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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拓展读

我的早读课

望梅止渴

：曹操利

用人们对梅子酸

味的条件反射，

成功地让将士们

克服了干渴。我

们在遇到困难

时，也应该动脑

筋想办法，战胜

困难，获得成功。

榆挑战华雄失

败的将士，未见其

人、先闻其声的人物

出场，袁绍的质疑，

关外的鼓声大震以

及“其酒尚温”，都从

侧面描写了关羽的

勇敢、武艺高强。真

是精彩！

本版供稿 胡丽平

———第二单元同主题阅读

员援你猜，刘姥姥所答的以下四个

骨牌令，分别应该放在哪条横线上呢？

淤大火烧了毛毛虫。

于是个庄稼人吧？

盂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

榆一个萝卜一头蒜。

圆援用一句话概括片段的主要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援 文中对关羽的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进 行 了 描

写，突出了他 _______________的特点。

圆援文中没有直接描写关羽与敌军大战的情景，只是

说“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

撼山崩”。请你想象一下，直接描写当时战场上的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魏武淤行役于，失汲盂道，军皆渴，

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榆子虞，甘酸

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愚

此得及舆前源余。

【注释】：淤魏武：曹操。他的儿子曹丕建立魏国后，追尊

他为魏武帝。于行役：部队行军。盂汲：水源。榆饶：富足，多。

虞子：果实。愚乘：利用。舆及：到了。余源：水源。

读后想一想

温酒斩华雄

鸳鸯道：“如今

我说骨牌副儿，从

老太太起，顺领说

下去，至刘姥姥止。

比如我说一副儿，

将这三张牌拆开，

先说头一张，次说

第二张，再说第三

张，说完了，合成这

一副儿的名字。无

论诗词歌赋，成语

俗话，比上一句，都要押韵。错了的罚一

杯。”

众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说出来。”

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张

‘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

鸳鸯道：“当中是个‘五与六’。”贾

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

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幺’。”贾

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

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腿。”

……

刘姥姥道：“我们庄稼人闲了，也常

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你们说的这么

好听。少不得我也试一试。”

众人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

说，不相干。”

鸳鸯笑道：“左边‘四四’是个人。”

刘姥姥听了，说道：“ ”

众人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

好，就是这样说。”

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

姥姥道：“ ”

鸳鸯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

姥姥道：“ ”

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

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 ”

众人大笑起来。

淤用对话来推

进并展开情节，使文

章显得特别紧凑。

于这里运用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

声”的写法，先声夺

人，一下吸引了读

者的注意。

盂“众大惊”，

“众皆失色”，“众视

之”，“众皆失惊”，

这里采用了 _____

的方法，通过众人

的反应来烘托当时

情况的紧急。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

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淤袁术背后转出

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着俞涉出马。即时报来：

“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馥

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

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

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

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

头，献于帐下！”于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

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洪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

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

“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

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

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

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

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

“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

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

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

众皆失惊，盂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

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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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里的俗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

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

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演义》的主题歌

《红楼梦》主题曲

：词中“长江”“逝水”“浪花”“英雄”“青山”“夕

阳”“渔樵”“江渚”“秋月”“春风”“浊酒”，意境高远而淡

泊。衬托这些意象的还有“滚滚”“淘尽”“转头空”“依旧

在”“几度”“惯看”“喜相逢”“笑谈”这些生动的字眼，给

这首词宁静的气氛中增加了几分动感。

兄 弟

文/李 春

（念白：兄弟一二三四五，兄

弟个十百千万……）

兄弟相逢三碗酒，兄弟论道

两杯茶。兄弟投缘四海情，兄弟

交心五车话。兄弟思念三更梦，

兄弟怀旧半天霞。兄弟今生两

家姓，兄弟来生一个妈。

兄弟护国三军壮，兄弟安民

万世夸。兄弟上阵一群狼，兄弟

拉车八匹马。

兄弟水战千艘艇，兄弟出塞

百支笳。兄弟生离两行泪，兄弟

死别一枝花。

兄弟情，夜空中万千星点；

兄弟情，红尘里无限光华。兄弟

情，是没有色的酒；兄弟情，是没

有墙的家。

《水浒传》主题曲

：这首歌以“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主题，突出了“为兄弟两肋插刀”“士为

知己者死”的兄弟情和家国义。

《西游记》主题曲

我还了解了 _______这部电视剧中 _______这首歌曲，

具体的歌词是这样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文/［明］杨 慎

枉凝眉

供稿 胡丽平

文/［清］曹雪芹

绎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

些亲戚家的子弟，俗语说的好，“一龙生

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

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

意思：比喻同胞兄弟品质、爱好

各不相同。

绎行者笑道：“你看师父说的是哪

里话。你要吃斋，我自去化。俗语云：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

教师父去化斋之理？”

意思：哪怕只教过自己一天的老

师，也要一辈子当作父亲看待。比喻

对待老师要像对待父亲一样敬重。

绎秦氏道：“常言‘月满则亏，水满

则溢’淤；又道是‘登高必跌重’于。如今我

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

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盂的

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意思：淤月亮圆的时候就开始

向缺损转变，水满了就会溢出来。比

喻事物盛到极点就会衰落。

于比喻在名利上贪求越多，会

败落得越惨。

盂树倒了，树上的猴子就散去。

比喻靠山一旦垮台，依附的人也就一

哄而散。

敢问路在何方

文/阎 肃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

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

出发。啦……啦……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

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鲁迅说：“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

意境正好与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故事相符。词作者从中得到启示，写出

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结句。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

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

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林黛玉本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

绛珠仙草。“阆苑仙葩”是指神仙居处的仙花，这里比喻

林黛玉品行的高洁和容貌之美。“美玉无瑕”指的是贾

宝玉心地纯洁，没有沾染功名利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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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口语交际

：因为古典名著带有一定的文言

色彩，再加上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

宕起伏，我们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下

面咱们就交流一下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

方法吧。

：我的方法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猜

测，难理 解的词句。

：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是一种

学习的好办法。

：我喜欢看电视剧，我看过电视

剧后再看原著，就好理解多了。

：我妈妈是《红楼梦》的超级粉

丝，说起红楼梦的故事来如数家珍。我就

喜欢听妈妈讲。此外，我还特地去上海的

电视剧拍摄地，一边参观，一边听导游讲

解，待了整整一天还不肯出来。

：有些难理解的语句，不用反复

琢磨；有些比较好的内容，可以进行摘

录。右面是《红楼梦》中四春写的灯谜，谜

底分别为一样物品，你们能猜出来吗？再

想一想，这些谜底又折射出人物怎样的

命运呢？

元春所制灯谜：能使妖魔胆尽

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谜底（ ）

迎春所制灯谜：天运人功理不

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乱，

只为阴阳数不同。 谜底（ ）

探春所制灯谜：阶下儿童仰面

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

莫向东风怨别离。 谜底（ ）

惜春所制灯谜：前身色相总无

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谜底（ ）

语文欢乐谷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

供稿 胡丽平

：我最喜欢的快乐大剧场开始

啦！这次我们要进行课本剧的表演。

：我也喜欢表演课本剧。通过表

演，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课文，也能尽情

地展示自己。

：课本剧表演的准备工作，我们

可以这样做：

选文 改编 排练

1. 从学过的课文
中选择感兴趣

的故事。

2. 也可以从四大

名著中选取感

兴趣的内容。

1. 设计舞台说明
（时间、地点、

人物介绍、人

物的动作了。

2. 设计好人物语
言。

1.分表演组、道具

组、舞美组三个

组同时进行。

2.表演组和导演一

起排练，道具组设

计简单的道具，舞

美组进行音乐选

择、动作设计和多

媒体配合等。

：我想，要表演课本剧，最关键

的环节是改编。我们来看看———

空城计（节选）

旁白：话说三国时期，魏国因诸葛亮

错用大将马谡而失去了一座城池———街

亭。诸葛亮亲自率五千兵退到西城县搬运

粮草，岂料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往西城

而来。诸葛亮他们的命运如何？

探子：（惊慌失措地跑过来，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报———丞相……司马懿率……

率领大军……向我……我们杀来了，眼

下可……可如何是好？

文官 员：（恐慌不安）完了，完了……

我们只是一帮文官，军士只剩下两千五

百多名，敌众我寡，干脆弃城逃跑吧！

文官 圆：（不住地颤抖）是……是啊，

即使抵抗，也只是螳臂当车啊……

诸葛亮：（一声不吭，摇了摇羽扇，登

上城门看向远方）哦！魏兵分两路往西城

杀来，来处尘土飞扬，看来不简单！嗯，待

我想想……（沉吟一会儿，眼睛一亮）有

了！（胸有成竹）来人啊！叫士兵拿着旌

旗，通通藏在城里，不许有人随便走动、

高声说话，否则（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

斩———立———决！

士兵：（拱手弯腰）是！丞相！

诸葛亮：（摇了摇羽扇）接着把四面

城门都打开。（众官皱起眉，疑惑不解，面

面相觑）另外每个城门派 圆园名将士扮作

百姓，在城门洒水扫地。

众官、士兵：（紧张）是！

诸葛亮：（披上鹤氅，戴上纶巾，带

一把古琴登上城楼，坐下来，焚上香，悠

然自得地闭上眼，弹起琴来。俩小童一人

拿宝剑，一人托 尾，在旁边侍候。）

：我发现，课本剧用对话展开情

节，旁白和人物的动作、神态等，都是舞

台说明，能辅助我们的表演。

：对。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还可以

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等，对剧本作进一

步的完善。与别人意见不同时，要与小组

成员讨论，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后大家形

成一致的结论。

我们都来

演一演

星级评价

能选定课文，进行适当的

改编，舞台说明清晰，人物

语言能推进情节发展。

能商量着和同伴一起排练，

尊重大家的意见，团结合

作。

既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

又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

翌翌翌 翌翌翌 翌翌翌

我能得（ ）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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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用几个词语概括王熙凤动作、表情或心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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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赃赃赃赃赃的人物形象。

源援同是描写人物出场，《店中相遇》《“凤辣子”初见林黛玉》这两个片段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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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群文阅读

人文主题：古典名著之旅

语文要素：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员援根据上下文猜

测语句的意思；圆援遇到较难理解但不影响阅读的

词句，大致知道是什么意思即可，不用反复琢磨；

猿援借助资料了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源援结合看

过的影视剧等加深理解，增加乐趣。

阅读材料一

阅读小贴士：片段选自《红

楼梦》第三回。因母亲亡故，父亲

又年事已高，从小体弱多病的林

黛玉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父

亲，到京城外祖母家生活。选段

内容描述了她初进外祖母家的

情景。

“凤辣子”

初见林黛玉

店中相遇

及刘焉发榜招军时，玄德年已二十八

岁矣。当日见了榜文，
·
慨（ ）然长叹。随

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

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

头环眼，燕
·
颔（ ）虎须，声若巨雷，势如

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

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

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恰才

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

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

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

曰：“吾
·
颇（ ）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

公同举大事，如何？”玄德甚喜，
·
遂（ ）

与同入村店中饮酒。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

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

·
斟（ ）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

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

·
重（ ）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

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玄德就邀他同坐，

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

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

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

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玄

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同到张飞庄

上，共议大事。

员援给加点字注音，填在文中括号里。

圆援用“ ”画出描写人物外貌的

语句。通过这些外貌描写，你知道他们

是怎样的性格了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援读下面的句子，理解加点的部分，

并说一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理解的。

（员）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

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

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

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

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

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

（ ），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

与众姑娘不同（ ），彩绣辉煌，恍

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

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下戴着赤金盘

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鱼比目

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

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罩

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

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

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

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

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

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

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

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

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

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

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

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

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

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

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

这里不要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

尽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

告诉我。”

阅读材料二

阅读小贴士：片段选自《三国演义》第一回。汉末，朝政混乱，民不聊生，引

发黄巾起义。幽州太守刘焉发榜招募义兵。刘关张三人都赶来投军报国，于是

在这里初次相见，他们的缘分便围绕着这张榜文展开了。



阅读小贴士：片段选自《水浒

传》第九回。林冲因得罪高太尉而

被陷害，发配沧州。路经大官人柴

进庄上，因听说柴大官人专门资

助流放的犯人，便来到柴家庄院，

受到柴进的款待。后来，柴进的老

师洪教头来了，瞧不起林冲，要与

他一较高下，结果惨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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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三

阅读小贴士：片段选自《西游记》

第十四回。齐天大圣孙悟空被压在

五行山下，等待一位取经人来解救

自己。唐僧的随从被妖怪吃掉了，也

正好需要徒弟跟随。这真是两全其

美的初见呢。

1.用一句话写出片段的大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除了直接描写林冲、洪教头，

作者还描写了柴进的表现。请你找一

找，用“___”画出其中一处，并说说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读了这几个片段，哪个人物给

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困五行山

林冲初见洪教头

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

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

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三藏

问：“是甚么老猿？”太保道：“这山旧名五

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

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

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

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

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这

叫的必定是他。长老莫怕，我们下山去看

来。”三藏只得依从，牵马下山。行不数

里，只见那石匣之间，果有一猴，露着头，

伸着手，乱招手道：“师父，你怎么此时才

来？来得好！来得好！救我出来，我保你

上西天去也！”这长老近前细看，你道他

是怎生模样：

尖嘴缩腮，金睛火眼。头上堆苔藓，

耳中生薜萝。鬓边少发多青草，颔下无须

有绿莎。眉间土，鼻凹泥，十分狼狈；指头

粗，手掌厚，尘垢余多。还喜得眼睛转动，

喉舌声和。语言虽利便，身体莫能挪。正

是“五百年前孙大圣，今朝难满脱天罗”。

这太保诚然胆大，走上前来，与他拔

去了鬓边草、颔下莎，问道：“你有甚么话

说？”那猴道：“我没话说，教那个师父上

来，我问他一问。”三藏道：“你问我甚

么？”那猴道：“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

取经去的么？”三藏道：“我正是。”那猴

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

圣，只因犯了诳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

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劝我再莫行凶，

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方拜

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

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

取经，与你做个徒弟。”三藏闻言，满心欢

喜道：“你虽有此善心，又蒙菩萨教诲，愿

入沙门，只是我又没斧凿，如何救得你

出？”那猴道：“这山顶上有我佛如来的金

字压帖。你只上山去将帖儿揭起，我就出

来了。”三藏依言，回头央浼（皂侑蚤）刘伯

钦道：“太保啊，我与你上山走一遭。”

1.根据文章的内容，猜猜下面词语

的意思。

绿莎（ ） 央浼（ ）

2.照样子写词语。

尖嘴缩腮（ ）

惊惊慌慌（ ）

3.根据上下文，试着说说下面句子

的意思。

（1）语言虽利便，身体莫能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五百年前孙大圣，今朝难满脱

天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这个片段中，刘伯钦这个人物

有什么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

报道：“教师来也。”

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

快抬一张桌子。”

林冲起身看时，只见那个教师入来，

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林

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

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

那人全不睬着，也不还礼。

林冲不敢抬头。

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

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

便是，就请相见。”

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

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

身答礼。

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

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

洪教头亦不相让，走去上道便坐。

柴进看了，又不喜欢。

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就坐了。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教厚

礼管待配军？”

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

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

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往

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

棒教头’，来投庄上诱得些酒食钱米。大官

人如何忒认真！”

林冲听了，并不作声。

柴进便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

洪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

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

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

阅读材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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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呈现】

是奸雄
更是英雄

———读《三国演义》有感

翌浙江平湖市实验小学 冯天夏

———第二单元习作导练

供稿 胡丽平

我来评一评

暑假里，我一边看电脑里播放的《三

国演义》，一边看原著，看得津津有味。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东汉末年三国

鼎立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曹操。这个人

物曾经擒吕布，败袁绍，战袁术，十分强大。

大部分人都把曹操叫曹贼，把他当

作奸雄，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我却

被曹操折服，觉得他是个英雄。

曹操求贤若渴，有优点的人他都看

得上：许攸来投时，他高兴极了，赤着脚

就去迎接；张辽被抓到曹营，曹操亲自为

他松绑。因为他礼贤下士，所以“周公吐

哺，天下归心”，他身边人才济济，程昱、

许褚、张颌、典韦……我也要做这样的

人，多看别人的优点，让更多人成为我的

好助手、好队友。比如，我看到小陈很聪

明，就和他一起研究题目，一起提高学习

成绩；我看到小陆很认真，便多与他一起

做事，学习他每件事都做得井井有条。

曹操很果断。官渡一战，当他得知乌

巢守将竟然是酒鬼淳于琼以后，他果断

地集中全部兵力去劫乌巢；而袁绍则很

犹豫，因为在两个谋士同时提出好的建

议时，他认为都有道理，不知道该选哪一

个。因为果断，曹操以少胜多，赢了官渡，

更收取了袁绍的老巢冀州等地。我也希

望像曹操一样，遇事不犹豫，果断想办法

解决。有一次，妈妈让我从两个兴趣班中

选一个。我没有过于纠结，很快想出办

法，对妈妈说：“我早上起早一些，先上篮

球班，然后立刻去上古文班，怎么样？”妈

妈同意了。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争取到

了两个班。

从曹操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指导老师 戴美华

【思路点拨】

：这个单元，我们读了那么多名著中的故事，一定有

很多感受吧？

：我发现，不同的文章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不同，相同

的文章带给每个人的感受有时也不一样。

不同文章不同

感受，以“四大

名著”为例———

誗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后励精图治，几年后
东山再起，是奸雄，也是英雄；
誗周瑜运筹帷幄，设下连环计，智谋超群；
誗诸葛亮神机妙算，草船借箭，让人叹服；
誗鲁肃顾全大局，忠义厚道。

誗《三国演义》都是计，一计连一计；

誗《水浒传》都是义，到处是兄弟；

誗《西游记》都是妖，邪恶总是敌不过正义；

誗《红楼梦》女子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

相同文章不同感

受，以“火烧赤壁”

前后为例———

：在写法上，我们可以围绕一个感受点，有步骤地写

好读后感，可以这样去考虑———

先介绍文章的内

容，说说自己感受

最深的地方。

再选择一两处让你

感受最深的内容，

写出自己的感想。

最后联系实

际，再次印证

自己的感受。
隰 隰

【初试锋芒】

唐僧是善良、正义的化身。虽然他不能识别妖和人，但是

后来，他善于听取孙悟空的意见，为了取得真经，不怕困难，风

餐露宿，勇往直前，给三个徒弟很多榜样力量；孙悟空神通广

大，能七十二变，虽然桀骜不驯、调皮捣蛋，但重情重义；猪八

戒幽默风趣、憨态可掬，给西天取经增加了很多乐趣；沙僧老

实憨厚、吃苦耐劳……

这些人物各有各的优点。他们把这些优点集合起来，团结

一心，执着于西天取经这件事，才能一路斩妖除魔。如果他们

一直盯着每个人的缺点，认为唐僧糊涂、悟空顽劣、八戒贪吃、

沙僧无能，互相猜忌提防，不能同心同德，也就完不成取经这

件事了。

———岳麟佰《优势集合，人定胜妖———读〈西游记〉有感》

【妙手点评】

很多同学在写读后感的时候，能将故事中印象深刻的地

方写清楚，写明白，但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表达不到位。

这个片段以书中的四个人物为例，讲清楚他们的优缺点，从正

反两方面论述自己的感点，从而做到了感受深刻、有理有据。

【举一反三】

你能把下面故事中的感点写清楚，并做到有理有据吗？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她教香菱学诗，

几次帮宝玉解围，让我敬佩不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