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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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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主题阅读

山 雨 文/赵丽宏

：读了《山雨》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受？

：在作者听来，普普通通的雨声像“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

幻想的色彩”，那绿色流进眼睛、流进心胸。我觉得一定作者非常喜欢山雨。

：壮壮说得真不错。《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独特

的感受、清新的笔调、神奇的想象和联想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林雨

景图。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山雨、对大自然浓浓的喜爱之情。抓住文中

的关键词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我 的 早 读 课

清江一曲
·
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唐］李 白

晴明风日雨干时，

草
·
满花堤水

·
满溪。

童子柳阴眠正着，

一牛吃过柳阴西。

“满”在这

里用作动词，

仿佛青草有意

识地去装点堤

岸，真是有趣！

［宋］杨万里

：我发现这些都是描

写乡村田园风光的诗。我要在

本周早读时间把这些诗都背

下来，更要去课外了解诗人通

过这些景物想要表达的情感！

一个“抱”

字用得精妙，

生动地描绘出

溪水紧紧围绕

江村的情形。

［唐］杜 甫

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

江村

供稿 曹丽萍

来得突然———跟着一阵阵湿润的山风，跟着

一缕缕轻盈的云雾，雨，悄悄地来了。

先是听见它的声音，从很远的山林里传来，

从很高的山坡上传来———

沙啦啦，沙啦啦……

像一曲无字的歌谣，神奇地从四面八方飘然

而起，逐渐清晰起来，响亮起来，由远而近，由远

而近……

雨声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树叶、每

一丛绿草，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飘飘洒洒

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

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

雨改变了山林的颜色。阳光下，山林的色彩

层次多得几乎难以辨认，有墨绿、翠绿，有淡青、

金黄，也有火一般的红色。在雨中，所有的色彩都

融化在水淋淋的嫩绿之中，绿得耀眼，绿得透明。

这清新的绿色仿佛在雨雾中流动，流进我的眼

睛，流进我的心胸。

这雨中的绿色，在画家的调色板上是很难调出

来的，然而只要见过这水淋淋的绿，便很难忘却。

不知在什么时候，雨，悄悄地停了。风，也屏

住了呼吸，山中一下变得非常幽静。远处，一只不

知名的鸟儿开始啼啭起来，仿佛在倾吐着浴后的

欢悦。近处，凝聚在树叶上的雨珠还往下滴着，滴

落在路旁的小水洼中，发出异常清脆的音响———

丁———冬———丁———冬……

仿佛是一场山雨的余韵。

画“____”的

两句形成了对比，以

晴日里山林色彩的

丰富，突出了阴雨中

山林的一片嫩绿。

作者运用比喻

的修辞手法，描写

了雨来时声音由远

及近、由轻及重的

动态变化。

涩（泽侉）滩鸣嘈嘈，

两山足猿猱（灶佗燥）。

白波若卷雪，

侧足不容 （凿佟燥）。

渔子与舟人，

撑折万张篙（早佟燥）。

全诗最后两句

是人物特写，展现

出渔子和舟人奋力

撑篙、与急流奋力

搏斗的场面，更反

映出当地渔民生活

充满危险、艰难和

辛酸的境况。

桑茶坑道中



4 知识加油站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三首描写田园风光的诗歌。在我国浩瀚的诗海中，还有不少

优秀的诗作，下面我们来看看吧！

古诗中的田园风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东晋］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三）

坚贞自守，“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在田园中获得

了精神的慰藉和身心的自由。

田园关键词：豆

大豆在古代称“菽”，在我国已

有 缘园园园多年的栽培和食用历史，

堪称中华民族的骄傲。种豆、收豆

是重要的农事活动，豆浆、豆腐、豆

干等是我国的传统美食。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游山西村

［宋］陆 游

田园关键词：燕子

玄鸟是古人对燕子的称呼。因为燕子通体黑色，

所以用表示黑色的“玄”为它命名。燕子是中国最古

老的鸟类之一，学名叫作家燕，经常在农家的屋檐下

搭建自己的窝，是

和人类最为亲近的

一种益鸟。燕子勤

劳的特点和中国人

勤劳的传统美德很

像，所以人们赞美

它们。

［唐］杜 甫

绝句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忧国忧民、命途多舛（chu伲n）的诗圣杜甫

在田园中获得一生中难得的安宁与满足。

和田园生活有关的关键词记住了吗？下面我们来看

看都市人的田园梦吧。

西安市民何建华在自家楼顶

自建“空中菜园”，种有西红柿、辣

椒、土豆、黄瓜、红苋（xi伽n）菜等

十多种蔬菜，以及无花果、葡萄、

草莓、桃子等七八种水果。身在大

都市却能过上这种田园生活的

他，简直羡煞旁人。

何建华在楼顶种菜，不仅满足了自家一年四季的蔬菜供

应问题，还种出了新高度：其发明的用来培育蔬菜瓜果的装

置“二培箱”还获得了国家专利。

看来，现在人们对田园生活更加向往。虽然我们没

有一亩三分地来耕耘，但我们可以耕耘我们内心的小

花田，让自己的生活惬意、舒适。

田园关键词：酒

我国是酒的故乡，是世界上酿

酒最早的国家之一。“水为酒之血，

曲为酒之骨，粮为酒之肉”，要酿出

好酒，选料取材与制作方法都不可

马虎。中国人一年中的几个重大节

日，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端午节

饮“菖蒲酒”，重阳节饮“菊花酒”，除

夕夜饮“年酒”。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立场坚定、力主抗金却生不逢

时、报国无门的南宋诗人陆游在田

园中获得智慧的启迪，走出迷惘，豁

然开朗。

洁身自好，“高山安可仰”的唐

代诗人孟浩然在田园中获得了珍

贵的友情和田园生活的乐趣。

田园关键词：桑麻

“桑麻”原指桑树和麻。种植桑

树、饲养蚕、取茧，种植麻、取其纤

维，是古代农业解决衣着问题的最

重要的经济活动。后来，人们用“桑

麻”来指代农作物或农事。



5综合实践园

问诊间

：同学们，转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把内容

说清楚。你知道要注意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模拟室

：四（员）班王老师生病请假了，但是

他这里有个紧急通知，今天一定要下达，你能

帮他传达给同学们吗？

通知：明天下午，班级将举行树叶贴画比

赛，要求同学们带齐彩笔、胶水、剪刀、白纸和

采集来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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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认真倾听别人的讲话，抓住要点。

２.转述时要有条理。

３.注意目光的交流以利于更好地沟通。

４.要注意有礼貌，注意场合和称呼。

转
述
注
意
点

亲爱的同学们，在

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碰到帮别

人带话，或者转告别人话的

情况，你们知道如何转述吗？

供稿 曹丽萍

：奇奇、壮壮，我们学校红领巾广播站播

送了一则通知，你能把这个通知转述给家长吗？

源月 圆苑日学校将开展“家长进学校”活动，特

邀四年级家长参加。请四年级的同学们通知家长，

带好纸笔，晚上 远颐猿园准时到各班教室参加。

：没问题。

爸爸，今天我们学校广播说 源月 圆苑日学校将

开展“家长进学校”活动，特邀四年级家长参加。请

四年级的同学们通知家长，带好纸笔，晚上 远颐猿园

准时到各班教室参加。

：上面是壮壮转述给爸爸的话。同学们，

他说得恰当吗？哪里表述得不太得体？请你在原文

中修改一下吧！

：同学们，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转述的知识，我们一起来

玩个游戏———传声筒，注意千万不要闹笑话哦！

星期二的下午，小明突然肚子疼痛难忍，甚至趴在桌上小声哭

了起来。同桌小玲看到了，询问之后决定告诉班主任王老师。而此

时，数学课代表小昕走来向小明要作业本。

小昕：小玲，小明怎么了，怎么在哭呀？

小玲：小明说，小明肚子疼痛难忍，想让爸爸来接他去看医生。

小昕（偷笑）：小明说小明？

小玲（尴尬）：那应该怎么说呀？

小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玲：原来要这样说啊，那要不你去和班主任王老师说吧，我

怕说错呢。

小昕来到办公室，敲门进入，见到王老师，便和老师说了起来。

小昕：王老师，小玲说小明生病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老师一听，急忙去教室看了看小明，并立刻拨通了小明

爸爸的电话。

王老师：小明爸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明爸爸：谢谢老师，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学校，请

您转告小明，让他在教室里等我，谢谢！

王老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声筒



群文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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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重点关注：能找课文中的关键语句，并能从关键语句中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

阅读材料一

路的尽头 文/彭韵希

1.用“姨”画出文中括号内恰当的词语。

2.根据短文内容填空。

（1）“井然有序”在文中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路的生命很简单”在文中指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认真阅读短文，想一想，文中分别从哪几个方面介绍

了村里的“路”？你最喜欢哪个部分？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从文中画“____”句中，你体会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感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文中画“ ”的句子，想一想，

还会有谁和路进行交往？仿照例句自己

写一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稿 四川成都市罗良建名师工作室 魏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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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 生 活

路的尽头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村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大大小小的坑洼一个挨着

一个，好似被人们踩在脚下的难兄难弟。当兄弟俩达成一定

默契时，会搞恶作剧，让人摔上一跤。

当人们对这条路有了印象、有了感情时，这条路就存在

于你心中，这条路就会无限（延伸 延展）。

路的智慧你不得不佩服，它总能轻轻松松地绕过大小

的田地。树被它安排在道路的一边，规规矩矩地站着。

哪一条路应该通往哪一户人家，哪一条路草应该多一

些，甚至，这里应有一丛草，那里太空荡，会点几个梅花似的

狗脚印或车辙印，小朋友遗落的硬币应该塞在哪里，经无数

人踩踏过的香烟盒应放在哪个角落，连动物居住的家，它都

会安排：青蛙住在这儿，老鼠应在那儿……一切都被安排得

·
井
·
然
·
有
·
序而又细心周到。

我曾突发奇想，给土路再建一条支路，可建成后

一看，是那么（突然 突兀），好

似给路多添了一只脚，破坏了

路的整体美感，最后只好退回

原处。

当你认为大路的支线小路通到某户人家时就到了尽

头、完成了它的使命，那就错了。这条小路会通到这户人家

的屋底，绕过大大小小的下水道、杂草或老鼠窝，然后左转、

右转、直走，就成了这户人家大大小小的路。

有时，这条路会和那条路连在一起，交接处的虫子和虫

子自然就成了邻居。

一条大路就这样连起了整个村庄。

路的生命很简单，当人们一心想到某个地方，不断地走，

路便形成了。但路一心想给自己添彩，动物走、昆虫走、人们

走，这条路就好走了。走了第一次，回头又走第二次、第三次。

人们记住了这条路，动物昆虫记住了，云朵、大树也记

住了。路越走越长，越走越宽，越走越顺，越走越多。

路的经历特别丰富。小鸟总能在路上遇到敌人时躲进

路旁的灌木丛，谁也找不到。大树永远是它最好的邻居，总

是能在路热得干裂时带来一点阴凉，它迂回蜿蜒得恰到好

处。老鼠打洞时也总会询问路的意见，天空中的云闲暇时还

会与路打招呼。

路是那么任劳任怨又开朗豁达。

路没有尽头，（因为 所以）路活在人们心中，也存在于

世上。或许，你和一只虫、一棵植物、一只动物，记住的是同

一条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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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二阅读材料二 阅
读
材
料
三

阅
读
材
料
三

雪

文\

刘
湛
秋

1.在学习本单元《乡下人家》一文时，我

们学会了从关键语句中体会课文表达的思

想感情。认真阅读《野菊花》和《雪》，想一想，

你能找出两篇短文中能表达作者思想感情

的语句吗？把你找到的语句用“____”画出来

吧。再说一说，你从这些语句中体会到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例：《乡下人家》：我从“乡下人家，不论

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

人的风景”体会到了作者对“乡下人家”的喜

爱与赞美之情。

《野菊花》：

《雪》：

2.根据短文内容填空。

（1）《野菊花》一文中“到了深秋初冬时节，百花凋谢，它却依然开放”

这句话在文中的实际意思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雪》一文中说到“那微带甜味的湿润”。“雪”是甜的吗？为什么作

者会把下雪的空气说成是“甜味”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野菊花》中所描述的野菊花的特点是什么？《雪》中所描述的“南国

的雪”的特点又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单元的略读课文《三月桃花水》和阅读材料三《雪》，都是刘湛秋

所著。同一个作家，写的两篇短文，在形式与语言上有哪些相同点呢？认

真阅读两篇短文，和小伙伴交流一下你更喜欢哪篇短文，为什么。

相同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较阅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见过那生长在山坡上的野菊花吗？它不惹人

注目，它只不过是一朵普普通通的小花。

而我特别喜爱野菊花。一年秋天，外婆带我到山

坡上玩，只见满山盛开着黄茸茸的野菊花。它那小小

的绿色叶片衬托着小小的黄色花朵，好看极了。当它

没有开花的时候，人们以为它只是一棵小草。一

旦开花，它就很美，美得自然，美得朴实。它没有

兰花的芬芳幽美，更没有牡丹的富态华贵。但它

的生命力很强，花期也长。到了深秋初冬时节，

百花凋谢，它却依然开放。

外婆告诉我，野菊花还有很多用途。那天我

爬上山坡去摘花时，不小心滑了一跤，脚上擦破

皮，出血了，我直叫痛。这时，外婆马上摘了几朵盛开

的野菊花，挤出汁，敷在我的伤口上。顿时，我觉得伤

口处清凉清凉的，不那么痛，不几天伤口就好了。外

婆说，野菊花有消毒止血的功能。外婆又说，野菊花

还能清热败火，治感冒……

我在外地上学，心里总是惦记着野菊花。每次假期，

我去外婆家总要摘不少带走。妈妈教我把野菊花洗净、

晒干、泡茶喝。我喝过红茶、绿茶，可从来没喝过野菊花

茶。我泡了一杯，尝了一口，只觉得沁人的清香直入肺

腑。菊花茶真顶得上清凉饮料哩。

野菊花土生土长，无所需求，却默默无私地向人们

奉献。我喜爱它的朴素、它的顽强。我想，人不也需要这

种野菊花的精神吗？人应像它那样默默地生长，不求索

取，只是给予、给予……我愿做一朵小小的野菊花。

南国的雪，我们分离得太久了。

那微带
·
甜
·
味的湿润，那使人快活

的冷气，那彩色梦幻的飞旋，伴着我少

年的轻狂，再也无法追寻。

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的小屋，铁一样寒冷的

硬被子，都无法阻挡我对雪的渴望。只要我睁眼看

见屋外白花花的光亮，那就像涌进来一股暖流，勾

起难以抑制的温暖的心情。

雪，南国的松软美丽的雪啊！

它纷纷扬扬，比春天一树树的梨花还要美。这时，北风变

得柔和了，吹着它，上下翻飞，轻轻地降落。人们能看清那六

角的菱形，也仿佛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不知雪是想依恋天空，还是想委身大地。它忽上忽下，是

那么轻盈而自由啊！忽然，它落进了我的脖颈儿，像个小绒

毛，却又让我摸不到它。我伸出手来，它会安静地落到我的掌

心，落在我的钟情的眼睛里，慢慢地消失了它的身影。有时

候，我真愿意伸出舌头，希望能接到一片雪花，那淘气的愉快

里绽开了多少天真的梦。

雪，南国的松软美丽的雪啊！

忽然，我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放弃堆雪人、打雪仗的乐

趣，翻过废弃的铁路，来到郊外，默视着广袤的天空和田野。

所有的污秽和荒凉全遮掩了，只有雪，白花花的、纯净的雪。

这大自然创造的最精美的白色拥抱了田野、山岗、房屋和树

林。偶尔由于风的吹动，越冬的树斑斑点点，闪着一点新绿。

这时，眼睛和心变得多么亮，多么舒展。美丽的维纳斯仿

佛就在你的身边，对着你微笑。所有的幻想都会脱颖而出，飞

向雪的地平线，开出白色的花朵。

雪，南国的松软美丽的雪啊！我们分离得太久了，也许我

还能追寻那没有污染的洁白，幼稚却纯真的梦幻，和那寒冷

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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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习作台

供稿 原海琴 片段一：

片段二：

春天，这里桃红柳绿，鲜花盛开，引来了翩翩起舞的

蝴蝶、辛勤忙碌的蜜蜂。

夏天，这里绿树成荫，我们一下课便跑到树下玩耍。

：这个小作者的乐园介绍有什么优缺点呢？

：乐园与“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作者在

说到春天的时候除了写景，并没有写出他在那儿干什么，没体

现出这个地方带给自己的快乐。

：那么请你试着把这个片段修改一下，然后试想，假如

那里也是你的乐园，在秋天、冬天时你会经历什么快乐的事？

春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夏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冬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火眼金睛】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

个片段，体会小作者笔下

描写的乐园吧。

【循循善诱】【循循善诱】

：要想写好这篇作文，我们首先从

选材上知道：只要和自己生活相关，能带给自

己快乐的地方，就可以作为自己的乐园。它可以是

小溪边、校园的一角、自己的卧室、书店、乡下老

家、游乐场……

写之前，我们可以在右边的表格列个提

纲。相信你能写出一篇佳作。

揖牛刀小试】

地点 这儿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儿的故事 自己的感受（总结）

：同学们，看看这是哪儿？

：这是读书角吗？这里有

好多书籍，下面还有许多作业本。

：这里面的书种类真多，排列得也很整齐。

：是的，这就是老师家的书桌，也是我平时最喜欢

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的知心朋友———书。每天晚上睡觉

前，我喜欢坐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享受书里的世界。哪怕只

有十分钟，也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那么，你们平时最喜欢

去的地方是哪里？

：我喜欢周末去乡下奶奶家。隔壁邻居家的小伙伴

和我一般大，我们一起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捉迷藏、建城堡……

：我喜欢踢足球。我最喜欢活动课或周末约上几个

足球好友去学校的足球场。在绿茵茵的草坪，宽阔的场地

上，我们撒开腿尽情地奔跑，带球、传球、射门，左面一个头

球，右面一个倒挂金钩。球场上回荡着一声声呐喊，一阵阵

欢笑，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不论是读书角、农家小院，还是足球场，都是能给我

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的地方。我们可以叫它———我的乐园。

乐园还是我失败时的加油站。

有一次，我在小组长竞选中落选了，心里很难过。我

低着头，沮丧地回到了我的乐园，泄气地躺在床上。

这时，我望见了小书柜里的《爱的教育》这本书，想到

故事中的主人公身患重病却还坚持写作，最终获得

了成功。而我却遇到小小的挫折就这样垂头丧气，和

他的痛苦比起来，我这又算什么？于是，我每一天从

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

：你知道这位小作者的乐园是哪里吗？他是怎

们来介绍自己的乐园的？

：他的乐园应该是自己的卧室。他具体写了在乐

园里找回自信的故事。把自己失败时的神态、感受和鼓励

自己时的心理活动写得很形象。

：小作者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表达自己想法和情

感的句子，就像我们本单元学的课文一样。

：你们分析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片

段，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