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文
渊2014冤

二 年 级 下 册

参考答案



窑新 课 标
册窑 二

1. 找春天
一尧棉花尧溪水尧田野尧躲闪尧摇动尧解冻尧脱落尧探出
二尧贼伽灶尧扎澡佶尧灶侉灶尧曾蚤俦尧择怎侉尧糟澡俅

2. 古诗两首
二尧离开尧篱笆尧采用尧青菜尧古诗尧枯树尧除法尧徐徐
四尧1.野火烧不尽袁春风吹又生遥 2.儿童急走追黄蝶袁飞入菜花无处寻遥

3. 笋芽儿
一尧世界尧呼唤尧笋芽尧喊叫尧粗重
五尧2.北风呼呼的冬天尧阳光明媚的春天尧红彤彤的身体尧各种各样的水果

3.样子可爱尧味道香甜

4. 小鹿的玫瑰花
一尧弟弟尧哥哥尧躺下尧拐弯尧安静尧抽出尧微笑尧浇水
三尧倮怎侃尧倮俦尧赠侃灶倮尧扎澡侪灶倮
五尧因为许多小动物都看到了美丽的玫瑰花袁闻到了花香袁玫瑰花给他们带来了
许多快乐遥

六尧1.条尧堆尧朵尧串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六尧1.脱掉尧冲出尧田野尧寻找春天

2.春雨姑娘尧乐曲尧低声呼唤
3.儿童急走尧菜花无处寻

七尧1.雪白雪白尧好大好大尧很远很远尧大口大口
2.长满了叶子尧碧绿碧绿的袁全变黄了袁盖着雪

5. 泉水
二尧面尧片尧座尧只尧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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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很多很多尧很清很清尧很美很美

6. 雷锋叔叔袁你在哪里
一尧荆渊j侃n倮冤尧曾渊c佴n倮冤尧瓣渊b伽n冤尧莹渊y侏n倮冤 二尧泥泞尧需要尧冒出尧迷路尧年迈

7. 我不是最弱小的
一尧铃尧景尧芬尧该 三尧员.渊遥 冤尧圆.渊钥 冤尧猿.渊袁浴 冤
四尧1.花儿无力地垂着头遥

2.妈妈赶紧拿出雨衣递给身边的托利亚遥
五尧1.又甜又香尧又肥又大尧又高又大尧又惊又喜

2.冬冬尧浇过水尧穿过厚厚的稻草衣尧药水尧虫子全杀死了
3.吃东西要先想到长辈袁大家分享快乐才是最幸福的遥

8. 卡罗尔和她的小猫
一尧等待袁待在家里曰时间袁黑白相间曰好事袁好奇曰答应袁回答 四尧5尧2尧1尧4尧3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二尧1.木尧5尧bi佟o

2.C尧ch俅尧触摸
四尧1.雷锋背着年迈的大娘从这里路过遥

2.我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鱼遥
六尧员.渊猿冤姨曰
圆.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袁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遥
猿.非常尽职

9. 日月潭
二尧太阳高照尧树木茂盛尧湖水碧绿尧风光秀丽尧群山环绕
三尧1.最大的一个湖 2.许多名胜古迹 3.风光秀丽尧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10. 葡萄沟
二尧澡伽燥 枣侉灶 倮佟灶 凿佻灶倮
三尧1尧2
四尧1.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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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
册窑 二

2.我真想去葡萄沟看一看遥
五尧1.一大串一大串尧五光十色

11. 难忘的泼水节
一尧敬爱尧柏树尧特别尧凤凰尧鲜艳尧笑容满面尧四面八方尧令人难忘
三尧1.敬爱的周总理 2.四面八方赶来了 猿.一条条龙船尧一串串花炮
五尧2.星回节尧农历六月二十四尧彝族尧白族尧纳西族

12. 北京亮起来了
四尧1.古老尧年轻

2.城墙尧角楼
3.更加美丽壮观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茂盛尧雄伟尧凤凰尧辉煌尧环绕尧小岛尧鲜红尧打扮
二尧1.好像 2.五颜六色 3.清楚
三尧1.周总理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遥

2.整个北京城变成了灯的海洋袁光的世界遥
3.明明在棉花地旁边停下脚步遥

13. 动手做做看
三尧越飞越高尧越走越快尧越说越气尧越写越好
四尧1.于 2.盂
五尧找来一条金鱼尧一个装满水的杯子里曰和朗志万说的不一样袁水漫出来了曰科
学家说的话袁也不一定是对的袁要动手做做看遥
六尧1.6尧1

2.冬瓜和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3.大尧小曰青尧紫曰皮上有细毛尧柄上有小刺
4.仔细尧很高兴

14. 邮票齿孔的故事
一尧英国尧仍然尧整齐尧而且尧使用尧正式尧邮票尧小刀
二尧1.发明 圆.发现 猿.仍然 源.忽然 四尧5尧1尧4尧2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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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画风
一尧乌云尧艺术尧转动尧雨丝尧明显尧波涛尧旗杆尧眨眼
二尧弯弯的小树尧斜斜的雨丝尧呼呼转动的风车尧笔直的旗杆
三尧1.渊尧 尧 遥 冤曰2.渊院野 钥冶冤曰3.渊遥 冤

16. 充气雨衣
二尧x侃尧躁蚤伽尧责佾灶尧糟澡侪灶倮尧糟澡伽尧扎澡佟灶 四尧1.盂尧2.盂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二尧池水 红火 欢喜 花开 四尧优美尧渐渐
七尧1.蜂尧查 2.座尧把尧道

4.小小的一根草为什么这样锋利钥 既然小草的齿可以划破手袁那带有许多小
齿的铁条应该可以锯断大树吧遥

17. 古诗两首
二尧造佾灶倮尧澡佗灶尧责俅

18. 雷雨
一尧彩虹尧蜘蛛尧垂下尧逃跑尧雷雨 二尧1.压 圆.坐 猿.挂 五尧5尧2尧4尧1尧猿

19. 最大的野书冶
一尧糟佗灶倮尧澡佴灶尧糟侉尧扎伽灶倮尧责佗燥尧噪佟灶
三尧1.你看袁这就是雨点留下的脚印遥 2.公园的旁边袁就是体育馆遥
四尧1.脚印尧足迹曰2.岩石曰雨痕尧波痕尧矿物

20.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二尧稠尧白天尧南方尧粗心 四尧1.忠实的向导曰2.指路灯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彩虹尧忠实尧碰到尧柳树尧停泊尧窗外尧逃跑尧慌张
二尧野尧桃尧科尧抱尧铃尧情 三尧员.渊浴冤 圆.渊钥冤 猿.渊袁 遥 冤 六尧1.扎澡伲灶倮尧扎澡佗燥尧枣侉灶尧憎侉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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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
册窑 二

21. 画家和牧童
二尧价钱尧商人尧批评尧购买尧兄弟
三尧商品尧经商尧商量曰兄弟尧兄长尧兄妹曰决定尧决心尧决战曰批评尧分批尧批准
五尧1.姨尧3.姨 六尧2尧3尧5尧1尧4

22. 我为你骄傲
二尧和气尧平常尧立刻
三尧一块石头尧一位老奶奶尧一个信箱尧一张报纸尧一张桌子尧一袋渊块冤饼干

23. 三个儿子
四尧1.接过妈妈水桶的孩子遥

2.只有一个儿子知道关心妈妈遥
五尧1.收拾尧打搅尧工夫尧委屈

3.假如我妹妹掉到水里袁我就去救她曰假使狼来抓奶奶袁我就用枪打它们曰假
使哈巴狗掉到井里头袁我就把它捞起来遥

4.其实袁在自己身边就有许多好事袁为什么不去做呢钥

24. 玩具柜台前的孩子
一尧泽澡侔怎尧择蚤伲灶倮尧扎佗灶尧责佾灶尧遭侃灶倮尧责伽灶
二尧目不转睛尧专心尧慢慢尧兴奋尧漂亮尧有趣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胳膊尧晃荡尧玻璃尧批评尧骄傲尧价钱尧继续尧购买
三尧粗粗细细尧高高低低尧大大小小尧长长短短
四尧1.妈妈手里的水桶被孩子拎走了遥

2.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被小女孩送给了小男孩遥
六尧2尧5尧1尧3尧4
七尧2.渊2冤

3.对方的优点

25. 玲玲的画
三尧1.满意曰2.仔细曰3.懒洋洋
五尧1.宝贵尧赶快尧相信尧缺衣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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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又大又甜尧又快又好尧又唱又跳
3.他们赶紧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藏起来遥
村民们感到非常好奇遥
村民们欢聚在广场上袁他们一边吃一边跳舞尧唱歌袁直到深夜遥
第二天早晨袁当三个士兵醒来时袁发现村民们全都站在他们周围袁还有一背
包面包和奶酪遥

26. 蜜蜂引路
二尧常常尧果然
四尧1.列宁不知道养蜂人住在哪里袁就亲自去找遥

2.养蜂的人看见列宁袁非常惊讶遥
五尧2尧3尧1尧4

27. 寓言两则
一尧守候尧丢失尧焦急尧白费尧巴望尧自言自语尧又肥又大 二尧员.盼望 2.着急 3.连忙
三尧糟澡怎伲灶尧扎澡怎伽灶倮尧糟怎伽灶尧糟佾
四尧1.揠苗助长袁违背了禾苗生长的规律

2.再也没有野兔来过袁他的田里长满野草袁庄稼全完了遥

28. 丑小鸭
二尧安徒生 叶卖火柴的小女孩曳 叶皇帝的新装曳 叶海的女儿曳
三尧1.蛋壳里慢慢地钻出一只又大又丑的鸭子遥

2.丑小鸭来到湖边的芦苇里悄悄地过日子遥
3.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遥

四尧喜欢尧温暖尧普通渊一般冤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一尧蛋壳尧讨厌尧蜜蜂尧焦急尧附近尧脑筋尧翅膀尧巴望
二尧1.于尧圆.淤 六尧1.危险尧伤害尧年轻力壮曰3.渊1冤

29. 数星星的孩子
二尧1.泽澡俅尧泽澡俪 2.扎澡怎伽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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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
册窑 二

四尧1.张衡一夜没睡好袁几次起来看星星遥
2.我们的祖先把星星分成一组一组的袁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遥

30. 爱迪生救妈妈
三尧伟大尧满意尧有趣尧明晃晃尧聪明尧漂亮
四尧1.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袁房间里光线太暗袁没法做手术遥

2.找来几面大镜子袁用镜子把油灯的光聚在一起袁使病床上亮起来袁能够进行手术遥

31. 恐龙的灭绝
四尧1.出现曰2.温暖曰3.光明
五尧1.地球变得十分寒冷袁恐龙耐不住严寒遥

2.宇宙行星撞上地球袁尘埃遮住太阳袁动植物死亡遥
3.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增多袁恐龙蛋被偷吃遥
4.全球气温下降袁只能孵出雄性的小恐龙遥

六尧3尧5尧1尧4尧2尧6

32. 阿德的梦
二尧飞向太空尧乘坐飞船尧系好安全带尧预订商品曰打开电脑尧睁开眼睛尧拉开车门尧
张开双臂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钻研尧传染尧严寒尧距离尧夸奖尧睡觉尧珍珠尧人类 二尧1.泽澡俪曰2.枣伽曰3.澡怎伽灶倮
三尧1.这么多汽车袁你是数不清的遥 这么多汽车袁你是数不清的呀浴

2.妈妈病了袁爱迪生是不会胡闹的遥 妈妈病了袁爱迪生是不会胡闹的呀浴
四尧1.哺乳动物把恐龙蛋偷吃了遥

2.油灯的光被镜子聚在一起遥
六尧4.2尧4尧1尧3尧5尧6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田野尧菜花尧世界尧呼唤尧茂盛尧辉煌尧彩虹尧胳膊
三尧胜院S尧月尧5尧榆曰焦院J尧灬尧8尧盂
五尧1.窗含西岭千秋雪曰2.漂亮的影子曰3.明亮尧辉煌曰4.却尧大约曰5.凤凰尧一年一度
的泼水节

七尧1.寒冷尧难受尧黑暗 2.渊袁 袁 袁 浴 冤 4.阳光尧水尧春风尧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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