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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解题思维训练营
1.清晰讲解本专题重要知识

点、解题技巧，让你心中有

数。

2.精选例题带你学习知识、

验证技巧。每个例题配有 

“思维导航”， 它详细、

全面、新颖的阐述，帮你捋

顺思路。

自己来挑战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遭，

本版块由易到难设置三道习

题，帮你巩固思路、运用技

巧。

自测验收
复习了知识、捋顺了思路、

完成了挑战练习，不如掐准

时间来场分阶段“自测验

收”吧，让分数验证学习

效果，激励自己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知识充电站
帮你在语文的学习中了解历

史、拓展视野、增长生活技

能，让紧张的复习多一份轻

松、趣味。



Introduction

解题思维训练营
1.清晰讲解本专题重要知识

点、解题技巧，让你心中有

数。

2.精选例题带你学习知识、

验证技巧。每个例题配有 

“思维导航”， 它详细、

全面、新颖的阐述，帮你捋

顺思路。

自己来挑战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遭，

本版块由易到难设置三道习

题，帮你巩固思路、运用技

巧。

自测验收
复习了知识、捋顺了思路、

完成了挑战练习，不如掐准

时间来场分阶段“自测验

收”吧，让分数验证学习

效果，激励自己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知识充电站
帮你在语文的学习中了解历

史、拓展视野、增长生活技

能，让紧张的复习多一份轻

松、趣味。

Foreword

嗨，大家好！你是否还在为复习的事烦恼呢？你是否需要一个高效学习的帮手？你想了解

更多更好的学习方法吗？我们来帮忙。秉承“激发兴趣、培养习惯、塑造品格”的教育理念，

学而思教研中心经过反复推敲，修订推出了《学而思秘籍——小学语文系统总复习》这套书，

它可以帮你提高学习效率，给你提供解题思路，训练你的解题思维，帮你改掉“马虎”的坏习惯。

激发兴趣

1. 成就感。“成就感是最好的老师”，高效学习最关键的是了解学习要点，并根据自己

的学习情况判断学习着力点。为此，我们在书中形象地标出知识点的“热度”“难度”，复习

时结合你的掌握情况查漏补缺，学习将会更高效！ 

2. 乐积累。语文作为基础学科，除了语言、文字的积累，它的美更在于情怀的培养，“知

识充电站”帮你在语文的学习中了解历史、拓展视野、增长生活技能，让紧张的复习多一份轻

松、趣味。

培养习惯

1. 会思考。“马虎”是学习中常见的问题，除了性格、注意力等原因，与知识掌握不扎

实、理解能力差也有很大关系。学习中战胜“马虎”捋顺思路最关键。在“解题思维训练营”

中，先清晰讲解复习要点或解题技巧，让你心中有数。再精选例题带你验证技巧，同时配有 “思

维导航”，详细、全面地帮你捋顺思路。思路捋顺了，但具体知识有盲点怎么办？详细的“解

析”、知识丰富的“锦囊”定会让你豁然开朗。思路通顺、缜密，知识盲点清除，好的习惯慢

慢养成，还怕赶不走“马虎”吗？

2. 敢实践。实践出真知，在“8 分钟闯关”中，我们设置了由易到难的多道练习题，限时

8 分钟。紧张激烈的闯关后，你完全可以了解到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了。

塑造品格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复习了知识、捋顺了思路、积累了锦囊要点，

当你认为全世界都无法与你比拟的时候，不如掐准时间来场分阶段“自测验收”吧，验证学习

效果，激励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就是我们这套书的亮点与特色，是简洁、准确、系统学习法的意义所在。同时，在书籍

编写过程中，有部分文章的作者我们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稿酬已委托中国文字著作协会转付，

敬请相关著作权人联系。电话：010-65978917，E-mail：wenzhuxie@126.com。您也可

以发送邮件到 xiaoxueshuji@100tal.com，我们会及时回复。最后希望本套丛书能够帮助同

学们鼓足勇气，高效学习！

                        学而思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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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系统总复习（下册）

第四阶梯  应用文 

专题一 书信  91

专题二 建议书  93

专题三 发言稿  95

专题四 通知  97

专题五 启事  98

专题六 自测验收  99

第五阶梯  大作文 

专题一 考场实战技巧  101

专题二 开头、结尾技巧  113

专题三 名言佳句积累  118

专题四 自测验收  124

答案与解析 125

第一阶梯  古诗文阅读 

专题一 古诗词阅读  02

专题二  文言文阅读  09

专题三 自测验收  19

第二阶梯  说明文阅读 

专题一 信息的提取  26

专题二 说明方法及作用  30

专题三 词语能否删换？为什么？  35

专题四 说明顺序  40

专题五 自测验收  44

第三阶梯  记叙文阅读 

专题一 简单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48

专题二 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  57

专题三 理解词语、句子含义  65

专题四 赏析富有表现力的句子  71

专题五 能从多角度体会人物情感、特征  79

专题六 自测验收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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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系统总复习（下册）

热度

难度

难点：易忽略句子描述的状态，不能准确把握特征、情感

例 1  难度指数    

和张仆射塞下曲①·其二

唐·卢纶

林暗草惊风②，将军③夜引弓④。

平明⑤寻白羽⑥，没在石棱⑦中。

注释：

①塞下曲：古代歌曲名。这类作品多是描写边境风光和战争生活的。

②惊风：突然被风吹动。

③将军：指的是西汉的飞将军李广。

④引弓：拉弓，开弓，这里包含下一步的射箭。

古诗词阅读专题一

解题思维训练营

古诗词阅读属于必考知识点，常以填空、古诗鉴赏等形式出现，应对此题，除了需要

你的积累真功夫外，还要掌握阅读技巧！

1. 把握诗歌主要内容

（1）不忘题目。题目通常暗示了诗歌的写作对象、中心内容、情感与诗歌形式。

（2）巧用注解。借注释了解写作背景，扫清字词障碍。

（3）补词连句。在原诗基础上补充词语，做到文从字顺。

（4）调整语序。

2. 把握诗歌情感

（1）抓住诗中提及的“忆、送、离、别、喜、怒、哀、乐、怨、愁”等情感字眼。

（2）意象传情。

（3）结合作者所处环境体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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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梯  古诗文阅读

⑤平明：天刚亮的时候。

⑥白羽：箭杆后部的白色羽毛，这里指箭。

⑦石棱：石头的边角。

问题：亲爱的同学，你能文字通顺地写出诗歌的主要内容吗？

 
 

思维导航

1. 不忘题目、巧用注释。《塞下曲》是描写边境风光和战争生活的边塞诗

歌。借助注释“惊风”“平明”“引弓”等描述当时的情景、人物的心理。

2. 补词连句。添加好主语（将军），文从字顺地表达出来。

3. 调整语序。翻译时不必字字、句句对译，可以按实际生活中的说话语序

重新排列语句。

答案：昏暗的树林中，草突然被风吹动（摇摆不定、飒飒作响），将军（以为野兽来了，

连忙）拉开弓（射箭），天亮去寻找那只箭，（箭）已经（深深地）陷入石棱中了。

例 2  难度指数    

天净沙①·秋②

元·白朴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③，一点飞鸿影下④。

青山绿水，白草⑤红叶⑥黄花⑦。

注释：

①天净沙：曲牌名。

②秋：题目。

③寒鸦：天寒即将归林的乌鸦。

④飞鸿影下：飞鸿，天空中的鸿雁。影下，雁影掠过。

⑤白草：枯萎而不凋谢的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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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系统总复习（下册）

⑥红叶：枫叶。

⑦黄花：菊花。

1. 读了题目，我知道诗歌主要描写的是  （季节），前两句诗中的意象有  、 

     、     、     、     、     。后两句诗中的意象有 

 、  、  、  、  。

2. 只读前两句诗中的意象，你感受到了  的气氛，“飞鸿”一词将全部诗的意境扭转

成了  的气氛。（ ）

A. 生机盎然，明朗、清丽 

B. 宁静寂寥，明朗、清丽

C. 宁静祥和，凄凉、冷清 

D. 清冷萧瑟，凄凉、冷清

3. 下列诗句，根据意象可得知描写秋天的一组是（ ）

A.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B.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C.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D.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思维导航

1. 抓住诗中提及的“忆、送、离、别、喜、怒、哀、乐、怨、愁”等字眼，

理解诗歌传达的情感。

2. 意象传情。“孤村”“寒鸦”与“红叶”“黄花”寓意不同，一个凄

苦孤寂，一个乐观明朗。

3. 形色含情。色彩的词语暗含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如“枯藤、老树”等

暗示了作者内心的惆怅，“红花、白草”暗含了作者内心的欢喜。

4. 诗人的处境、生活境遇是诗歌情感的源泉。了解诗人的背景，更易于

理解情感。

答案：1. 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

花。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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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梯  古诗文阅读

8 分钟闯关——挑战真题

（一）

难度指数    

菊　花

唐·元稹

秋丛①绕舍似陶家②，遍绕③篱边日渐斜④。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⑤无花。

注释：

①秋丛：指丛丛秋菊。

②陶家：陶渊明的家。陶，指东晋诗人陶渊明。

③遍绕：环绕一遍。

④日渐斜（xiá）：太阳渐渐落山。斜，倾斜。

⑤更（gèng）：再。

1. 诗人除了喜爱菊花开放的样子，还喜欢它什么？请选出合理的解释（     ）。

A. 坚贞高洁的品质 B. 傲骨凌霜、不愿同流合污

C. 离别依依不舍 D. 对国家的壮志与抱负

2.你还知道哪些可以让人联想到美好品质的植物？试着列举植物并写出与它品质对应的诗句。

 植物                       品质                诗句

（1）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2）        坚贞高洁的品质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3）柳条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4）          我自观心地，莲花出淤泥。

3. 下面图画中的植物哪个可以表达傲骨凌霜、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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