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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六 年 级 下 册



第一单元

1 文言文两则

一尧1.h俨 zhu佼 2.w侉i y俨 3.sh俨 r俪 二尧1.的曰 2.弈秋的教导袁鸿鹄渊天鹅冤曰 3.他曰 4.到

三尧1.教导曰只 2.一起曰不曰了 3.认为曰离 4.判断 5.谁曰你 四尧1.思/援弓缴/而射之遥

2.为是其/智/弗若与钥 3.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袁而日中时/远也遥 五尧1.难道是因为他的

智力不如别人好吗钥 说院不是这样的遥 圆援略 六尧1.叶左氏春秋曳 瓮 2.渊员冤听 渊2冤了解

渊3冤离开 渊源冤救 3.从此手不离书袁以至于不晓得饥渴寒暑遥 4.废寝忘食 5援略

2 匆匆

一尧挪移 蒸融 空虚 遮挽 游丝 赤裸裸 千门万户 一去不复返 二尧略 三尧

略 四尧渊一冤1.袁曰袁曰袁遥 排比曰日子在生活的不经意中来去匆匆 2.譺訛 3.拟人曰时间如孩

子袁既可爱又顽皮 4.略 渊二冤1.设问尧比喻尧排比 2.渊员冤在一个地方来回地走遥 渊圆冤蜘蛛

所吐的丝袁飘荡于空中袁故称游丝遥 3.略 五尧1.划去院sh侑n倮 ji伲 su佻 2.划去院严厉袁严密曰

依依不舍袁了如指掌 3.领会渊明白冤道理遥斤斤计较时间袁努力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4.

发觉渊发现冤遥没有察觉一起未成灾的火警引来的喧闹人声遥没有察觉到是因为作者当时正在

全神贯注解数学题遥 5.父亲渊家庭冤的教育袁读书悟出的道理曰不断给自己规定进取的目

标遥 远援略

3 桃花心木

一尧枯萎 插秧 锻炼 一番话 勃勃生机 狂风暴雨 优雅 二尧1.从从容容 2.语

重心长 3.莫名其妙 4.无缘无故 三尧1.独立 2.普通 3.慌慌张张 四尧略 五尧1.依次划

掉院欣赏 可惜 品质 品格 奉献 2.第2自然段末句 3.野兰比盆兰姿态更美袁味儿更

香遥 它不为别人欣赏而生长袁却为自己的特色而存在遥 4.略

4* 顶碗少年

一尧1.萦绕 2.摞 3.歉疚 4.叠 二尧1.略 2.渊1冤ji佶 f伽 lu侔 c侏 f俪 渊2冤依然 微笑

着 交给 抚摩 轻轻摇 低声 渊3冤略 猿援略 源援略 三尧1.热爱 珍贵 赞扬 闻名 2.

渊1冤贝多芬酷爱音乐遥 渊2冤他画出音符来遥 3.略

5* 手指

一尧s佟o z侉n倮 mi伲o xi佗n d伲o b佼 二尧略 三尧大拇指院最肯吃苦曰形状不美袁构造简

单 食指院工作复杂曰曲线强硬 中指院相貌堂堂袁曲线优美袁养尊处优曰名义上参加袁实际上

并不出力 无名指和小指院体态秀丽袁样子可爱曰能力薄弱 四尧略 五尧1.渊1冤生机勃勃院充满

活力袁富有朝气遥 渊2冤欣欣向荣院比喻草木长得茂盛遥 渊3冤朴实无华院朴素不浮华遥 2.复要夏

杆要秆 拆要折 探要深 族族要簇簇 拟要似 状要壮 3.渊1冤人们编织用具遥 渊2冤这平平凡凡袁朴

实无华的芦苇袁难道不值得人们赞美吗钥 4. 文章从聚众而生尧易生易长尧用途广泛等方面赞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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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美芦苇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英俊 基业 考验 转化 幸而 幅度 附和 消受 名义 冒险 二尧1.盂榆 2.

于 3.于 4.盂 5.淤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渊1冤袁 曰 袁 曰 袁 遥 排比 大自然的荣枯是时间飞

逝的痕迹 渊2冤光阴 渊3冤转折 渊4冤略 2.渊1冤比喻 渊2冤略 六尧1.排比 拟人 2.松树把自己

各个部分都献给了人类袁做材料尧造纸原料曰提制挥发油曰制松香尧松节油曰做燃料遥 3.渊1冤要求

于人的甚少遥 渊2冤生命的顽强遥 4.松树要求于人甚少袁给予人的甚多遥 七尧略

第二单元

6 北京的春节

一尧1.f侉n r侉 2.g佶n倮 3.p俅 zh佶n倮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袁袁袁袁袁叶曳 叶曳2.略 3. 因

为除夕是第一个高潮袁年初一是第二个高潮袁因此到了元宵袁其实是第三个高潮袁为了表现文

段的结构袁统筹内容上的匠心独运袁用个野又冶字表达遥 4.略 六尧1.略 2.姑娘们要做香袋曰妇

女们要包粽子曰小伙子们要赛龙舟曰老人们要讲屈原的故事 3.渊1冤按形状分袁包好的粽子有

斧头粽尧狗头粽尧尖角粽尧抱儿粽等遥 渊2冤香袋的式样很多袁鸡心形的尧虎头形的尧菱角形的尧辣

椒形的遥

7* 藏戏

一尧僵要缰 墩要敦 择要绎 二尧略 三尧1.反问 2.比喻 3.举例 4.设问 5.象征

四尧渊一冤1.反问 排比 总起 2.戴着面具曰演出时没有舞台曰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 3.略

4.略 5.艺人院唱着尧说着尧跳着曰观众院团团围坐 渊二冤1.略 2.略 3.先概括后具体 五尧1.

略 2.女艺人为主袁或全由女演员组成遥 3.略 4.略

8* 各具特色的民居

一尧1.皂佾灶 2.赠怎侉 3.责佟 4.灶怎侔 5.澡佟灶早 6.灶蚤佗灶 二尧略 三尧1.渊1冤略 渊2冤人烟稀少 渊3冤略

2.渊1冤列数字 打比方 布局特点 3.渊1冤崇尚圆形 期盼吉祥 幸福安宁 渊2冤略 4.渊1冤

仍旧 略 渊2冤略 渊3冤傍院靠近尧临近 略 四尧1.渊1冤碧 渊2冤青 渊3冤翠 万古长青 一碧千

里 翠色欲流 2.加引号表示院特定的称谓遥 3.列数字 打比方 下定义 五尧略

9* 和田的维吾尔

一尧1.铺天盖地 2.载歌载舞 3.肃然起敬 4.形态各异 5.美不胜收 二尧略 三尧1.拟

人 2.反问 3.比喻 四尧1.略 2.承上启下 更 3.维吾尔的姑娘小伙不单漂亮袁能歌善舞

也是出了名的遥 承上启下遥 源援略 五尧1.是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袁以农业为主袁有自己的

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艺术遥 2.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ji侑 ch俪 z伽n倮 h佗n倮 倮佶n倮 f佼 zh侬n倮 倮佟n h侪n倮 二尧1.于榆 2.虞榆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1.解释说明 圆耀源略 七尧1.略 2.渊1冤姨 渊2冤姨 渊3冤姨 渊4冤姨 猿.这

种灯通身涂了桐油袁糊得又特别严实袁风怎么也吹不灭遥 源援略 5.略 八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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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10 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尧d佟i j侏 qi伲n倮 ch侬u ji佟 x侏n倮 二尧 含糊 尖锐 抽屉 恐怖 粗暴 魔鬼 肥胖 残

暴 匪徒 拘留 三尧1. 我永远忘不了1927年4月28日那一天遥 2. 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袁

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遥我不能离开遥四尧略 五尧渊一冤1.凶恶 成熟 急躁 清晰 2.略 3.略 4.

略 渊二冤1.仍然 安静 2.略 3.略 4.我看到了脸遥 六尧1.人物语言 2.袁袁尧:野袁遥 袁! 冶袁

野!! 冶袁遥 3.渊1冤不慌不忙 渊2冤没有话可回答 渊3冤心里有另外的坏主意 渊4冤严肃厉害地斥

责敌人 4.略

11* 灯光

一尧渊1冤自言自语 渊2冤千钧一发 渊3冤震天动地 渊4冤聚精会神 二尧1.激烈 2.猛烈 3.衰

弱 微弱 脆弱 三尧1.灯照耀着建筑遥 2.郝副营长看书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1.依次院

千年积雪 莽苍 草树蒙密 一望无际 一泻千里 浩浩荡荡 2.经营院筹划劳作或辛勤

地劳动遥 生意院富有生命力的气象 3.略 4.略

12 为人民服务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3尧1尧5尧4尧6尧2 四尧毛泽东 张思德 完全尧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曰树

立野为人民利益而死袁就比泰山还重冶的生死观曰正确对待批评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袁改正

错的曰搞好团结尧克服困难尧提高勇气尧互相爱护袁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遥 五尧略 六尧1.考

验譺訛 牺牲譺訛 圆援艰难 优秀 鼓励 猿援落后 失败 平安 源援袁 曰 袁 尧 袁 曰 袁 野 冶 缘援略

13* 一夜的工作

一尧略 二尧1.审阅 2.浏览 3.询问 4.咨询 5.简单 6.简朴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略 圆援关怀 震动 亲密 陪伴 猿援袁 袁 院野 遥冶 野 冶遥 袁 遥 袁 袁 袁 遥 源援员怨远远年 邢台

周总理 事情发展 缘援请张医生不要野干预冶 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远援周总理指挥人民抗震

救灾袁通过记叙探望受灾妇女袁喝了女主人递来的一碗水和探望岗南水库工人袁吃了工人递

过来的玉米贴饼子这两件事袁赞颂了总理始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崇高品格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虽然噎噎但是 2.不是噎噎而是噎噎 3.因为噎噎所以 4.无论

噎噎总是 5.如果噎噎就 四尧1.略 2.略 3.宪兵尧侦探尧警察挤满了小屋子遥 4.父亲坚

决地对母亲说袁他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袁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遥5.删掉野使冶 6.略 五尧略 六尧

1. m俨 ch佗i h佴 h佴 d伲o xu侉 2.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猿援略 源援略

第四单元

14 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尧1.zh佗o 2.qu佗n 3.d佟n倮 4.b佗o 二尧 诞院D 讠 6 诞辰曰 灵院L 火 3 思想曰

蜷院Q 虫 8 蜷曲曰 致院Z 攵 远 精细 三尧略 四尧温暖的大火炉 温暖 寒冷曰 喷

香的烤鹅 食物 饥饿曰 美丽的圣诞树 欢乐 痛苦曰 慈祥的奶奶 爱抚 孤独曰 美

好的地方 幸福 冻死 五尧渊员冤淤 渊圆冤淤 渊猿冤盂 2.略 3.略 4.略 5.大年夜的街头又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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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又黑袁天下着雪袁小女孩光着脚还在街头卖火柴遥 远援譻訛 六尧略

15 凡卡

一尧礼拜 揉皱 昏暗 眯缝 耸肩 毒打 撇嘴 欺负 打搅 冻僵 二尧渴望 指

望 希望 愿望 盼望 失望 绝望 三尧1.盂 圆.榆 3.淤 源.于 缘.淤 远.于 7.淤 8.盂

四尧略 五尧1.渊1冤快乐 当学徒所受的虐待欺凌 渊2冤这样的生活的确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袁

让他痛苦万分 2.略 六尧员援略 2.断断续续 猿援略 4.于盂 5.略

16* 叶鲁滨孙漂流记曳

一尧略 二尧1.陆续 2.连续 3.继续 三尧略 四尧1.没有住的地方 没有吃的东西 孤

独和恐惧 2.淤 3.坚强 乐观 能干 聪明 五尧1.渊1冤要卫生袁有淡水 渊2冤要能遮住太

阳的热度遥 渊3冤要能躲避凶猛的动物遥 渊4冤要能看得见海袁有机会脱险遥 2.先院在石壁

的前面画一个半圆形袁沿着半圆形插两排木柱遥 然后院用缆索横板在两排木桩之间袁修筑

野篱笆冶遥 接着院把全部木桩搬到篱笆里遥 最后院挖凿岩壁作为地窑遥 3.略

17* 叶汤姆窑索亚历险记曳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美国 马克窑吐温 汤姆窑索亚 一是和哈克半夜到墓地检验胆量曰

二是和哈克尧乔奇到杰克逊岛当野海盗冶曰三是和哈克到鬼屋寻宝曰四是和贝琪在魔克托尔山

洞迷路要要要真正的历险曰五是和哈克再次到洞中寻宝曰结果找到了强盗藏匿的金币遥 汤姆

和贝琪从迷路的山洞返回家后 语言有幽默尧夸张的特点 四尧渊一冤1.好朋友 特殊含义

2.略 渊二冤1.略 2.不是真正的偷也不是真正的海盗袁表示特殊含义遥 3.略 4.略 5.略

远援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pi侑 p侉n qu佗n zh侔u ju伽n huo 二尧黑暗 光明 强悍 柔弱 郁闷 开朗 甜美 苦

涩 三尧略 四尧 1.在野汤姆窑索亚冶后面加上野是冶遥 2.将野三心二意冶改为野一心一意冶遥 3.把

野虽然噎噎但是噎噎冶改为野不仅噎噎而且噎噎冶 五尧1.烤鹅冒着香气 2.爷爷是守夜人遥

六尧员援略 2.雪后袁没有月亮的袁晴朗的乡村夜晚 与现实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猿援略

七尧1.w俅 j佾 z伲i 2.突然 害羞 宽容 3.略 4.略 5.略 6.多处对话 八尧略

第五单元

18 跨越百年的美丽

一尧sh侏 y侑 r佼n倮 zhu佼 b佼 zhu佼 二尧1.榆 2.虞 3.盂 三尧1.伊 2.姨 3.姨 4.伊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1.不一样 镭的荧光 居里夫人的生命和不屈的信念 2.坚定尧刚毅尧顽强袁有远

大尧执著的追求 发现放射性金属元素镭 3.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科学作出贡献袁为人类作出

贡献遥 七尧1.譹訛白白地度过 譺訛没有疑问 圆援宁愿 短暂 报答 猿援所以渊因此冤尧而且尧但

是尧即使尧也 源援略 缘援教育外甥女不能虚度一生曰以蚕作茧的例子说明 远援谦逊 坚韧不拔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尧化学奖尧身体不舒服尧不得不停止活动尧还仔细观察茧的结构曰知道生命

很脆弱袁仍不断努力遥 八尧略

19* 千年梦圆在今朝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不只噎噎还 2.虽然噎噎但是噎噎却噎噎 3.不但噎噎而且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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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1.排比 2.列数字 五尧1.虽然噎噎但是噎噎曰即使曰如果噎噎就噎噎 2.引出下文渊启下冤

3.一种比液晶更新尧更先进尧更优异的有机电致发光技术遥 渊1冤视角范围宽渊2冤温度适应性好袁

响应快袁能耗少袁生产工艺简单尧成本低 渊3冤超薄遥 4.因为野有机EL冶技术具有超薄等特点袁将

取代液晶而成为新一代显示技术遥 六尧略

20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一尧略 二尧1.司空见惯 2.追根求源 3.见微知著 4.无独有偶 5.锲而不舍 三尧略

四尧1.发现问题袁不断发问 追根求源袁解决问题 把抽象的道理袁用直观形象的方法进行表

达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遥 2.渊1冤科学真理就存在于我们身边袁它并不神秘 洗澡水的漩涡

紫罗兰的变色 睡觉时眼珠的转动 渊2冤有准备袁独立思考袁锲而不舍 五尧1.月 2.比喻以轻

松自如的积极态度克服困难而取得成功 3.不是 人们被一些成功人士夸大了的创业艰辛

吓倒了袁鼓励人们不要害怕困难袁要相信自己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功遥 4.成功并不像你想

象的那么难遥

21* 我最好的老师

一尧略 二尧1.略 2.略 3.略 4.人具有能力 三尧1.科学课上富有挑战性的紧张刺激

的学习过程 2.怀特森先生 要有怀疑袁也要有证实 3.要让我们时时动脑袁独立思考袁独立

判断 不仅学知识袁还增长见识 4.略 四尧1.渊1冤措手不及 渊2冤聚精会神 渊3冤莫名其妙

渊4冤津津有味 2.渊1冤列沙把爸爸从挪威带回来的青蛙带进了课堂曰卡沙特金在上课时吃香

肠遥 渊2冤因为老师不是简单制止不守纪律的行为袁而是循循善诱袁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di伽n q佻 xi侉 c俅 h俅 b佶n xu佗n qi佼n倮 qi侉 二尧卓越袁高超 疾病 采摘 明显 停止 丰

富袁多 旺盛 松懈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1.渊1冤不是一般的变成袁而是一种人生价

值的提升袁生命境界的飞跃 渊2冤设置在路旁记录里数的标志袁比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

作为标志的大事遥 她发现了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袁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遥 渊3冤四个

野变成冶概括了居里夫人奋斗的一生以及不朽的功绩遥 七尧1.既 更 2.一个有高尚人格的科

学家袁才是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遥 3.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袁在美国人重金留聘面前袁毅然

选择了归国之路遥 4.榆 5.科学家的人格 八尧略

第六单元

综合性学习院难忘小学生活

成长足迹

一尧未 汪 境 容 止 生 合 哄 胜 二尧1.只有噎噎即使噎噎也是 憎恨日本侵略者袁热爱

祖国 2.之所以噎噎更 当年的鼓励袁给了野我冶无穷的力量 三尧略 四尧1.安慰 讥笑 气

恼 缘故 2.野我希望你是我女儿浴 冶这句话抚慰了我受伤的幼小的心灵袁这句话改变了我对

人生的看法遥 3.野我冶一跨进校门袁同学们就嘲笑野我冶唇裂遥 在一次耳语测试中袁伦纳德夫

人的一句话改变了野我冶对人生的看法遥 五尧略

依依惜别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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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尧略 二尧1.渊1冤T t伽i 淘汰 渊2冤扌 z俪n 节省 圆.不要抛弃学问 3.趁现在年富力

强的时候袁努力做一种专门的学问遥 4.要珍惜时间袁用学问把自己铸造成器遥 5.做任何

事袁都会有困难袁如果你不去克服袁困难永远就挡住了你袁你就无法完成这件事袁相反袁你若努

力克服困难袁没有做不成的事遥 三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略 二尧陌生 狭隘 腐烂 必然 严肃 沉重 三尧略 四尧1.比喻 2.拟人 3.反问

4.引用 五尧1.我们播下的种子没有理由不在自己学生的身上开花结果遥 2.没有当年作文

上的九十八个红双圈袁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遥 六尧略 七尧略 八尧1.他给我的印象最深袁使

我受益最多 2.绰号 相貌 举止 穿着 语言 3.绰号 狞笑 酒后训斥

综合练习一

一尧花团锦簇 饱经风霜 无微不至 二尧明要铭 乎要呼 联要连 惶要恍 三尧1.A

爫 2.榆 淤 盂 四尧1.白雨跳珠乱入船 2.孤帆远影碧空尽 3.勿以恶小而为之 4.学而时

习之 五尧1.末尾补上野之一冶 2.删掉野只有五厘米长的冶或野很短的冶 3.将野天空和大地冶改

为野空气冶 六尧略 七尧略 八尧1.渊6冤野袁袁浴冶遥 渊7冤野钥冶 渊8冤野袁冶袁野袁浴冶 2.我不知怎么搞的袁

眼一下子湿润了遥 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遥 猿援略 源援略 5.无论自己的人生理想有多大袁

人生价值有多高袁都是因为父亲一直为自己做着基石袁写出父亲对自己深远的影响袁突出父爱

的伟大和无私遥 6.小时候父亲把野我冶架在脖子上看电影袁长大后袁看到一位父亲也把自己

的儿子架在脖子上看电影袁触景生情袁感受到天下父母的爱都是伟大而无私的遥 九尧略

综合练习二

一尧略 二尧1.淤 2.于虞 3.于 4.榆 5.盂 三尧1.将野唐朝冶与野新出土的冶对换曰 2.将

野但他冶的野他冶删去袁并把野夸奖冶改为野夸耀冶遥 四尧略 五尧1.叶卖火柴的小女孩曳曰安徒生曰

叶丑小鸭曳 渊2冤淤淤于 圆援3次写到野大年夜冶 因为大年夜是家家团聚的时光袁而可怜的小女

孩却在大年夜受冻挨饿袁 得不到亲人的关爱袁 最后惨死在街头袁 更衬托出小女孩的悲惨命

运遥 猿援略 六尧1.一贫如洗曰颠簸曰劈山筑路曰打通隧道曰开凿矿井曰震撼 2.遥 袁袁要要要

袁袁袁尧尧尧尧遥 野冶遥 3.一动不动 纹丝不动 源援略 5.丝毫没有失去勇气 白天时间不够用袁晚

上继续干 6.盂盂淤 7.承上启下过渡作用曰总要分要总 8.略 七尧略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闪烁 颤动 橱窗 瞻仰 咆哮 负荆请罪 迎风招展 应接不暇 二尧略 三尧1.

天空撒满了星星遥 2.英雄们看见了鲜花和笑脸遥 四尧1.设问 2.拟人 猿援夸张 五尧1.我

以日始出时去人近 日中时近也 车盖 盘盂 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沧沧凉凉 探汤 近

者热而远者凉乎 圆援有缺点 别人批评指出 说得对 改正 对人民有好处 六尧渊一冤1.淤

2.榆 譻訛 淤 3.挨打 挨饿 干活时间长 睡不好觉 4.淤 渊二冤1.情有独钟院形容对某

人或某事物特别有感情遥 赖以生存院 依靠尧 维持生活遥 岌岌可危院 形容处境危险或情况紧

急遥 2.依次为院因为尧虽然尧但是 3.精疲力尽 长途跋涉 蜕化为蛹 破茧而出 4.渊1冤尧

渊4冤 5.渊1冤每年春天袁开始北上美国的大规模的迁徙遥 渊2冤在迁徙的旅途中繁殖后代遥 渊3冤

它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植物是墨西哥的欧亚梅尔杉树和北美的乳汁草遥 七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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