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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升初中,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孩子在求学路上面临的一次重要转折点。策划这

套小升初满分系列,就是为了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小升初的激烈竞争,把小

升初的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本书的作者都是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资深教师,他们对

近几年小升初的命题趋势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还设置了以下的栏目:
栏目一:自我检测。

先选几道有代表性的题目,即学生学习本章后难以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让学

生自测。
栏目二:自我评估。

给出自我检测题答案详解,让学生通过自我评估对所考查的重点和难点知识的

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栏目三:必考知识点。

通过图表的形式,梳理必考的知识点,便于学生记忆。
栏目四:满分技巧。

通过对几道典型例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答,指点学生答题的满分技巧。
栏目五:举一反三。

给出针对性的练习题,让学生对本章节的重点、难点知识进行巩固训练。
栏目六:过关检测。

每章都是按照小升初的真题题型所编写的习题,可让学生进一步巩固本章的重

难点。
在这套小升初满分系列即将出版之际,我突然想到了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首诗歌,是中

国台湾地区张文亮先生的《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我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力了嘛!”
我拉它,我扯它,甚至想踢它,
蜗牛受了伤,它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 为什么?”———天上一片安静。
“唉! 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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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 松手了! 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
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
咦? 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
我感到微风,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
慢着! 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
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
咦? 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
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我错了?
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小升初,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人生的一次考验。孩子的教育何尝不是牵着蜗牛

去散步? 家长又何妨放慢脚步,把自己主观的想法放在一边,倾听一下孩子内心的声音。
但愿这套书,能够帮助孩子们愉快地升入理想的学校,进一步深造。

编　者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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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要求把下列字母分开填写。

ɑ、ü、ui、ziu、ɑn、b、u、yue、en、yi、ɑnɡ、wu、ei、ye、zh、onɡ、zhi、d、zi
声母　　　　　　　　　　　　　　　单韵母　　　　　　　　　　　　　　　
复韵母　　　　　　　　　　　　　　平舌音　　　　　　　　　　　　　　　
翘舌音　　　　　　　　　　　　　　前鼻音　　　　　　　　　　　　　　　
后鼻音　　　　　　　　　　　　　　整体认读音节　　　　　　　　　　　　　

2.指出下列词句中哪些汉语拼音需要字母大写。
(1)乐山大佛快乐地坐在江边。
(2)长江

(3)刘胡兰

(4)海尔牌

3.读句子,说说读同样一句话,重音落在不同的词语上,语意有什么不同?
(1)他穿的衣服为什么

∙∙∙
总是那么干净?

询问重点是　　　　　　　　　　　　　　　　　　　　。
(2)他穿的衣服为什么总是

∙∙
那么干净?

询问重点是　　　　　　　　　　　　　　　　　　　　。
(3)他穿的衣服为什么总是那么

∙∙
干净?

询问重点是　　　　　　　　　　　　　　　　　　　　。
(4)他

∙
穿的衣服为什么总是那么干净?

询问重点是　　　　　　　　　　　　　　　　　　　　。

4.读一读,注意“啊”的语音变化。
(1)孩子,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啊!
(2)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啊!
(3)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4)啊! 故乡,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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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见详解

自我检测做对了　　　　题,做错了　　　　题。
错题原因自我分析:　　　　　　　　　　　　　　　　　　　　　　　　　　　　

　　　　　　　　　　　　　　　　　　　　　　　　　　　　　　　　　　　　　　　
　　　　　　　　　　　　　　　　　　　　　　　　　　　　　　　　　　　　　　　

(一)声母和韵母

1.声母

b　p　m　f　d　t　n　l　ɡ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2.韵母

单韵母:ɑ　o　e　i　u　ü
复韵母:ɑi　ei　ui　ɑo　ou　iu　ie　üe　er
前鼻韵母:ɑn　en　in　un　ün
后鼻韵母:ɑnɡ　enɡ　inɡ　onɡ

(二)整体认读音节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in　yun　yuɑn　yinɡ

(三)声调及标号方法

声调是声音的高、低、升、降、曲、直的变化。普通话语音里有四种声调,叫做四声,它们

的名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注意:声母不带调,韵母带调。)
调号是标记声调的符号,用̄ ˊ̌ ˋ表示。
标调规则提示:有ɑ不放过,无ɑ找o、e,i、u并列标在后,单个韵母不用说,i上标调把

点去,轻声不标就空着。

(四)汉语拼音字母表

Aɑ　Bb　Cc　Dd　Ee　Ff　Gɡ　Hh　Ii　Jj　Kk　Ll　Mm　Nn　Oo　Pp　Qq　
Rr　Ss　Tt　Uu　Vv　Ww　Xx　Yy　Zz

(五)拼写规则

1.大写字母的运用

(1)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母。如:Tiānqìqínɡlǎnɡ,shàideyīfuyíhuìrjiùɡānle.(天气

晴朗,晒的衣服一会儿就干了。)
(2)诗歌每行开头的字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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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ǒ　jiā　yǒu　ɡe　xiǎo　dìdi,　我家有个小弟弟,

Cōnɡmínɡ　yòu　táoqì,　聪明又淘气,

Měitiān　pá　ɡāo　yòu　pá　dī,　每天爬高又爬低,

Mǎntóu　mǎnliǎn　dōu　shì　ní.　满头满脸都是泥。
(3)人名、地名的第一个字母。如:

YáoMínɡ(姚明)　SònɡZǔyīnɡ(宋祖英)　ZhūɡěLiànɡ(诸葛亮)

Běijīnɡ(北京)　Chánɡchénɡ(长城)
(4)时令、节日及历史事件的第一个字母(或分写部分第一字母)。如:

Chónɡyánɡ重阳　Lìchūn立春

Guóqìnɡjié国庆节　ZūnyìHuìyì遵义会议

(5)民族名、朝代名、建筑物名、机关单位名、书报名、剧名等专有名词(或分写部分)的
第一个字母大写,必要时也可以全部用大写字母。如:

Hàn(汉)

Qīnɡ(清)

PǔtuóQūRénmínZhènɡfǔ(普陀区人民政府)

RénmínRìbào《人民日报》(报刊名)

MǎlùTiānshǐ《马路天使》(电影名)
(6)钱币、书刊封面、刊头招牌、路牌、商标等使用汉语拼音时往往全部字母大写。如:

XINHUASHUDIAN(新华书店)　XIONGMAOPAI(熊猫牌)。

2.i,ü和j,q,x相拼,两点要省去

韵母ü(包括ün、üe、üan)和声母j、q、x组成一个音节时,ü上的两点可以省掉,写成“u”。
因为u不能和j、q、x相拼,所以,ü拼j、q、x时省去两点,不要和u混淆。

3.词语要连写

如:“我们是中国人。”这句话是由“我们、是、中国、人”四个词组成的,所以就拼写成

“Wǒmen　shì　zhōnɡɡuó　rén。”

4.隔音符号

在词语连写中,音节界限发生混淆,就用隔音符号(’)把容易误读的音节隔开。
例如:jī’è(饥饿)、xī’ān(西安)、jiāo’ào(骄傲)等。

5.移行规则

在词语连写中,一个词写到一行末了,写不下,需要移到下一行写,就必须把一个音节全

部移过去,决不能把一个音节分开写在两行中,而且在拆开的词语中间画一短横(),表示上

行写的音节和下行写的音节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词语。

(六)音变

在普通话里,有些音节的声调起了一定的变化,而与单字声调不同,这种变化叫变调。

1.“一”“不”的变调

yī单念或用在词尾以及用在序数中。

yí在去声前。

yì在非去声前。

3



4　　　　

yi夹在叠词中间。

bú在去声前。

bù在非去声前。

bu夹在词语中间。
在小学阶段应掌握的还有一种变调现象是出现在 ABB叠词中,后面

∙∙BB∙∙
二字均念阴平
∙∙∙∙∙∙

声
∙

。如:亮晶晶(liànɡjīnɡjīnɡ)

2.“啊”的语音变化

语气词“啊”在不同的地方语音会有变化。作为叹词的“啊”,因为说话时不受语音的影

响,所以仍念ɑ音,如“啊,你来啦!”但是作为语气词的“啊”,用在句末时,受前一个音节末尾

的音素的影响,会发生音变现象。列表如下:

前面一个音节末尾 “啊”的音变 汉字写法

u wɑ 哇

n nɑ 哪

nɡ nɡɑ 啊

ɑ　o　i　ü yɑ 呀

3.轻声和儿化

(1)轻声: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有的音节在一定的场合里失去原调,变成

一种既轻又短的调子,这叫轻声。轻声并不是独立的声调,而是从四种声调变化而来的。轻

声音节不标调,要念得又轻又短。
例如:māmɑ(妈妈)　wǒmen(我们)　nǐde(你的)
(2)儿化:在普通话里,韵母不能与声母相拼,它除了自成音节之外,还可以同前一个字

音里的韵母结合起来,并使这个韵母转变为卷舌韵母,这种现象叫儿化。带儿化的音节,一
般用两个汉字表示。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这些儿化音节,只需在原来的音节之后加上r(表
示卷舌作用)就可以了。

带儿化韵的音节一般用两个汉字来表示。如:“zhèr”写作“这儿”。
儿化的作用主要有:① 区别词性;② 区别词义;③ 表示亲切或喜爱的感情色彩;④ 表

示细、小、轻、微的性状。
儿话音拼写:韵腹或韵尾是ɑ、o、e的韵母儿化时,只要在原韵母后加上“r”即可。如:

花儿、火儿、月儿(yuer);韵母i、ü儿化时在原韵母后面加上“er”;韵尾是i、n的韵母儿化时,
可以丢掉韵尾加上“r”,如:小孩儿(xiǎohɑr)、茶馆儿(cháɡuɑr)。

(七)停顿与重音

1.停顿

停顿的作用:说话或朗读时,常常在句子前后和中间做或长或短的停顿,这一方面是出

于人的生理或句子的结构的需要,停下来换口气或使句子层次分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充分

地表达思想感情,并让听者有时间领会说话或朗读的内容。
· 朗读中停顿的分类

(1)用标点符号所表示的停顿和段落之间的停顿都属语法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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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表示的停顿是这样的:顿号最短,逗号、分号、冒号稍长些,句号、问号、感叹

号、省略号更长些。这个长短的确定不是绝对的,还要根据语言环境和表达的需要适当掌握

和处理。段落之间的停顿又要稍长些。
(2)在没有标点符号之处,为了加强语气、阐明观点、表达感情也要做些停顿,这样的停

顿叫逻辑停顿。
(3)为了显示文章的节奏、结构、语意而采用的停顿叫节拍停顿。
· 恰当确定朗读中的停顿

朗读中的停顿与所读作品的文体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关。不同文体的作品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不同,因而也要求有不同的朗读语速。
一般地说,议论文和说明文以中速为宜,根据需要适当停顿。记叙文则依据情节的进展

和感情表达的需要来安排。如果内容表达的是激动、欢快、紧张的情绪,语言慷慨激昂、豪迈

奔放,语速要相对快一些,停顿的次数要减少,停顿的时间也要短一些;如果内容表达的是痛

苦、悲伤、低沉、抒情的情绪,语速要慢一些,停顿时间也要长一些。
朗读诗歌要注意节奏停顿,根据诗体的不同,停顿也要不同。
古诗四字句一般是两拍“二,二”式。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五字句一般是三拍“二,二,一”式。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七字句一般是四拍“二,二,二,一”式。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现代诗歌的停顿,一般也是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为一拍。如: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

儿/贴在/心窝上。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

2.重音

重音是相连的音节中某个音节发音突出的现象。重音分为语法重音、逻辑重音、修辞重

音和感情重音。
(1)语法重音。从语法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一句话在不表示什么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

情况下,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朗读时把其中的某些音节的声音稍稍加重。一句话中的实词

都可以读重音,虚词不读重音。
如:一般的

a)谓语中的主要动词和形容词要重读。如:小草绿
∙

了。中国人从此站
∙

起来了。

b)表示性状和程度的词语。如:你不要慌,慢慢地
∙∙∙

说。大家要特别
∙∙

小心啊!

c)表示性状和强调的定语。如:这是多么感人
∙∙∙∙

啊!伟大
∙∙

的祖国在前进!

d)表示结果和程度的补语。如:这件衣服漂亮极了
∙∙

。他跳得真高
∙

!

e)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如:谁
∙

啊?那
∙

可不行!

f)句子中作比喻的词语。如:野花,像天边的彩霞
∙∙

一样耀眼!
(2)逻辑重音。就是那些不受语法限制,而由句子的潜在含义所确定的必须强调的音

节。因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停顿不同。如:小李邀请你去踢足球。若强调不是别人则重音在

“小李”,强调不是随便地叫则重音在“邀请”,强调请的不是别人则重音在“你”,强调不是干

别的则重音在“踢足球”。
(3)修辞重音。朗诵者对文章中作者所采用的修辞手段的词句给予强调。
(4)感情重音。由于情感的需要,对语句中某些词或词组加以情感色彩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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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将下列汉字按声母归类。
带　　乐　　表　　女　　等　　电　　那　　利　　部　　老

b　　　　　　　　　　 　　　　d　　　　　　　　　　
n　　　　　　　　　　 　　　　l 　　　　　　　　　　

　　　　声母是“b”的字有“表”和“部”。声母是“d”的字有“带”“等”和“电”。声母是“n”的字有“女”和
“那”。声母是“l”的字有“乐”“利”和“老”。声母中有些形和音很相近,容易混淆,在答题时应该仔

细判断。本题考查的是“b”与“d”的区别、“n”与 “l”的区别

2.在两个字都是整体认读音节的词语后面括号内打“✓”。
雨衣 (　　 )　　思考 (　　 )　　日子 (　　 )　　枝叶 (　　 )
笔试 (　　 )　　词语 (　　 )　　美元 (　　 )　　知音 (　　 )

　　　　是整体认读音节的词语有:雨衣、日子、枝叶、词语、知音

本题主要考查整体认读音节的知识,需熟记16个整体认读音节,才能正确完成练习。“思考”
的“考”、“笔试”的“笔”、“美元”的“美”这几个字的音节都不是整体认读音节

3.按照正确的拼音书写规则,写一写你和家人的姓名。

　　　　答案略。
本题要注意姓和名每部分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4.给下面的词语注上拼音,注意隔音符号。
(　　　　)

皮袄 ———
(　　　　)

飘 　　　　
(　　　　)

提案 ———
(　　　　)

添

(　　　　)
激昂 ———

(　　　　)
将 　　　　

(　　　　)
酷爱 ———

(　　　　)
快

　　pí’ǎo　 piāo　　　tí’àn　tiān　　　jī’ánɡ　jiànɡ　　　 kù’ài　 kuài
当ɑ、o、e做音节开头又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时,为了同前面的音节分开,在ɑ、o、e之前就用隔

音符号(’)把容易误读的音节隔开。
注意:隔音符号应写在音节分界处的上方。

5.练一练,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一
∙

定(　　)　　一
∙

只(　　)　　想一
∙

想(　　)　　一
∙

会儿(　　)　　一
∙

草一
∙

木(　　)
不
∙

对(　　)　　不
∙

然(　　)　　行不
∙

行(　　)　　不
∙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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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为:yí　　 yì　　yi　　yí　　yì　yí
bú　　bù　　bu　　bù

有些字的声调,由于受前后字音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叫“变调”。
如“一”的变调:在单念或在词句末尾时念原调;在阴平、阳平、上声前面时,变为去声;在去声

前面时,变为阳平;夹在重叠动词中间时则念轻声。
又如“不”的变调:在单念或在词句末尾时念原调;在阴平、阳平、上声前面时,也变去声;在去

声前面时,变为阳平;夹在词语中间时读轻声。

1.将下列音节补充完整

j　　　

惊
∙　 喜

　
　　　ànɡ
欢　畅

∙
　

　　　ō

活 　泼
∙

　
　　　à

树　杈
∙

　
　y　　

坚　硬
∙

　
b　　　

蹦
∙　跳

　
h　　

横
∙

行霸道

2.下面四组中,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一组是(　　)。

A.R、T、S、V、W　　　　B.G、H、I、J、K
C.N、M、O、Q、P D.A、B、D、F、E

3.下列隔音符号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企鹅qǐ’é　　 　　B.恩爱ēn’ài　　　　C.偶然ǒu’rán
D.煎熬jiān’áo E.彼岸bǐ’àn F.山冈shān’ɡānɡ

4.在音节的拼写规则完全正确的一组词语后面画“✓”。
(1)关切(ɡuānqiè)　　　　引诱(yǐnioù)　　　　杰出(jiéchū)(　　)
(2)阻挠(zǔnáo) 夺取(duóqǚ) 打搅(dǎjǐɑo)(　　)
(3)咨询(zīxún) 卓越(zhuóyuè) 妈妈(māmɑ)(　　)

5.读下面的词句,注意“一”和“不”字读音的变化。
(1)第一

∙　　一
∙

条　　一
∙

致　　不
∙

干　　不
∙

好　　说一
∙

说　　去不
∙

去

(2)成语训练:
一
∙

心一
∙

意　　一
∙

丝一
∙

毫　　不
∙

伦不
∙

类　　不
∙

即不
∙

离

(3)星期天一
∙

大早,我就看了一
∙

本书。
你要不

∙
来,我也不

∙
去。信不

∙
信由你。

1.下列音节的标调哪种是正确的,在后面的括号里打“✓”。

xié(　　)

xíe(　　){ 　　
shǔi(　　)

shuǐ(　　){ 　　
niú(　　)

níu(　　){ 　　
hǔɑn(　　)

huǎ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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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è(　　)

qùe(　　){
bái(　　)

bɑí(　　){
léi(　　)

leí(　　){
zhúo(　　)

zhuō(　　){

2.按字母表顺序填空。

b(　)m (　)　　(　)t(　)l　　(　)k(　)　　(　)(　)x
(　)ei(　　) ɑo(　)(　) ɑnen(　)(　)(　)

3.读字归类。
尽　　正　　听　　城　　晴　　怎　　神　　冷　　彬　　曾　　氛　　景

(1)韵母是en的:　　　　　　　　　;(2)韵母是in的:　　　　　　　　　 ;
(3)韵母是enɡ的:　　　　　　　　　;(4)韵母是inɡ的:　　　　　　　　　 ;
(5)平舌音:　　　　　　　　　 ;(6)翘舌音:　　　　　　　　　 。

4.下列词中“一”字的读音有什么不同,请将相同读音的词归类,并注音。(填序号)

①一张　　②一个　　③ 一阵　　④一股　　⑤一直　　⑥一下

(　　)、(　　)、(　　)中的“一”读音相同,读作(　　);(　　)、(　　)、(　　)中的

“一”读音相同,读作(　　 )。我还可以给“一”组词:　　　　 ,这里的“一”读作　　　　。

5.下面哪些词应该加隔音符号? 把它们加上并标调。

hɑiou

海　鸥
　　

pinɡɑn

平　安
　　

shɑne

善　恶
　　

reɑi

热　爱
　　

yue

余　额

tiɑoou

挑　藕

fɑnɡɑn

方　案

shenɑo

深　奥

zhiyɑ

枝　丫

ɑnɑn

暗　暗

6.下列词语音节中,首字母都需大写的一项是(　　)。

A.马小跳　牛奶　 游戏　　　　　　B.长城　鲁迅　广州

C.学而思　同学　给力 D.郁闷　浮云　胡一菲

7.下列词语的注音全部符合汉语拼音拼写规则的一项是(　　)。

A.教育(jiàoyù)　　　　　选举(xüǎnjǚ)　　　　省略(shěnɡlüè)

B.允许(yǔnxǔ) 教学(jiàoxué) 透明(tòumínɡ)

C.广州(ɡuǎnɡZhōu) 雷锋(Léifēnɡ) 老李(lǎolǐ)

8.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女”(nǚ)和“举”(jǔ)的韵母不相同。

B.“yeyuɑnjixiyinɡ”都是整体认读音节。

C.“好奇”的“好”的读音是“hào”,“号召”的“号”的读音是“hào”,“入场券”的“券”的读

音是“qu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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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戈、糙、歼、凸、凹”在字典正文页码的先后顺序是“凹、戈、歼、凸、糙”。

9.请在“啊”的正确读音后面打“✓”。
(1)学校的操场真大啊! 　　　　　A.wɑ(　)B.yɑ(　 )C.nɑ(　)
(2)这个主意真妙啊! A.yɑ(　 )B.wɑ(　)C.nɑ(　 )
(3)快听啊! A.nɡɑ(　)B.yɑ(　 )C.nɑ(　)
(4)她多么开心啊! A.yɑ(　)B.nɑ(　 )C.wɑ(　)
(5)这里的山真秀啊! A.yɑ(　)B.nɑ(　 )C.wɑ(　)
(6)小英说得句句有理啊! A.nɡɑ(　)B.wɑ(　 )C.yɑ(　)

10.下面是“这本书你今天还来看吗”这个问题的三种回答:
(1)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看。(　　　　)
(2)别人不一定爱看,我今天一定要看。(　　　　)
(3)我今天下午要是有空,准来看。(　　　　 )
试想在每一种回答之前,问话的重音分别在哪一个字上,请分别填在括号里。

A.在“你”上　　　B.在“今天”上　　　C.在“还来”上

11.用“✓”标出带点词的正确读音。
(1)她在台上表演得很自然

∙∙
(zìrán　zìrɑn),一点也不拘束。

(2)这事你处理得不对头
∙∙

(duìtou　duìtóu),他可是咱们的死对头
∙∙

(duìtou　duìtóu)。
(3)这次比赛,你可不能大意

∙∙
(dàyi　　dàyì)。

12.根据前半句和拼音,写出后半句。

shǐ　yú　zú　xià
(1)千里之行,(　　　　　　　　　)。

wù　yǐ　è　xiǎo　ér　 wéi　zhī
(2)勿以善小而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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