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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一、 绿毯　微笑　马蹄　彩虹　伏案　点缀　幽

雅　愁怨

二、 一碧　　欲流　 不动　 四望　 一碧千里　 

翠色欲流 

三、J　ji　疒　5　④　③　①　②

四、1. 比喻　马上的男女老少　 彩虹　喜悦和

赞叹　 

2. 示例：草原上一个个的蒙古包，就像散落

在棋盘上的颗颗棋子。

五、1. 读书的要求非常迫切。

2. 苦恼　闻名世界　铭记　全神贯注

3. 虽然　

4. 示例：一个人如果想取得成功，需要孜孜

不倦地学习和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二天

一、稻　蹈　滔　 幕　慕　暮　 

二、1. C　2. B　3. A　　 

三、1. 幽雅　2. 优雅　3. 高雅　 

四、1. 乌云上涌，就如墨汁泼下，却又在天边露

出一段山峦，明丽清新，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白珠

碎石，飞溅入船。

2. 在稻花的香气里，人们谈论着丰收的年

景，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说着丰

收年。

3. 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苍青的山峦在城

外横卧。

参 考 答 案

4.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日暮客愁新　　

对仗（对偶）

五、1. 英　笛福　第一　时间　

2. （1）沉船，“我”流落到荒岛；（2）

“我”上沉船搬运东西；（3）“我”寻找地

方，构筑住所。

3. 示例：我觉得鲁滨孙是个聪明勇敢、敢于

冒险、有自己的目标、生命顽强的人。

第三天

一、索　渡　崖　孤芳　磅礴　棋　榴弹　

驰 往

二、1. ②　2. ①　3. ③　　

三、示例：聚精会神　得意扬扬　大同小异

四、略

五、1. （1）十分喜爱。（2）多次死亡也不后

悔，形容志向坚定。

2. 否定　并不是真正的球员　特定的称谓

3. 示例：①这段话生动地再现了乔丹为了能

够看篮球联赛，宁愿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从

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篮球运动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②每一个人在成功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乔丹能够成功，是因为热爱给了他战胜困难的力

量。每一次失败，他都因为热爱他所从事的篮球

运动而坚强地站起来，这是热爱的力量，他从不

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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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一、悦　阅　跃　  栏　拦　婪　距　拒　剧　　

抱　爆　暴

二、1. 三十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

2. 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蟋蟀独奏的音乐声

3. 灯照耀着建筑。

三、1. 　， ， ， ， “ ！” “ !” “ !”

2. 　， ， ， ， “ ！ ！”

四、天就快下雨了，你要么现在回去，要么在这

里等妈妈来接你。

六、1. 笑着接受　 充足而旺盛　

2. 寒冷　轻松　怀疑　痛苦

3. 女儿的小动作瞒不过妈妈的眼睛。

4. 母亲笑了。女儿的小动作怎么能瞒得过

妈妈的眼睛？那么多年来，从哇哇哭的娃娃到青

春的少女，女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映在母

亲的眼里。这孩子，怎么这么傻，白发能藏得住

吗？你都这么大了，妈能不老吗？其实从你不再

需要妈妈为你扎辫子时，从你跑步超过了妈妈

时，从你在作文里写下了“青春无悔”字样时，

妈就知道你长大了。

5. 排比

6. 女儿孝敬母亲，母亲爱护女儿，多用实际行

动去感受这种人世间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深沉的爱。

第五天

一、gùn　 jǔ　 xiàng　 diāo　 kē　pā

二、前功尽弃　威风凛凛　 技高一筹　 弄巧成

拙　 别出心裁　 大步流星

三、灰暗　心神恍惚　 掩盖　 隐藏

四、1. 视死忽如归　 视死如归

2. 当以死守　不可以尺寸与人 

死而后已

五、1. B　　2. 眺望远处　近处　置身的山坡　

3. 我尽情地欣赏着乡村恬静美丽的晚景!　

4. 近处，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一阵晚风吹

来，稻子一起一伏的，仿佛金色的海洋。 

瞧，一个个大西瓜像一个个胖娃娃似的躺在

瓜蔓母亲的臂膀上，夕阳的余晖轻轻地爱抚着它

们，催他们入睡。

5. 体会到了作者对乡村傍晚的喜爱之情。

6. 略

第六天

一、嫦娥　揭　抵御　沧 粟

二、  薄纸　　  银行　　  提供　

    单薄　     　行走　　     供品

三、玲珑奇巧　规模宏大　建筑精美

布局统一　色彩鲜明　雄伟壮丽

青松翠柏　亭台楼阁

建筑精美　亭台楼阁

四、1. 徘徊　 狭小　 踏踏实实

2. 负着神圣之名，摇着尾巴在大街上闲荡　

终日无事可做，悠闲只等一死　全身精力，都尽

付狂暴斗争之中　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

沉实实

3. 因为生物都是平等的，本身就没有贵贱之

别，牛却坦率地为“我”们让路，体现了中国的

牛先人后己的精神。

4. 略

第七天

一、呻吟　澎湃　掀开　汹涌

神仙　拜托　欣喜　捅开



2 3

参 考 答 案

二、津津有味　头头是道　代代相传

 一声不响　半信不信　一误再误

 郁郁葱葱　多多少少　吞吞吐吐

三、3 6 4 1 5 2

四、1. chén　 nèn　 xià

2. 迅速　缓慢　沮丧　得意　隐藏　暴露

3. 无懈可击：没有漏洞可以被攻击或挑剔，

形容十分严密。

情急之下：因为某种形势所迫而心中着急的

情况下。

4. 不是　而是

5. （1）用鲜嫩的草，撒成一条道；（2）把

山洞所有的出口都堵住；（3）把山洞内所有可

以躲藏的石罅都塞上。

6. 是的，世上的陷阱起初都是给别人设的，

后来却往往是害了自己！

第八天

一、思考　 安静　 快速　 清楚

强壮　 嘀咕　 渴望　 轻视

二、1. 最热的时候，连铁路的铁轨也长， 接茬

地方的缝儿几乎被填满。

2. 树叶像扇子一样从树上落下。

三、1. 看谷秀　2. 处暑不出头　3. 不热不长　

4. 乡音无改鬓毛衰

四、1.（1）不自量力　（2）忐忑不安

2. 略

3. 略

第九天

一、晶莹　 颠簸　和蔼　资源

慷慨　 天涯　 目睹

二、水村山郭酒旗风　　两山排闼送青来　

三、1. 眼疾手快　2. 妙手回春　3. 爱不释手　

4. 手忙脚乱

四、1. B　 2. A、B　 3. C、D

五、1. 多此一举

2. （1）花：盲人提灯笼这则笑话

佛：朋友

（2）善：帮助和关怀别人　乐：自己也得

到快乐

3. C

4. 时时帮助和关怀别人，别人就能帮得到

你，所谓“为善至乐”就是这个意思吧。

5. C　 没有人帮助和陪伴

6. C

第十天

一、载入　擎天　咸鱼　拔河

裁剪　肇事　减法　拨开

二、1. A　2. C

三、1.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四、1. 唐　刘禹锡　 黄河

2. 唐　 杜牧　　江南　 春季

五、1. （1）主动要求承担某项艰巨的任务。

（2）突然产生很奇怪的想法、念头。

2. 坚信　　坚毅　　鼓励

3. 略

第十一天

一、盘踞　 险恶　 疙瘩　　波光粼粼

逮住　 驮着　 荞麦　　笑嘻嘻

二、1. A　　2. C　　3. B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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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宫　商　角　徵　羽

金　木　水　火　土

稻　麦　黍　菽　稷

四、1. 宝贵　 秘诀　 可能　 丰衣足食

2. 村民们自己缺衣少食，所以一开始村民对

士兵的态度是有所戒备的，后来村民们与士兵一

起分享食物，并非常感谢士兵们　引起村民态度

变化的原因是他们在士兵的引领下知道了与人分

享、帮助他人的快乐。

3. 略

第十二天

一、笛（笛子）　 巍（巍峨）

炫（炫彩）　 爆（火爆）

二、1. A　 2. B　 3. C　 4. A

三、C

四、1. pù　晒　一曝十寒

2. shǔ　 一个一个地计算　　数不胜数

五、1. 她希望“我”能用手中的伞帮助困在雨中

的人。

2. 与下文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来自己小时候

意识到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可是现在看到这

么多人避雨却置之不理，突出自己心里的羞愧

和自责。

3. 心理　动作

第十三天

一、谱写　 盲人　 琴键　　纯熟

霎时　 陶醉　 清幽　　入场券

二、幽静　 微弱　 激动

雪亮　　微波粼粼　　静静

三、1. A　　2. D　　3. B　　4. C

四、1. 彻底　　犹豫　　增添

2. （1）今天我们的谈话很好。

（2）沈敏这件事做得不是很有意义吗？

3. 小队长想不到女同学会来看他，嘴张大，

眼睛也瞪得圆圆的，表示非常惊讶。 

4. 沈敏为破“男女有别’的封建思想，而去

医院看望男同学　她勇于破封建思想和关爱同学

的精神

第十四天

一、ěng　　à　　ǐ　　ú

éng　　án　 iá　 ì

二、1. Ａ　　　2. Ｃ

三、肥头大耳　伶牙俐齿　张牙舞爪

黑白颠倒　上蹿下跳　大材小用

千呼万唤　 一心一意　三长两短

四、1. A　　2. C　　3. D

五、1. 开玩笑似的回答。

成就、建造。 

心情难以平静。

2 .  （1）汉字又整齐又灵动，特别适宜

于表达一种微妙的、诗意的情感，一些普

通的字词，往往联结着久远的文化底蕴。　　　　　　　 

（2）古典诗词已经规定了、铸就了中国人的心

理结构。

3. 路上行人欲断魂　把酒问青天

西出阳关无故人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第十五天

一、高山流水　轻歌曼舞　画龙点睛

天籁之音　曲终人散　笔走龙蛇

余音绕梁　巧夺天工　妙笔生花



4 5

参 考 答 案

黄钟大吕　惟妙惟肖　粉墨登场

二、放松　　　凌乱　　　生疏

勇敢　　　接受　　　反对

三、1. （1）深蓝　　金黄　　 碧绿　　　

（2）一望无边　 示例：春天到了，一望无

际的油菜花黄澄澄的，美丽极了。

2. （1）无边无际　无法无天 

（2）雪地捕鸟、拾贝壳、管西瓜、看跳

鱼儿 

3. 语言描写　 丰富多彩　 示例：我高兴地

蹦跳着说：“明天可以去郊游啦！”

四、1．野菊花

2．（1）Ｂ　（2）Ａ　（3）C

3．我觉得人也需要有一点儿野菊花的精神。　 

4．外婆告诉我，野菊花有很多用途。 

5．（1）消炎止血　（2）清热败火　（3）

治感冒　（4）泡茶喝　

6．朴素、顽强、无私奉献的精神。

第十六天

一、预告　　烟雾　　昏沉　　 荡漾

退缩　　浮动　　瞬间　　 骤然

二、综合　 橙子　 火焰　 陡峭　 投掷

踪迹　 澄澈　 陷入　 徒弟　 郑重

三、1. 囫囵吞枣　2. 张冠李戴　 3. 饱经风霜

四、B

五、1. 普通　　冷漠

2. “我”领着女儿到农村去，恰巧遇见了

老乡家的母鸡在孵小鸡。女儿为了要帮小鸡雏，

伸出手要去剥那个硬壳。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大

娘看出了女儿的心思，一把拦住了女儿。原来只

有靠小鸡啄破硬壳才能活。老母鸡是最护自己的

孩子的，可是它却“冷酷”地让鸡雏自己钻出蛋

壳。

3. 略

4.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第十七天

一、逝去　　吊唁　　殡仪　　不朽　　跨国

浙江　　言语　　缤纷　　巧合　　击垮

二、张冠李戴　　囫囵吞枣　　饱经风霜

失声痛哭　　恍然大悟　　三更半夜

三、1. B　 2. C　　3. A

四、1. 真豪杰　不丈夫

2. 民魂　真进步

3. 也便成了路

五、1. 熟知　喜爱　坚强 

2. 母亲的话时时刻刻鞭策着我前进。

3. 手中的牛动起来，走在广阔的田野里。

它腿上沾满肥沃的泥土，低着头，鼻孔里喷出热

气，使足劲在用犄角开创道路。它的尾巴用劲地

甩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奋力向前。它的身后是

一望无垠的耕作过的土地。在它的身旁又出现了

成千上万个同伴，向着同一个方向顽强地前进。

4. 自觉　踏实　耐劳　观察　合理 

5. ③为了赞扬生活中的牛自觉、踏实、耐劳

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