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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语文） 

（总分：100 分   完卷时间：50 分钟）   

一、拼一拼，写词语。（6 分） 

ǒu   ěr    bá  shè    fán  zhí    ào   mì     wú  tóng    xiàn  mù 

(        )  （      ） （       )    (        )    (        )  (          ) 

二、比一比，再组词。（10 分） 

脑（      ） 锐（      ） 辫(        )  陡 (        )  截（       ） 

恼（      ） 悦（      ） 辩(        )  徒 (        )  裁（       ） 

三、选词填空。（6 分） 

阵     束     对     串      眼    片 

一（     ）阳光       一（     ）微风 

一（     ）花瓣       一（     ）清泉 

一（     ）翅膀       一（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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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一读，照例子写句子。（6 分） 

  例 1、他不小心把那只碗打破了。       他不小心打破了那只碗。                   

卓小 A 自觉地把地上的红枣捡起。                                                

例 2、这恰好表明有数不尽的蝴蝶。     这不恰好表明有数不尽的蝴蝶吗？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本书。                                                 

五、我会选择正确的关联词填在括号里。（6 分） 

    因为……所以……  只有……才……  虽然……但是……. 

    1、（    ）小卓的成绩不是很优异，（    ）他的思想品德很好。 

    2、（    ）奇奇仔今天有病请假，（    ）对当天老师教的知识不理解。 

    3、（    ）认真学习，成绩（    ）有更大的进步。 

六、忆一忆，根据课文内容填空。（10 分） 

    1、等闲识得东风面，              。 

    2、              ，二月春风似剪刀。 

    3、日日行，                ；常常做，                  。 

4、八仙过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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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阅读短文，按要求作答。（26 分） 

蜗牛和青蛙 

 蜗牛和青蛙一不小心都掉到了一口井里。 

 蜗牛决心爬出去，可是井壁很滑，爬三步退两步。它毫不灰心，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着。 

青蛙看蜗牛爬得很吃力，就劝蜗牛说：“像你这样进三步退两步，到什么时候才能爬出去？别费这个劲了，听天由命吧！”蜗牛满怀信心地说：“不怕慢，就

怕站。我虽然爬得很慢，但前进一步，就离井口近一步。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爬出这井口。”说完，它又不停地向上爬。 

天渐渐黑了，青蛙坐在井下，先是“呱呱呱”地叫个不停，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它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黎明。它抬头望去，蜗牛已登上井台。蜗

牛望着那广阔无际的蓝天和大地，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而青蛙仍旧坐在井下，只能低头叹气，或者抬起头仰望蓝天。 

1、填空。（6 分） 

  （        ）的井壁    （          ）地说    （          ）得睡着了 

2、给带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解释，并打“√”。（4 分） 

（1）毫．不灰心：A 细长而尖的毛      B 长度单位    C 数量极少，一点 

（2）广阔无际．：A 交界或靠边的地方  B 彼此之间  C 当，正逢这个时候 

3、按短文内容回答问题。（4 分） 

   蜗牛退三步爬两步，那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蜗牛能爬上井台，那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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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_____”画出文中表现蜗牛爬出井台决心大的句子。（3 分） 

5、“蜗牛”和“青蛙”你比较喜欢谁？为什么？（4 分） 

                                                                     

                                                                     

6．作者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5 分） 

                                                                     

                                                                     

八、习作。（30 分） 

 我们常常爱幻想，假如我是神笔马良，我要画出坚固的大堤；假如我是市长，我要让所有公民住上新房；假如我是服装设计师，我要设计出自动调节的服

装；假如我是云朵，我要向干旱地区下一场透雨……这些都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呀！请以：假如我是____________为题写一篇作文。字数 3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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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数学） 

（完卷时间：90 分钟） 

一、 算一算 

1. 直接写出得数。 

80÷4＝         0×3＝           12×6＝          0÷5＝          23×30＝         110×5＝        

88÷2＝         3500÷7＝        810÷9＝        13×200＝       6000÷6＝        2000÷5＝ 

 

2. 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第（3）、（6）题计算后要验算】 

（1）4.7＋5.8        （2）924÷3        （3）392÷7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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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2         （5）65×78        （6）803÷5 

验算： 

 

 

二、 填一填 

1. 5 分米是
（              ）

（              ）
米，写成小数是（       ）米，读作（        ）米。 

2. 1 平方米＝（    ）平方分米      

3800 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3. 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操场跑道长 100（      ）       学校礼堂的面积约是 1000（      ） 

拇指指甲的大小约 1（      ）   课桌面的面积约是 24（      ） 

4. 小军的生日是 2 月 29 日，小军出生的这一年共有（      ）天；这年的 9 月 25 日是星期三，这年的国庆节是星期（      ）。 

5. “六一”游园会从下午 2:30 开始，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是（    ：    ）；游园会共进行了 1 小时 40 分，游园会结束的时间是（    ：    ）。 

6. 903÷3 的商是（        ）位数。 

要使 456÷□的商是两位数，□里最小能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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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个同学参加跳远比赛，成绩如下表。 

姓名 林立 王文 丁冬 马军 

成绩/米 3.3 3.5 4 3.9 

冠军是（         ），亚军与季军的成绩相差（        ）米。 

 

8. 1 千克苹果 16 元，买 13 千克的苹果共需要多少元？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 

802

61

84

31

61



      

 

9. 用 5 个边长是 1 厘米的小正方形拼成右边的图形，这个图 

形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周长是（        ） 

厘米。 

10. 把周长是 36 米的正方形场地，平均划分成 3 个活动区，每个活动区的面积是（        ）平方米。 

 

·····买（        ）千克苹果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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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选一选（把正确答案的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 一幅正方形油画的边长是 8 分米，这幅油画的大小是（        ）。 

A. 32 分米             B.  32 平方分米          C.  64 平方分米   

2. 商最接近 80 的除法算式是（        ）。 

 A.  315÷4              B.  241÷3               C.  390÷5 

3. 停车场里小车的辆数是大车的 4 倍，小车有 88 辆，大车和小车一共有（      ）辆。 

A.  352                B.  440                  C.  110 

4. 如右图，甲的周长（         ）乙的周长，甲的面积（         ）乙的面积。 

A.  小于                B.  等于                 C.  大于 

5. 要使 21×□2 的积是三位数，□里可以填的数共有（      ）个。 

 A.   5                  B.  4                    C.  3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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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操作与计算 

1. 完成社区平面图 

（1） 看图填空。 

邮局在中心广场的（         ）面； 

商场在图书馆的（           ）面。 

（2） 根据描述把各建筑物标在适当位置。 

医院在中心广场的西北面； 

学校在商场的南面。 

 

2. 先测量出有关数据（取整厘米数并标在图中相应的位置），再计算出图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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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用一用 

1． 每个车队有 12 辆车，每辆车运货 8 吨，5 个车队共运货多少吨？ 

 

 

 

 

 

 

2． 小明家的厨房要铺地砖，如果用面积是 4 平方分米的地砖要 180 块。照这样计算，如果改用面积是 9 平方分米的地砖，共要多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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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东每天坚持游 3 个来回共 300 米，游泳池长多少米？【列综合式解答】 

 

 

 

 

 

 

 

4. 估一估，一共有 28 个纸箱，够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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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心农场：                                                            快乐农场： 

                                                               

                                    

         

请把上面两个表中的数据整理在下表中。 

动物 

              数量 

农场 

小兔 小猪 小鸡 

开心农场    

快乐农场    

 

（1）两个农场一共有（    ）只小猪。 

（2）快乐农场的小鸡比开心农场的多（    ）只。 

（3）开心农场的小兔是快乐农场的（    ）倍。 

动物名称 小兔 小猪 小鸡 

数量（只） 54 36 28 

动物名称 小兔 小猪 小鸡 

数量（只） 9 4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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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英语） 

Writing Part （50 分） 

一、判断下列每组两个单词的划线部分发音是否相同，发音相同的打“√”，不同的打“×”。（5 分） 

(    ) 1. cat   name    (    ) 2. car   nice     (    ) 3. ball   bad  (    ) 4.desk  red   (    ) 5.face   date 

 

二、将下列单词分类，把其字母编号写在相应类别得横线上。（12 分） 

A. horse   B. hand   C. young   D. purple   E. face   F. thin 

G. green     H. bear   I. chicken   J. eye      K. short  L. brown   

 

1. 动物类：_____ _____ _____         2. 身体部位类：_____ _____ _____ 

3. 颜色类：_____ _____ _____         4. 形容词类：_____ _____ _____ 

三、选择正确的答案，把其字母编号写在相应类别得横线上。（10 分） 

(    ) 1. _______many apples are there?              A. How         B. What         C. Where   

(    ) 2. What colour _______ the orange?            A. am          B. is          C. are  

(    ) 3. Can I haven some_______?                  A. apple        B. banana      C. grapes   

(    ) 4. This is an _______ boat.                     A. blue         B. yellow       C.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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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Balls and kites are_______.                  A. desks        B. chairs        C. toys 

(    ) 6. _______ pencils are these?                A. How          B. Who         C. Whose 

(    ) 7. She _______ long hair.                    A. have          B. has          C. is 

(    ) 8. These are my_______.                    A. photo         B. photos       C. photos 

(    ) 9. Those are _______ books.                A. Ben            B. Bill          C. Ben’s 

(    ) 10. I don’t like _______.                   A. mice           B. mouse       C. cat 

 

四、看图，选择与图意相符的句子，把其字母编号写在括号内。（1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    ) 1. A. I have a boat. It’s yellow.       B. I have a bike. It’s red. 

(    ) 2. A. This is my father’s bike.        B. That is my father’s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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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A. My brother likes pigs.          B. My brother likes cats.    

(    ) 4. A. There is a bird in the picture.     B. There is a monkey in the picture.       

(    ) 5. A. Look! That’s a little chicken.     B. Look! That’s a little mouse.   

(    ) 6. A. There are six crayons .          B. There are three rulers 

(    ) 7. A. ---How many rubbers? ---Ten    B. ---How many rubbers? ---Four    

(    ) 8. A. There are nine apples on the tree. B. There are nine pears on the tree. 

（   ) 9. A. Have some fruit, please.         B. Have some birthday cake, please. 

(    ) 10. A. There are seven oranges.        B. There are two oranges. 

 

五、读问句，选择最佳答语，把其字母编号写在括号内。（8 分） 

(    ) 1.Are these ducks yours?                

       A. Yes, there is.         B. Yes, there are.       C. Yes, they are.  

(    ) 2. Where is the green car?               

       A. It’s under the chair.    B. It’s a yellow plane.  C. It’s black. 

(    ) 3. May I have your QQ number?               

       A. Yes, it’s red.         B. No, I don’t.        C. Yes, it’s471289046.  

(    ) 4. Who’s the girl in blue?           

       A. He’s my brother.     B. She’s my cousin.    C. She’s he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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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What colour are the chairs?             

       A. They are purple.      B. I like yellow.       C. It’s green 

(    ) 6. Whose little pet is this?               

       A. It’s Lingling’s.        B. It’s a baby.         C. It’s Tom. 

(    ) 7. Is it in the schoolbag?           

       A. Yes, I do.            B. No, it isn’t.        C. Yes, there is. 

(    ) 8. Where are your new crayons?             

       A. They are young.       B. They are in the box.  C. It’s on the desk.      

                                         

六、读对话，按对话内容判断对错，对的写“T”，错的写“F” 。（5 分） 

Hello! My name is Bob. I have a big desk. It’s white. Look! On my desk, there is a blue schoolbag. In the bag, there is an English book. Where is 

my pencil-box? It’s under the English book. My ruler is in the pencil-box. I have a black rubber. It’s in the pencil-box, too. 

(    ) 1. Bob’s desk is big and it’s white. 

(    ) 2. Bob’s schoolbag is under the desk . 

(    ) 3. Bob’s pencil-box is in the schoolbag. 

(    ) 4. Bob’s ruler is on the desk. 

(    ) 5. Bob has a black rubber. It’s in the penc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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