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 6

总练习
Exercises

li佗n yi li佗n xi侑 澡伽灶 扎佻
1. 连一连，写汉字 （Link and write.）

亡 牜 身 田 宀 片

卑 力 寺 心 尚 奇

忘

z伽i xi伽 li侉 ji佟 di伲n z佻 de zh侉n倮 qu侉 d俨 y侃n sh倩n倮 d伲
2. 在下列加点字的正确读音上打“√”（Mark

“√” on the right pronunciations of the dotted characters.）

（1）星期天妈妈常常带我到
·
附
·
近的公园写生。

A. f俪 j佻n B. f俅 j佻n倮 C. f俅 j佻n

（2）
·
亡羊

·
补牢，为时未晚。

A. w伽n倮 b俪 B. w佗n倮 b俪 C. w佗n倮 p俪

（3）小城里开着一家
·
眼
·
镜店。

A. y佗n j佻n倮 B. y伲n j佻n倮 C. y伲n j佻n

（4）她学过
·
音
·
乐和美术。

A. y侃n l侉 B. y侃n倮 yu侉 C. y侃n yu侉

扎侬灶倮 造蚤伽灶 曾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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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伲n c侏 y俪 ti佗n k侔n倮
3 .选词语填空 （Choose the right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fill in the blanks.）

因为…所以 除了…还 又…又 也 如果 可是

（1） 每天都能拾到一只兔子，那该多好啊！

（2） 我自私， 春天不愿意到我的花园里来。

（3）那个人的剑掉到河里了， 他一点儿也不着急。

（4）人类有语言，大自然 有语言。

（5） 英语之外，她 能说法语、德
凿佴
语和意大利语。

（6）他希
曾侃
望自己的秧苗长得 高 快。

扎澡伽燥 造佻 扎蚤 倮侑i xi伽 li侉 z佻 ji佟 sh倩n倮 责蚤佟灶责佗灶倮 b俅 sh侬u z伽i z俪 c侏 y俪
4 .照例子给下列字加上 偏旁部首，再组词语
（Add one radical to each given character below to make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form phrases after the
model.）

l佻
例：古→故 →故事

且→ → 卖→ → 分→ →

付→ → 曾→ → 及→ →

li佗n c侏 ch佴n倮 j俅
5. 连词成句 （Put the given words in the correct order to make sentences.）

（1）“白衣天使” 被 她 称为

（2）赶快 洞 把 他 补好了

（3）国家 他 自己的 热爱 非常

（4）从小 他 爱 就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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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 补洞 用 呢 什么

（6）啊 是 神奇 海洋世界 多么

d俨 j俅 zi y侔n倮 ji佟 di伲n de c侏 y俪 z伽o j俅
6. 读句子，用加点的词语造句 （Read the sentences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dott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1）公园里显得
·
更
·
加宁静，更加美丽。

（2）人们
·
越
·
来
·
越喜欢用望远镜了。

（3）我
·
为
·
什
·
么不把秧苗拔高一些呢？

（4）他们
·
认
·
为父亲骗了他们。

（5）人们说他的耳朵
·
特
·
别灵。

yu侉 d俨 du伲n w佴n xu伲n z佴 zh侉n倮 qu侉 de d佗 伽n
7. 阅读短文，选择正确的答案（Reading comprehension）

有一天，几个年轻人在路上走，看上去又累又渴。走着

走着，他们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问：“孩子们，你们这是

要去哪儿呢？”

一个年轻人回答说：“老爷爷，我们都不快乐，我们想

找到快乐。可是我们一直找不到快乐在哪儿。”听了这话，

老人说：“我知道快乐在哪儿。但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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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果能帮我做一条船，我就告诉你们。”

这几个年轻人马上找到一棵又高又大的树，找来做船的

工具，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挖空树心，做成了一条长长的

船。
他们把小船搬到河边，和老人一起坐上船，一边划着船

一边高声唱起歌来。这时候老人笑着问他们：“孩子们，你

们快乐吗？”

年轻人一起回答：“老爷爷，我们快乐极了！”

老爷爷点点头，高兴地说：“快乐就是这样，它常常在

你忙着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忽然来到你的身边。”

（1）那几个年轻人想找到什么？

A.悲痛 B.食物 C.快乐

（2）他们在路上遇到了谁？

A.一个小孩 B.一位老人 C.一位医生

（3）老人让年轻人做什么？

A.做作业 B.做家务活儿 C.做一条船

（4）年轻人在船上干什么？

A.一边唱歌一边看书

B.一边画画儿一边划船

C.一边划船一边唱歌

（5）那几个年轻人最后找到快乐了吗？

A.没有找到

B.找到了

C.不知道他们找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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