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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标

部分参考答案

1.窃读记
二尧担心 迫切 害怕 合适 充分 光临

四尧员.能在阅读中感受到增长知识和智慧的快乐遥
害怕被店员或老板发现而受到驱赶遥
只读不买遥

圆.粮食哺育的是身体遥
书籍赋予人知识与智慧袁能促进人的心灵得到成长遥

五尧员.全神贯注 一丝不苟 聚精会神

圆.万卷古今消永昼袁一窗昏晓送流年遥
汝果欲学诗袁工夫在诗外遥
古人学问无遗力袁少壮工夫老始成遥 纸上得来终觉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遥

圆*.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三尧员.小树苗 苗苗 季羡林 小学生与著名学者季羡林的对话

圆.要学好语文袁也要学好数学袁能文能理 中西贯通 古今贯通

四尧员.关于野看闲书冶的对话曰圆.关于野偏科冶的对话曰猿.关于野学外语冶与野背古诗文冶的对话遥
3.走遍天下书为侣
一尧娱乐 背诵 欣赏 忽略 经历

源*.我的野长生果冶
二尧比方 愉快 格外 冷清

五尧员.像饿了就想吃尧渴了就想喝那样袁形容要求十分迫切遥
不需解释就可以明白袁形容事理简单尧明了遥
形容心情不好袁情绪低落遥

圆.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袁是人类文明的营养遥 说明了知识与人类的密切关系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l佗n zhu伽n ch佶n倮 qi侉 l俜 y佾n
二尧感叹 支撑 招牌 忽略 屋檐 牵肠挂肚 悲欢离合 滚瓜烂熟

三尧员.淤 圆.一位朋友 你随时想去就去的故地 猿.书 构思要别出心裁 有点与众不同的

野鲜味冶 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

六尧猿.冰心从小听了许多故事袁认读了不少字遥 七岁就能读懂叶三国演义曳袁还能把野三国冶的故
事讲给别人听遥
在舅父的指导下袁冰心读了大量的名著遥
冰心在美国读书期间袁写了 圆怨封信寄给国内的小读者袁以优美亲切的文笔袁与小朋友娓
娓谈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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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古诗词三首
一尧员.春风又吹绿了江南岸袁明月什么时候能照着我回到家乡遥

圆.入夜袁又是刮风袁又是下雪袁将士们从睡梦中醒来袁再也睡不着了袁不禁思念起故乡来遥故
乡温暖尧宁静袁是没有寒风朔雪之声的遥

远.梅花魂
二尧于 盂 淤 于
四尧渊员冤外祖父常常教野我冶读唐诗宋词遥

渊圆冤野我冶请外祖父回祖国袁外祖父竟像小孩子一样野呜呜呜冶地哭了起来遥
渊猿冤离别的前一天早上袁外祖父郑重地把一幅墨梅交给野我冶袁嘱咐野我冶好好保存遥
渊源冤船开了袁外祖父递给野我冶一块绣着血色的梅花的手绢遥

六尧2 4 1 5 3
苑*.桂花雨
四尧员.榆

源.桂花盛开的时候香飘十里遥 桂花成熟的时候袁摇下来的桂花完整尧新鲜遥
愿*.小桥流水人家
三尧太阳出来了袁就开始劳作遥
太阳下山了袁就回家休息遥
文中指家乡的人们互相帮助袁和睦相处遥

四尧例院小溪潺潺绕村庄袁杨柳依依垂水面袁水鸟溪水相唱和袁小小木桥跨溪上袁野花野菌遍茶
山遥

六尧要点院员.家乡的美景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作者深深地怀念家乡遥
圆.作者对乡村生活袁对安定生活无限向往尧眷恋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能书善画 顶天立地 守望相助 气节 灵魂 衰老 民族 稀罕

四尧员.外祖父递给我东西遥
圆.我想起了野摇花乐冶遥

六尧员.倾诉 爱惜 宝贵 深思

圆.渊员冤他忽然明白院原来妈妈已经给了自己最珍贵的礼物遥
渊圆冤妈妈给了自己那么多的珍贵的礼物袁可是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钥 孩子开始思考遥

怨.鲸
一尧员.载  怨曰 圆.云 月 源
三尧员.渊姨冤
四尧鲸很大袁是比象还大得多的动物曰
鲸不属于鱼类袁是哺乳动物曰
鲸总的来说可以分为须鲸和齿鲸两大类曰
鲸主要吃什么曰
鲸用肺呼吸曰
鲸怎样睡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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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是胎生的袁寿命很长遥
员园*.松鼠
四尧圆 缘 员 源 猿
五尧员.松鼠怎样搭窝 选址 怎样搭窝 住在窝里舒适安全 它的窝隐蔽防水 猿.要点院勤
劳尧聪明遥

员员.新型玻璃
二尧或许 试图 清楚 特别

三尧举例子尧列数字尧比喻渊打比方冤尧拟人等袁句子略遥
五尧员.运用尧移动尧澡怎佗灶尧练尧恼尧赠怎侉

2.做一件事能使多方面都得到好处遥 喜欢得舍不得放下遥
猿.筷子的名称变化遥 人们给筷子以很高的评价遥
源.渊员冤筷子的名称变化及含义曰渊圆冤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曰渊3冤筷子的种类曰
渊4冤人们对筷子的评价曰渊5冤人们对筷子的喜爱遥

员圆*.假如没有灰尘
二尧1.由于袁才 圆援假如袁就
四尧员.土壤 岩石 风化 细小的颗粒

圆.光波较短的紫尧蓝尧青 光波较长的

五尧假如大气中没有灰尘袁强烈的阳光将使人无法睁开眼睛袁天空将变成白茫茫一片袁地上的
万物都将是湿漉漉的袁地球上的水就会越来越少袁最后完全干涸袁生物将无法生存袁大自
然也将变得单调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珍贵 垂直 窗帘 急促 噪音 博物馆 嫌疑 盗窃 特征 研制

二尧员.因为噎噎所以 圆.只有噎噎才 尽管噎噎还是
六尧员.像蚯蚓爬行那样动遥

比喻遇到危险或者困难袁不积极想办法解决袁却坐着等死袁或者等待失败来临遥
圆.渊员冤石壁上蠕动着黑线遥
渊圆冤朋友讲述故事遥

员猿.钓鱼的启示
一尧启发提示袁使有所领悟 灰心失望 形容行动十分小心袁丝毫不敢疏忽 很留恋袁舍不得
离开

三尧员.喜欢鲈鱼袁但又在经受道德的考验遥
圆.让孩子经历道德的实践袁严格要求孩子遥

五尧急切 乞求 依依不舍

六尧员.感激尧憎恨 消逝尧涌现 千奇百怪尧平淡无奇
圆.布伦克特 坚持梦想并保持努力

员源*.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三尧员.野我冶克服了编织毛衣所需时间与交货时间相差 圆园倍的困难袁走出了一条自己设计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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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出售时装的新路遥
圆.举办了一次不是成衣的时装展袁不仅使展会如期开幕袁还吸引了众多的订货者遥

员缘.落花生
二尧员.于盂 圆.榆于
四尧种花生 收花生 过收获节 边吃花生边议论花生 详细 对普普通通的花生产生了

敬佩之情

五尧员.希望 期望 纯粹 透彻

猿.渊员冤用温暖的手诊断袁让病人感觉安心尧信赖遥
渊圆冤根据不同的需要敬茶袁做到体贴入微院第一杯是解渴的袁温度适当袁量大曰第二杯稍
带品茗之意袁用中碗袁稍热曰第三杯是为了品茗袁奉上小碗热茶遥

员远*.珍珠鸟
四尧员.作者十分看重这份人与小鸟之间的情意袁从中得到一种独特的惬意的享受遥

圆.人鸟相亲相依的情景袁是彼此信赖创造的美好境界袁这种信任是感人至深的遥 这也是我
们希望和追求的境界遥

六尧猿 员 圆 远 源 苑 缘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 受用不尽 络绎不绝 依依不舍 趁其不备 从容不迫 神气十足 不动声色 斑斑

驳驳

三尧员.毛衣装上货轮遥
圆.我可以搞一个不是成衣的时装展遥

五尧员.悦
猿.胆怯曰也许小男孩以前跟别人说话袁遭到过拒绝和嘲讽袁跟野我冶说话也生怕被拒绝遥

有趣的汉字

二尧员渊员冤旧 渊圆冤哭 渊猿冤驼 渊源冤明 渊缘冤也 渊远冤七
三尧员.渊员冤响 渊圆冤赶 渊猿冤踩 踩 渊源冤庙 庙 庙 渊缘冤鸣 渊远冤须
我爱你袁汉字
二尧隶书要古色古香 行书要流畅自然 楷书要端庄大方 草书要凤舞龙翔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y佻 y侃n cu侔 l佻 n伽 ch侑n倮
二尧员.xi侉 ji侑 圆.sh伽n d佟n 猿.y佻n倮 y侃n倮 源.yu侉 l侉
三尧闻 欲 精 久 班 逗

四尧删去野的称号冶曰删去野和班主任冶曰野争先恐后冶与野积极冶意思重复袁删去野争先恐后地冶或
野积极冶曰野介绍许多张老师的事迹冶改为野介绍张老师的许多事迹冶遥

五尧员.开展猜谜活动 查找体现汉字谐音特点的古诗尧歇后语尧对联或笑话
圆.结绳记事 物语 鸟的足迹

猿.兽骨尧龟甲 竹子尧木头 纸

员苑.地震中的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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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员.心理活动院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院野不论发生什么袁我总会跟你在一起浴 冶
语言院野阿曼达袁我的儿子浴 冶
动作院跪在地上袁大哭了一阵袁站起身袁走去

圆.这句话在课文中反复出现袁表现了父亲崇高的责任感和儿子对父亲的信赖遥
猿.说父亲了不起是因为为了儿子袁决不放弃袁实现对儿子的承诺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遥
说儿子了不起是因为在恐惧与危险中袁坚持生的希望袁当获得救援时袁让同学们先出去遥

五尧员.倒数第二自然段遥 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遥
员愿*.慈母情深
一尧j俦n zu伽n sh俪 l俅
二尧员.突出了母亲工作的劳累袁野我冶为母亲这样劳动而感动袁为自己贸然要钱而内疚遥

圆.这段话运用排比句表现母亲为了整个家的生活而不知疲倦地劳动袁珍惜一点一滴劳动
时间遥

猿.如果野我冶用那钱再买别的东西袁就太对不起母亲了遥
三尧员援奶奶袁这一回该我请客了浴那个小男孩正在学习不吃东西也会饱的道理哩浴 猿援第一百
个客人

员怨.野精彩极了冶和野糟糕透了冶
一尧自豪 誊写 确实 敬仰 湿润 出版 歧途 谨慎 慈祥 位置

二尧员.得意扬扬 圆.一如既往 猿.迫不及待
三尧员.因为噎噎所以噎噎 圆.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猿.如果噎噎就噎噎 源.不仅噎噎更噎噎
四尧员.我把诗认认真真地誊写了一遍遥

圆.这世界上糟糕的诗够多了遥
猿.几年后袁当我再拿起那首诗袁承认父亲是对的袁那的确是一首相当糟糕的诗遥

五尧员.野我冶的幸运在于有个常常鼓励野我冶的慈母袁她的肯定给野我冶写作的力量袁是野我冶创作
灵感的源泉曰同时野我冶还有一个严厉的父亲袁他时常警告和教育野我冶袁使野我冶不走向歧
途遥 野我冶出版的很多作品袁力量来自于父亲遥

圆.父母两个极端的断言袁其实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爱遥
圆园*.学会看病
二尧员.野钥钥 冶遥 圆.野遥 袁遥遥 袁遥 冶遥
三尧员.虽然噎噎但是噎噎 圆.如果噎噎就噎噎 猿.不但噎噎而且噎噎
四尧看病不用学袁您给看看就行了遥 圆.你这样做不算是帮助同学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废墟 颤抖 安排 谨慎 警告 誊写 爆炸 糟糕 歧途 源泉

二尧员.盂 圆.淤 猿.盂
三尧员.影响 圆.害羞 猿.往日
四尧员.伤害 圆.损害 猿.虽然 源.居然 缘.希望 远.绝望 苑.失望
五尧员.和睦 诚信 圆.质实 饰貌

圆员.圆明园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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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员.流连 圆.留恋 猿.流失 源.损失
四尧圆. 亭台楼阁 山乡村野 安澜园 狮子林 平湖秋月 雷峰夕照 蓬莱瑶台 武陵春

色 猿.末句
圆圆援狼牙山五壮士
一尧任务 崎岖 坠落 仇恨 掩护 转移 尸体 雹子 横七竖八

三尧员援斩钉截铁 圆援惊天动地 猿援壮烈豪迈 源援居高临下 缘援全神贯注
四尧平静 失败 平直 前进 五尧员援继续 圆援相继 猿援屹立 源援挺立
六尧员援第 员句曰 第 圆句曰 第 猿句曰 第 源句遥 圆援动作 神态 对敌人满腔仇恨

圆猿*援难忘的一课
一尧停泊 真挚 准许 浓厚 二尧员援感动 圆援激动 猿援强烈 源援猛烈
三尧员援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句最简单的话更能表达我此时的全部感情遥

圆援这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袁这是浓厚的爱国情意遥
五尧员援台湾野光复冶 圆援我是中国人袁我爱中国 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猿援热爱祖国袁有强烈的民族精神
圆源*援最后一分钟
二尧员援香港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所有的中国人 五星红旗 圆援香港同胞
三尧员援严肃安静遥 长时间不停下来遥 圆援上升 开始

猿援写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尧升旗仪式遥
源援末段遥

四尧员怨怨怨 员圆 圆园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二尧员援于 圆援盂 猿援于 源援淤
三尧员援骨瘦如柴 红光满面 眉清目秀 面如土色

圆援豪言壮语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喋喋不休

猿援大义凛然 舍生取义 不屈不挠 临危不惧

六尧2援员愿猿怨年 远月 猿日 3援第三自然段 源尧缘两句 4援第四自然段 5援最后一个自然段
圆缘援七律窑长征
一尧员援淤 圆援盂 猿援淤
二尧万寿无疆 万古长青 万无一失 千方百计 千篇一律 千钧一发

四尧磅礴 彷徨 尴尬 五尧员援渊气势冤盛大尧雄伟的样子遥 圆援喜笑颜开遥
六尧员援更喜岷山千里雪袁三军过后尽开颜

圆援五岭逶迤腾细浪袁乌蒙磅礴走泥丸
猿援红军不怕远征难袁万水千山只等闲
源援金沙江 大渡河

圆远援开国大典
一尧典礼 诞生 瞻仰 飘拂 宣告 协商 外宾 电钮 骑兵 肃立

二尧员援渐渐 圆援慢慢 猿援徐徐 源援聚集 缘援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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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员援正要整 陈要阵 到要倒 圆援冒要帽 篮要蓝 例要列 猿援龙要笼 继要续 采要彩
四尧员援圆 员 缘 猿 源 圆援方位 广场 河 白石桥 城墙 天安门城楼 中华门

猿援广场呈丁字形
五尧圆援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浴 冶
六尧员援开阔 辽阔 明 屹立 园 宣布 圆援不但 而且 如果 就 猿援总起 总结

圆苑*援青山处处埋忠骨
一尧青山处处埋忠骨袁何须马革裹尸还遥 二尧灶佾 曾俅灶 枣俅 糟澡俨
三尧劝说 明显 犹豫 破例 靠近 留恋 六尧员援 袁 袁 袁 钥 钥 袁 袁 遥

圆援转向 指指 示意 沉浸在对爱子的思念之中袁又不想把野悲痛冶感染给身边的同志
猿援踌躇 黯然 悲痛万分

圆愿*援毛主席在花山
一尧灶蚤伲灶 泽澡侉 择侃 憎佴蚤 二尧扰乱 特别 延误 深思 打量 局势 劳累 真诚

三尧陈旧 活泼 好办 普通 自由 虚伪

四尧员援我们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袁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遥
圆援我们吃的穿的袁没有一样能离开群众的支持遥

六尧员援在某一方面很精通 一边推袁一边用笤帚往碾盘里扫碾出来的玉米碎粒
圆援毛泽东的所言所行袁和普通百姓是那么的近袁那么的亲袁老人因此感到亲切袁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尊重 协商 胜利 万水千山 爆发 胸膛 汇集 排山倒海

二尧员援于 圆援淤 猿援于 源援淤 缘援盂 三尧员援诞生 圆援出生 猿援站立 源援肃立
五尧员援院野浴 冶 圆援 袁 袁 袁 野 浴 冶野浴 冶 猿援 野 袁 冶 袁 袁野 袁 袁 遥 冶 源援野袁 遥 遥 冶 遥
六尧员援二万五千里长征 圆援会场 阅兵式 游行 猿援朝鲜人民 源援渊1冤请回群众 渊2冤送去茶
水 渊3冤帮助推碾子

八尧员援月 圆援野我冶不小心跌下河去袁毯子和被子被河水冲走了 毛主席盖的被子 猿援淤椅于耀
虞椅愚椅 第一部分院在长征路上袁野我冶不小心跌下河去袁毯子和被子都让水冲走了遥 第
二部分院毛主席派警卫员来看野我冶袁还把自己盖的被子送给野我冶遥 第三部分院野我冶摸着柔
软的被子袁心里非常感动遥 源援月

这学期我们学得怎么样

一尧屋檐 欺凌 衰老 嫌疑 操纵 爱慕 废墟 糟糕 歧途 掩护

二尧员援盂 盂 榆 淤 圆援虞 盂 榆 淤 于 猿援淤 盂 于
三尧员援争辩 圆援分辨 猿援爱惜 源援爱护
四尧圆援教学楼变成废墟遥 猿援花生虽然不好看袁但是很有用遥
六尧野大石马冶改为野石马冶渊删去野大冶冤曰删去野树林冶的野林冶字袁或改成野树木冶曰野和一顶头盔冶前
加野袁冶袁并将野和一顶头盔冶改为野戴一顶头盔冶曰野果断冶改为野武断冶遥

七尧源 员 猿 圆 八尧员援对品德尧才能比自己强的人心怀怨恨遥 第 圆自然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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