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卷-六年级语文期末考试 

根据刘*同学的本次考试结果，结合本次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分布，我们认为刘*同学应

该优先学习推荐知识点，并预测能在下次考试中提升 9~14分。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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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敏 316060689 

试卷分析 

学科 试题数量 总分 知识点数量 综合难度系数 

小学语文 25 100 13 难 

                          

成绩分析 

本次测评分数： 

64 

 

难度系数 题目数 占分 做对数 做错数 部分做对 正确率 

极易 0 0 0 0 0 0% 

易 3 12 1 2 0 33.3% 

一般 12 48 11 1 0 91.7% 

难 9 36 3 6 0 33.3% 

极难 1 4 1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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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分析 

结合刘*同学本次考试知识点进行分析，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得分比情况如下 ，为你提供参考。 

本次考试分析：分值小于 1 分时，依据四舍五入原则 

掌握分析 二级知识点 三级知识点 难度系数 题目数 分值 得分比 

部分掌握  

拼音 难 1 4 100% 

同音字辨析 易 2 6 100% 

形近字辨析 一般 1 2 100% 

解释词义，解释字义 易 1 4 100% 

近义词，反义词 难 3 6 67% 

词语搭配 一般 8 24 92% 

关联词语 难 1 2 100% 

成语（俗语） 一般 9 36 56% 

排列句子顺序 难 1 4 0% 

修辞手法 难 1 4 0% 

语言的综合应用 难 1 4 0% 

未掌握 记叙文阅读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

叙文） 
易 1 2 0% 

未掌握 文言文阅读 翻译 易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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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分策略 

根据本次考试结果，结合本次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分布，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基于学科知识点认知图

谱的博弈算法模型，精准推荐快速有效提分的知识点。通过本次测评，我们认为应该优先学习和提升

以下知识点，如果在以下知识点能达到预期掌握水平，在下次考试中可以提升 9~14 分。 

 

表格说明：掌握水平，代表本次测评结果得出的知识点掌握程度评分；将达到水平，代表通过提升策略可达到的水平。 

知识点 掌握水平 将达到水平 提升空间 主要攻破知识点 

成语（俗语） 61% 81% 8~12 成语（俗语）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

（记叙文） 
0% 37% 0~1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翻译 0% 37% 0~1 翻译,断句,实词和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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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试题推荐 

推荐题集目录 

说明： 

针对刘*同学提分策略方案，我们为刘*个性化定制了练习题集，题集依据知识点掌握水平分为以下阶段： 

1、前置知识点认知阶段，针对前置知识点理解为主，着重对前置知识的运用；难度系数以易为主。 

2、基础阶段，未掌握知识点相关题型为主，着重理解基本知识并对经典题加以练习；难度系数以易为主。 

3、巩固阶段，巩固重难点和变形题为主，着重对解题方法的灵活运用；难度系数以一般为主。 

4、提升阶段，重难点难题强化训练，稳定提升；难度系数以难至较难为主。 

 

知识点一：成语（俗语） 

主要攻破知识点：成语（俗语） 

1、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2、提升阶段：各种变形题集；题目数量：5；难度系数：难至较难 

知识点二：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主要攻破知识点：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1、基础阶段：基础试题与经典试题集；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易 

2、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知识点三：翻译 

主要攻破知识点：翻译,断句,实词和虚词 

1、基础阶段：基础试题与经典试题集；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易 

2、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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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俗语） 

1． 结合语境，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俗语恰当的是（          ） 

无数事实证明：艰苦奋斗必得善果，骄奢淫逸必遭祸端。秦穆

公勤俭治国，秦则得天下。商纣王酒池肉林，很快便断送商汤

江山。可见，节俭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①____________，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倡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 

②____________的警示，不以恶小而为之，构筑反腐保廉的稳

固长城。 

 

 A.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②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B.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C.①吃一堑，长一智 

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D.①吃一堑，长一智 

②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2． 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字，前后不要重复。 

（     ）然大悟       （     ）然大物       （     ）然泪下 

（     ）然无存       （     ）然若失       （     ）然起敬 

 

3． 下列句子中画线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这间卧室布置得大方得体，每件物品都放得恰到好处，令

人赏心悦目。 

B.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当不断学习，见异思迁，积极进

取。 

C.事情还没有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

会有转机。 

D.刚一开局，他就带着一个“炮”杀一儆百地闯过来。 
 

 

4． 下列画线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民主街成了商业街后，行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B.这部电影，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确实引人入胜。 

C.实现四化，需要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地奋斗。 

D.他明知难以抵赖，但表面却从容不迫地抽着烟，看着审讯

人员。 
 

 

5． 根据句子的意思依次选词填空，正确的是（          ）组。 

       爸爸（          ）地向我推荐他刚刚看过的一本书，而此时我

正（          ）地读着一本小说。我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作者如

何安排跌宕起伏的情节，如何把人物刻画得（          ）。爸爸

赞赏地对我说：“是呀，读书一定要伴随着思考，切不可

（          ）。” 

 A.兴致勃勃       栩栩如生       津津有

味       囫囵吞枣 

B.津津有味       兴致勃勃       囫囵吞

枣       栩栩如生 

C.兴致勃勃       津津有味       栩栩如

生       囫囵吞枣 
 

 

6． 把词语补充完整。 

不（     ）不（     ）       （     ）生（     ）义 

再（     ）再（     ）       前（     ）后（     ） 

（     ）钉（     ）铁       （     ）（     ）壮志 

 

7． 下列句子中画线词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听了老师的讲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道题如此简单。 

B.读书不可以囫囵吞枣，要读到内涵，读到中心。 

C.老鼠听到猫的叫声，立刻吓的心惊肉跳。 

D.快入冬了，茄子饱经风霜，连叶子都黄了。 
 

 

8． 我能将下列成语填完整，并说出所填的字之间的规律。 

发（     ）施（     ）       豪（     ）壮（     ）       聚（     ）会（     ） 

以上所填字的规律是     。 

 

9． 我要邀请几个同学，在小组内一起做个小游戏（按照规律填词

语）。 

一尘不染——两败俱伤——（      ）——（      ）——（      ）

——六神无主——（      ）——（      ）——九霄云外——（      ） 

 

10． 下列句子中，画线词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尼泊尔的地震来得悄无声息，我国与之相邻的西藏地区也

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B.这起案件错综复杂，侦探们绞尽脑汁，终使真相大白了。 

C.络交友已是许多人玩腻了的游戏，可有些年轻人依然乐此

不疲，一个个前赴后继地扎进去。 

D.我们党对失足少年的教育和挽救可谓是至仁至义。 
 

 

 

成语（俗语） 

1． 依次填入下面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名字________，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他的文艺思想是十分重要

的构成部分。他在论及文艺问题时，不是就文艺论文艺，而是

把它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时代天平上进行全方位

________，因而体现出了________、宏观把握的气势和特点。 

 A.家喻户晓       关照       高瞻远瞩 

B.家喻户晓       观照       高屋建瓴 

C.脍炙人口       关照       高屋建瓴 

D.脍炙人口       观照       高瞻远瞩 
 

 

 

2． 选词填空。 

滥竽充数       邯郸学步       一无所获       一事无成 

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所成就呢？一味

等待的人将（      ）；不懂装懂、（      ）的人，必定（      ）；

如果只是（      ）而不去独立思考，最终也会陷入无所适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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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 

 

3． 我会按要求写成语。 

 
 
(1) 成语中含有一组反义词，如：南辕北辙       （      ） 
 
(2) 成语中含有两个数词，如：千山万水       （      ） 
 
(3) 成语中含有重叠词，如：津津有味       （      ） 
 
(4) 我会按解释填成语。 

（     ）言（     ）语：简短的话。 

（     ）言（     ）语：很多的话。 

（     ）言（     ）语：豪迈雄壮的话。 

（     ）言（     ）语：虚伪而动听的话。 
 

 

4． 填同义字组成成语。 

捕     捉            奇     怪            手     足            甜     蜜            家   

  户            谨     慎            改     换            随     逐            出     拔 

     
 

5．成语大观园。（提示：要成功走出迷宫的路线是含有“面”字的

成语） 

 

有比喻义的成语是：       

来自于诗句的成语是：       

是“千篇一律”的近义词的是：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1． 读句子，完成练习。 

他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 

这句话中“融为一体”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句中用这个

词，表现了那位青年人画鱼非常________________。 

 

2． 读课文中的句子，再填一填。 

 
 
(1) 蝴蝶在她的手指间扑腾，安静的脸上充满了惊讶。 

与“惊讶”意思相近的词语是       ，安静的脸上充满了惊讶是

因为她感受到           。 
 
(2) 许久，她张开手指，蝴蝶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安静仰起头

来张望。 

“张望”的意思是                        。安静是个盲童，她抬起头

来张望，仿佛看见了          。 
 

 

3． 读课文中的句子，写出自己的体会。 

那一声声沉稳而有规律的跳动，给我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我的

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地使用它，也可以白白地糟

蹋它。 

 
 
(1) “震撼”在句中可以用“     ”这个词来替换。 
 
(2) “好好地使用它”中的“它”是指     ，“好好使用”就是要      。 
 

 

4． 认真阅读不马虎，深入理解判断正误。（判断：对的打“√”，

错的打“×”） 

 
 
(1) “宿鸟”“星宿”和“李时珍夜宿山寺”中的“宿”读音相同。

（          ） 
 
(2) “雄壮”“威武”“严词拒绝”“人仰马翻”可以用来描写我们赞

颂的人。（          ） 
 
(3) “我不能不走”与“我不走”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 
 

 

5． 理解课文内容，并选择填空。 

“在那里聚集一千或是八百人开个会，一定不觉得拥挤。”这句

话说明（          ）。 

 A.空隙极其窄小 B.外洞很宽敞 

C.内洞很大  
 

 

6． 选一选，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 

 
 
(1) “（母亲）用龟裂的手指数着”中的“龟裂”正确的读音和解

释是 （          ） 

 A.jūn liè       皮肤因寒冷干燥而裂开。 

B.jūn liè       裂开许多缝子，呈现许多裂纹。 

C.guī liè       裂开许多缝子，呈现许多裂纹。 

D.guī liè       皮肤因寒冷干燥而裂开。 
  

(2) “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

子里了。”这句话是说（          ） 

 A.“我”和弟弟妹妹们太顽皮了。 

B.家境贫寒。 

C.收音机太破旧了，不如换点食物。 
  

 

7． “诗只有十行，可我觉得他读了几个小时”对这句话理解正确的

是（          ） 

 A.父亲会写剧本，但并不懂诗。 

B.父亲读诗认真、仔细。 

C.“我”急于得到父亲的赞赏。 
 

 

8． 判断下列两个句子意思是否相同。（          ） 

①这些来唐山的小朋友非常懂礼貌。②这些唐山来的小朋友

非常懂礼貌。 

 A.两句意思相同 B.两句意思不同 
 

 

9． 与“这张邮票真好看”的意思不同的句子是（          ） 

 A. 这张邮票难道好看吗？ 

B. 这张邮票不可能不好看 

C. 这张邮票难道不好看吗？ 

D. 谁也不能否认这张邮票真好看 
 

10． 下列各组句子中意思差别最大的一组是（          ） 

 A.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他的哥哥。/我怎能知道那个人是

不是他的哥哥呢？ 

B.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兴致一点儿也没有了乘船

回来，途中误入藕花丛中。 

C.他的话完全没有错。/他的话不可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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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1． 解释下列句子中画线词语在语境中的意思。 

 
 
(1) 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

这是闹着玩的吗？……” 
 
(2) 魁梧黧黑的渔夫拖着湿淋淋的撕破了的渔网，一边走进来，

一边说：“嘿，我回来啦，桑娜！” 
 
(3) 桑娜倾听着风暴的声音，“他现在哪儿？上帝啊，保佑他，

救救他，开开恩吧！” 
 
(4) 屋外寒风呼啸 ， 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

阵浪花。 
 

 

2． 文中有许多语言和现在的说法不同，理解句中画线词语的意

思。 

 
 
(1) 你如何不肯卖酒给我吃。 

如何：            吃：      
 
(2) 武松回到青石上坐了半歇。 

半歇：      
 
(3) 我是清河县人，这条景阳冈少说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

听说有大虫！ 

遭：      
 

 

3． 把正确的答案填在下列括号内。 

苏珊给汤米的纸条上留言：我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歌唱。对这

句话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苏珊的意思是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了，请汤米不要惦

记她。 

B.苏珊是想安慰汤米：自己去世后就像是到了另外的世界，

在那里自己依然会很快乐的生活。 

C.苏珊感觉自己会变成一只会唱歌的小鸟，快乐地生活在另

一个世界里。 
 

 

4． 抓住画线的词语体会句子意思，然后在括号里填上意思相关的

一个字。 

 
 
(1) 春节差不多在腊月初旬就开始了——春节“开始”得（     ）。 
 
(2)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面，匆匆分别了——我们跟父亲

“分别”得（     ）。 
 
(3) 种树人有时十几天才来—次——种树人“来”得（     ）。 
 

 

5． 选择填空。 

文章《唯一的听众》写“我”在拉琴的过程中，老人自始至终“很

平静地望着我”。对于老人的“平静”理解恰当的一项是（          ） 

 A.老人耳聋，听不到“我”难听的拉琴声。 

B.“我”找到了自信，琴声变得动听，老人听得入神。 

C.老人热爱音乐，她已经完全陶醉于琴声中。 

D.老人做出“平静”的样子，用以鼓励“我”。 
 

 

6． 阅读一段话 ，回答问题。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

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

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

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1) 选出这段话中画线词语“好容易”在句子中的意思（          ）。 

 A.真容易 B.真不容易 
  

 

7． 父亲是怎样开垦菜地的？仔细读下面的句子，并细细体会。 

 
 
(1) 父亲坚毅地说：“我们去开一块新的菜地！” 

与“坚毅”意思相近的词语是       ，表明父亲              。 
 
(2) 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扛着锄头、挑起箢箕上山去，直到

傍晚，才挑着一担柴草回家来。一个星期过去，展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足有三四分翻过的黄土地。 

句中表示时间的词语是     、      ，用上这些词语，表现了

父亲为了开垦新的菜园          。 
 
(3) 父亲的双肩红肿，脚板也磨起了泡。看着新菜园终于被开

出来了，父亲笑了。 

表现父亲开垦菜园非常艰辛的词语是     、      。 
 

 

8． 在校园文化节中，初三（1）班李晓与王晨代表年级参加了学

校的辩论赛。李晓的活泼诙谐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王晨的

冷静严谨也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赞扬。比赛结束后，学校决定

让两人组队参加区中学生辩论赛。同学们纷纷评价李晓和王晨

的组合特点。评价最恰当的一句是（          ） 

 A.同学甲：他们俩真是相得益彰！ 

B.同学乙：他们俩可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C.同学丙：他们俩不能不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D.同学丁：他们俩难道不是相得益彰吗？ 
 

 

9． 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对的打“√”，错的打“×”。 

 
 
(1) “风一更”“抹净”“低头折节”“唱和”这四个画线字的读音依

次为：“gēng”“mā”“zhé”"hé”。（          ） 
 
(2) 通过本组课文的学习，我知道明月、秋风、梅花、桂花、

小桥、小河等景物都可以勾起游子思乡的情绪。（          ） 
 
(3) “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

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这个句子中的“她”

是指桂花。（          ） 
 
(4) 课题“桂花雨”这三个字在文章中具体是指中秋节下雨时候

的桂花最香。（          ） 
 
(5) 《桂花雨》一课中的母亲说，哪里的桂花也比不上家乡的

桂花香，这种说法和杜甫的“月是故乡明”所包含的感情是

相通的。（          ） 
 

 

10． 读一读，做一做。 

 
 
(1) 下面是明代文学家徐渭写的一副对联，请你读一读，在括

号里写出画线字的读音。 

好（     ）读书       不好（       ）读书 

好（       ）读书       不好（     ）读书 
 
(2) 对这副对联正确的理解是（多项选择）（     ） 

A.喜欢读的书就认真去读，不喜欢读的书就不去读。 

B.少年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光，可惜不知读书的重要，不

喜欢读书；年纪老了，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想读书却已老

眼昏花，不能好好读书了。 

C.告诫青少年要珍惜时间，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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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1． 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

项是（          ） 

 A.从正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从其他面看庐山山峰耸立，

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庐山呈现各种不同的样子。 

B.横看山岭连绵起伏，侧看山峰耸立，庐山的远近高低都不

相同啊。 

C.庐山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是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2． 结合课文注释说说下面句子的意思。 

 
 
(1)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2) 孰为汝多知乎？ 
 
(3) 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4) 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3． 句子意思我知道。 

 
 
(1)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2)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4． 仔细读下面的句子，回答问题。 

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

家禽。” 

 

 
 
(1) 对话的意思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2) 对话精妙极了，妙在何处? 
 

 

5． 翻译下列句子。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2)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3) 温故而知新。 
 
(4) 学而时习之。 
 

 

6． 翻译句子。 

孰为汝多知乎？ 

 

7． 翻译句子。 

使弈秋诲二人弈。 

 

8． 对“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理解正确的是（          ） 

 A.伯牙想要什么，钟子期一定想方设法帮他得到。 

B.不管伯牙心里想到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地道出他的心意。 

C.伯牙每次想到钟子期，钟子期也一定会想到他。 

D.不管伯牙念什么，钟子期都能清楚地听到。 
 

 

9． 翻译句子。 

孔子不能决也。 

 

10．翻译下一面一段古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翻译 

1． 说说下面诗句的意思。 

 
 
(1)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2． 对下面句子的意思解说准确的一项是（          ）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A.不管伯牙想要得到什么，钟子期一定弄来送给他。 

B.不管钟子期心里想什么，伯牙都能准确地道出他的心意。 

C.不管伯牙心里想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地道出他的心意。 
 

 

3． 翻译下列句子。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4． 翻译下面一段古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5． 翻译下列句子。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6． 解释词句。 

 
 
(1) 诣：      
 
(2) 乃：        
 
(3) 示：                
 
(4) 曰：      
 
(5) 未：      
 
(6) 家禽：      
 
(7) 甚聪惠：       
 
(8)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7． 先分别写出画线字的意思，再写出句子的意思。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燃：      

泣：      

句子的意思：                                 

 

8． 请选择对下列句子解释正确的一项。 

 
 
(1)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 

 A.伯牙喜欢在高山上弹琴。 

B.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 
  

(2)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 

 A.伯牙心里所挂念的东西，钟子期一定拿来送给他。 

B.不管伯牙心里想到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地道出他的心

意。 
  

 

9． 翻译下列句子。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10． 理解诗句的意思。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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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俗语） 

1． A  【解析】第一个空，“吃一堑，长一智”是指受到一次挫折，便得到

一次教训，增长一分才智。与前面的语境不符，所以应排除 CD 项。

第二个空，根据后面的“警示”，与之搭配的应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故选 A。 

 
 
2． 【答案】恍        庞        潸        荡        怅        肃 

【解析】“然”一般用作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在成语里是“什么的样

子”。“恍然大悟”形容一下子明白过来；“庞然大物”指外表庞大的东西；

“潸然泪下”形容眼泪流下来；“荡然无存”形容东西完全失去，一点没

有留下；“怅然若失”心情沮丧，像丢了什么东西，形容心情失落的样

子；“肃然起敬”形容产生严肃敬仰的感情。 
 
3． A  【解析】B 项，“见异思迁”看见另一个事物就想改变原来的主意。

指意志不坚定，喜爱不专一。是贬义词，与句子所表达的含义不符，

本句应将“见异思迁”改为“见贤思齐”，意指见到有才德的人就想着与

他齐平，向他人学习。 

C 项，“山重水复”指山峦重叠，水流盘曲，用于描写风景，与句子所

表达的含义不符，本句应将“山重水复”改为“山穷水尽”，指山和水都

到了尽头。比喻无路可走陷入绝境，没有转机。 

D 项，“杀一儆百”指处死一个人，借以警戒许多人，与句子所表达的

含义不符，本句应将“杀一儆百”改为“大刀阔斧”。 

故选 A。 
 
4． D  【解析】D 项，“从容不迫”的意思是不慌不忙,沉着镇定。是褒义词，

不能用来形容被审讯的人。 

故选 D。 
 
5． C  【解析】“兴致勃勃”形容兴头很足，可用来形容爸爸向我推荐书时

兴奋的神态。 

“津津有味” 指吃得很有味道或谈得很有兴趣，此句中我读书入迷的情

态可用这个成语来概括。 

“栩栩如生”形容生动逼真、像活的一样，本句中指人物刻画非常形象。 

“囫囵吞枣”原指“把枣整个儿吞下去，不加咀嚼，不辨滋味”，比喻做

事不加思考，笼统含混，本句中指爸爸对我读书方法的告诫。 

故选 C。 
 
6． 【答案】

见        散        舍        取        接        厉        仆        继        斩        截        

凌        云 

【解析】加强词语的积累，注意“再接再厉”的书写。 
 
7． D  【解析】D 项，“饱经风霜”指艰苦的生活。形容经历过种种艰难困

苦。用于人，选项中用于的是物，故错误。 

故选 D。 
 
8． 【答案】号        令        言        语        精        神        近义词 

【解析】加强成语的积累。 
 
9． 【答案】三心二意        四通八达        五湖四海        七窍生烟        八面

玲珑        十全十美 

【解析】注意寻找规律，词语开头的一个字是从“一”到“十”，按此规

律填写成语即可。 
 
10． C  【解析】C 项，“前仆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紧跟上去。

形容斗争的英勇壮烈。再结合语境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成语在这句

话中用得不合适。 

故选 C。 
 
 

成语（俗语） 

1． B  【解析】第一空“脍炙人口 ”比喻好的诗文为众人所称美。所以应选

“家喻户晓”，表人人知道。第二个空“关照”指关心照顾，而“观照” 指

仔细观察，审视的思考。 

第二空前面的“把它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时代天平上”相契合，

应选“观照”。 

第三空就更应选“高屋建瓴”，读一读语意通顺。 

故选 B。 
 
2． 【答案】一无所获        滥竽充数        一事无成        邯郸学步 

【解析】由“一味等待的人”可以确定选择“一无所获”，由“不懂装懂”

可以确定选择“滥竽充数”“一事无成”，由“不去独立思考，最终也会陷

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可以确定选择“邯郸学步”。 
 
3． 【答案】(1)左顾右盼 

(2)一心一意 

(3)洋洋得意 

(4)三        两        千        万        豪        壮        花        巧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成语的积累和掌握，通过题目要求和所举例子

来写出答案，前三道题的答案并不唯一，满足题目条件即可。 
 
4． 【答案】

风        影        形        状        舞        蹈        言        语        喻        晓        

小        微        朝        代        波        流        类        萃 

【解析】加强对成语的积累。 
 
5． 【答案】面如土色        人面桃花        千人一面 

【解析】加强对成语的积累，注意不要望文生义。千人一面： 一千个

人的面孔都一个样子。比喻文章或对人物的描写公式化，都是一个样

子， 多用以讥讽文艺创作上的雷同。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1． 【答案】示例：融合在一起       专注忘我 

【解析】注意阅读原文，联系上下文回答问题。 
 
2． 【答案】(1)示例：惊奇        示例：生命的跳动 

(2)指从小孔或缝隙里看，或向四周或远处看        示例：蝴蝶飞翔 

【解析】注意结合课文，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含义。 
 
3． 【答案】(1)震惊 

(2)生命        珍爱生命 

【解析】（2）根据“这就是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地

使用它”可知。 
 
4．  (1)×(2)×(3)× 

 

 【解析】（1）“宿鸟”和“夜宿”都读读“sù”，“星宿”读“xiù”。 

（2）“人仰马翻”是贬义词，不是赞颂人的。 

（3）两句话表达意思不同，“我不能不走”意思是“我只能走”，与“我

不走”意思相反。 
 
5． B  【解析】注意联系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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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A    (2)B     
 

 【解析】（1）注意“龟裂”的读音和意思。 
 
7． C  【解析】“读了几个小时”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非常紧张的心里。 

故选 C。 
 
8． B  【解析】“来唐山的小朋友”表示从外地来到唐山的孩子们，“唐山来

的小朋友”表示唐山当地的孩子们，两句意思不同。 

故选 B。 
 
9． 【答案】A 

【解析】BD 两项用双重否定句表达了“这张邮票好看”的意思，C 项变

为陈述句是“这张邮票好看”，均与例句意思一致。A 项则表达了相反

的意思，“这张邮票不好看”。 

故选 A。 
 
10． B  【解析】逐项来看，A 项中的前一句表示我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

他的哥哥，后面是个反问句，表示肯定的意思，即表示我不知道那

个人是不是他的哥哥，二者意思大致相同。B 项中把“兴尽”翻译成兴

致一点也没有，是错误的，“兴尽”的意思是“尽兴”，这样翻译就与原

来的词义截然相反。C 项中第二句话是个双重否定句，表示肯定的意

思，即他的话是对的，二者意思相同。所以综合来看，只有 B 项的

意思差别最大。 

故选 B。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1． 【答案】(1)因为家境本来就很穷困，又有五个孩子，丈夫的担子已经

很重了，现在再加两个孩子，能养活吗？这里写出了桑娜内心的不安。 

(2)这里写出丈夫的脸经过日晒风吹变得又黑又黄。 

(3)他细听。 

(4)写了屋外的寒风发出高而长的声音。 

【解析】词语理解的考查。认真阅读短文，联系上下文，正确理解词

义。本题考查对课文中重点词语的理解。熟读课文，可结合语境、课

后注释理解词义。 
 
2． 【答案】(1)为什么        喝 

(2)一会儿 

(3)回，次 

【解析】（1）你如何不肯卖酒给我吃：你为什么不肯卖酒给我喝。 
 
3． B  【解析】注意结合课本，联系上下文去理解句子。 
 
4． 【答案】(1)早 

(2)急 

(3)少 

【解析】仔细阅读每一组句子，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来填空。第一句

中“初旬就开始了”说明春节到来得“早”；第二句中“匆匆”一词说明我们

与父亲分别得“急”；第三句中“十几天”才来一次，说明种树人来得“少”。 
 
5． D  【解析】一开始，我的父亲和妹妹都认为我是个音乐“白痴”，这说

明我拉的琴不是很好，但“我”在拉琴的过程中，老人自始至终“很平静

地望着我”。老人做出“平静”的样子，是用以鼓励“我”。 

主要考查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锻炼了学生阅读和分析能力，特别

是语言表达能力。 

故选 D。 
 
6． 【答案】(1)B 

【解析】联系上文“日日盼望新年”可知“好容易”在句中的意思是真不

容易。 
 
7． 【答案】(1)示例：坚定        示例：坚定执著的精神 

(2)傍晚        一个星期        示例：十分艰辛 

(3)红肿        磨起了泡 

【解析】（1）坚毅：坚定有毅力。文中指在山区找一块菜地是相当困

难的，家人都觉得不可能，面对家人的疑惑，父亲却非常有信心、有

决心。 
 
8． A  【解析】“相得益彰”是指两个人或两件事物互相配合，双方的能力

和作用更能显示出来。“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指各有长处，各有短

处，彼此都有可取之处。而文中李晓和王晨性格不一样，“李晓的活泼

诙谐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王晨的冷静严谨也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

赞扬”，他们两个人组成一个组合，可谓“相得益彰”。 

故选 A。 
 
9．  (1)×(2)√(3)×(4)×(5)√ 

 

 【解析】（1）“唱和”读“chàng hè”。 

（3）“她”是指梅花。 

（4）“桂花雨”指的是摇晃桂花树，桂花纷纷落下来，像下雨一样。 
 
10． 【答案】(1)hǎo        hào        hào        hǎo 

(2)BC 

【解析】注意理解多音字“好”在不同读音下的意思。本题“好”字读作

“hǎo”时，意为容易、便于；读作“hào”时，意为喜欢。 
 
 

翻译 

1． B  【解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思是：从正面、

侧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山峰耸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

庐山，庐山呈现各种不同的样子。 

故选 B。 
 
2． 【答案】(1)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 

(2)谁说你知识丰富啊？ 

(3)我认为太阳刚升起时离我们很近，但到了中午时却很远。 

(4)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别人好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 

【解析】（3）注意“以”“去”的翻译。 
 
3． 【答案】(1)试问吴刚在天上有什么？吴刚捧出了桂花酒。 

(2)寂寞的嫦娥舒展起宽大的衣袖，万里青天在为烈士的忠魂起舞。 

【解析】翻译出诗句的大意即可。 
 
4． 【答案】(1)孔君平指着杨梅给杨家儿子看，说：“这是你家的果子。”

杨家儿子答道：“没有听说孔雀是您家的家禽。” 

(2)都根据人物姓氏来借题发挥，杨家儿子反应极快，才思敏捷。 

【解析】（2）抓住要点回答即可。 
 
5． 【答案】(1)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为我的老师。 

(2)读书上百遍，书意自然领会。 

(3)不断温习所学过的知识，从而可以获得新知识。 

(4)学过的内容要经常练习它。 

【解析】（2）注意“见”的翻译。 
 
6． 【答案】谁说你知识渊博呢？ 

【解析】注意“汝”“多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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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答案】让弈秋教两个学生下棋。 

【解析】注意“诲”“弈”的翻译。 
 
8． B  【解析】必：一定。 

故选 B。 
 
9． 【答案】孔子也不能判断是怎么回事。 

【解析】这里“决”的意思是：判断。 
 
10． 【答案】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事情也变

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困难 

 
 
 

翻译 

1． 【答案】(1)我伫立江边，目送友人的小舟愈行愈远，渐渐消失在水天

相接的地方，只见浩浩荡荡的江水流向天际。 

(2)朋友，请再喝尽这醇香的酒吧，等你西行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没

有一个交情深厚的老友了。 

【解析】（1）出自唐代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2）出自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2． C  【解析】注意“念”“必”“得”的解释。 
 
3． 【答案】（做事）不要追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想求速成，反而达

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解析】注意“欲”“达”的翻译。 
 
4． 【答案】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

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 

【解析】这是清代彭端淑《为学》中的话语。彭端淑在这篇文章中提

到了他对“聪与敏”、“昏与庸”这些先天条件的看法。这两句话的意思

可以这样理解：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

困难的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 
 
5． 【答案】凡事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 

【解析】注意“自厚”的解释。 
 
6． 【答案】(1)拜见。 

(2)就，于是。 

(3)给……看。 

(4)说。 

(5)没有。 

(6)鸟。 

(7)很聪明。 

(8)我可没听说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 

【解析】注意“示”“家禽”的翻译。 
 
7． 【答案】焚烧        哭泣        煮豆的时候，豆秸在锅下燃烧着，豆子则

在锅里哭泣。 

【解析】只有对重点字词解释正确了，才能进一步理解诗句。这是出

自曹植的《七步诗》中的句子，“燃”是“焚烧”的意思；“泣”是“哭泣”

的意思，“釜”是“锅”的意思。理解了重点词义，再理解整句诗的大意

就轻松了。 
 
8．  (1)B    (2)B     

 

 【解析】（1）“志在高山”指心里想到高山。 

（2）“念”指心里想到的。 

 
 
9． 【答案】如果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

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子。 

【解析】注意“苟”“迁”的翻译。 
 
10． 【答案】(1)人们之所以认不清庐山本来的面目，是因为自己身在庐

山之中啊！ 

(2)寻寻觅觅，山峦重重叠叠，溪流迂回曲折，似已无路可走，继续

前行，忽然柳树茂密，山花鲜艳，又一村庄出现在眼前。 

【解析】考查对诗句的理解能力，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做到字

字落实，准确理解关键字词，然后疏通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