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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万花筒

万物生长也要靠月亮

：奇奇、壮壮，太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但月球

对地球的影响也不亚于太阳。

：是的，没想到月球在这么多方面影响着万物的生

长。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困惑。

：别担心，我们可以查资料来解决这些问题。

：没错，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不懂的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止查资料，还可以联系上下文，并结合生活经验

来解决问题。下面，请你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并试着自己解答一下吧。

提问：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赃赃赃

解答：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我的 早 读 课

奇奇、壮壮，你们知道吗，其实，

我们不仅能从文章中了解科学知识，

还能从诗词中了解呢。下面我们来看

看这几首诗。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

毛泽东

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原来海拔越

高，气温越低，所

以山上的桃花比

山下开得晚。

“落花”

被分解以后，

可以形成“春

泥”，作为植

物的营养哦。

我知道这首诗蕴

含的科学知识是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供稿 曹丽萍

———第二单元主题阅读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的确，没

有太阳的光和热，地球上的万物就难以（生存 生活）。然

而，近年来科学家发现，月球对地球的影响不亚于太阳。

太阳系形成时，月球受到地球的吸引而成为它的卫

星。当月球靠近地球时，地球上的海洋会出现潮汐，并产

生巨大的（磨 摩）擦力，使地球升温，导致地心熔化，地

心的岩浆出现滚动，其结果是产生了磁场。这个磁场对

地球形成了一个“保护盾”，使地球上的生物得以生存。

如果没有这个“保护盾”，外来的（辐 幅）射会将最初出

现在地球上的生物（幻 幼）苗全部杀死。由此可以说，月

球是地球上芸芸众生的保护神。

不仅如此，一些科学家还认为，月球还悄悄地促进

万物生长。在月照下，植物显得更精神。向日葵、玉米等

高秆植物似乎更喜欢月光。月光变化对植物播种也有影

响，萝卜、西红柿、芹菜、白菜等适宜在上弦月时播种；茄

子、洋葱、韭菜、南瓜等适宜在新月时播种。

同时科学家还发现，人与月球的关系更是十分密

切。人体约有 愿园豫是液体，月球引力也能像引起海洋潮

汐那样对人体液体发生作用，造成人的生物高潮和低

潮。满月时，生物潮处于高峰，这时人的电位差比较大，

容易激动，也容易出事。精神病多在月夜发作，犯罪、抑

郁和心脏病等的发生也与此有关，但创造性、思维性劳

动在满月时往往更有效。

：文中

有些字词我不

知道该用哪个，

你能帮我选一

选吗？

这句话中

的“此”指的是

什么？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

［清］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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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 资 料 包

同学们，学习本单元时，壮壮和奇奇搜集了很多课外资料，

他们发现，《十万个为什么》中有好多的科普小知识，既包含天

文、地理，又包含动物、植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为什么开除冥王星 为什么海水又咸又苦

为什么昙花开花时间非常短

昙花世世代代生活在中美洲和南

美洲的热带沙漠地区。沙漠中白天和

晚上的温差很大，白天气温高，非常

炎热，而晚上气温低，比较凉快。昙花

盛开时间只有夜间 4 个小时左右，而

到翌日清晨就凋谢。这样，娇嫩的花

朵不会被强烈的阳光晒焦。这种特殊

的开花方式，使它能在干旱炎热的严

酷环境中生存，繁衍后代。久而久之，

这种习性便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了。

请你也试着查阅资

料，解答右面的问题，填

写在卡片里。

为什么吸尘器能吸走灰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通过 __________

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供稿 曹丽萍

员怨猿园 年，美

国天文学家汤博

发现冥王星，他

当时错估了冥王

星的质量，以为

冥王星比地球还

大，所以命名为

大行星。后来，经

过进一步观测，

天文学家发现冥

王星的直径只有 圆猿园园千米，比月球还要

小。因此，国际天文联合会决定，将冥王星

归纳为矮行星，从大行星中开除。这样，太

阳系只有八颗行星。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

人和许多动物身

体表面都有汗腺，会

分泌汗液，热量通过

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

外。狗也要保持恒定

体温，可它身体表面

没有汗腺，它的汗腺

长在舌头上。于是，在

炎夏时，为了维持正

常体温，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

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

海水中溶解了很多盐类，其中数量最

多的是氯化钠，也就是我们平时常吃的食

盐，它占了整个海水中盐类的 苑愿豫。如果

把海洋中的食盐全都提取出来，铺在陆地

上，大陆会增高 员缘园米。海水中还含有很

多氯化镁和硫酸镁，它们的分量也不少，

约占整个海水中盐类的 员缘豫。它们的味道

很苦，是我们做豆腐用的苦卤的主要成

分。这种东西不但苦，而且吃了还会腹泻。



：说新闻除了要给大家说清楚新闻的具体内容，还

要适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下面也是一则校园新闻，读完后

你有什么看法呢？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最严格包书皮令，合理还是过度？

新学期开始，学校发下了新课本。阳光小学四（1）班的

老师要求学生这学期禁止使用包书皮，否则予以扣 3分学

分处罚。

同学们，针对这条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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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说明新闻的来源，交代清楚时间。

2.准确地传达信息，不要随意更改内容。

3.能清楚、连贯地讲述新闻。

4.讲述时，讲述人要大方自然，语言简洁，

语速适当，吐字清晰，富有感染力。

5.新闻播报要及时，有价值，重点突出。

：桃子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播报新闻

还这么讲究啊！

：是呀，播报新闻也是一门学问呢。

：今天我们可长知识了，谢谢桃子老师。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

我是小小播音员

供稿 曹丽萍

：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里，生活

产生新闻，新闻充实生活。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

到新闻的存在。这不，小优班里就举行了一次小小

新闻交流会。这是她的播报稿：

各位同学：大家好！据报道，2015年诺贝尔奖

得主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她是我国第一

个获得此项诺贝尔奖的人。屠呦呦首先发现双氢

青蒿素，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

方双氢青蒿素”，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青蒿素的

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抗疟新药，而且为寻找抗疟

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

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

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但是，在小优播报完之后，同学们说她播报得

不是很好，她很难过。大家说说问题在哪儿呢？

：屠呦呦在 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确实了不起，但是

2015年发生的事情对今天而言，实在不算是“新闻”了。屠呦呦团

队针对青蒿素在东南亚等国家出现的“抗药性”难题，经过多年攻

坚，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并在 圆园员怨年发现青蒿素有治疗“不死

的癌症”———红狼斑疮的效果。

：哇，原来屠呦呦奶奶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

：我知道了，新闻新闻，那一定得是“新”的！

：说得没错，新闻要讲求时效性。

：小优在给同学们说新闻的时，声音可以再洪亮些，表达

还要再连贯些。

：屠呦呦奶奶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诺贝尔奖分好几类，到

底是哪一类呀？小优没有讲清楚。

：这些都是在说新闻时要讲清楚的要点。除此之外，新闻

的来源、确切的时间都要交代清楚，不能让听众对内容产生困惑。

：新闻播报对播报内容和播报人都有要求。

：桃子老师，那要播好新闻有什么要点吗？

：当然有啦，瞧，这是老师提供给你们的播

报新闻的小妙招。

：同学们，假如由你来做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请你试着把最近发生的一则国际、国内新闻或学校、班级

里的新鲜事向同学广播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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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阅读时能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

重点关注：培养学生主动阅读的习惯和能力，提出不懂的

问题，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解决。

阅
读
材
料
一

阅
读
材
料
一

阅读材料二阅读材料二
骨骼为什么非常坚硬

骨骼是人体的“支架”，所以它的组织特

别坚硬。骨骼分为骨皮质与骨髓质两部分。真

正坚硬无比的是骨皮质，而骨髓质半空心，宛

如丝瓜经络，是制造血液的“工厂”。

骨皮质如此坚硬，究竟是由什么成分组

成的呢？下面有一张成分配方：水 缘园豫、脂肪

员缘援苑缘豫、有机物（骨胶质等）员圆援源豫、无机物

（钙、镁、钠、磷等）圆员援愿缘豫。正是这些物质所

构成的组织结构，才保证了骨骼有一定的坚

硬度。科学家发现，骨皮质里的组织结构特别

精致，好像钢筋水泥一般。有机物宛如钢筋一

样，组成网状结构，有层次地紧密排列，使骨

骼具有弹性与韧性。无机物，特别是钙与磷结

合成的羟（qi伲ng）基磷灰石，会紧密地填充在

有机物的网状结构中，像水泥一样，使骨骼具

有了相当的硬度与坚固性。

问题二：

1827 年，约翰·沃克发

明的火柴是否安全？

问题一：

火柴的发明对人类究

竟有什么好处？

问题三：

火柴棒一般用什么木

材制作？

解决方法二：

结合生活经验

解决方法一：

查资料

解决方法三：

联系上下文

火
柴
的
发
明

渊下转 13版冤

学会取火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过

去，人们的取火方法大体有四种：摩擦法、

打击法、压榨法和光学生火法。这当中，最

早出现的是摩擦生火和打击生火法。中国

古代传说中有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的故

事。所谓钻木取火，就是用一根木棒立在一

块木块上用力旋转，使它摩擦生热而生火

的做法。

在太古时代，人们主要是用燧石互相

打击而取火。到有了钢铁之后，人们便改用

铁块和打火石碰撞的取火法了。

比较科学的取火方法是 员愿 世纪末在

罗马出现的。有人用一根一米多长的大木

棒，在其顶端涂上浓氯酸钾、糖和树胶的混合物，当人们要

使用火时，就把大棒的顶端伸进一个盛有硫酸溶液的器皿

里，使二者相遇发生化学反应而燃烧。这便是火柴的雏形。

员愿圆苑年，英国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了与现代火柴相

似的引火棍。而这个发明也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沃克正在

集中精力试制一种猎枪上用的生火药。方法是把金属锑和

钾碱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棍搅拌。这样，木棍的一端

便粘上了金属锑和钾碱的混合物。后来，他想把粘在木棍上

的混合物在地上磨掉，以便再利用这根木棍来搅拌新配的

混合物。然而，正当他把木棍在地上使劲摩擦时，突然“扑”

的一声，冒出了火苗，木棍燃烧起来了。

这个发现使沃克非常高兴。他想：如果能利用自己发现

的办法制造引火物，那对人们取火将是多么方便啊！于是，

他开始参照自己发现的办法研制火柴了。员愿圆苑年 源 月 苑

日，约翰·沃克制作的第一盒火柴出售了。他的火柴 愿源根为

一盒，售价一先令。火柴盒的一端贴有一小片砂纸，把火柴

头夹在砂纸中间，向外一拉，火柴便点燃了。从此，火柴便在

全世界得到了普及。

员愿猿园年又出现了黄磷火柴，这种火柴一经摩擦即可引

燃，但容易出危险，而且它的烟有毒。员愿猿缘年，又有人发明了

安全无害的赤磷火柴。到 员愿源愿年，德国人又发明了今天通

用的安全火柴。火柴的发明，为人类用火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员援读完文章，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解决？

“我”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解决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的答案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下面这些问题，用什么方法能更好地解决，请你

连一连。

猿援为什么摩擦火柴能让它点燃？你能通过联系上

下文、结合生活实际找到答案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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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材料二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请写出两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阅读材料三中，请用“____”画出对“噪声”下定义

的句子，用“ ”画出一处用“列数字”的方法进行说明

的句子。

3.在阅读材料三中，“它损伤的是内耳神经细胞，这

与常见的传导性听力障碍并不相同，而其造成的感音性

耳聋通常难以治疗，一旦细胞受到伤害，则永远不会复

原”，这一句中的“通常”一词能否省略，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科普类文章很多都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它们十

分有趣。读了《骨骼为什么非常坚硬》，你知道自己身体哪

个部位的骨骼最坚硬呢？想一想，你要用什么办法解决这

个问题？

我想的办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找到的答案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联系课文内容与生活实际，说说公路上汽车的“嘀

嘀”声会给我们造成哪些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噪声污染，看不见的隐形杀手（节选）阅读材料三

以人的胫骨为例。纵向拉力强度，钢最大，为 源圆源园

千克/平方厘米；骨次之，为 怨猿园耀员圆园园 千克/平方厘米；

洋松为 远源援缘千克/平方厘米；花岗石仅为 缘园千克/平方

厘米。纵向压力强度也是钢最大，骨次之，花岗石第三，

洋松最差。骨还有优点，即密度较低，仅 员援愿苑耀员援怨苑克辕立

方厘米，比洋松略大，比钢与花岗石都低，虽然质量较

轻，但却有远胜花岗石的承受拉力与压力的能耐。骨骼

的坚硬与韧性真是让人惊叹！

渊上接 12版冤

供稿 四川成都市罗良建名师工作室 李恬苒 （四川成都市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小学生阅读素养

整体提升及评价研究”系列成果。课题编号：2016Z02）

何为噪声？从物理学角度讲，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

发出的声音就是噪声。从生理学角度讲，凡是妨碍人们正

常休息、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

干扰的声音，都可以叫作噪声。

那么，噪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首先，噪声损害听力，噪声污染诱发的听力损失将难

以逆转。它损伤的是内耳神经细胞，这与常见的传导性听

力障碍并不相同，而其造成的感音性耳聋通常难以治疗，

一旦细胞受到伤害，则永远不会复原。

其次，噪声损害视力。由于耳朵与眼睛之间有着微妙

的内在“联系”，所以当噪声作用于听觉器官时，也会通过

神经系统的作用“波及”视觉器官，使人的视力减弱。

第三，噪声有害心脑血管系统。调查表明：某地区的

噪声每上升一分贝，高血压发病率就增加 猿豫。噪声是心

脏病的诱发因素之一，它虽然不能直接杀死人，但却会让

人更加紧张、压力增大。

第四，噪声影响神经系统。科学研究发现，噪声可刺

激神经系统，使人感到急躁、容易动怒。在高频率的噪声

下，一般人都有焦躁不安、容易激动的症状。

第五，噪声影响睡眠。当突然的噪声为 源园分贝时，可

以让 员园豫的人惊醒；达到 远园分贝时，会让 苑园豫的人惊醒。

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影响人的睡眠，使人疲惫不堪，注意

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第六，噪声干扰语言交流。这种影响，轻则降低交流效

率，重则损伤人们的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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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一：

片段二：

我发明的汽车功能很多。颜色能随心情变化，能保护视力，

能根据需要变换大小，能上天，能入地，不用喝汽油，只喝水，还

有防撞功能呢。

：这个小作者的奇思妙想有什么优缺点？

：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把这些功能写具体。

：他应该把各项功能分段来写，把最特别的地方详细

介绍出来。

：借助你们的想象，我们来把这个片段修改一下吧。

它的外形很独特。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它很环保。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它还具有特异功能。在交通拥挤的早高峰，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在高山挡住道路时，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在遇到河流、大

海时，赃赃赃赃赃赃__赃赃赃赃赃；在 赃赃赃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时，赃赃赃赃赃赃__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赃赃……

：如果让你来写自己的发明，你觉得应

该从哪些方面来写，既能让大家明白又能激起大

家的兴趣？

奇思妙想

它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特异功能

点明主体
按一定的顺序

写出独特之处

分段介绍；

详细具体描述出来；

突出“特异”之处；

语言准确，尽量生动。

揖牛刀小试】

片段二：

：同学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做不到

的，只有想不到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几千年前

的梦想———上天入海，如今都实现了。所以，一定不

要忽视了自己偶尔冒出来的奇思妙想，说不定，它就

是又一项伟大发明的雏形基础呢！

：是的，“蛟龙”入海、“神舟”飞天就是把梦

想变成了现实。

：现在，假如给你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让你尽情想象，你想发明什么？

：我想发明一件神奇的衣服。这件衣服在款

式上保留了汉服的特色，还能抵御病毒对人体的侵

害，且不用清洗，自带清洁功能。

：我想发明一架面包飞机。这种面包飞机在

样式上和我们现在的飞机差不多，但他能根据乘客

的多少自动改变大小。这种飞机可以不喝汽油，不烧

燃气，牛奶、面粉就是它的最爱。飞完一程，它还能为

人们做出美味的面包。

：你们的想法都很好。只要你们把自己的想

法写出来，就是一篇非常不错的想象作文。

我发明的这款智能鞋子与众不同。它会随着外界环境的

变化，适当地变换鞋内的温度，会根据你的衣服特点变出最

合适的款式和颜色。

一般的鞋子在下雨的时候会变湿，而这种鞋子在雨天不

但不会变湿，还会伸出一层保护膜，使你不被雨水淋湿，解决

了你外出时突然下雨却没带伞的不便。

这款鞋子自带按摩功能。穿上它，你就是步行一天都不

会感到脚累。

：读了上面同学发明的鞋子，你有什么启发？

：通过他的介绍，我也想拥有这样的鞋子。

：那他是用什么办法来吸引住你的？

：他把自己想发明的鞋子的特异功能写清楚了，让

我觉得这款鞋非常独特、实用，令我期待。

：看来小作者写得不错，你分析得也很好。我们再来

看看下面这个片段，你能帮帮小作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