样显而易见袁 是不能一下子就看清楚的遥 5.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

的袁我们要不怕麻烦袁研究它们袁掌握规律袁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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