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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四 年 级 下 册



第一单元
1.古诗词三首
二尧尽院没有 闲院悠闲自在 和院和谐袁文中指水色和月色融为一体 潭院指湖面
四尧唐 李白 孤寂失落 白居易 日出江花红胜火袁春来江水绿如蓝
2.桂林山水
一尧波澜壮阔 峰峦雄伟 危峰兀立 连绵不断 色彩明丽 水平如镜
四尧2袁3袁4袁1袁5袁6
3.记金华的双龙洞
一尧浙江 蜿蜒 臀部 额角 石钟乳 稍微 仰卧 杜鹃
四尧1.游记 游览 2.高大宽敞 孔隙 比外洞大得多 3.两条龙状的石钟乳 双龙洞
五尧员援人宜轩尧醉竹坡尧筠石苑尧江南竹韵

4.古亭尧长廊尧竹林尧雕像 缘援游览顺序
4*.七月的天山
四尧天山的雪峰和雪水汇成的溪流 天山密林幽静的美景 天山深处的山色尧山形和五彩缤
纷的野花
五尧1.柔嫩 柔美 3.围绕 分外尧特别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三尧1.院野 遥 冶 袁 袁 遥

2.袁 袁 遥 袁 袁 袁 野 袁 冶 袁 遥
六尧2袁4袁3袁5袁1
七尧1.激 漂 联 竞 2.渊员冤无穷无尽 渊圆冤翩翩起舞 3.平静 无瑕的翡翠曰蒙蒙春
雨飘下来 绿色的野锦冶

第二单元
5.中彩那天
四尧2.一辆崭新的奔驰牌汽车奖给中奖者要要要父亲曰

父亲把它开回了家曰
但是父亲没有中彩的喜悦曰
我想看车袁被父亲赶了下来遥

3.是否要把中奖的奔驰汽车送还给库伯遥
6*.万年牢
四尧质量好袁讲诚信袁认真实在遥
六尧1.譹訛若无其事 譺訛自告奋勇 譻訛信以为真

圆援野忧冶的是演出前演主角的同学突然病了曰野喜冶的是维克托自告奋勇演主角遥
源援爱说大话遥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遥

7.尊严
三尧石油大王哈默 沃尔逊 款待 要先帮镇长干活袁然后再接受食物
五尧动作尧神态尧语言 好吃懒做 有尊严渊以劳动换取食物冤
六尧1.躁侏 曾蚤伽灶 凿蚤佶 憎伲灶

4.西雅图残疾人运动会上袁一个小男孩连续几次在跑道上跌倒后哭了袁其他8个孩子开始
转身往回跑遥 一个残疾女孩给了小男孩一个吻袁小男孩和其他8个孩子一起走向终点遥 他
们的行为得到了观众的掌声遥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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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窑 三

窑新 课 标 册窑 四

8*.将心比心
一尧道谢 输液 注视 患者 年龄
二尧1.盂 2.淤 3.于
三尧尊敬 关照 勉励 好久
五尧4袁1袁3袁2
六尧2.野遥 冶遥 野袁?冶袁野袁?冶

4.保护弱小袁有爱心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尊严 善良 款待 抱怨 疲惫不堪 狼吞虎咽 将心比心
三尧1.神情严肃 道德难题 诚信

2.可靠 实实在在 认真 实在
四尧员.盘问尧不由自主 2.医疗费用高得出奇 3.幸运 挽救

4.拿去吧袁孩子袁你叔叔喝了这瓶野上帝冶袁就没事了遥
第三单元

9.自然之道
二尧鱼贯而出 气喘吁吁 响彻云霄 无遮无拦 若无其事 极为震惊
四尧圆.渊员冤紧张尧焦急 若无其事 不同人物心情不同 点题

渊圆冤游客的不理解袁使自然现象遭受人为干涉遥
10*.黄河是怎样变化的
一尧不折不扣 水土流失 随心所欲 经营 侵蚀 开垦 忧患 方案
四尧1.黄土高原气温转寒袁暴雨集中袁助长水土流失袁大量泥沙进入黄河遥

2.无限制地开垦放牧袁绿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袁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遥
11.蝙蝠和雷达
二尧横七竖八 障碍 敏锐 启示
五尧1.波浪曰渊略冤

3.蝙蝠从嘴里发出超声波袁当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袁传到蝙蝠的耳朵里袁蝙蝠就会
改变飞行的方向遥

七尧1.致 末 键 坚

2.飞机 新式飞机 野薄壳结构冶屋顶 会跳跃的越野汽车 坚固的坦克

3.因为自然界的生物给了人类许多启示袁使人类发明了许多东西遥
12*.大自然的启示
三尧1.互相联系的 生态平衡

2.鸟类飞行 飞机 流线型 流线型 阻力
五尧2袁6袁1袁4袁3袁5
六尧1.渊员冤譺訛 渊圆冤譺訛 渊猿冤譻訛 渊源冤譹訛

2.红色细胞表面的抗原物质 血型糖

3.取之不尽袁不会出现排异问题袁不会使输血者染上血液传染病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旅游 企图 捕捉 避开 敏锐 响彻云霄 若无其事 生态平衡
二尧躁蚤伽灶 躁侃灶倮 赠侏灶倮 则伲灶倮 糟澡俪灶 曾蚤伽灶
四尧明日必有大雨到 红花 启示 发明 创造 人类的好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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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13.夜莺的歌声
四尧5袁2袁4袁3袁1
五尧1.德军 2.小孩沉着尧冷静 3.德军士兵的人数 机关枪的数量 4.机智勇敢
六尧员援直瞪瞪 恶狠狠 圆援袁袁院野浴钥 冶袁院野浴 冶 猿援渊员冤完全不放在心上渊圆冤利用机会

缘援钓鱼竿的秘密 远援事情发展
14*.小英雄雨来
四尧望着妈妈笑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掩护李大叔 智斗鬼子 有志不在年高 雨来没有死
六尧猿袁缘袁员袁源袁圆
15.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一尧牺牲 凯旋 健康 阿姨 执行 充满 威胁 呼吁 深情 呼唤
五尧在维和行动中失去父亲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
爸爸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袁在维和行动中牺牲遥 他的死是光荣的遥 向全世界发出野要和平
不要战争冶的呼吁
父亲的怀念 世界和平的向往

16*.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
一尧憎侉蚤 赠佻 赠侃灶
四尧淤战争破坏了海洋的安宁遥

于战争让沙漠不再平静遥
盂战争搅乱了宁静的天空遥
榆战争让大地失去欢乐遥
虞祈盼战火中的孩子能在鲜花中读书袁享受春天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以防万一 永驻人间 聚精会神 凯旋 维护 谢意 沉浸 烧毁
二尧己 胜 击 面 备 无
四尧员.不但噎噎而且噎噎 2.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3.因为噎噎所以噎噎
六尧2.布鲁塞尔 于连 他机智地挽救了一座城市

第五单元
17.触摸春天
二尧淤 盂 于
三尧1.缤纷 2.奇迹 3.经历 4.磕磕绊绊
五尧1.悄悄的 圆.竟然 奇迹 3.女孩与自然的心灵相通
六尧2.百合花尧郁金香尧芍药

能得到的帮助只能给三姐妹中的其中一个人袁她们都飞走了遥
3.院野袁! 冶袁院野袁遥 冶袁院野袁! 冶
4.看到三姐妹团结一致袁为了大家的安全袁放弃自己的享受遥

18*.永生的眼睛
一尧突如其来 不假思索 栩栩如生 重见天日
四尧1.外公遗言捐助器官袁妈妈又这样做了遥 2.温迪愿意死后将眼角膜捐赠出来遥
五尧员援依旧 仍然

19.生命 生命
二尧1.贼佗灶 2.扎澡侉灶 3.枣侉灶倮 躁侏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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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窑 三

窑新 课 标 册窑 四

四尧飞蛾求生尧砖缝中长出的瓜苗尧倾听自己的心跳 生命虽然短暂袁但是袁我们却可以让有
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遥
20*.花的勇气
四尧失望袁没有看到花曰惊奇袁花儿很多尧很密尧很辽阔遥遗憾袁看不到花儿冒出来的样子曰惊奇袁
奇怪花儿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曰怦然一震袁花儿使他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勇气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花繁叶茂 多姿多彩 重见天日 角膜 捐赠 弧线 权利 飞翔
二尧采 彩尧付 副尧趴 扒
三尧袁院野要要要冶袁袁袁尧尧袁遥
五尧1.倮怎侃 曾蚤佟燥 躁佻 3.于

第六单元
21.乡下人家
一尧鲜嫩 华丽 风趣 照例 觅食 装饰 和谐 归巢 梦乡 催眠
五尧4.从远到近 乡村的傍晚 热爱家乡

22*.牧场之国
四尧1.水 花 牧场

2.郁金香 风车 牧场 运河 野欧洲花园冶 野花卉王国冶
六尧1.经常 急促 出现

23.古诗词三首
一尧绿遍山原 桃花流水 斜风细雨
二尧躁佻 赠俨灶 泽佟灶倮 泽怎侪
三尧1.没有事情 结束

2.农村孩子的天真情趣
3.鳜鱼 相同

24*.麦哨
三尧1.麦田换上了新装遥

2.那是野草遥
四尧1.举起 麦芒 乐谱上的线条 麦穗儿 跳动的音符曰渊略冤

2.味道直接透入肺腑袁此处指甘甜的味道使人感到舒适曰农村孩子快乐而有情趣的生活遥
六尧1.凿蚤佟燥 侉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风趣 瞧见 和谐 顺序 装饰
房前屋后 天高地阔 悠然自得

二尧M 目 淤 D 立 淤 L 扌 于
六尧猿.旅行鸽羽毛色彩绚丽尧漂亮 旅行鸽数量多

4.人们大量食用旅行鸽尧对森林的大面积砍伐尧狩猎活动的普遍
第七单元

25.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一尧伽利略 辩论 怀疑 违背 信奉 拴住 固执 解释 宣布 胆大妄为
二尧1.憎侉蚤 憎佴蚤 2.扎澡藻 扎澡佗燥
四尧1.敢想敢做 勇于 坚持 掉 惊奇 一起 2.速度 重量

26*.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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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全神贯注 仪态端庄 拍手叫好 莫名其妙
三尧异常 独自 突然

27.鱼游到了纸上
一尧金鱼缸 一丝不苟 绣花 细致 厂徽 聋哑人 速写 举止 骄傲 聚集
三尧1.赏心悦目 2.融为一体 3.泉白如玉 4.一丝不苟
六尧1.渊1冤形容旅途生活十分艰苦袁在风里吃饭袁在露天睡觉遥

渊2冤比喻要求很迫切袁就像饿了渴了急需饮食那样遥
渊3冤有志气的人袁最后一定成功遥

4.有志者事竟成
28*.父亲的菜园
一尧赠侃灶倮 遭蚤佶 糟佻 糟澡佴灶倮 憎佟灶 扎澡伽
二尧一干二净 信心十足 四处拾粪 一年四季
四尧2袁7袁1袁4袁6袁3袁5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一尧我知道人类的一切工作袁如果值得去做袁而且要做得好袁就应该全神贯注遥
二尧困难 凹凸 谦虚 特别 分散 混浊
三尧1.花繁叶茂 清澈见底 青山绿水 2.全神贯注 疑惑不解 悠然自得

3.持之以恒 自强不息 知难而进 4.骨瘦如柴 仪态端庄 面呈菜色
四尧1.盂 2.淤 3.于 4.于
六尧1.演算 打搅 很多

2.第一件是安培在行驶的马车上计算题目曰第二件是为了不浪费时间袁在实验室门上写上
野安培先生不在家冶曰第三件是从图书馆找资料回来时袁看到实验室门上那句话后转身就
走遥 其中详写了第一件事遥

3.勤奋工作袁刻苦钻研
第八单元

29.寓言两则
一尧妻子 绑住 理睬 汤药 扁鹊 烫伤 医治 射箭 消息 解释
三尧1.因为噎噎所以噎噎 2.不但噎噎而且噎噎 3.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4.如果噎噎就噎噎
六尧1.皮肤 皮肉之间 肠胃 骨髓 2.时间顺序 有一天 过了十来天 十来天后 又
过了十几天 五六天之后

七尧3.百步穿杨
4.走街串巷 情不自禁 熟能生巧

30*.文成公主进藏
一尧糟澡佗燥 扎澡侔灶倮 澡怎佗灶倮 扎伽灶倮 赠佻灶倮 糟澡佴灶
二尧1.牛羊长得又肥又壮遥 2.松赞干布迎接公主遥
三尧1.唐朝皇帝接见了吐蕃的使臣袁想试一试他的智慧遥

3.这些姑娘中只有一个戴鲜花袁鲜花表示尊贵尧高雅袁这肯定是公主曰另外袁鲜花是真花袁绢
花是假花袁这也是真假公主的区别遥

31.普罗米修斯
一尧火焰 驱赶 打败 惩罚 敬佩 关押 肝脏 锁链 猛兽 悬崖
二尧风吹雨淋渊打冤 驱寒取暖 无能为力 气急败坏
三尧驱赶 饶恕 承受 违抗 敬佩 著名

部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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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 课 标窑 三

窑新 课 标 册窑 四

四尧天神 宙斯 海神 哈得斯
众神之王 阿波罗 冥王神 波塞冬
太阳神 普罗米修斯 智慧女神 阿佛洛狄忒
大力神 赫拉克勒斯 爱神 雅典娜

七尧员.可以忍受尧决不会 2.为人类造福袁没有错遥
32*.渔夫的故事
一尧泽佟 造佟燥 糟澡佟 泽佟蚤 侉 憎佴蚤
二尧自言自语 笑逐颜开 无恶不作 摇身一变 荣华富贵 恩将仇报 下流无耻 飘飘荡荡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1.躁怎佴 凿伽 2.凿佴 扎澡侬灶倮
二尧1.艹 6 上下 桥 大桥 骄 骄傲

2.W 憎伲灶 拉曰扭转袁挽回
五尧1.寓言 蔡桓公不听扁鹊的忠告袁坚信自己没病袁最后病死了 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
意见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解除人类没有火种的困苦袁不惜触犯天规袁勇敢地盗取天火 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六尧1.渊1冤鞋 渊2冤放 渊3冤失意袁懊丧 渊4冤形容人来人往袁非常热闹

4.这个人的脑瓜真像榆木疙瘩一样死板遥 不尊重客观事实袁自以为是袁是非常愚蠢的遥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二尧房前屋后 改天换地 七上八下
歪歪斜斜 重重叠叠 斑斑点点

三尧1.于 2.淤 3.盂
四尧员援只要 就 圆援一旦 就 猿援因为 所以 源援不是 而是 缘援即使 也 远援不但 而且
五尧1.你不能违背人类的真理遥 2.噎噎因为他有自尊遥 3.在尚有余震的废墟中袁战士们奋不
顾身地抢救遇难者遥
六尧1.一个人只要诚实袁有信用袁就等于拥有了富有的精神遥

2.在不易觉察中戏弄尧谩骂敌人袁野麻雀尧乌鸦尧猫头鹰尧野兽冶都指敌人袁说明了小夜莺的机
智和对敌人的憎恨遥
七尧1.无限 2.围绕着 倒映着 连绵不断的画卷 舟行碧波上 3.春来江水绿如蓝

4.西塞山前白鹭飞
八尧5袁1袁2袁4袁3袁6
九尧1.争论 普通 探究

3.道尔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袁是探索大自然的有心人袁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遥
4.英国著名化学家道尔顿袁由一双袜子得到启示袁经过仔细研究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

色盲现象的人遥 告诉我们只要有心袁积极探索袁就能有所发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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