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参考答案

部分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员援观潮
一尧宽阔 奇观 笼罩 沸腾 依旧 恢复 屹立 山崩地裂

二尧糟澡佗燥 凿侃 皂佴灶倮 佗灶倮 枣侉蚤 澡佗燥
三尧陌生 沸腾 矮小 窄小

四尧员援自古以来袁把钱塘江大潮称为天下奇观遥 圆援江潮把大地都震得颤动起来遥 猿援这天下
奇观把人们吸引住了遥

五尧拉长 变粗 白浪翻滚 水墙 千万匹白色战马 浩浩荡荡地 山崩地裂 犹如 如同

好像

六尧员援潮来前 潮来时 潮来后 圆援声音 形态 猿援山崩地裂 源援白线 水墙 千万匹白色战马

七尧略 八尧略
圆援觹雅鲁藏布大峡谷
一尧皂俅 皂伽蚤 澡伲灶 躁怎佟灶 澡怎佻 造侏灶倮 二尧略 三尧堪称 不容置疑 四尧略 五尧略
猿援鸟的天堂
一尧泽澡俅 躁侃灶 赠佻灶倮 曾侃灶倮
二尧灿烂 竹竿 规律 缝隙 榕树 照耀 船桨 颤动 静寂 树梢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员援渊员冤多 绿 生机勃勃 渊圆冤好像 好似 仿佛 圆援渊员冤看不过来 赠佻灶倮
茂盛 鸟的天堂 渊圆冤略

六尧员援艳丽 活泼 优美 生机勃勃 责任 圆援鸟对人类有好处袁是人类的好朋友遥 渊其他略冤
七尧略
源援觹火烧云
一尧贼佼灶倮 泽澡佻 皂佼 扎澡佗燥 泽佻 皂俨 二至四尧略 五尧清晰 温顺 惊慌

六尧员援得 的 的 圆援的 地 的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枣俅 噪佟灶 曾佻 扎澡佾 倮佟灶 糟澡佴灶倮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员援嫩黄 乳白 草绿 浅蓝 紫红 圆援奔跑 攀登 观察 猿援喜悦 焦急 难过 高兴

五尧略 六尧略 七尧源 猿 圆 员 缘 远 八尧略 九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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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第二单元

缘援古诗两首
一尧造伽 赠怎佗灶 赠侏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渊员冤淤 渊圆冤于 五尧略 六尧略
远援爬山虎的脚
一尧均匀 空隙 重叠 逐渐 痕迹 嫩茎 叶柄 触角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别想 坚固 原来 五尧难受 马虎 分散 六至九尧略
苑援蟋蟀的住宅
一尧月 遭蚤 上下 隐藏 公开 半包围 辶 能适应周围环境袁无论环境怎样都能满足
二尧住宅 选择 洞穴 搜索 倾斜 挖掘 抛出 放弃

三尧员援不光 还 圆援并且 猿援即使 也 源援即使 只要 还 四尧略
五尧源 圆 员 猿 六尧略
七尧员尧圆援略 猿援野我冶无意中捏死了一只蚂蚁袁非常难过尧后悔遥 源援略
愿援觹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
一尧皂佻 躁蚤伽燥 曾侃灶倮
二尧敲开 宁静 白费心思 起初 重合 精神振奋 三尧略
四尧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遥 五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休想 柔弱 平坦 痕迹 引人注意 毫不可惜 随遇而安

二尧温暖 迅速 睡眠 土地 甜蜜 寒冷 图画 坚硬

三尧惊异 讥笑 表扬 愉快 嘱咐 坚强 四尧略
五尧员援书包被我整理得整整齐齐遥 圆援掉在地上的书被小明捡了起来遥
六尧员援略 圆援渊员冤光滑 粗糙 渊圆冤肮脏 潮湿 奢侈 复杂 渊猿冤略
七尧猿 圆 员 源 远 缘 八尧略 九尧略

第三单元

怨援巨人的花园
一尧溢 允 墙 添 牌 覆 凝 酷 拆 训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员援欢乐 圆援喜欢 猿援欢笑 源援欢快 缘援欢叫
五尧略 六尧员援渊员冤自己对自己说话遥 渊圆冤形容非常称心如意的样子遥 圆尧猿援略
员园援觹幸福是什么
一尧遭佾 择蚤佟燥 皂伽蚤 憎俅 糟澡佴灶倮 灶蚤伲燥 二尧略
三尧员援相见 四周 仍然 茂盛 强壮 清晰 圆援略 猿援第缘耀苑句 源援第怨句 缘援猿个袁说明小井
带来的好处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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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员员援去年的树
一尧伐木 融化 剩下 煤油灯

二尧员援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遥 圆援原野上和森林里的雪融化了遥
三尧员援伐木工人把树砍倒了袁拉到山谷里去了遥 树被伐木工人砍倒了袁拉到山谷里去了遥

圆援同学们把教室打扫干净了遥 教室被同学们打扫干净了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员援渊员冤于 渊圆冤于 圆渊员冤不知所措 渊圆冤力不从心 猿援惭愧 嘲笑 骄傲 镇定 源援略
员圆援觹小木偶的故事
一尧扎澡怎伽蚤拽 造蚤侑咧 枣俅副 造蚤佗灶怜 皂佼魔 扎澡伽灶倮杖 造佻厉 则佼灶倮茸
二尧左瞧右瞧 神奇 木匠 拼命 木偶 愤怒 蹦蹦跳跳 委屈 三尧略 四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脑海 脑筋 恼怒 恼恨 巨变 巨款 剧烈 剧院

二尧略 三尧员援刚强 软弱 圆援着急 安心 猿援杰出 一般 源援消散 出现

四尧略 五尧员援期望 圆援盼望 猿援希望 源援严格 缘援严厉 远援严肃
六尧员援删去野漂亮冶或删去野美丽冶遥 圆援删去野有一次冶或删去野经常冶遥 猿援删去野赶快冶或删去

野急忙冶遥 源援删去野红冶或删去野五颜六色冶遥
七尧猿 员 缘 圆 源
八尧员援袁 院 野 袁 袁 遥 浴 冶 圆援渊员冤盖住鸡蛋上的气孔 渊圆冤保护鸡蛋健康 猿援略 九尧略

第四单元

员猿援白鹅
一尧头颈 郑重 倘若 脾气 供养 邻近 饮水 侍候

二尧 左顾右盼 不胜其烦 昂首大叫 大模大样 空空如也 引吭大叫 一丝不苟 三眼一板

从容不迫 三至六尧略
七尧员援野熊猫吃食真有趣浴 冶 圆援抓 塞 坐 嚼 吃 接 抬 瞅 猿援放 站 吧嗒 看

八尧略
员源援觹白公鹅
一尧凿蚤伽燥 遭佶灶 造蚤佗灶倮 泽澡佟灶 泽澡怎伽蚤 责蚤伽燥
二尧渊从上至下冤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偷偷摸摸 从从容容 层层

涟漪 引人注目 一动不动 耀武扬威 慢条斯理 三尧略
四尧员援挺着 圆援挺直 猿援严格 源援严厉
五尧员援凿伽灶倮 扎伲蚤 贼侬灶倮 佟燥 圆援偷偷摸摸 从从容容 猿援盂 盂 源援渊圆冤
六尧员援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曰鼻子灵巧尧有力尧用处多曰大象通人性遥 圆援渊员冤摘树叶拾东西曰

渊圆冤吸水尧散热尧防虫咬曰渊猿冤保护自己遥 猿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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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员缘援猫
一尧性格 任凭 贪玩 尽职 抓痒 梅花 开辟 淘气 跌倒 撞坏

二尧 七画 郧 倮怎倩蚤曰 疒 六画 再 赠倩灶倮曰 耳 五画 在 扎澡蚤曰 力 七画 月 遭燥
渊组词略冤

三尧渊从上至下冤无忧无虑 屏息凝视 丰富多腔 变化多端 长短不同 粗细各异

四尧员援任凭噎噎也噎噎 圆援非噎噎不可 猿援无论噎噎也噎噎 源援可是噎噎就是噎噎 渊写话略冤
五尧略 六尧员援敏捷 遮蔽 圆援只要噎噎就噎噎 只有噎噎才噎噎 猿援搬 放 找 铺 压 踏

源援略
员远援觹母鸡
一尧泽澡佻 憎俪 憎俅 扎澡怎佼 糟澡伽 躁佻
二尧需用野 攒 冶画去的院庆 刮 迹 炕 抡 贫

三尧员援不论噎噎还是噎噎 圆援无论噎噎都噎噎 猿援因为 渊写话略冤 四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躁佾灶倮 造蚤佗灶 憎俪 责侏 扎伲蚤 贼佗燥
二尧京剧 责备 性格 跌倒 脾气 变化多端 枝折花落 梅花

三尧员援从容不迫 圆援生气勃勃 猿援局促不安 源援慢条斯理 缘援一丝不苟 远援自由自在 四尧略
五尧员援不论噎噎还是噎噎 圆援任凭噎噎也噎噎 猿援只要噎噎就噎噎 源援不管噎噎也噎噎
六尧渊猿冤 渊员冤 渊源冤 渊圆冤 渊缘冤 七尧员援正确的读音是院皂俨 躁佻灶 圆援 袁 尧 尧 尧 尧 尧 遥 袁 尧 遥 猿援
鸟儿爱清洁袁常在水中洗澡遥 鸟儿洗澡的模样很好笑遥 源援指鸟儿身上的寄生虫遥
八尧略

第五单元

员苑援长城

一尧盘旋 智慧 气魄 隔开 世界 肩膀 屯兵 修筑 城墙

二尧员援赠佻灶倮 赠侃灶倮 圆援泽澡俪 泽澡俅 猿援扎澡侔灶倮 糟澡佼灶倮 三尧略
四尧员援于 圆援盂 猿援淤 五尧员援站 踏 扶 圆援前不见头尧后不见尾 凝结

六尧员援屹立 矗立 美丽 壮丽 圆援略 猿援渊猿冤 七尧略
员愿援颐和园

一尧赠侏 枣俨 凿侃 二尧大殿 长廊 柱子 建筑 雕刻 狮子 游赏 金碧辉煌 神清气爽

三尧略
四尧员援扎佟蚤 扎澡侬灶倮 圆援枣佼 猿援糟佼灶倮 赠佻灶倮

五尧员援游赏 圆援欣赏 猿援观赏 六尧略 七尧略
八尧员援的 的 得 地 得 圆援千姿百态 眼花缭乱 爱不释手 猿援 公园正中的灯塔曰各种
各样的走马灯曰野我冶在服务部买了一盏兔灯曰公园里到处是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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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员怨援觹秦兵马俑
一尧举世无双 整装待发 神态各异 绝无仅有 古今中外 若有所思

二尧员援杂 九 泽澡怎伽蚤 造俑 圆援运 噪怎蚤 鬼 魁梧 猿援半包围 麻 丿 十九

三尧员援南征北战 圆援久经沙场 猿援跃跃欲试 源援殊死拼搏
四尧员援渊员冤不仅噎噎而且噎噎 渊圆冤主要内容的概括 承上启下 圆援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秦兵马俑袁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遥
二尧略
三尧崇山峻岭 神态自若 殊死拼搏 举世无双 跃跃欲试 金碧辉煌

四尧员援盂 圆援淤 猿援淤 源援虞 缘援榆
五尧员援渐渐地 圆援轻轻地 猿援缓缓地 源援徐徐地
六尧略 七尧员援立刻 壮观 五颜六色 圆耀源援略

第六单元

圆园援古诗两首
一尧略 二尧员援扎澡佟燥 圆援糟澡佗燥 猿援泽澡侉 源援泽澡侑
三尧去袁到 老朋友 出使 形容花开得繁茂袁像浮动的烟雾 湿润 再饮完

四尧略 五尧略
圆员援搭石
一尧扎澡伲灶倮 躁蚤伽灶
二尧山洪 俗语 暴发 平衡 脱鞋 裤子 起伏 招手 协调有序

三尧员援汛期 圆援理所当然 猿援联结
四尧表扬 勤劳 平安 容易 五至八尧略
圆圆援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一尧扎澡伽灶 泽怎佾 噪侪灶倮 遭佟燥 曾怎侉 澡怎佗蚤
二尧海峡 杭州 树干 移植

三尧桂树 台湾 暂停 彼岸 适合 余震 平安无事 突如其来 谈何容易 四尧略
五尧员援渊员冤危险就在眼前遥 渊圆冤指昏迷不醒袁失去知觉遥 圆援渊员冤一点都没有埋怨的话遥 渊圆冤呼
吸很微弱袁接近死亡遥 猿援略 源援飞速奔去 纵身 当机立断 赶紧会诊 跑得满头大汗

缘援略 远援祖国处处有亲人
圆猿援觹卡罗纳
一尧皂佾灶 枣俪 扎佟燥 择蚤侉
二尧看 瞥 瞄 扫视 环视 俯视 远望 仰望 遥望

三尧屏息凝神 痛痛快快 恍然大悟 目不转睛

四尧略 五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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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圆源援觹给予是快乐的
一尧略
二尧员援偶然 居然 圆援显然 猿援突然 仍然 三尧略
四尧源 员 猿 缘 圆
五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间隔 懒惰 俗语 联结 海峡 苍白 幸运 突如其来 谈何容易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员援如果噎噎就噎噎 圆援如果噎噎总噎噎 猿援假如噎噎总要噎噎 源援如果噎噎才有噎噎
五尧略
六尧员援长 常 圆援到 道 猿援座 坐 惯 贯 源援列 烈 分 氛

七尧员援胜利 成功 胜利 失败 圆援渊员冤身体粉碎袁多指为某种目的丧失生命遥 渊圆冤丢掉尧失
去遥 渊猿冤错误地进入遥 猿援略 源援略

八尧略
第七单元

圆缘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尧伯父 租界 帝国主义 模范 巡警 闯进 胸怀 振兴中华

二尧略
三尧模糊 弱小 冷清 动摇 荒凉 平静

四尧略
五尧员援土 十一 名次列在前面 上下结构 酝 圆援略 猿援略
圆远援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一尧扑入眼帘 春风拂面 意义非凡 莫名其妙 亲切自然 缩短距离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员援如果噎噎就噎噎 圆援不是噎噎而是噎噎 猿援如同 源援虽然噎噎却噎噎
五尧员援将野也是冶改成野就是冶遥 圆援将野也会冶改成野就会冶遥
六尧渊圆冤渊源冤渊员冤渊缘冤渊猿冤
七尧员援渊员冤走路缓慢尧摇摆遥 渊圆冤不灵活遥 圆援假如噎噎就会 无论噎噎都 不仅噎噎而且

猿援略
圆苑援觹乌塔
一尧惊醒 独自 危险 阅读 满意 充足 请求 假期 超级市场

二尧略
三尧员援如果噎噎就噎噎 圆援既噎噎又噎噎 猿援即使噎噎也噎噎
四至五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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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六尧员援略 圆援热情尧细心尧独立 猿援略 源援略
七尧略
圆愿援觹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一尧糟澡佾 泽怎侬 泽澡侃 扎澡佶灶倮 糟澡佟燥 扎澡俅 泽侃 糟澡俅 泽澡侏
二尧略
三尧勾肩搭背 和睦相处 形单影只 受益匪浅 平等交流 乐趣无穷 年逾古稀 患难

与共 知心交心

四尧员援天外有天 圆援尺有所短
五尧称呼 顶格 冒号 另起一行 空两格 致敬 姓名 日期 右下方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一尧云 枣倩灶 艹 五画 上下曰 载 曾怎灶 辶 三画 半包围曰 匝 择蚤倩 氵 六画 左右曰

蕴 造蚤倩灶 穴 三画 上下 渊组词略冤
二尧渊从上至下冤 爱戴 皮带 米袋 现代 口袋 期待 代替 带领 带路 等待 戴花

戴红领巾

三尧略
四尧员援淤 圆援虞 猿援榆 源援盂
五尧员援西瓜 圆援轻视 猿援边疆 源援地球
六尧员援友爱 圆援友好
七尧员援如果噎噎就噎噎 圆援不但噎噎还噎噎 猿援因为噎噎所以噎噎 源援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八尧员援院野遥 袁袁袁袁浴 冶 圆援喜欢 爱好 名扬四海 誉满天下 猿援略 源援略

第八单元

圆怨援呼风唤雨的世纪
一尧改变 程度 依赖 耕田 驾驶 潜水 哲学 归来 依然 归根到底

二尧略
三尧员援发明 圆援发现 猿援改变 源援改善 缘援珍惜 远援爱惜
四尧略
五尧员援科学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袁也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遥 圆援承上启下的过渡作
用遥 猿援略

猿园援觹电脑住宅
一尧皂侬怎 贼蚤佗燥 糟澡俪
二尧节能 舒适 数据 密码 资料 指令 环境 播放 报警 悦耳

三尧栋 件 根 台 套 道

四尧员援既噎噎又噎噎 圆援只要噎噎便渊就冤噎噎 猿援一噎噎就噎噎
五尧渊圆冤 渊源冤 渊猿冤 渊员冤 渊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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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六尧员援希腊故事渊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尧木马的故事冤遥 圆援略 猿援略
猿员援飞向蓝天的恐龙
一尧造侏灶倮 扎澡伲灶 躁佾灶
二尧恐龙 凶猛 笨重 鸽子 顿时 描绘 敏捷 轻盈 十吨 演化

三尧五彩斑斓 凌空翱翔 形态各异 毫不相干 欣喜若狂 温顺可爱

四尧茹毛饮血 毋庸置疑

五尧员援猜测 圆援推测
六尧员援恐龙变成鸟儿遥 圆援头脑中浮现出鸽子或孔雀遥 猿援略 源援略
七尧员援狗一般 像鸵鸟一样用两条后腿支撑身体 圆援轻盈 长出羽毛 树上生存 跳跃尧降
落 滑翔能力 能够自主飞行

八尧员援 页 九画 藻 淤曰 刀 一画 则藻灶 淤 圆援袁袁尧尧尧遥遥 猿援 体形 当然 凶残 突然

消失 源援恐龙的身体很庞大袁但也有小个儿的遥 中国是恐龙的故乡遥
九尧略
猿圆援觹飞船上的特殊乘客
一尧泽澡俦 躁蚤伽燥 糟澡佟
二尧描述 培育 发展 健康 聪明 经历 花卉 品质 遗传 微妙

三尧略
四尧员援略 圆援渊员冤美好 奇妙 聪慧 勤奋 渊圆冤最后一句 猿援渊员冤共三句话 第一句

渊圆冤一来自大自然袁二来自科学力量遥 渊猿冤略
五尧猿 员 缘 源 愿 远 圆 苑
六尧员援略 圆援人工制造的 最亮 最纯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员援却 圆援确 猿援势 源援式 缘援映 远援应 苑援定 愿援订
二尧员援于 圆援榆
三尧员援发现 圆援发明 猿援改变 源援改观
四尧略
五尧员援比喻 圆援拟人 猿援拟人 源援比喻
六尧员援删去野和帽子冶袁或在野帽子冶前加上野戴上冶遥 圆援去掉野的冶遥

猿援删去野西瓜冶尧野苹果冶遥 源援野我们一家人冶改成野我们家的其他成员冶
七尧猿 远 圆 源 苑 员 缘
八尧员援海底世界 圆援形状 特点 猿援不是真正的灯光遥 源援略
九尧略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澡怎佻 糟澡伽 遭佾 赠佗燥 噪伽灶 皂佻 凿蚤佟燥 泽澡佟灶 泽澡佟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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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二尧员援部首 讠 九画 圆援音序 在 猿援出 浅 入 深 源援半包围 丶

缘援
三尧略
四尧员援于 圆援淤 猿援榆 源援盂
五尧略 六尧略
七尧远 猿 圆 愿 员 缘 源 苑或愿 缘 圆 源 员 苑 远 猿
八尧略
九尧员援因为噎噎所以噎噎 不是噎噎而是噎噎 虽然噎噎但噎噎 圆援浴 袁浴 袁浴遥 猿援渊员冤引出下
文 渊圆冤医用载光胶片能不能托运 渊猿冤胶片终于给办了托运袁军人高兴了袁老师傅也放
心了

十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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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

部分参考答案

四 年 级 上 册

渊2014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