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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一、1. 笼罩　逐渐　

2. 牵　庄稼　葡萄

二、1. 艹　13　bó　

2. 12　一　人声鼎沸　鼎力

三、 隐　现　山　海　鼎　沸　水　天　山　地　

平　静　

1. 绘声绘色　没完没了　

2. 今天是开灯会的好日子，广场上人山人海。

四、1. 恐龙的种类很多，形态更是千奇百怪。

2. 雷龙　梁龙　剑龙　三角龙

3. 雷龙　六头大象　雷龙的脚步声　雷鸣　　

雷龙是个庞然大物

4. 身体长　比喻　梁龙走路的样子　一架移

动的吊桥

第二天

一、1. 反问　2. 比喻　3. 排比　4. 拟人

二、1. 我爱看星星。

2. 青蛙呱呱，很高兴地聊天。

3. 古老　绿油油　肥沃

三、（1）不仅　而且　（2）不是　而是

（3）因为　所以　（4）虽然　但是

四、1. 闻名　喜爱　光滑　保护

2. 著名　一动不动　粗糙　吱吱

3. 他不会伤害松鼠妈妈的孩子。

参 考 答 案

第三天

一、1. 顿时　少顷　

2. 霎时，万道金光透过树梢，给水面染上了

一层胭脂红。　

二、1. 潮来前　潮来时　潮头过后　

2. 我和阿妈走月亮　无比幸福和喜悦之情　

3. 归巢的鸟儿　斜阳　芦苇　归巢的鸟儿驮

着夕阳，夕阳落在江上染红芦苇

三、1. 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个奇迹，

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2. 示例：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依偎在妈妈温

暖的怀抱里。

3. 这是一架崭新的飞机在天空中夜航。

四、1. 春天的小草

2. 画去：生命　软弱　挺立　坚强

3. 半包围　疒　5　④　

4. （3）√

第四天

一、1. 玻璃　适　恐　愉快　　

2. 科　研究　蛾　蚊　

3. 拦　坚

二、1. qiǎo　2. qiāo　3. zhǎng　4. zhàng

三、1. 五　它让生病的小女孩看到了希望，恢复

了健康

2. 嘴　超声波　耳朵

四、1. 5　时间　　

2. 金黄　杏黄　火红　紫红　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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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例：山前有一泓深潭，长年清碧，光滑

澄明得让你感到肌肤的软温、眸子的清纯。在雪

的映衬下，潭深碧如玉，透着少妇的端庄娴淑。

第五天

一、静静地欣赏　快乐地微笑　灵巧地避开

轻盈的身体　柔嫩的叶子　极细的电线

二、 示例：兴冲冲　慢腾腾　笑嘻嘻　吞吞吐吐　

形形色色　风风火火

三、1. 不是……而是……　

2. 一边……一边…… 

3. 即使……也……

四、 示例：你很坚强，虽然这粒豌豆给你力量，

给你信心，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坚持，也就没

有今天的你，让我们一起努力，让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

五、1. 示例：光秃秃　各种各样 

2. （1）她担心，她犹豫

（2）她轻松地笑了，笑得那样甜，笑得那

样美　她觉得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了，没有

东西可以妨碍她与伙伴们自如地见面了。　

3. （3）√

第六天

一、1. 操场　选址　

2. 山峰　侧面　

3. 均匀　铺

二、1. ②　2. ①　　　　　

三、1. 牢固　2. 坚固

四、 示例：山峦起伏　绿水青山　崇山峻岭　连

绵不断　蔚为壮观　高耸入云

五、 1. kǎi　因外界事物变化很大而引起许多感

想、感触。

dǐng　形容极其有名，名气很大。

2. 他说他将来长大了，不要种田，也不要上

班，每天就待在家里，等人家从邮局给他汇钱。　　

长大了他要去埃及看金字塔。

3. 人只要努力，就能完成看似实现不了的梦

想，只要付出努力，一个人的人生就会有无限

的可能。

第七天

一、1.（1）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2）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2. 爬山虎爬。

3. 示例：当清风吹来的时候，柳树跳起了柔

美的舞蹈。

二、1. 苏轼　正面　侧面　远　近　高　低　庐

山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示例：

对于复杂的事物，既要多方面观察、调查了解，

又要亲身去体验，去分析

2. 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　弯月初

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

三、1. 秀美　竟然　惊讶　占领

2. 舍不得离开。　没有任何办法补救。　环

境非常好、适合居住的地方。

3. 治理风沙　防止沙漠化　防止水土流失　

净化空气

第八天

一、劈开　肌肤　缓缓　血液　悲惨　违抗　圆

环　收获

二、1. 枝—肢　驱—躯　2. 索—锁　区—屈

三、1. shào　shǎo　

2. lōng　lóng

四、 示例：妈妈，读课外书也是有益处的。多读

一些好的课外书不但能提高阅读能力，而且

能提高理解能力。请您让我读一些有益的课



2 3

参 考 答 案

外书，好吗？

五、1. 我爱漓江　2. 漓江像一条友谊的带子把祖

国和世界人民连在一起。　3. 第1自然段为第一

部分，第2至第5自然段为第二部分，第6自然段

为第三部分。第二部分：分别写了漓江四季的美

景。 4. 时间　5. 漓江一年四季都很好。我喝漓

江的水长大，一定要把漓江建设得更加美好。

第九天

一、1. 严厉　2. 严格　3. 承受　4. 承担

二、1. 分散　2. 狭窄　3. 光明

三、1. 女娲把洪水中的人们救上来了。

2. 为人类造福，没有错。

3. 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

的云。

4. 细细的春雨就像春姑娘纺出的线一样。

四、 1. 画去：bē　guàn　zhūn　cí　chāo　

sǎn

2. C　　

3. 在花的学校里，花是遵守时间的孩子。

第十天

一、chōng　gěng　xiē　zhěng　sī　páng

二、1. 稍　梢　捎　2. 拔　拨　拔

　　3. 幻　幻　幼

三、1. 希望　2. 失望　3. 愿望　4. 猛烈　5. 热烈

四、1. 成功　为获得成功而付出的努力

2. 如果　就　但是　与其　不如

3. C

第十一天

一、头　气　失　色　千　万　奈　何　

1. 垂头丧气　无可奈何　

2. 千依百顺　千锤百炼　千刀万剐

二、 1. 老麻雀飞下来的样子　石头　一片片落叶

从树上落下来，像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

2. 我们向那房子跑去，继续寻找我们的“幸

福鸟”……　

3. A

三、1. “我”打猎回来的路上，猎狗在地上发现

了一只小麻雀，老麻雀保护小麻雀，猎狗愣住了　

伟大的母爱

2. 起因：我不小心摔坏了陈明的小木船。经

过：我们的友谊破裂了，后来陈明送给我一只小

木船，我们俩的友谊恢复了。结果：我看到小木

船就想起陈明。

四、1. 班（斑）　烘（洪）　须（顺）

2. 指大声或高声叫喊。　指因意见不同互不

相让地争吵。

3. 他们像一块大石头横在小街中，“小溪”

流动缓慢了，渐渐停止了。

4. 题目“疏通”有两层意思：一是道路需要

疏通；二是人们的思想要疏通。

5. 街道　小溪的欢歌　街道恢复了通畅

6. （2）√

第十二天

一、1. shàn　shān　

2. dīng　dìng　

3. zhàng

二、 顽　玩　顽　玩；　级　级　极　极；　逃　

桃　桃　逃；　豪　毫　豪　毫

三、 无　无　通　情　堂　笑　声　色　思　义　

冰　雪　毫　无　应　手　

1. 无缘无故　2. 得心应手

四、1. 伶俐　2. 期望　3. 调皮

五、1. 画掉：晃动　打算　发疯地　飞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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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点儿也不表示出软弱的样子来，不甘心

表示自己比别人差。

趁敌人不备时攻击。

3.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画面吗？　改写：这是

一个很好的画面。

第十三天

一、1. 鹅一口把我当胸的衣襟咬住了。

2. 示例：看到试卷上的一百分，我高兴地跳

起来，一路狂奔回家，想着马上告诉妈妈这个好

消息。

3. 天一晴，他们就出去工作。

二、1. 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应该注重的

是内在的精神和灵魂。外表美并不是真正的美，

内在美才是最美丽的。也许你不美丽，也许你不

高大，但只要你有梦想和志向，终究会达到

成功。

2. 要尊重事实，不要被固有思想左右，换个

角度看问题产生的结果大不一样。

3. 示例：一只可爱的大老虎　我其实很佩服

你的勇气。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些困难，

只要我们坚持，以后一定会看到美丽的彩虹。

三、1. 扎根　深　牢固　迅速地往上蹿个子，即

使遇到狂风暴雨，秧苗也不会倒伏减产

2. 正像人们常说的，温室里的花朵，是经

不得风雨的。要经得起生活的风吹雨打，从小就

应该像那些秧苗，勇于接受生活苦难的磨砺，这

样，日后才能长成栋梁之材。

3. 玉米苗　勇于接受生活的磨砺

第十四天

一、胸怀　严肃　英雄　疑惑　训斥　催促

二、1. hái　huán　

2. yào　yāo　

3. nìng　níng

三、塞　赛　振　震

四、 顾　盼　不　解　有　思　无　私　居　出　

毫　不 

1. （1）南征北战　南辕北辙　

　（2）大义凛然　英勇无畏　

2. 疑惑不解　左顾右盼

五、1. 努力——勤奋　赶紧——赶快　

仿照——模仿　奇特——奇怪

2. 后来，猴子捡起地上的草帽，说：“开什

么玩笑？你以为只有你有爷爷吗？”

3. B

4. B

第十五天

一、1. 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都不敢怎么样。

2. 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

统治下登台演出。　

3. 指春天下大雨后发出来的竹笋，而且一下

子就长出来很多　指高楼大厦大量、迅速地涌现

出来　示例：下课铃一响，大家像出笼的鸟儿

一样飞奔出去。

4. 魏校长提问题。

二、1. 唐　王昌龄　对敌人的蔑视，对国家的忠

诚

2. 古来征战几人回　

3. 李清照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三、1. 伟大　亲昵　和蔼　　　

2. 一……就……

3. 因为他勤于思考。　　　

4. 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我们要善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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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第十六天

一、维　唯　娶　取　竟　竞　既　寄

二、1. ②　2. ⑤　3. ①　4. ③　5. ④

三、 心　胆　无　苍　苍　堂　堂　眉　眉　目　

稀　如　

（1）白发苍苍　慈眉善目　

（2）提心吊胆　面如土色　

（3）荒无人烟　人烟稀少

四、1. dàn　xuàn　jí

2. （1）×　（2）×

3. 迈克遇到了一个时时为弟弟着想的小男

孩，他开车带着小哥俩，三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

难忘的夜晚。

第十七天

一、1. 即使……也……　示例：即使下再大的

雨，我也要去上学。　　

2. 那个打扮好的姑娘被巫婆叫徒弟领了来。　

二、1. 王戎善于观察，知道李子是苦的　

2. 制止河神娶亲　开凿河渠　

3. 四　眼力

三、学习首先要练好基本功，要刻苦，有恒心，

有毅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的孩子　一个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机智的

人。

四、1. 拿不定主意。　

（学术、技术、作品、产品等）好了还求更

好。　

2.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超

的水平了。　

3. 秦青弹唱了一首对薛谦辞学表示惋惜的曲

子，这让薛谦想到了技艺很高强的韩娥余音绕梁

的故事。　

4. 示例：不要骄傲自满，要脚踏实地地掌握

真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