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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答案

第一天

一、 蜻蜓　宿舍　稀疏　茅屋　杂草　屋檐

　　老翁　锄头

二、 徐徐　无赖　剥开　篱笆　

　　旅途　辣椒　牙刷　离开

三、1. ①　2. ①

四、1.  清平乐　在村中居住　宋　辛弃疾　田园

生活　锄田地　织鸡笼　剥莲蓬　喜爱宁

静的田园生活   

2.  宋　杨万里　《宿新市徐公店》　新绿　

未成阴　初春　《小池》

五、1. 秘诀　琢磨　浮现

2.  平日多注意观察竹子的形态、颜色、形

象，时刻铭记心中。

第二天

一、yán　shuài　guān　xīn　xié　shì

二、 茸毛　瞧一瞧　休眠　辛苦

　　耸立　香蕉　抿嘴　幸福  

三、1.  不论困难有多大，不论希望有多小，我都

绝对不会放弃。

2.  窗外的风放肆地吼叫着，还想钻进家

里来。

3.  树上挂着的苹果，有着红红的脸蛋，圆圆

的身体。

4. 略

四、1. long　wèi

2.  这些孩子不明白，很多时候，帮助别人其

部分参考答案

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3. C

4. （1）① B　② A　（2）C

第三天

一、 扫荡　威力　美餐　奇幻　复杂　锐利

　　霸气　蝙蝠

二、 籍　藉　籍　滩　摊　滩　帐　账　账　鹰　

莺　莺

三、高高兴兴　密密麻麻　整整齐齐

商量商量　掂量掂量　滴答滴答

成千上万　千方百计　百里挑一

四、D

五、1.  温和（温顺）　霎时（顷刻、立即、马

上） 　仔细（认真、慎重）　和蔼（仁

慈、慈祥、亲切）   

2.  ，　，　。　，　，　：“  　。”

3. 得　地　的  

4.（1）勤劳　充满爱意 

（2）给我刷鞋　鼓励我

 （3）妈妈的手在眼前晃动　妈妈所做的

那一切都是为了我   

5. C   

第四天

一、B

二、1. ②蜻蜓　2. ①装饰　3. ③蝙蝠　4. ①黄莺

三、②③⑤⑥⑦⑨　①④⑧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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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躲藏　无聊　兴奋不已

2. 略

第五天

一、 pò　zhī　shǎng　shì　shèn　fān　mái　

pài　xiáng

二、 怒吼　火辣　美餐　挣扎　冲刷　推测

　　情形　迟钝

三、 绿叶飒飒地响着　苍蝇嗡嗡地穿过草地　蜘

蛛慢慢地爬过来　松脂闪闪地发出金黄的光

四、3　1　4　5　2

五、1. B　2. B　3. D  

第六天

一、 开辟　鸽子　笨重　膨大　隧道　形态

　　公斤　鸟翼

二、1. 毫不相干　2. 欣喜若狂　3. 点睛之笔

4. 天之骄子

三、jǐn　lú　qī

四、1. 鲜活　2. 鲜嫩 

五、1. B 

2.  例：红杉、松树这些植物分泌的树脂有什

么作用?

查找资料、询问他人。

 这些植物分泌的树脂就好像动物伤口流出

的组织液，有保护伤口的作用，能避免病

虫害从伤口感染整棵植株，是植物的自我

保护措施。

第七天

一、 稀疏　低碳　灶台　呐喊

　　蔬菜　煤炭　肚子　纳米

二、1. B

2. 半包围　 　12　A

3. （1）微米　纳米　癌症　病灶

（2）涂层

（3）能够让药物效力缓慢地释放出来

三、1. B　2. C

四、1.（1） A   （2）C　（3）A　（4）D　

           （5） A   （6）D

2. 李四光 《人类起源的演化过程》

贾兰坡 《看看我们的地球》

高士其 《灰尘的旅行》

第八天

一、D

二、1. 大约　2. 沉重　3. 揭开　4. 宛如　霎时

三、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唐　杜

甫　可爱深红爱浅红

四、1.  盐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过多或

过少地摄入盐对人体健康都会产生危害。     

2. B　A

3. （1）对每天盐摄入采取总量控制。

（2）食物加工、烹调时尽量少放盐。

 （3）应多选择含钾多、含钠少的绿色

食品。

第九天

一、 繁星　漫灭　藤萝　膝盖　波涛　躲雨

        指挥　教练

二、1. 敏　繁　2. 漫　慢　3. 腾　藤

4. 罗　萝　5. 膝　漆

三、氵　11　M　mɑn    

1. ⑥　2. ③　3. ④　4. ①

四、1. 思想　2. 思潮　3. 思考　4. 思绪

五、略

第十天

一、 水瓶　拥挤　潇洒　抹布

　　凭证　整齐　萧条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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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②　①　②　①

2. ①　②　②　①

3. ①　②　①　②

三、1.  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电脑打字。

2.  我家院子里种了月季、水仙、梧桐、水杉等。

四、1. B　A    

2. （1）2　（2）B　A

3. 古木　树木　青苔

4. 大自然生命力

第十一天

一、 涂色　绣花　潇洒　花穗　寂静　抹去

　　朝霞　毛茸茸    

二、 朦胧的寂静　晶亮的雪花　灿灿的金晖

　　 银色的光华　高大挺拔的白桦　洁白如画的

        流苏　姗姗来迟的朝霞　白雪皑皑的树枝

三、1. 潇洒　2. 徜徉　3. 姗姗来迟　4. 白雪皑皑

四、例：1. 弟弟搭的积木既牢固，又美观。

2. 她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

3.  妹妹不仅不会帮忙做家务，还在一旁添乱。

4. 如果明天天气好，我们就出去春游。

五、略

第十二天

一、稿（稿子）　屏（屏幕）

赠（赠品）　盆（花盆）

二、1. ①　2. ④　3. ②  

三、1. 寄发的信息　理想的勇气

2. 生命全在节奏　3. 强烈感情　回忆起来

四、1.  平静的河水悄悄流入梦乡，松林不再喧

响，夜莺停止歌唱，秧鸡也不再欢嚷。

2.  不好。因为“夜来临，四下一片寂静”，

静得连溪水也不好意思大声流淌，只能轻

轻地歌唱。这样写突出了夜的静谧，如果

去掉就没有这种表达效果了。

3.  “大河”平静，没有波澜，映照着天上的

繁星，所以会“银星万点”。月光下浸

水的原野上的青草上因为有水，所以会

反射月光，因此“青草”会“闪着银色

光芒”。

4.  明月洒下它的光辉，给周围的一切披上

银装。

第十三天

一、 贪玩　尽职　稿纸　忧虑　遭殃　花盆

        勇猛　解闷

二、1. ①　②　②　①　2. ①　③　②　①

三、①忧　虑　②彩　③勃勃　③　②　①

四、1. ①老实　 ②贪玩　 ③尽职　 ④勇敢

2. C

3.  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不会一天一

夜不回家。

 它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一定要

把老鼠等出来。

五、1. B

2.  第①句：带　啄　喂　表现了母鸟对小鸟

的关爱之情

 第②句：支撑　抓住　摇摇晃晃　表现了

小鸟的顽强意志

3. 担忧　怅然　吃惊　庆幸

4. 怯生生　顽强

第十四天

一、 wǔ　wù　lóng　zhuó　qī　tí　háng　

kān　xiāo　fèi　pō　chǐ

二、孬　D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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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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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　一心一意　三长两短

四、1. 忠于职守的哨兵　2. 撒娇的小孩

3. 风度翩翩的绅士　4. 专注的猎人

五、略

第十五天

一、 肝　秆　杆　峭　消　俏　捕　哺　浦　涣

换　焕

二、1. 铁公鸡　2. 老黄牛　3. 千里马　4. 哈巴狗 

三、略

四、1. C　B　A

2. 棕熊鲁莽拿走摇篮     棕熊送柿子谢恩

3. （1）让她帮自己弄出爪子上的蒺藜

（2）拿摇篮去装柿子谢恩

4. B

第十六天

一、 刹那　扩大　范围　灿烂　紫色　不仅

　　清静　分辨

二、 怒火　栏杆　镶嵌　替身　扩大　

　　努力　破烂　土壤　潜水　旷工

三、1. ①　2. ④　3. ⑤　4. ②　5. ③

四、1. 寂静　清净　2. 分辩　分辨

五、1. （1）恍然大悟　（2）一碧万顷

（3）无与伦比

2. C

3. 日出前　日出时　日出后　黑　红　3

　例：矗起　迸射　冲破　飞跃 

4.  例：文中多次运用表示颜色的词语，突出

了视觉感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日出的绚

丽景象，突出日出的整个过程中丰富的色

彩变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十七天

一、 逝去　杜鹃　伊人　踹开　原来

　　浙江　捐款　竹笋　端正　源头

二、1. （1）④　（2）②　（3）①　（4）③

2. （1）①　（2）②

三、1. 迎　宽　窄　缓　急　C

2. （1）即使　也

例：在学习中，我们即使遇到再大的困

难，也要想办法去克服。

（2）形状变化多端　颜色各异

例：石猴偷桃　观音降世　倒挂的金钩

四、略 

第十八天

一、 铅笔　趁机　胳膊　劫难　敌人　慌忙

        发愣　尸首

二、B

三、1. 才　2. 却　3. 直

四、1.  比喻　胖胖的小手　倔强的活鱼　生动形

象地表现了小男子汉的倔强，他有了独立

的意识，不想被大人束缚

2. 抓　蹬　攀　勇敢、坚强

五、1.  例：（1）碗柜改鸽笼　（2）蚊帐改渔网　

（3）夏天穿棉衣裤、戴棉帽

2.  例：桑桑是个心地善良、异想天开、敢

想敢做的孩子。桑桑心地善良，体现在

因怜悯鸽子而把碗柜改为鸽笼；桑桑异

想天开，体现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把碗柜改

为鸽笼、把蚊帐做成渔网；桑桑敢想敢

做，体现在他心里有了想法就马上去做。

第十九天

一、cuō　qí　wū　kuí　hàn　xiè

二、1. 亮堂堂　亮堂堂

2. 毛茸茸　蓬松松

3. 笑眯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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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删去“首先”（或删去“第一个”）

2. 删去“使”

3. “解决并发现”改为“发现并解决”

4. “蓄谋”改为“筹备”

四、1. 小泥鳅

2. 鹰的爪子        

3. 小鸭子     2　

第二十天

一、C

二、C

三、1. √　2. ×　3. √

四、1. 爱好　休息　悬挂

2.  勤奋好学　家贫不常得油　眠睡疲寝　练

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　以绳系头，悬屋梁

3.  例：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囊萤来照明，也不用

悬梁来提醒自己，但这类故事告诉我们要

刻苦学习才能有所成就，所以讲这类故事

并不过时。

第二十一天

一、 行驶　凌晨　窟窿　秩序　调遣　主宰

　　穿梭　岗位

二、 翼翼　惊慌　提论　而至　不可　落魄

　　井然　自若　纹丝　猝然而至　惊慌失措　

　　镇定自若　井然有序

三、1. 战争　战斗　战役    

2. 艰苦　艰难　艰巨      

四、1. 怨天　尤人

2.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3. 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忧患　安乐

五、1. 恳求　精心

2. A　D

3. 语言　B

4.  因为大家都被这位母亲的爱和执着所感

动，希望她能坚强地生活。

第二十二天

一、 介绍　妖怪　规矩　幸福　呼啸　允许

　　荒凉　冷酷

二、 硕大　堆砌　打牌　跟踪

　　脸颊　彻底　脾气　棕色

三、1. ②　2. ③　3. ①　4. ③　5. ①  

四、1. C　A　B　2. 略

第二十三天

一、B

二、港　兵　仪　帜　睫　恒　锋　讯　缕

三、略

四、1. （1）乘风破浪　

（2）晶莹剔透

2. B

3. C

4. （1）小船上　海里　鲸鱼的肚子里

（2）主人　爸爸　救小木偶

（3）船　球　床

例：水母　沙发　在上面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