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1- 

四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语文） 

一、补充四字词语。 

波（    ）壮阔       水平如（    ）       峰（    ）雄伟      （     ）地而起      奇（    ）罗列       形（    ）万千 

危峰（    ）立       连（    ）不断       色彩（    ）丽       突兀森（    ）      缓缓（    ）过       迷（    ）不解 

面（    ）菜色       疲（    ）不堪       狼吞虎（    ）       梦（    ）以求      走街（    ）巷       将心（    ）心 

争先（    ）后      （     ）无其事       见死不（    ）       鱼（    ）而出      （    ）不可及       气（    ）吁吁 

响彻云（    ）       横七（    ）八       多（    ）多难       随心所（    ）      不（    ）不扣      （     ）想天开 

机（    ）人亡       轻而（    ）举       不（    ）不忙       杂草（    ）生      （    ）精会神       以（    ）万一 

永（    ）人间       不（    ）之客       花（    ）叶茂       磕磕（  ）（  ）     多（    ）多彩       不（    ）思索 

热泪（    ）眶       与世长（    ）       清香（  ）（  ）      （    ）见天日      改天（    ）地       傲然（    ）立 

（    ）然一震       房前（    ）后       天高地（    ）       月（    ）人静      极目远（    ）       （    ）肥体壮 

辽阔无（    ）      （     ）然自得       成群结（    ）       鹅黄（    ）绿      此起（    ）落       胆大（    ）为 

清（    ）见底       赏心（    ）目       一丝不（    ）       （    ）为一体      全神（    ）注       仪态（    ）庄 

（    ）名其妙       雄心（    ）志       坚定不（    ）       坚（    ）不拔      自强不（    ）       集腋成（    ） 

持之以（    ）       全力以（    ）       知难而（    ）       无坚不（    ）     （  ）（  ）无为       一（    ）十寒 

寸进（    ）退       有（    ）无终       半途而（    ）       百（    ）百中     （     ）寒取暖       气（    ）败坏 

吉（    ）如意      （     ）弓搭箭       笑（    ）颜开       披头（    ）发      无恶不（    ）       恩（    ）仇报 

知己知（    ）       百战百（    ）       运（    ）帷幄       （    ）胜千里      出（    ）不意       （    ）其不备 

围（    ）救赵       声东（    ）西       四面（    ）歌       （    ）背受敌      草木（    ）兵       （    ）声鹤唳 

兵（    ）神速       突然（    ）击       神出鬼（    ）       所（    ）无敌      手不（    ）卷       天方夜（     ） 

波光（  ）（  ）     （     ）天动地       百般（    ）护       （    ）程万里      聚沙成（    ）       坚持不（     ） 

前（    ）后继       叫苦不（    ）       欲出又（    ）       连绵起（    ）      江山如（    ）       遮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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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默写古诗。 

1. 众鸟高飞尽，                     。                     ，只有敬亭山。                  ——《独坐敬亭山》【唐  李白】 

2. 湖光秋月两相和，                        。遥望洞庭山水翠，                        。      ——《望洞庭》【唐  刘禹锡】 

3. 江南好，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忆江南》【唐  白居易】 

4.                          ，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乡村四月》【宋  翁卷】 

5.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                       。  ——《四时田园杂兴》【宋  范成大】 

6.                         ，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                         。     ——《渔歌子》【唐  张志和】 

7.                                    ，长河落日圆。                                         ——《使至塞上》【唐  王维】 

8. 几行红叶树，                                。                                          ——《将至桐城》【清  王士禛】 

9.                                 ，澄江一道月分明                                          ——《登快阁》【宋  黄庭坚】 

10. 浮天水送无穷树，                                。                                 ——《鹧鸪天·送人》【宋  辛弃疾】 

11. 春江潮水连海平，                                。                                   ——《春江花月夜》【唐  张若虚】 

12. 采菊东篱下，                                    。                                 ——《饮酒·其五》【魏晋  陶渊明】 

13.                                   ，夜静春山空。                                           ——《鸟鸣涧》【唐  王维】 

14.                                   ，春江水暖鸭先知。                                 ——《惠崇春江晚景》【宋  苏轼】 

15.                                   ，青草池塘处处蛙。                                       ——《约客》【宋  赵师秀】 

16.                                   ，豚栅鸡栖半掩扉。                                         ——《社日》【唐  王驾】 

17. 独出前门望野田，                                  。                                       ——《村夜》【唐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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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积月累。 

1.                ，行必果。           2. 与朋友交，                   。           3.                    ，勿施于人。 

4.                 ，金石为开。        5. 爱人者，                ；敬人者，                。 

6. 老吾老，                 ；          ，以及人之幼。                   7.                              ，种瓜点豆。 

8. 朝霞不出门，                            。                            9.                             ，晒谷不用翻 

10. 鸡迟宿，鸭欢叫，                            。                      11.                        ，明日必有大雨到。 

1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             的生命，投入到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3. 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          ，在于          ，而不是          ，也不是在于          。 

14. 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                 替人着想，                            ，                            。 

15. 水滴石穿——                         16. 砌墙的石头——                         17. 早开的红梅——                              

18.              —— 骄兵必败           19.                         ——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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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数学） 

一、我会填。  

1．100.0103 读作（                    ），五十点五零写作（              ）。 

2.一个数的百位、百分位和千分位上都是 6，其它各位上都是 0，这个数是(          )，精确到十分位是(       )。 

3. 一个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后是 8.3，这个两位小数最大是（      ），最小是（     ）。  

4.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的长度分别是 3厘米、3厘米、4厘米，按照边来分，这是一个（      ）三角形；围成这个三角形至少要（     ）厘米长

的绳子。 

5.正方形有（     ）条对称轴，等腰三角形有（      ）条对称轴。 

6. 12千米 50米=（        ）千米      8.04平方米=（        ）平方分米 

7.在一个三角形中，已知∠1= 720，∠2= 480，∠3=（    ）；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角是 45o，这个三角形一定是一个（      ）三角形（按角分类）。 

8.9.0968 精确到十分位约是（    ），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保留整数约是（     ）。 

9.把 25缩小为原来的
)(

)(
是 0.025，把 7.8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是（      ）。 

10.把 306900 写成以“万”做单位的数（         ），把 687430000 改成用“亿”作单位的数是（              ）。 

 

二、用心选一选，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到括号里。 

1．直角三角形有（     ）高。 

      A.1 条           B. 2条        C.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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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对边的（     ）是三角形的高。 

      A.直线          B.线段         C.垂直线段 

3.把 6.25 的小数点向左移一位再向右两位，得到的数与 6.25相比（      ）。 

      A.扩大 10倍     B.缩小 10       C.扩大 100倍       D.大小不变  

4.下面（      ）是与
1000

19
相等的小数。 

      A.  0.0019      B.  0.019       C.  0.19 

5.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中，只有两个角是锐角，这个三角形一定不是（     ）三角形。 

      A.  钝角        B.  直角        C.  锐角         D. 等腰 

 

三、判断。 

1. 42÷6×9和 42＋6×9的运算顺序是一样的。（      ） 

2. 把 0.067 的小数点去掉，它的值就会扩大到原来的 100倍。（      ） 

3. 把一个三角形剪成两个三角形，则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90°。（    ） 

4. 3.42 在 3和 4 这两个整数之间。（      ） 

5. 0.8里面有 80 个百分之一。（      ） 

 

四、计算。 

1.口算。 

   0.78＋0.06=        0.4×1000=         6-1.6=             321-73-27= 

   71.2＋5.3=         0×218=          0.101×100=          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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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竖式计算，带※的验算。 

   8.21＋0.908=                        ※ 100－9.735= 

 

 

 

 

 

3.计算下面各题，怎样简便就怎样算。 

 51.27－8.66－1.34           18.2＋1.57＋2.8＋0.43             101×87    

 

 

 

 

 

 

23×101－23                 45×99＋45                 96×37＋3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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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面的物体分别从前面、左面、上面看到的形状是什么？请你在方格纸上画出来。 

 

 

 

 

 

 

 

 

六、走进生活，解决问题。 

1.水果店购回苹果 150千克，购回梨比苹果的 4倍还多 30千克，购回梨和苹果一共多少千克？ 

 

 

 

 

2.一个停车场上停着汽车和三轮车共 32 辆，共有 108个轮子，汽车和三轮车各有几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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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名同学的平均体重是 43千克，第五名同学的体重是 38千克，求这五名同学的平均体重是多少千克？ 

 

 

 

 

 

4.为庆祝六一儿童节，王老师为小朋友们购买了演出用的服装，买 3件 T恤和 5条短裤的钱同样多。每条短裤 39元，每件 T恤多少钱？ 

  

 

 

 

 

 

5.  28名老师带着 664名同学去春游，每辆大车可坐 45人，租金 900 元，每辆小车可坐 18 人，租金 500元，怎样租车最省钱？（请写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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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小学四年级同学喜欢的体育运动情况统计如下：      

 

 

① 喜欢(          )的男生最多,喜欢(          )的女生最少。 

② 喜欢(         )的人最多，喜欢(          )的人最少。 

③ 如果学校想购买体育器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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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期末冲刺高分秘笈（英语） 

一、找出不同类的词，把字母编号写在括号内。 

(  ) 1．A．on           B．in       C．with      D．under 

(  ) 2．A．blouse      B．clothes     C．dress       D．skirt 

(  ) 3．A．young       B．heavy      C．kind       D．listen 

(  ) 4．A．Chinese      B．art         C．subject   D．maths 

(  ) 5．A．doctor     B．teacher     C．job        D．driver 

(  ) 6．A．Monday      B．Tuesday   C．morning    D．Sunday 

(  ) 7．A．father        B．parents     C．brother    D．sister 

(  ) 8．A．never      B．always    C．read       D．often 

(  ) 9．A．TV        B．film     C．book     D．watch  

(  ) 10．A．February    B．August     C．June       D． month 

 

二、把下列单词进行分类，并将答案的英文大写字母编号写在相应的位置上。 

A．shy      B．jump       C．March      D．feel      E．basketball   

F．clever      G．sleep    H．February    I．bored       J．football     

K．tennis    L．August   M．table tennis   N．skate   O．June      

P．tired 

 

【卓越锦囊】区分中文意思，辨别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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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类别 字母编号 

Noun（名词）  

Adjective（形容词）  

Months（月份）  

Verb（动词）  

 

三、选择填空。 

(  ) 1．The girl ________ wearing a beautiful hat. 

         A．are          B．am            C．is 

(  ) 2．The tall lady with glasses is ________ art teacher. 

         A．a             B．an                C．/ 

(  ) 3．Do you like this ___________? 

         A．caps           B．pair of trousers   C．jeans 

(  ) 4．---_________ milk is there in your glass? 

         ---There is a lot. 

         A．How many     B．How much          C．How lot 

(  )5．---What does Candy look like? 

         ---__________. 

         A．She is really beautiful.     B．She likes dancing.     C．She really is beautiful. 

 

【卓越锦囊】 

区分中文意思，辨别词性！已选过的要做好标记！ 

 

【卓越锦囊】根据词性判断考点： 

1．冠词：元音/辅音开头，the 强调特指，a 和 an 强调泛指。 

2．介词：注意固定搭配的用法，方位介词的意思。 

3．特殊疑问词：根据答句判断特殊疑问词。 

4．名词：单复数，中文意思。 

 5．动词：时态，单复数，固定搭配，句型转换，中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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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What time is it? 

         ---It’s two _______ two(1:58). 

         A．past           B．with          C．to 

(  ) 7．We usually _______ games after school. 

         A．play         B．plays         C．playing 

(  ) 8．My brother and I ______ often help my mother do housework. 

         A．don’t      B．do          C．aren’t  

(  ) 9．________ is after Friday. 

         A．Tuesday      B．Wednesday       C．Saturday 

(  ) 10．---Shall we _______ the Internet? 

          ---Great! 

         A．surf        B．surfs             C．surfing       

 

四、按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1．What’s your father lik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Is your English teacher ki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Are you tired n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What time is it n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Sund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卓越锦囊】读懂问题： 

1．do 问 do 答，does 问 does 答，be 问 be 答。 

2．根据特殊疑问词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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