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了老舍爷爷的文章后，你喜欢北京的春节吗？你的

家乡过春节有哪些习俗？说一说，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5
同 步 阅 读

亲爱的小朋

友，这一单元我们感受了

深厚的传统文化。古诗词是传

统文化中的瑰宝，请你来猜一

猜这两首古诗描写的是哪

个传统节日。

乞巧

［唐］林 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端午

［唐］文 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文/老 舍

节日：___________ 节日：___________

智慧泡泡

第五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写

的，在文中用“ ”画出来。

智慧泡泡

元宵节的习俗有 __________ 和

_________。

每日晨读时

阅读七彩屋

智慧泡泡

北京人过腊八节时有 ______

和 _______的习俗。

———第三单元同主题阅读

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

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

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

时候。在腊八这天，家家都熬腊八

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

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

农业展览会。

除此之外，这一天还要泡腊八

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为过

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

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

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

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就

是过春节的“彩排”。天一擦黑，鞭炮

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味道。这一

天，是要吃糖的，街上早有好多卖麦

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

或为瓜形，又甜又黏（ni佗n），小孩子

们最喜欢。

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

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青菜、

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店铺多

数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到正月初

六才开张。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

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

新衣服，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

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

灯火通宵（xi佟o），不许间断，鞭炮声

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

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

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

睡觉，都要守岁。

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

同：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

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

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

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内城外许

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f伽n）们在庙

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小孩

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

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

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庙会上

有赛马的，还有赛骆驼的。

多数铺户在正月初六开张，不

过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

轮流去逛庙会、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

到了。正月十五，处处张灯结彩，整

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

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

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

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

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

响。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呀！这

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智慧泡泡

小年这一天，人们有 __________和

_________的习俗。

智慧泡泡

除夕的习俗真多呀，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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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步 资 料

小朋友，右面的鱼骨

图比较完整地梳理了中国的传

统节日，请你试着填一填。

请你照

样子也来介

绍一个传统

节日吧！

春节

重阳节

清明节

_______节

节日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节日习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关诗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农历正月初一 公历四月五日前后 农历七月初七 （ ） （ ）

（ ） （ ） 农历八月十五 农历腊月初八

节日介绍

清明节又称踏

青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

的祭祀节日之一，是扫墓祭祖的日子。清

明节与端午节、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中

国四大传统节日。

节日习俗

踏青、扫墓、荡秋千、放风筝等。

相关诗文

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元宵节

节日介绍

元宵节，又称上

元节、小正月、元夕或

灯节，为每年农历正

月十五日，是中国的

传统节日之一。正月

是农历的元月，正月

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

个月圆之夜，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

为“元宵节”。

节日习俗

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放烟火、舞狮子、

踩高跷等。

相关诗文

崔液 《上元夜》：“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

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交 际 展 示 17

———第三单元口语交际交流拓展

2019年 9月 29日，在新中国诞辰七十周年大

庆前夕，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共有

八人获此殊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之脊梁，是这个时代

最闪亮的星！

黄旭华

他隐姓埋名几十

年，三十年不曾回家。

他为我国核潜艇事业

献出毕生精力，为核潜艇和

跨越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他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

潜艇，无怨无悔，乐在其中。

李延年

革命战士，人民卫士。他是从硝烟

中走来的“一级战斗英雄”。抗美援朝

时，他的指挥使部队转危为安。此战成

为志愿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

保家卫国，身先士卒，初心不改，

斗志不减，积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

人物介绍

人物卡片

袁隆平

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他

是“杂交水稻

之父”，让中国人牢

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为

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甚至是

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杰出贡献。已是颐

养天年的年纪，可他依然心系“稻香”，扑

在地头。

申纪兰

青青太行，劲松屹立。她积极维护

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

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

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努力为妇

女和农民争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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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二

阅读材料一

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吃粽子。粽子

不仅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和滋味也惹人喜爱。

粽子的形状很特别，既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你

能说出它包含着几个顶角、几条棱、几个平面、几个三

角形吗？粽子用翠绿的苇叶包裹着雪白的糯米和鲜红

的枣子。煮熟后，颜色变了，剥开墨绿色的苇叶，只见洁

白如玉的珍珠米团里镶嵌着几颗深红油亮的玛瑙枣，

红白绿三色互相映衬，显得十分艳丽动人。

粽子的味道更是鲜美。粽子的清香缓缓地从锅中

溢了出来。嗅着这苇叶散发出的一丝丝、一缕缕粽香，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咬一口粽子，香甜的肉感连同新鲜

的浆液让人满口生香。真是甜而不腻、黏而爽口！它既

是驱邪消暑的开胃美食，又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所

以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传说粽子是为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而出现的。

人民崇敬他，怀念他。千百年来，每逢端午节，人们就把

米中加入红枣包起来投入江中，作为献给诗人的祭品。

老人们说，吃粽子是要学习屈原的高尚品格，继承诗人

伟大的爱国精神。难怪人们吃粽子时，总要给孩子讲述

屈原的故事呢！

淤 于

春节要到了，想起“年”，自然想起它的一些标

志：淤_____________……甚至，想起了已经远去

多年的年画。

小时候，中午放学匆匆吃一口饭，就踩着嘎吱嘎

吱的雪，来到新华书店。不是为了买本书，而是为了

看年画。书店的天棚上，钉了一排排细绳，绳上别着一

幅幅年画。年画有山水、草木、人物、古代故事……我

喜欢“松鹤延年”，松针深绿，仙鹤洁白。我喜欢杨柳青

的那个胖小子，大耳有轮，眉清目秀，怀里鲤鱼丰腴喜

人。我也喜欢身披绿袍，手握偃月刀的关公……

就要过年了，无论日子怎样，每家都要买几张年

画，给日子加点香气。一般年画都贴在东墙、北墙。过了

腊月小年，扫一年的尘土。老屋的每个角落都要彻底清

扫，然后就是贴年画。一个人在远处指挥，往左往右，角

低角高，年画要贴得周正大方，就像一家人的日子。年

画贴完，全家人一起欣赏，不觉啧啧称赞。环顾一周，顿

时觉得老屋焕然一新，喜庆无比，心也开了几扇窗。

不知何时，年画走远了。于__________________。

就要过年了，我又想起以前的年画，和心里永远不能忘

记的美好。

1.文章以年画为主线，叙述了流行在民间的

传统习俗。根据文章内容，我能在括号内填一个字，将文章

内容串联起来。

（___）年画———（___）年画———贴年画———（___）年

画———忆年画

2援你认为过年的标志是什么呢？请你在文中横线淤上，

至少填出两种过年的习俗。

3.下面选项中最适合填到横线于处的内容是什么？选

一选，填一填。

A.介绍过去的年画。

B.说说现在很少有人贴年画了。

我选（ ），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援新年到了，家里想挂一幅年画，请从下面两幅

年画中任选一幅你喜欢的年画，为它取个名字，说说

你喜欢的理由吧。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1.认真阅读材料二《粽子》，我们了解到粽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惹人喜爱。

2.材料三《吃元宵》中，我们知道了“元宵”原来是 _________模仿 _________的样子制作出来的。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学会了“文章如何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阅读《粽子》和《吃元

宵》，完成下表。

文章 自然段 段落大意（可以引用原文） 具体体现

《粽子》 第三段

《吃元宵》 第五段

4.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样，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两个你感兴趣的传

统节日，调查一下，完成此表吧！

传统节日 过节时间 节日习俗 节日典故

群 文 阅 读 19

供稿 四川成都市罗良建名师工作室 王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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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做这道题的

小朋友，可以参考 16

版的内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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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作 指 导

要要要第三单元习作指导

亲爱的小朋友，在中华传统节日里，你最喜欢哪个节日呢？米

米和童童收集了一些精彩的片段，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米米摘录“好开头”

除夕之夜

除夕，好热闹啊！人

们忙得不亦乐乎。贴了对

联后，鞭炮声就像炒芝麻

似的接连不断地响；“啪

啪啪”的焰火声就像天空

正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似

的。这些声音穿过了大街

小巷，穿过了高楼大厦，

把新年的祝福送到千家

万户。家乡的除夕

之夜到处洋溢着喜

气洋洋的气氛。

元宵节赏花灯

今年的元宵节，与以

往元宵节都不太一样，因

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逐渐富裕起来，灯也变得

更好看了。昨天晚上，我

和爸爸妈妈到街上去看

灯。虽然北方的天气寒冷

无比，但寒冷挡不住人们

的热情。刚到马路上，只

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整条

马路都已变成了“人行

道”，一眼望去，根本

看不到头。

亲爱的小朋

友，请你再来记录一些

“巧结尾”吧！把收集好的

片段运用到自己的

写作中就更棒啦！

我喜欢的中华传统节日

1.我们以“端午节包粽

子”为例，简要列出作文提纲。

淤开头：开门见山，交代

包粽子是过端午节的重头戏。

（略）

于中间：具体写包粽子、

煮粽子、吃粽子的过程。（详）

盂结尾：写写过节的感

想。（略）

2.我们以“中秋节”为例，

简要列出作文提纲。

淤开头：可以用与中秋节

相关的古诗词、歌词、传说等

来引入“中秋节”这一主题，简

单谈谈自己对于中秋节到来

的期盼和快乐心情。（略）

于中间：可以讲讲自己中

秋这天的安排：吃月饼，赏月

亮等。结合月饼的形状、味道，

月亮的美丽样子，以及自己与

家人的温馨互动来具体描

写。（详）

盂结尾：首尾呼应，抒发

感情，表达对中秋节的喜爱和

盼望下次到来的期待，还可以

借中秋节家人团圆的寓意，表

达祝福之情。（略）

春节

每年的正月初一是春

节，俗称“过年”，是我国最

重要、最隆重的节日。为什

么呢？爷爷告诉我:“春节

是个辞旧迎新的节日，是

个让人充满希望的节日，

意味着生机勃勃的春天又

要来了，人们又可以播种，

等待着丰收，所以我们要

高高兴兴地迎接新

年的到来。”

端午节

每年的端午节，我

都会想起小时候学过的

儿歌:“桃儿红，杏儿黄，

五月初五是端阳。粽子

香，包五粮，剥个粽子裹

上糖，幸福生活万

年长。”

中秋节

这个星期，我收集了

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资

料:有对联、十二生肖、剪

纸，有中华传统节日的图

片和文字等。其中我最喜

欢传统节日的资料，因为

我对传统节日很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传统节日是

中秋节，因为它是家人团

聚的好日子。

春节

“当当当……”随着新

年钟声的敲响，烟花迫不

及待地亮相了。烟花一声

巨响升到了半空中，一瞬

间爆炸了，那一朵朵烟花，

像是一朵朵美丽的莲花在

空中绽开了笑脸，又像无

数明亮而璀璨的流星四散

开来。各式各样、五光十色

的烟花，把天空点缀得格

外美丽。人们仰头看着这

绚丽多彩的夜空，

发出一阵阵欢声

笑语。

童童收集“妙场景”



战国时，齐宣王喜欢听吹竽，又喜欢

讲排场，他手下吹竽的乐手就有三百人。

他常常叫这三百人一齐吹竽给他听。

南郭先生本来不会吹竽，看到这个机会，

就到齐宣王那里，请求参加吹竽队。齐宣王给

他很高的待遇，把他编在吹竽队里。每逢吹

竽，他就鼓着腮帮子，捂着竽眼儿，装腔作势

地吹。他混过一次又一次，没有出过差错。

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 王继承

了王位。齐 王的喜好有所不同，他喜欢听独

奏，便叫吹竽的人一个个吹给他听。

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偷偷地逃走了。

小朋友，读了这两个小故事，请你完成

下面的表格。和《掩耳盗铃》《刻舟求剑》中

的人物比一比，谁是最可笑的人呢？

故事 人物 可笑之处 故事寓意

《掩耳盗铃》

《刻舟求剑》

《截竿入城》

《滥竽充数》

截
竿
入
城

21好 书 推 荐

小朋友

们，通往“快乐读书

吧”的阅读巴士就要

出发啦！小朋友们

赶快上车吧！

你知道下面的图片分别说的

是哪个寓言故事吗？请你看图填一填。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滥
竽
充
数

米 米 的 思 考 题

庄子

庄子，名周，战国时代人。著

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后人

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

仅做过漆园吏。他一生淡泊名

利，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

活。他的很多著作，都用生动形

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

述自己的思想，譬如《鹏程万里》

《鲁侯养鸟》《望洋兴叹》等。

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思想

家、政治家、文学家。韩非是一

个讲故事的大师。我们对他的

许多寓言故事都耳熟能详，譬

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

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

彘》等。在《韩非子》中，共汇集

这样的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它

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

宝，代代相传。

鲁国有个人扛着几根竹竿进城。他

走到城门口，竹竿太长，他竖着拿卡在

城墙上，横着拿也卡在城墙上，无论如何都进

不去。折腾了好半天，他累得气喘吁吁，实在

没有办法了。有个老人看见了，捋着白胡子呵

呵笑道：“好一个大草包！我老汉虽说不比圣

人，可也见多识广啦，你把竹竿一锯两段不

就进去了吗？”“可是锯断就卖不出好价钱

了！”“这总比你拿不进城好多了吧！”那个人

想想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借来一把

锯子，把竹竿全部截断，拿进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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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部分为动物寓言，里

面的代表故事有《蝙蝠与黄鼠狼》

《狐狸和山羊》《狼来了》《龟兔赛

跑》等。

︽
伊
索
寓
言
︾

︽
克
雷
洛
夫
寓
言
︾

阅读寓言故事最终极的挑战，就是学以致用。

我们了解了故事，分析了形象，也理解了寓意，接下

来就应该尝试着将我们所学的东西用到生活中去。

请你试着完成表格。

讽刺现实和人 学习方法和态度 生活哲理和智慧

情景 问题 寓言 寓意

常羊学射

学 习 要 选 中 目

标，抛开诱惑，聚

精会神。

富儿学字

学习是一项艰苦

的劳动，学海无

涯，我们不能学

到一点皮毛就骄

傲自满。

薛谭学歌

学习不能浅尝辄

止，要想有真才

实学，就要谦虚

谨慎。

童童参加科

学培训，时间

长了，觉得有

点无趣。你会

用哪个寓言

故事提醒童

童呢？

学习没有耐心，

兴趣广泛，但

浅尝辄止。

情景 问题 寓言 寓意

米米按要求完

成了爸爸妈妈

交代的任务，但

米米的妈妈却

因为自己的工

作或偷懒，无法

兑现自己的承

诺。这时，你会

用哪个寓言故

事提醒米米的

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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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6版读读练练

员援这首诗描写的是春天（季节）诗人出游看到杏树（景物）的情景。

圆援这首诗的前两句中，“新开”这个词最能让我感受到初春到来，它

让我想到一夜春风吹过，吹得朵朵杏花在枝头开放的画面。

猿援言之有理即可。

源援诗人的心情是惬意、轻松、愉悦的。

5.春天 喜爱

7版想想练练

员援梳理卡片

文章 描写对象 描写了几个方面 作者的心情

《高的是麦子，

矮的是豆荚》
田野

麦子、豆荚和孩

子们的田野生活

在田野里轻松、

愉悦的心情

《植物也有“喜

怒哀乐”》
植物

植物的喜好、颜

色、声音
很神奇，很有趣

圆援体会卡片

文章 句子 重点词语感受与体会

《高的是麦子，

矮的是豆荚》

鸭子蹒跚（责佗灶

泽澡佟灶）地迈着

步子前进了，

羊儿撒着欢儿

向前走了……

这里写了田野里蹒跚迈步的

鸭子和撒欢儿的羊儿。我猜想

此时田野上的画面是这样的：

田野里，鸭子摇摇晃晃、一摆一

摆地走着，可爱极了；羊儿兴

奋地连跑带跳，自由欢畅。

《植物也有“喜

怒哀乐”》

玉 米 和 大 豆

“听”了《蓝色

狂想曲》，心情

舒畅，发芽特

别快。

我从“心情舒畅”“发芽特别

快”体会到玉米和大豆很喜欢

音乐。它们听到《蓝色狂想曲》

时，也许会想这音乐真美妙，

我要跟着优美的旋律快乐地

摆动起来，和着节拍快快向上

生长。（表达对音乐的喜爱

即可）

猿援抄写自己喜欢的句子，并写明句子好在哪里、喜欢的理由即可。

12 版读读练练

《木偶探海记》

员援造蚤佗灶早 扎澡伽燥 皂侔 圆援番 常 观察

猿援示例：（眯）着眼睛 （捂）着鼻子 （竖）着耳朵 （呜呜）地哭 （呼

呼）地吹 （哇哇）地叫 又（高）又（大） 又（香）又（脆） 又（惊）又（喜）

源援人们常说海深，只是传闻。或：海其实并不深。

缘援老蚌掩着嘴唇哧哧地笑，螃蟹举起大锤咚咚地敲，连沉默的石头

也又蹦又跳。（发挥想象，言之有理即可）

远援你们懂什么呀，我亲自去调查过，我说的是正确的。（言之有理

即可）

苑援悦

13版想想练练

员援《狐狸和仙鹤》

第一天吃饭：狐狸 仙鹤 用盘子盛了一点儿肉汤 狐狸自己吃得

高兴，仙鹤什么都没吃到 仙鹤的嘴又尖又长，喝不到盘子里的肉汤

第二天吃饭：仙鹤 狐狸 长颈瓶子里装着鱼和汤 仙鹤吃得高兴，

狐狸什么都没吃到 狐狸的嘴又阔又大，伸不进瓶子里 寓意：若要

他人尊重自己，自己必须先尊重他人。

《驴子的坏主意》

驴子 驮（盐）沾水 分量（变轻） 驮（棉花）沾水 分量（变重）

驼的东西不一样，盐会溶化，棉花会吸水 寓意：不能用自己的经验解

决所有问题，否则会自讨苦吃

圆援认为仙鹤对，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仙鹤不对，可

以用友好的方式对待狐狸，让狐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狐狸。（言

之有理即可）

3.略

源援示例：我会对狐狸说：“要真诚对人、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

尊重。”

我会对驴子说：“要学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想办法，不能偷奸耍滑。”

（言之有理即可）

18版读读练练

员援看年画———买年画———贴年画———赏年画———忆年画

圆援贴春联、压岁钱、放鞭炮等。只要是过年的习俗皆可。

猿援我选 月，因为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年画走远了”，说明现在贴年

画的家庭越来越少见了。

源援结合年画上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即可。

19版想想练练

员援我们了解到粽子的形状、颜色、味道惹人喜爱。

圆援我们知道了“元宵”原来是申包胥模仿浮萍果的样子制作出来的。

猿援

文章 自然段
段落大意

（可以引用原文）

具体体现

（任选一句即可）

《粽子》 第三段
粽子的味道更是

鲜美。

闻着苇叶散发出的

粽香，口水都要流出

来了；粽子香甜的肉

感连同新鲜的浆液

让人满口生香；粽子

甜而不腻、黏而爽口

《吃元宵》 第五段

于是，申包胥自

己 动 手 制 作 起

“浮萍果”来。

提示：这段写了申包

胥模仿浮萍果的外

皮、内瓤，包好蒸出

来。这些都是制作过程

源援任选传统节日，完成此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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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好、温馨、充满爱的故事。堇

花婆婆不仅帮助了森林里的动物们，还用世

界上最特殊的线给莲花做出了最漂亮的裙

子。与其说线特殊，不如说爱真切。我想，堇花

婆婆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缝纫高手，其秘诀就

是热心助人以及真挚的爱。

堇花婆婆是有名的缝纫高手，一天，她正准备给

小孙女莲花缝制连衣裙时，听见窗外一阵响动，原来

是青蛙一家来找她帮忙。来到离家不远处的小树林

里，堇花婆婆帮青蛙补好床、帮蝴蝶缝好翅膀、帮白头

翁补好巢……最后却没了线给莲花缝制连衣裙。就在

一筹莫展之际，青蛙一家、蝴蝶、白头翁一起帮堇花婆

婆找到了独一无二的线———好朋友蜘蛛吐的丝。当莲

花穿上这件连衣裙时，那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如雨滴

般剔透的刺绣，更是堇花婆婆对她的爱。

内容简介

麦穗老师推荐

和米米、童童一起读

读了这个故事，我想说：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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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堇花婆婆是这一带有名的缝

纫高手。但最近她的眼神越来越差

了，要经常拜托从门前经过的人帮她

穿针。今天是给小孙女莲花缝制连衣

裙的日子。按约定应该明天交给她。

堇花婆婆穿了好久的针，都没

有成功。

“真糟糕啊———”

就在堇花婆婆没了主意的时

候，窗户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请帮个忙吧！”

堇花婆婆急忙打开窗户，没

想到———

2.青蛙一家来请堇花婆婆帮忙。

来到附近的三角池塘，青蛙宝

宝指着睡莲的叶子说：“我的床破

了，能请您帮忙补好它吗？”

“嗯，这个简单哟，我来缝好它。”

3.堇花婆婆从针线筐里找出莲

花的雨衣碎布：“我有结实的布。”

然后，堇花婆婆把做好的鱼形

雨衣贴布缝在莲叶上，可结实呢。

青蛙宝宝高兴起来，这时，从紫

露草的阴影里传来一个细小的

声音：

“针线活儿最好的堇花婆婆，我

也有事想请您帮忙———”

4.“我的翅膀被棘刺钩破了。”

蝴蝶哭着说。

“这个简单哟，我来缝好它。”

堇花婆婆用蕾丝花边帮蝴蝶补

好了翅膀。

5.堇花婆婆帮白头翁补好了摔

坏的巢。

“啊，做好了！”

堇花婆婆刚说完，白头翁太太

就在巢里一连生了三个蛋。

“谢谢！谢谢！”

白头翁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堇花

婆婆才好。

6.堇花婆婆的线用完了。

青蛙一家、蝴蝶和白头翁急匆

匆来到森林深处———他们的朋友蜘

蛛就住在这儿。

“蜘蛛，请给我们吐一些丝线

吧！”白头翁拜托蜘蛛。

“没问题。我会给你们最漂亮的

丝线。”蜘蛛说。

“啊，真的吗？”堇花婆婆高兴

起来。

青蛙一家、蝴蝶还有白头翁，一

起骨碌骨碌、嘶噜嘶噜地帮忙把丝

线卷在线轴上。

7.堇花婆婆连夜一针一线给莲

花做裙子。

小孙女莲花来穿连衣裙的日子

到了。

“谢谢奶奶！”莲花穿上连衣裙，

左看右看，转个不停。

绣在裙子上的丝线闪闪发光，

就像天空中飘洒的细雨。

“好特别的颜色啊，在哪儿买

的？”莲花妈妈问。

“是呀，在哪儿买的呢？”堇花婆

婆说着，“噗噗”

笑了。

读后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