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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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晨读时光

咖吧阅读时刻

淫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

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美］海明威《老人与海》

淫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英］雪莱《雪莱诗选》

淫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也没什么关系。

———［丹麦］安徒生《丑小鸭》

淫谁都可能出个错儿，你在一件事上越琢磨得多就越

容易出错。 ———［捷克］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

淫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淫不要向井里吐痰，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第二单元同主题阅读

批注［员］：“伏”

这个动词用得

很好，好在哪儿

呢？你来说说。

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批注［圆］：从这

句话中，你体

会到了作者怎

样的情感？

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批注［猿］：这个

词是什么意

思？结合上下

文说一说。

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到了 11月底，这是

一年之中又一个收获季节。我期盼着自己耕种

的大麦和稻子有个好的收成。眼见我就要喜获

丰收了，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问题。

这天，我去地里时发现地里有野兔和山

羊似的野物留下的痕迹。这些东西，它们一

定是尝到了禾苗的甜味，所以日夜〔伏〕在地

里，将长出地面的禾苗吃光。

别无他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做起一道篱

笆，把庄稼围起来。幸好田地不大，不过还是

费了不少功夫。此外，我又把狗拴在大门外

的一根桩子上，让它帮我看守庄稼。终于，那

些敌人被我赶走了，庄稼长得很好并很快成

熟起来。

可是，正当我为可以避免野兽的侵袭而

乐呵呵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现

在，我的庄稼已经生穗了，饱满的颗粒招来

了贪婪的鸟儿。这些家伙岂是我的篱笆可以

隔绝的？

这一天，我又下地了。刚到田间，我就看

到了成群的鸟儿将我的庄稼团团围住，这让

我怒火中烧。我二话没说，立刻举起了手中

的枪，冲着它们“砰”的就是一枪。

这一枪不要紧，成群成群的鸟儿四散飞

起，比我开始看到的多得多。我估计，如果照

这样下去，不出几天，我的庄稼就会颗粒无

收。这对我来说真是要命。突然，我想出了一

个对付这些家伙的绝好的主意。于是，我慢

慢地走远，假装已经离开。这些可恶的家伙

一发现我走了，就又蜂拥而下，降落在我的

庄稼地里。〔可它们哪里知道我会攻其不备，

还要杀个回马枪呢？〕要知道，我可不愿意拿

自己的庄稼和它们玩游戏！

因此，没等它们全部落下，我便返回来，

冲着其中几只开了枪，这一枪竟打死了三只

鸟。这下子可真的把这群鸟儿吓坏了，它们

惊慌地拍打着翅膀，向四处飞去。我走过去，

拾起了三只死鸟的尸体。然后，我学着英国

人惩罚小偷的方式，把它们吊了起来，〔杀一

儆百〕。

这招真还挺管用的。自此以后，那些飞

禽不但不侵扰我的庄稼地，就连岛这一边都

不来了。在附近，除了那几只用于示众的鸟

儿之外，我连鸟毛都没再见过。

这让我十分得意，到了年底，我的庄稼

喜获丰收。

1.在鲁滨逊的麦子和稻子喜获丰收之前，他遇

到了怎样的麻烦？他又是怎么解决的？

2.从本文中，你能看出鲁滨逊是一个怎样的人？



同步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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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背后的故事

《鲁滨逊漂流记》成书于 1719年左右，是英国作家笛福在他快 60岁时创作的。这本书

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英国人》杂志上刊登的一则新闻：1704年 9月的一天，一个苏格兰

水手在海上与船长发生争吵，随后被船长遗弃在南美洲大西洋中的一个荒岛上。四年后，当

他被救回英国时，变成了一个忘记人类语言的野人。

这则奇闻激发了作家的灵感，他以这个水手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把自己多年来的海上

经历和体验倾注在人物身上，并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学加工，使“鲁滨逊”成

为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形象。

20克朗
钞票上的
故事

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原1940）是瑞典的优秀女作家，

1909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其突出的文学贡献，从

1991年开始，她的肖像出现在瑞典货币 20克朗钞票上。

认
识

马
克·
吐
温

怪不得有人

说他是“名言与毒

舌承包商”。

绎 更多作品

：《百万英镑》也是他的作品，同学们有机会

可以找来阅读哦！

伦敦的两位富翁兄弟打赌，把一张无法兑现的百

万大钞借给穷困潦倒的亨利，看他在一个月内如何收

场。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亨利不仅没有饿死或被捕，反

倒成了富翁，并且赢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芳心。文章

以略带夸张的艺术手法再现大师的讽刺与幽默，揭露

了 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

绎 作者的奇闻异事

吃一条鲸才行

有一次，马克·吐温收到一位青年人写来

的信，信中说：“听说鱼含大量的磷质，而磷是

有利于脑子的。看来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一定

要吃很多鱼吧？但不知道你究竟吃的是什么

鱼，又吃了多少呢？”

马克·吐温回信

说：“看来，你得吃一条

鲸才行！”

说 谎

马克·吐温与一位夫人对坐，他对她说：“你

真漂亮！”那位夫人高傲地说：“可惜我实在无法

同样地赞美你。”而马克·吐温毫不介意地说：

“没关系，你可以像我一样说句谎话。”

这张钞票的反面，是《骑鹅旅行记》的漫画图。《骑

鹅旅行记》是根据瑞典教育部要求，作为一部学校地理

教育读物而写的作品，是作者唯一为儿童而写的长篇

童话。不料它竟成为了世界文学艺术的珍品。

马克·吐温（1835原1910），

美国作家、演说家。“马克·吐

温”是他的笔名。

绎 笔名的由来

马克·吐温年少时，父亲早逝。他迫于生计，做过密西西比河上的领

航员。他当领航员时，每次航船出海，都要先测量水深。测量海水深度的

基本单位是“浔”。船要正常航行，水深至少要两浔。所以每次测量水深，

他的伙伴就会喊“Mark Twain”，翻译过来就是“标记两浔”。他天天听

到这种声音，后来干脆就以Mark Twain作为自己的笔名了。

绎 一位超级科技爱好者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马克·吐温还是一

位发明家呢！由他发明并申请了专利的方便

搭扣，被应用在了女士内衣上，推动了女士

内衣的普及。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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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面对面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

的著名作品，他成功地塑造了哈姆雷特

这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使其成为了

文学史上典型的人物形象。

：这句话是说，每个人对这部作品的解读、赏析和

感受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对，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呀，阅读往往能唤起读者独特的感受与理解。

即使读同一本书，不同的读者，心得体会也可能不一样。最

近，我们全班一起读了《汤姆·

索亚历险记》，今天，我们就来

交流一下，自己眼中的汤姆是

一个怎样的孩子。

交流观点之前，

想想围绕话题可以

谈论哪些具体内容。

：图 1中，姨妈看到糖罐碎了一地，立刻觉得是汤

姆干的。在姨妈眼里，汤姆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

子。但是我觉得他是

一个敢作敢当的人，

犯了错误，他也愿意

接受惩罚。

书中，汤姆的表兄杰夫

撒切尔被称为“模范儿”，你

知道原因吗？你喜欢他吗？为

什么？

：我觉得汤姆真的

是一个令大人操心的孩子，

每天惹是生非。当看到糖罐

打碎在地，“汤姆真是高兴到了极点，几乎按捺不住了。他暗

自想：‘有好戏看了！’”从这里，我感受到他幸灾乐祸，是一个

没有一点同情心的人。

发表自己的观点时，要

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哪怕你的想法与大多数人不

一样。

：一部著作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往往有着复杂的联

系，正因为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事情节才更为曲折生动。课

后，让我们继续阅读，分享彼此阅读同一本书的观点。

：我喜欢这样的故

事结局，正义战胜邪恶是一

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你觉得谁的观

点更有道理，理由更

充分呢？

：我觉得这样的结局太单调。如果让我写其中的一

个故事，我会设计一种更曲折和让人感觉意外的结局。

在镇上孩子们

的眼中，汤姆是一个

（无所不能）的人。

员

3

2

4

《汤姆·索亚历险记》插图
：左边这几幅图都是

这本书的插图。其中，图 2的

内容是汤姆被姨妈惩罚去粉

刷栅栏。他灵机一动，使出一

条妙计将苦差事变成了乐

事，还收获了一大堆宝贝。我

感受到汤姆是一个有趣、乐

观、机智的小孩。

：老师，怎么我们说什么，您都点头表示同意呢？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特的想

法，因此评价人物时角度不一样很正常。因为你们的评价

角度不同，所以对于同一个人物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这就

是个人评价比标准答案更有魅力的地方所在。

：老师也读过《丁丁历险

记》这本书。丁丁是一个敢于同各种

恶势力进行斗争，富于正义感和冒

险精神的人物。《丁丁历险记》一共

包含 22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结尾都

是丁丁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化险

为夷、战胜敌人。这样的故事结局你

喜欢吗？如果你来写其中的一个故

事，你会怎么写？

：同学们，读完《汤姆·索亚

历险记》，你想到了哪些相似的书，

或是想到了生活中的哪些人？

：我想到了《丁丁历险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洋葱

头历险记》。

我眼中的汤姆：

引用原文说明观

点，可以使观点更有

说服力。

我来评价



：老师，梗概就是把大

篇幅的文章用简短的话进行介

绍。我们以前学过缩写文章，也

是要求把长文章写短。那缩写

和梗概有区别吗？

：你提的问题很好。缩

写和梗概确实很相似。两者都

必须体现原文的主要内容、中

心思想。不同之处在于：1.缩写

是将较长的文章压缩成短篇，

缩写的表达方式是不变的；但

是梗概可以改变，比如将描写

改为叙述，将直述改为转述。

2.缩写的内容顺序不能变；梗

概可以变，比如将插叙、倒叙的

内容重新安排。

：老师，我明白了！

：同学们，选择你最近

读的一本书写写梗概。写好以后

读给同学们听，看他们能否明白

书的大意，然后根据他们的反馈，

对没写清楚的地方进行修改。

习作起跑线
12

———第二单元习作指导

：同学们，通过什么途径能最快了解以下书

籍的主要内容呢？

：可以阅读梗概。梗概就是对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

主要内容的简略概括。

：梗概能让读者在短时间里对作品内容有所了解。

有人说梗概是一块敲门砖，这话是有道理的。阅读梗概可以

让你对作品产生兴趣，进而迫不及待地进入阅读状态。

：当我们读完一篇文章，想把它介绍给别人时，用梗

概的方式介绍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本单元的习作要求就是

写作品梗概。如何写好梗概呢？我们先来读一读《骑鹅旅行记

（节选）》的梗概。

《骑鹅旅行记（节选）》梗概

尼尔斯被小狐仙变成了拇指大小，他决定去寻找小狐仙讲和。

在门廊外面，他被一只麻雀嘲笑，被一群鸡追着跑，又在逃跑途中遇

到了猫。被他虐待过的猫没有告诉他小狐仙在哪儿，还用爪子抓伤

他，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又溜到牛棚里，被牛儿们吼叫。他走出牛棚

来到围墙上坐着，听到一群大雁飞过来，邀请家鹅们一起去旅行。

一只雄鹅想跟着一起去，尼尔斯怕父母发现雄鹅飞走了伤心，就去

阻止。但是雄鹅腾空而起，把尼尔斯也带上了天空。

梗概和缩写的区别

：写梗概前，一定要先精读原文。只有读懂原文，才能

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找到文章的重点段落，概括并串连大

意。最后要做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写成一段通顺的话。

：疏通语句时，有时要删去重复的文字，有时要加上

一些过渡句。

：对原文中一些描写具体或富含情感的关键段落要适

当保留原句。这样可以增加梗概的趣味性，更吸引读者。

：写梗概时，对一些不影响文章表达的

内容要大胆舍弃，如原文中的外貌描写、环境描

写等均可去掉。

：写梗概，就是要保留“主干”，去除“枝叶”。主

干是故事情节，枝叶就是细节描写。如原文中有不少人

物对话，写梗概的时候要用叙述性的语言进行概括。

雪儿是野狐峪村的坡娃

拼上性命从狼群中救回的一

匹小马驹。相马师说它是一匹

马中之马。坡娃一家把雪儿当

成家人，野狐峪村的村民对雪

儿也非常友好。

但是宁静祥和的幸福日

子在 员怨猿怨 年结束了———日

本鬼子来了。日本军官河野一眼相中了雪儿，要将它训练

成自己的坐骑。但雪儿心中唯一的主人是坡娃。雪儿的不

屈和对抗使河野失去耐心，最终，雪儿沦为拉炮的战马，身

上被烙上耻辱的火印，不得不与自己的小马驹骨肉分离，

还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同时遭遇不幸的，还有野狐峪村，在

炮火的狂轰滥炸下，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坡娃也失去了

自己宝贵的左腿。

历经战火和苦难之后，坡娃终于将雪儿带回野狐峪

村，但雪儿却因为身上那枚耻辱的火印，在村民们面前深

深地低下了头。

终于，雪儿洗刷耻辱的时刻来到了！当它终于有机会

成为一匹战马，它重新抬起高贵的头颅，载着中国骑兵在

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敌无数。最终，

身负重伤的它在村民们的见证下，结束了河野的性命，为

自己赢回了生命的尊严。

《火印》梗概



外国文学名著本次阅读主题：

语文要素：

重点关注：

把握名著的主要内容，交流认识和感受；了解作品梗
概，学会写作品梗概。

了解外国文学名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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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练兵场

员远怨怨年 缘月 源日，我———格列佛医

生，跟随“羚羊号”船长威廉·皮利查，一

起到南太平洋去航行。

员员月 缘日，我们遇到猛烈的风暴，

船撞上了礁石。我死里逃生，漂到利立浦

特（小人国），被小人捆住。利立浦特人用

专车把我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京城献给

了国王。我的出现几乎吸引了小人国所

有的人。我温顺的表现逐渐赢得了国王

和人民对我的好感，我也渐渐熟悉了小

人国的风俗习惯。当时，另一个小人国

伯利夫斯卡国准备从海上入侵利立浦

特帝国。我徒步涉过海峡，把 缘园艘最大

的敌舰拖回利立浦特国的港口，迫使敌

国遣使求和。尽管我立了大功，但因为

我不同意国王要除掉伯利夫斯卡国的

决定而得罪了他，他便准备除掉我。我

听到风声，赶快逃到伯利夫斯卡国，并

于 员苑园员 年 怨 月 圆源日起航回家。在一

艘英国船的帮助下，员苑园圆 年 源 月 员猿

日，我终于到达英国。

员苑园圆年 远月 圆园日，我再度离开故

乡，随“探险号”渔船出海。我们不幸又遇

上风暴，船被刮到布罗卜丁内格（大人

国）。我被一位高达 圆园米的农民捉住，并

被带到全国各大城市展览，最后来到首

都。这个农民发财心切，每天要我表演

员园场，把我累得奄奄一息。这个农民眼

看无利可图，便把我卖给了王后，让我得

以与大人国的国王相处。在该国的第三

年，我陪同国王巡视边疆。由于思乡心

切，我假装生病，来到海边呼吸新鲜空

气。一只大鹰将我住的木箱当成乌龟叼

了起来。几只鹰在空中争夺，箱子掉进海

里，被路过的一艘船发现。我获救了，并

于 员苑园远年 远月 猿日回到了英国。

同年秋天，我又随“好望号”出海。这

一次，我所乘的船遭海盗船劫持，我侥幸

逃脱，被“勒皮他”（飞岛国）人救起。这些

供稿 四川成都市罗良建名师工作室 林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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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材料一

（下转第 员源版）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第二单元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小女孩温迪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

够学会在天上飞。

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长着乳牙的小

飞侠彼得·潘为了寻找自己的影子，飞到

温迪的家里。彼得·潘说他拥有一座岛，

那里有很多好玩儿的事，可是缺一个女

孩儿，而且是缺一个会讲故事的女孩儿。

温迪立刻说“我知道很多很多故事”，于

是彼得·潘教温迪和她的弟弟约翰、迈克

尔飞。他们很快学会了飞，跟着小飞侠飞

到了一个美丽的海岛———永无岛。

原来，彼得·潘是永无岛上永远也长

不大的调皮小孩，他和小仙子丁克铃，以

及一群没有家的小男孩一起生活在这个

岛上。

飞到永无岛，温迪立刻被这个美丽

而神秘的海岛吸引住了。这里有茂密的

丛林、高大的树木，还有野蛮的印第安

人，以及横行附近海面的坏蛋海盗。小飞

侠带着温迪他们找到了六七个隐蔽的树

洞，这就是他们在永无岛上的家。平时他

们在海岛的深处探险，晚上累了就回到

树洞休息、游戏。在永无岛，温迪不仅给

男孩们讲了很多故事，还成为了他们的

“妈妈”，为他们准备食物，缝补衣服……

温迪、约翰和迈克尔本来可以在永

无岛和小飞侠、小仙子以及那些孩子快

乐地生活，优哉游哉，岂料，无恶不作的

海盗船长胡克带着他的一帮海盗前来大

肆破坏。勇敢的小飞侠与海盗们斗智斗

勇，最终打败了胡克船长，带领所有人回

到了伦敦。

为了不再让心碎的妈妈伤心，温迪

决定带着弟弟们回家，并将所有无家可归

的小男孩也带回家。温迪的妈妈同意收

养那些男孩，但彼得·潘拒绝了，因为他

不想“变成一个大人”！

员援你觉得《彼得·潘》与本单元学到

的哪本书里的情节最相似？它们有哪

些相似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你想成为彼得·潘吗？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苏格兰］詹姆斯·马修·巴利

阅读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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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员猿版）

员愿远远年，当时不少航行船只在海上

发现了一头疑似独角鲸的大怪物，并有

船只遭到“海怪”的袭击。出于对航海安

全的考虑，在公众的呼吁下，由美国派

遣了一艘战舰对“海怪”进行追捕。法国

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及仆人康塞尔

受邀参加了这次追捕行动。

结果，追捕怪物的战舰反被怪物追

捕，并遭到“海怪”的凶猛袭击。阿龙纳

斯教授和两名同伴不幸落水，到了怪物

的脊背上，发现这怪物并非是什么独角

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艇。

潜水艇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

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坚固，利用

海洋中大量的氯化钠分解出来的纳发

电。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潜艇艇长尼

摩表示永远不会释放他们，而且要求他

们唯命是从。

教授虽然对失去自由感到难过，但

是他还是被神秘的潜艇和海底的奥秘

所吸引。途经克利斯波岛时，尼摩派人

送来纸条，邀请他们三人到海底森林打

猎。于是他们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

手持特别猎枪，穿过换压舱，来到了海

底平原上。

潜艇到达加里曼丹附近时，食品告

缺。教授他们三人决定上岸寻找蔬菜和

野味。可是土著人乘上木筏紧追不舍。即

使教授他们爬上潜艇，下了底舱，土著

人仍然围着潜艇不肯散去。第二天一早，

潜艇开舱换气时，土著人纷纷爬上潜

艇。可是他们一碰到栏杆，就惊叫着退

缩了回去，原来金属栏杆全部通了电。

在周游各大洋的过程中，阿龙纳斯

教授他们还经历了许多险情。后来，他

们三个人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逃脱，才

得以把这个海底秘密公诸于世。

阅读材料三

［法］儒勒·凡尔纳

员.同样是写旅行和探险，《海底

两万里》跟本单元的《鲁滨逊漂流记》

《骑鹅旅行记》相比，有什么不同点？

请任选一篇进行对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你觉得要在海底航行和生活，

潜水艇还需具备哪些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你认为文中的“我”———格列佛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试根据原文，分析出三个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对比《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你觉得鲁滨

逊与格列佛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请你按时间列表，梳理格列佛到过的地方，并说说你

对格列佛在那个地方所发生的奇遇有什么感想。

时间 地点 感想

人的相貌异常，衣饰古怪，整天沉思默

想。国王和贵族都住在飞岛上，老百姓

则住在巴尔尼巴比等三座海岛上。我离

开飞岛，来到巴尔尼巴比进行访问，并

参观了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这所科

学院研究的都是些荒诞不经的课题，结

果造成全国遍地荒凉，房屋坍塌，人民

无衣无食。接着，我来到巫人岛。岛上的

总督精通魔法，能随意召唤任何鬼魂，

我因此会见了古代的许多名人，结果发

现史书上的记载很多不符合史实，甚至

是非颠倒。而后，我又游览了拉格耐格

王国，见到一种长生不死人。员苑园怨年 缘月

远日，我辞别了拉格耐格国王后，经过日

本、好望角、阿姆斯特丹等地，于 员苑员园年

源月 员远日回到家中，与妻儿团聚。

回家后五个月，我受聘为“冒险号”

船长，再次乘船出海。途中水手叛变，把

我放逐到慧 国。在这里，我遭到一种

形状像人的名为“野猢”的畜生的围攻。

幸亏一匹具有智慧的马———“慧 ”来

解了围。原来马是该国有理性的居民和

统治者，而野猢则是马所豢养和役使的

畜生。我被慧 国的马民看成是一只有

理性的野猢，因此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在慧 各种美德的感化下，我一心想留

在慧 国。然而慧 国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决议要消灭那里所有的野猢，所以我

的愿望无法实现。无奈之下，我只好乘

小船离开该国打道回府。我怀着对慧

国的向往，一辈子与马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