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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练　习　一

一、知识宫里显身手

1. 合理选择 

2. 父母　自己

3. 想法　目的

4. 身心健康　不良行为　违法犯罪

5. 程序

6. 宽松　和谐

7. 合力

8. 协商解决

9. 选举权利

10. 甲骨文

11. 张衡　祖冲之　李时珍（或其他合理答案）

12. 《兰亭集序》 柳公权

13. 国家推广普通话　推行规范汉字

14. 算学　九章算术

15.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　技术发明 

工程成就　88

16. 丝绸　后母戊鼎

17. 顾炎武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18.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爱

国情怀　忧患意识

19. 诚信　生存之基

20. 960　三

21. 生产　生活

22. 公开透明

23. 认清危害　主动拒绝

参 考 答 案

二、对号入座善安排

1. A　2. B　3. A　4. C　5. A　6. D　7. A　

8. B　9. B　10. A　11. A　12. C　13. C　14. C　

15. C　16. C

三、法眼如炬，明辨是非（下列行为你认为对的

打“√”，错的打“×”）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四、相互关联，一线牵成

班长　　 负责班级课上课下纪律 

学习委员 　  负责设计班级板报、写班

级新闻稿

宣传委员 　 负责班级沟通协调工作 

纪律委员  　 组织班级开展学习活动  

体育委员   组织班级少先队开展活动

卫生委员 　 组织班级开展文艺活动

文艺委员  　 组织班级开展体育运动 

大队长 　　 组织班级打扫室内外卫生 

五、发挥才能，解答问题

1. 我们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时，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

答：当我们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时，既要注

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又要注意活动的意义和价

值，让课余生活促进我们健康成长。

2. 读下面的材料，你会选择哪个方案？为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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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选择第三个方案。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是

村庄的主人，只有大家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积

极投票，才能体现大家的意愿。

3. 古人善于用仁爱之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请你尝试讲一讲发生在身边的仁爱故事。

 答：（言之有理即可）

练　习　二

一、知识宫里显身手

1. 针灸　推拿　拔火罐

2. 藏文　松赞干布

3. 班级建设

4. 班委会委员

5. 民主选举 

6. 主人翁 

7. 海洛因　大麻　可卡因

8. 行为规范

9. 认同　接纳

10.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11. 台湾

12. 自然遗产

13. 大散居  小聚居

14. 互助　和谐

15.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16. 2020

17. 棉花　芝麻　大蒜

18. 苏武牧羊

19. 气节　坚持正义

二、对号入座善安排

1. C　2. C　3. B　4. B　5. B　6. C　7. A　

8. B

三、法眼如炬，明辨是非（下列行为你认为对的

打“√”，错的打“×”）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四、相互关联，一线牵成

1. 蔡伦　　 发明活字印刷术

华佗　　 发明地动仪

张衡　　　 改进造纸术

毕昇　　　 发明“麻沸散”

2. 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9年12月20日

回归祖国怀抱　　 

　澳门特别行政区　  1997年7月1日回

归祖国怀抱　

　青藏高原　　  2019年10月1日成

立7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称为“世界屋

脊”　  

五、发挥才能，解答问题

1. 你知道我国汉字对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字

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吗？

答；第一，公元1世纪，朝鲜半岛就出现了

用汉字记录的地名和国名。

第二，《论语》在公元3世纪前后传入日

本。

第三，越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用越南

语和汉语。

2. 下面的班委遇到了难题，你能帮他们出个

主意吗？并说一说你的理由。 

答：执行班级共同决定遇到困难时，同学之

间要互相帮助，协商解决，出现问题需要适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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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整时，应该尽可能采纳同学的建议。

3. 把自己参加过的课余生活列举出来，并加

以分类。 

校内：跳绳、打球、练字、剪纸等。

校外：旅游、做家务、参加公益活动等。

4. 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呈现什么特点？这种

特点促进了什么？

答：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以汉族为主

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这种分布方式使各

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

强，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有利于

各民族间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发展，有利于各民族

间文化的相互交融；民族小聚居有利于发展有民

族特色的经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流传和延续。

练　习　三

一、知识宫里显身手

1. 扁鹊　华佗

2. 改进造纸术　发明地动仪　发明“麻沸

散”　发明活字印刷术

3. 民主讨论

4. 约束力

5. 老师

6. 权利 

7. 课余生活

8. 校内　校外

9. 促进自我发展

10. 群体　互补

11. 借鉴　欣赏　促进 

12. 个体活动　群体活动　室内活动　室外

活动 　课内学习　课余生活

13. 相互指责　充分解释的机会

14. 沟通　倾听 

15. 稳定情绪　冷静思考　寻找合理点

16. 真诚的交流

17. 想法　目的 

18. 烟酒　吸毒

19. 远离　拒绝　

20. 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朝鲜文

21. 独树一帜

二、对号入座善安排

1. A　2. C　3. B　4. C　5. A　6. B　7. C　

8. A  9. C　10. A　11. C　12. B　13. B　14. C　

15. A

三、法眼如炬，明辨是非（下列行为你认为对的

打“√”，错的打“×”）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四、相互关联，一线牵成

班级事务决定前 及时公布表决结果 

班级事务决定中  告知全班同学相关信息 

班级事务决定后   讨论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 

五、发挥才能，解答问题

1. 比较下列两则格言，你赞同哪一个？说说

你的理由。

答：（赞同第二种，原因言之有理即可）

2. 班委会竞选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答：发布竞选公告—自愿报名参加—竞选人

演讲与答辩—无记名投票—公开唱票、公示

结果。

3. 和纸相比，竹木简有哪些缺点和不足？

答：（1）竹木简笨重不易于携带，所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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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

（2）不利于保存，容易被虫蛀。

（3）涂改不方便。

（4）不便于阅读。

4. 你和同学、家长沟通后，如果意见仍未达

成一致，你会如何处理？

答：我会真诚坦率地与同学沟通，会结合具

体问题进行讨论，给对方充分解释的机会；若沟

通后，意见仍不一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不指

责对方。

练　习　四

一、知识宫里显身手

1. 生活方式　看待问题

2. 坦诚　友好

3. 真诚坦率地沟通

4. 怂恿　抵制 

5.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6. 时间　精力

7. 56　汉　少数民族　

8. 台湾岛　澎湖列岛　钓鱼岛 

9. 《格萨尔》  《江格尔》  《玛纳斯》

10. 蒙古族

二、对号入座善安排

1. A　2. B　3. D　4. A　5. B　6. C　7. B　

8. A　9. B　10. A　11. A　12. B　13. A　14. A

三、法眼如炬，明辨是非（下列行为你认为对的

打“√”，错的打“×”）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四、相互关联，一线牵成

五、发挥才能，解答问题。

1. 吸毒有哪些危害？

答：吸毒会摧残一个人的身体和意志，破坏

家庭的幸福，危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败坏

社会风气，甚至威胁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2. 下面是某个班长候选人竞选时做出的承

诺。你会选他吗？说一说你的理由。 

答：我会选他。因为班委不仅需要一定的管

理能力，更需要他们有热爱集体、为班级和同学

服务的意识和奉献精神。

3. 外出旅游时，你发现旅游者的哪些行为对

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他们应该怎样做？

我发现的破坏行为：乱扔垃圾污染环境；在

建筑物上到处留名，乱刻乱画。（答案不唯一，

合理即可）

他们应该这样做：提倡文明旅游，提高人们

的环保意识，保护旅游资源。（答案不唯一，合

全家聚餐，大人和

小孩一起喝酒能活

跃气氛，还能促进

血液循环。

只要是在家里吸烟

就没有关系。

吸烟能忘记烦恼，

结交新朋友，拉近

与人的距离，产生

灵感。

二手烟会危害

家人的健康。

青少年吸烟、

喝酒会促进不

良交友，影响

身体发育。

过多饮酒会导

致情绪失控，

引 发 矛 盾 冲

突。酒驾会引

发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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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理即可）

4. 课余生活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收获？

答：课余生活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提高动

手能力，培养创新意识；让我们有机会与不同的

人交流，学会合作，体会亲情的温暖、友情的宝

贵，学习待人接物的文明礼仪；能激发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培养我们作为社会小主人的责任

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