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词 1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天色, 天气) 渐渐地暗了下来。 

2. (天色, 天气) 越来越暖和了。 

3. (天气, 天空) 星光灿烂。 

4. 出门在外，多加(小心, 小新)。 

5. (小丑, 小扭) 向孩子们做鬼脸。 

6. 这条(小何, 小河)穿过村庄。 

7. 那地方十分(闪亮， 光亮) 。 

8. (闪亮， 光亮) 的不全是金子。 

9. 照他的（说法，说话）去做。 

10. 她轻轻的（说法，说话），怕吵醒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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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2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这个人是(太空，太平)科学家。 

2. (太阳, 阳光) 升起红艳艳。 

3. 春天来了，（树木，树立）披上了新绿。 

4. 你应该给弟弟（树木，树立）一个好榜样。 

5. 我把（树木, 树苗）移植到庭院。 

6. 他们（去处, 去年）夏天结婚。 

7. 这是个度假休养的好（去处, 去外）。 

8. 玛丽很容易(上当，当上)。 

9. 他(上课，上当)打瞌睡。 

10. 车上挤满了(学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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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3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他完成了(学业, 学期)。 

2. 屋后有一个（花园，园丁）。 

3. 这（花园，园丁）用锄头锄草。 

4. 他用脚打着(拍子, 拍手)。 

5. 我为他们的成功(拍子, 拍手)喝彩。 

6. 我的鞋是（手工，手功）制作的。 

7. 今天（也许，也好）会下雨。 

8. 你去（也许，也好）， 不去（也许，也好）， 

情况不会改变。 

9. 你(要是, 要不)来吉隆坡，一定要来看我们 

10. 下面是校长讲话的(要是,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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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4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亨利应该更专注于他的学校(课业，课文)上。 

2. 他们开始朗读(课业，课文)。 

3. 火车（开发, 开动）了。 

4. 他们在（开发, 开动）海底石油。 

5. 他在（心里，心情）暗笑。 

6. 他（心里，心情）十分焦急。 

7. (天色, 天气) 突然变得昏暗起来。 

8. 今天(天色, 天气)晴朗。 

9. 班机向上飞入(天色, 天空)。 

10. 天气干燥，(小心, 小新) 火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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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5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小丑, 小扭) 正在表演。 

2. (小何, 小河) 干枯了。 

3. 这房间(闪亮， 光亮)舒服。 

4. 星星在晴朗的夜空(闪亮， 光亮)。 

5. 你还有别的（说法，说话）吗? 

6. 他（说法，说话）吞吞吐吐。 

7. 一枚火箭升入(太空，太平) 。 

8. 我们可以说是出生在(太空，太平)盛世。 

9. 云开日出，(阳光, 太阳) 灿烂。 

10. 这些（树木，树立）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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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6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在帮助别人方面他给我们（树木，树立）了

好榜样。 

2. 下雨天栽插（树木, 树苗）比较容易成活。 

3. 太阳岛是夏日度假的理想（去处, 去外）。 

4. 他（去处, 去年）不明，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5. 他儿子（去处, 去年）入伍。 

6. 他昨天把钢笔（拿去, 去拿） 修理。 

7. 由于缺乏经验, 他常(上当，当上)受骗。 

8. (上课，上果) 时不准交谈。 

9. 他们是高年级(学生，学业) 。 

10. 彼得荒废(学业, 学期)去练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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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7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新(学业, 学期)何时开学？ 

2. 她给我一个(甜蜜, 蜂蜜) 的微笑。 

3. (甜蜜, 蜂蜜) 对你身体有益。 

4. 男孩跟着音乐(拍子, 白子)跳舞。 

5. 我(拍子, 拍手)以引起孩子们的注意。 

6. 许多女孩子喜爱刺绣、做（手工，手功）。 

7. 这主意（也许，也好）不错。 

8. 行，那样做（也许，也好）。 

9. 他发言的(耍点,要点)模糊不清。 

10. 滚开! (要是, 要不) 我就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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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8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他把(课业，课文)熟读。 

2. 请打开(课业，课本)。 

3. 首先, 你这样（开发, 开动）引擎。 

4. （开发, 开动）矿山是为了采矿。 

5. 她（心里，心情）明白。 

6. 他今天（心里，心情）不好。 

7. 明天(天气, 天空)会怎么样？ 

8. 我同意他们的（说法，说话）。 

9. 窗帘遮住了(阳光, 太阳)。 

10. 山上各种（树木，树立）层层叠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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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词 9 

 

把正确的答案圈起来，然后把句子念一遍。 

1. 她的正直使他在公众中（树木，树立）了威

信。 

2. 台风吹倒了无数棵小（树立, 树苗）。 

3. 公司（去处, 去年）生意不好。 

4. 他把录音机（拿去, 拿走）修理了。 

5. 吉姆放弃了(学业, 学期)。 

6. 这个(学业, 学期)玛丽很用功 

7. 无疑地，学生必须在(课业，课文)和娱乐之

间取得平衡。 

8. 考试题目出自(课业，课本)。 

9. 我了解你的（心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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