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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同主题阅读

主题拓展读

文/黄蓓佳

于简单

的一个提裤

子的动作，作

者描写得多

细致啊，让人

仿佛在看影

视作品中的

“慢镜头”。

盂“推波

助澜”是什么

意思？

榆这里，

作者运用了

________ 的

修辞手法。你

觉得作者这样

写的好处是

什么？

文\

苏

轼

我的早读课

有妇人昼日置淤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于水者。虎自盂山

上驰来，妇人仓皇榆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虞。虎熟愚

视久之，至以首舆抵触，庶几余其一惧俞；而儿痴輥輮訛，竟不知。虎

亦輥輯訛寻輥輰訛卒輥輱訛去。

意輥輲訛虎之食人，必先被輥輳訛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亦无所

施欤！

：读了这篇古文，我知道了，对艰难困

苦、挫折磨难，我们如果望而生畏，只会自伤锐

气；而如果我们无所畏惧，勇于面对，有“初生牛

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则能战胜困

难，迎来成功。

【注释】淤置：放。于浣衣：洗衣服。盂自：从。

榆仓皇：匆忙而慌张。虞自若：神情不紧张，像平

时一样。愚熟：仔细地。舆首：头。余庶几：或许

可以，表示希望或推测。俞惧：害怕。輥輮訛痴：傻，愚

笨。輥輯訛亦：也。輥輰訛寻：不久，一会儿。輥輱訛卒：最终。

輥輲訛意：估计。輥輳訛被：施加，给……加上。

员援单明明为什么要任由裤子掉下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 文中对单明明进行了 ______、______、______描

写，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后想一想

（节选）

供稿 胡丽平

李小丽用粉笔头在黑板边上笃笃地敲

着：“看黑板，思想别开小差！”接下来她又

换一种语气，柔声细气：“你是怎么想的呢？

用什么思路解题呢？说说看。”还一个劲儿

鼓励他：“转过身去，对着大家说。声音大一

点儿。”

单明明心里想，他要是会做这道题，声

音肯定小不了。他恨不得拿着高音喇叭向

全世界公布答案呢！可惜啊……

李小丽又一次叹口气，皱了皱眉头：

“单明明，你看看你的样子……你看看你的

裤子……”

不用她说，单明明自己也知道，他的裤

子已经快要掉到屁股下面去了。他是故意

任裤子自由落下去的，好短暂地转移一下

大家的注意力。他个子窜得高，人却出奇地

瘦，从肩膀到腰、到屁股几乎就是两条细细

的直线，裤子在腰上总是挂不住，平均五分

钟要朝上拎一次，否则就有“曝光”的危险。

现在，当着李小丽的面，他动作夸张地把裤

腰朝上拉，一直拉到肋骨下，而后像青蛙一

样鼓气，让肚子一点一点撑起来，把一根廉

价的人造革皮带撑得吱溜溜响。片刻之后，

他猛地一松气，肚皮立时瘪了下去，肋骨下

突现一个凹进去的半圆。撑得很紧的裤子

跟着哗一声直往下落，眼看就要制造出喜

剧场面了。单明明此时反应敏捷，在裤子落

到一半的当儿急速出手，把裤腰捞住，再一

次扭着腰身往上提拎……

全班同学像看戏一样，哈哈地大笑，前

仰后合地，转前转后地，蹦起来又落下座位

地推波助澜，趁势起哄，气氛异常地活跃。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在全班学

生集体兴奋、李小丽老师将要发火还尚未

发火、单明明自己心中担忧该怎么收场的

时刻，杜小亚像一个天外来客，一个凌波仙

子，一个可爱精灵一样地走进教室。他的到

来，不光化解了单明明的危难，也使这个孤

单而困顿的孩子慢慢地发生变化，一步步

走入一个光波滟滟的奇境。

淤这一段

对李小丽老师

进行了 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描写，表

现了老师 ___

______ 的思

想感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 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4 同 步 资 料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

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

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

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

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

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前赤壁赋
（节选）

［宋］苏 轼

望洞庭湖

赠张丞相
［唐］孟浩然

诗歌中的儿童生活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三潭印月
西湖里有三座石

塔，像三个宝葫芦一

样，立在波光粼粼的

水面上。每到中秋之

夜，明月当空，人们喜

欢在石塔的圆洞里点上灯烛，水里就会映出

好多小月亮。月照塔，塔映月，景色十分绮

丽。这就是著名的“三潭印月”。

：我在课外了解了 __________

（作家、作品或其他）的资料，具体内容是

这样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是故乡明》和

《梅花魂》中出现了许多诗

句，它们都出自哪里，是什么

意思呢？

赏析：这首赋描

写的是苏轼与友人在赤

壁下泛舟游玩的情形。

“斗”是指中国二十八星

宿中的斗宿，而“牛”是指

二十八星宿中的牛宿。画

线句的意思是，明月从东

山后面升起，徘徊在斗宿

与牛宿之间。

赏析：中国农历的八月已是秋天，洞庭

湖水猛涨，几乎与岸齐平，呈现出水天相接的景

象。诗人对洞庭湖进行了泼墨山水般的大笔渲

染，呈现出八百里洞庭的壮阔景象与壮伟景观。

：季羡林在《月是故乡明》中的这

两处引用，目的都是要说明故乡的山水与

众不同。

：《梅花魂》中的三处引

用都涉及到“愁”和“思”，表达了

外祖父浓浓的乡愁和对祖国的

无尽思念。

赏析：这首诗是诗人因重阳节

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王维家居蒲州，

在华山之东，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

写这首诗时他大概正在长安。帝都很繁

华，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越是繁华

热闹，就越显出他的孤单。第一句用了

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分量很足。对

亲人的思念，对自己孤单处境的感受，

都凝聚在这“独”和“异”里。

古朗月行
［唐］李 白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小儿垂钓
［唐］胡令能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赏析：画线句从《楚辞·招隐士》中的“王

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两句转化而来。

“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按理说应当在送别之际

向远行之人提出，这里却是在行人已去、日暮掩

扉之时才浮上诗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

口的悬念。所以，这不是一句送别时讲的话，而是

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人一直为离思所笼罩。

山中送别
［唐］王 维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浣溪沙
［宋］秦 观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

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

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赏析：画线句有两点很奇特：

第一，“飞花”和“梦”，“丝雨”和“愁”，

本来无从类比。但词人却发现了它

们之间“轻”和“细”这两个共同点，

于是将四样原来毫不相干的东西联

成两组，构成了既恰当又新奇的比

喻。第二，一般的比喻都是以具体的

事物去比喻抽

象的事物，或

者以容易捉摸

的事物去比喻

难以捉摸的事

物。但词人在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不说梦似飞花、愁如丝雨，而说飞

花似梦、丝雨如愁，也同样很新奇。



5说 说 用 用

：这个单元，我们的学习重点是

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我们可以把

自己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读《月是故乡

明》时，如果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

了解到“我”经历过数星星、捉知了等童

年趣事后，对故乡的感情多么深厚，就可

以体会到“我”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之情。

：读《梅花魂》时，想想，如果我是

文中的外祖父，多年都回不到自己的祖国，

该多么想念祖国、想念家乡啊！所以，我就

能体会到外祖父浓浓的爱国之情了。

：多读几遍课文，特别是抓住几

个关键句子多品读，也能体会作者的情

感。比如，读《祖父的园子》时，我就能从

祖父的对“我”的包容、“我”对祖父园子

里那么多景物的喜爱中，体会到作者对

童年的留恋和对祖父的爱。

：同学们，把自己想象成文中

的主人公，或多读几遍课文，抓住几个

关键句子多细读，来体会作者表达的

思想情感，这样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

打开课本感受一下吧！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

我能得（ ）颗星

星级评价

能从几方面或围绕一个

话题提出多个问题，设计

自己的采访问题清单。

能认真、耐心听别人讲话，边听边做

记录，不随意打断别人，不明白的地

方或感兴趣的内容可以适当追问。

提问之后，整理记录，

并有条理地表达，说

出自己的感受。

翌翌翌 翌翌翌 翌翌翌

走进他们的

童年岁月

供稿 胡丽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

人的童年都是一段纯真、难忘的岁月。我

们这次的口语交际活动就是要走进大人

们的童年中，了解他们的故事。

：太好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们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我得去采访一下

他们。

：那就让我们先来设计一个采访

问题清单。

问题清单一 问题清单二

还记得小时候学过

的哪几篇课文？
小时候有哪些玩具？

做过的最勇敢的事

是什么？

最喜欢哪个玩具？为

什么喜欢？

课后最喜欢玩什么

游戏？

这个玩具是怎么玩

的？

…… ……

：噢，我明白了，我们设计的问

题清单，都是我们感兴趣、想了解的话

题。“问题清单一”是从不同方面去提问，

问题广泛；而“问题清单二”则是围绕一

个话题，提出多个问题，一环紧扣一环，

将采访推向深入。

：对，就是这样。你们还会设计

什么问题清单呢？

：看我的！

问题清单三

家里有几口人，分别是谁？

你们是怎么吃饭，怎么睡觉的？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你和你的兄弟姐妹

是怎么处理的？

……

：采访时，我们要 ，一

边听，一边 ，不能 ，

不明白的地方或感兴趣的地方可以适

当 。

：最后把自己整理好的情况有

条理地表述出来。

：那我先开始了———

我采访的是我的奶奶，她已经 远0多

岁了，她的童年是艰难而又幸福的。那时

正是人民公社时期，人们都是吃大锅饭，

每个人可以领一家人的饭。有一天，奶奶

去领饭，不小心把饭弄洒了。一家人就只

能挨饿。后来，她的妈妈怕她饿，给她吃了

一个鸡蛋。那时，鸡蛋是非常珍贵的。她

吃鸡蛋的时候，小伙伴羡慕得直流口水。

：我来我来———

我采访的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有一

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小时候每天有很

多自由的时间。放学了，姐姐们就去割草

喂兔子，兄弟两个就玩滚铁环。铁环在他

们手里就像听话的孩子一样。他们推着

铁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采访后的最大感受是，我们

的童年真幸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

什么都可以。而奶奶的童年太苦了，什么

都没有。但因为有妈妈的保护，她还是觉

得很幸福。

：我的感受是，我爸爸他们的童

年好自由好快乐！而我们的童年就是在作

业堆和兴趣班里度过的，一点都没意思。

（总结）：大家讲得很好。每个时

代的童年都不一样。我们的童年虽然少

了一些趣味，但能学到很多知识，也是一

种快乐呀。



群 文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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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群文阅读

人文主题：童年往事

语文要素：通过不同的方式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1.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体会到的感情表达出来；

3.通过文中关键的语句直接感受；

4.通过文中对相关事物的描写间接体会。

阅读材料一

我和祖母

文/萧 红

员.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短文先后

记叙了（ ）。

A.男孩发现鸟窝寅爬上松树吻了鸟

蛋寅从树上下来

B.父母聚精会神地听寅提心吊胆地

听寅屏住呼吸听

C.孩子艰难地爬上树寅发现了鸟

蛋寅亲吻了鸟蛋

D.孩子告诉父母发现鸟窝寅父母提

心吊胆地听孩子讲爬树吻鸟蛋的经过寅

父亲准备和孩子好好谈谈

圆援餐后父亲会和儿子进行一次谈话，

我认为这次谈话的主题是关于 _______

__________的。父亲会这么跟孩子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人曾经为母亲写下这样两句诗：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在

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文中哪些语句可以帮助你解读这句话？

请用横线画出来。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

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

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

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

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

窗纸最白净。别人把我一放在祖

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

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

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

纸窗给捅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

必得
·
挨（佟i 佗i）着排给捅破；若有

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抢着

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

窗上，那纸窗像小鼓
·
似（s佻 sh佻）

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

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

我就越发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

着脚的。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

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等

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

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

祖母用针刺了我。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

她。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

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

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淤一家三口人正在不声不响地吃

饭，孩子突然开口说：“我找到了一个鸟

窝！”母亲抬起头，瞪大了黑黑的眼睛。父

亲和往常一样心不在焉。也许是为了回

答母亲询问的目光，也许为了引起父亲

的注意，孩子又重复了一次：“我找到了

一个鸟窝！”父亲抬起疲惫的眼皮，也开

始聚精会神地听儿子说话。

于孩子指手画脚地讲起来。他说，今

天下午赶羊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只金翅

雀从一棵大白松树树冠里飞出来。他看呀

看呀，在浓密的树枝里搜寻，终于在高处

一根树杈上发现了一团黑黑的东西。

盂母亲把儿子的话句句吸入心田，

还用整个心灵吻着可爱的宝贝。父亲则

又开始吃饭了。孩子没有在意，接着讲下

去。他说他把羊拴在一棵树上，开始往松

树上爬。父亲抬起沉重的眼皮，和母亲一

样提心吊胆地听着，几乎屏住了呼吸。

榆孩子一直往上爬。巨大的松树又

粗又高，他那纤细的身子紧紧贴在树皮

上，慢慢往上挪动，每一步都要分两次进

行：先用胳膊抱住树干，接着两条腿尽量

往上蜷，最后才停下来，四肢牢牢贴住坚

硬的树皮。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爬上去，中

间不得不在结实的树杈上休息了三次。

虞父亲和母亲都惊呆了，谁也没有吱

声。就这样，两个人战战兢兢、一声不响地

任由儿子爬到树上，爬上树冠，用两只天真

的眼睛看到鸟蛋———窝里仅有一个鸟蛋。

愚听到这里，父母的心脏都停止了

跳动，完全忘记了儿子在什么地方，似乎

他还在高高的树巅，紧挨着天际。但是，

孩子站在树巅，完全不曾意识到飘在空

中、面临深渊的可怕，并且做了另外一件

事———情不自禁地吻了鸟蛋一下，然后

从树上下来了。

舆他还沉浸在发现了一个鸟窝的兴

奋中，却没有发现餐厅里气氛严肃———母

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父亲紧皱着眉头，

反复地嚼着口中的饭，酝酿着饭后和儿

子要谈论的话题……

1.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顾虑重重（ ） 提倡（ ）

2.在文中括号里圈出加点字正确的读音。

3.请你概括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下面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

就破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对比这篇短文与课文《我和祖父的园子》，说

一说：“我”对祖父的感情是 ________，因为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种感情蕴含

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我”对祖母

的感情是 ___________，因为 _________________，

这种感情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句话能直接看出来。

儿子与鸟窝
文/［葡萄牙］米·托尔加

阅读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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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三

阅读材料四

闵
子
骞
单
衣
顺
母

1.用自己的话说说故事的大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中，父亲和后母的思想感情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请从文中选择合适的

字词填在下面的横线上。

父亲： 寅 寅

后母： 寅

3.这篇文章与前三篇有何不同？请

填写下面的表格。

【注释】取：娶

芦花：芦苇的花，虽有点像棉花，但

远不及棉花保暖。

御：驾。

堪：承受。

（赠佾灶）：引车前行的皮带。

自理：自己说明道理，申辩。

密察：秘密观察。

毁：撕破衣服。

遣其妻：遣送妻子回家，即休妻。

单：孤单无依。

闵子骞，名损，鲁人也。

父取后妻，生二子，骞供养父

母，孝敬无怠。后母嫉之，所

生亲子，衣加棉絮，子骞与芦

花絮衣。其父不知，冬月，遣

子御车，骞不堪甚，手冻，数

失缰 。父乃责之。骞终不自

理。父密察之，知骞有寒色。

父以手抚之，见衣甚薄，毁而

观之，始知非絮。后妻二子，

纯衣以棉。

父乃悲叹，遂遣其妻。子

骞雨泪前白父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单，愿大人思

之。”父惭而止。后母悔过，遂

以三子均平，衣食如一，得成

慈母。孝子闻于天下。

文体 人称 情感

《我和祖母》

《金翅雀》

《金翅膀的蝴蝶》

《闵子骞单衣顺母》

只要略加观察，闪过我眉宇的慌张

就会袒露无遗。我把一只不被察觉的小

纸盒塞进书桌，那里，供养着两条黑黢

黢的毛毛虫。丑陋的毛毛虫会变成美丽

的蝴蝶，而且转瞬即变，像变魔术一般。

我守候的就是这揭开谜底的时刻。

可接下来的情况就恶劣了。只听我

同桌以惊雷般的分贝和速率，“咔嚓”

一声蹦起来。“她养了两条毛毛虫！”

他的脸色如白垩纪的土壤般惨白，神

情也如地震后的公路样扭曲。课堂顿

时哗然一片。老师捧着书本，几乎袋鼠

状跳过来道：“怎么回事？”

千万万千，我没料到毛毛虫溜达

出来，更没料到男生还有怕毛毛虫的。

我的脸色在众目睽睽之下，腾地转换

成红萝卜色。我嗫嚅道：“我只是怕错

过它们变蝴蝶的时机。”心里其实已哭

得滂沱。我是学习委员耶，竟然……老

师将毛毛虫盒子从书桌里掏出来，仿

佛在向同学们展示：证据昭昭，你们都

看到了吧？让我尤其痛苦的是，两条

丑陋的虫子竟然不知羞耻，慢腾腾地

扭着身子炫耀。完啦，我几世的英名都

毁在了这两条爬虫的爪下。

“把虫子收到盒子里，星期一放学

后告诉我，蝴蝶有多少种。”天使的声

音在耳边吹拂。这是老师的吗？我怔了

一下才缓过神。这“批评”是对着我的

吗？怎么闻不到硝烟味？

周一，我如约来到老师的办公室。

她表情依然平静似水。我可不敢出大

气，嘤嘤着说：“全世界大约有蝴蝶

员缘园园园种，光台湾就有 源园园多种。”见

老师没吱声，我知道她不满意，赶紧补

充道：“凤蝶最美呢，全世界有 远园园多

种。”老师依旧闷葫芦。我急了。休息

日片刻不闲地忙活查资料，换得老师

没态度，怎么了得？我猛地仰起头，豁

出去了，大声说：“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由鳞粉状的细末构成。产于美洲大陆

的大桦斑蝶能迁徙 圆园园园 到 猿园园园 公

里，集体过冬呢………”

竹筒终于把豆子倒完了。老师问：

“你知道金翅膀的蝴蝶吗？”

当然，我不知道。

我回到家，再次开始查找。这一

查，我真吓了一跳。单讲蝴蝶分类，学

问就十分浩瀚。比如说凤蝶，就有碧凤

蝶、麝香凤蝶等多种，五花八门，使人

眼花缭乱。金翅膀的蝴蝶一定有，只是

我没查找到。但我想，即使世间没有，

老师的心里也装有。因为她教会我用

一只眼睛仔细观察，另一只眼睛不停

寻找。

1.找出体现本文主题的句子，画“ ”。

2.文中画“____”的句子运用了 ______

的修辞手法，作用是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说说下面两个词在文中的意思。

闷葫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硝烟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第五段中“天使的声音在耳边吹拂”，

“天使”指 ________。文中用“吹拂”的作用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第七段中“竹筒终于把豆子倒完了”

的意思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第三段中，“竟然”之后省略了内容，

请体会当时的情境，将省略的内容补充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情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可以从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语

言特色等方面进行点评。可以列出优点，也可以指出不足、给出修改意见哦。）

我来评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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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习作导练

【例文呈现】

翌浙江平湖市实验小学 张乐扬

【思路点拨】

【情境展现】

【初试锋芒】

供稿 胡丽平

什么是长大呢？我们写什么事才能证明我们长大了呢？

我们先来看长大的三个层次：

长大的第一层次：

身高高了，体重重了。

长大的第二层次：

思想成熟了，行为得

体了。

长大的第三层次：

懂得感恩了，愿意帮

助他人了。

在写法上，这次的习作要求抓住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

事件，把经过写具体，特别是把自己受到触动、感到长大的瞬

间写具体，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吃饭的时候，看到饭菜不合自己的胃口，我真不想吃了，

想去点外卖，但看到奶奶在厨房忙碌，冰冷的自来水将奶奶

的手指冻得又红又肿，我又不忍心了，开始吃饭。

“不吃了！”我噘起嘴巴，放下筷子，拿起手机，准备点外

卖。奶奶从厨房走了出来，不安地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今天来不及重新做了，瑶瑶，奶奶这就给你买去。”她扭动微

胖的身子，灵活地转到门口，拿起便当盒，旋风般要出门。我

忽然感觉那灵活的样子显得有些趔趄，而且刚才我看到奶奶

的手指头被冰冷的自来水冻得又红又肿，特别刺眼。

“奶奶，谁说我不吃了，我只是想先给妈妈打个电话。”我

拉住奶奶，“等一会儿我再打吧，现在我先吃饭。”我坐下来，

夹起一块萝卜：“奶奶，昨天的萝卜不太好吃，今天您用红烧

肉再这么一煮，太入味了，真好吃。”我吃了一块又夹一块，把

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

不知怎么的，我看见奶奶偷偷背转身，用手背擦了擦眼

睛。而我，瞬间感觉自己长大了。那饭菜，也更香了。

魏梦远《长大，就在吃饭的时候》

你能把下面的情景写具体吗？请特别注意把人物的语

言、动作、神态、心理等写生动：妈妈刚做完手术，躺在床上。

我第一次自己做作业，自己整理书包，自己上学去，一直感觉

背后有妈妈暖暖的目光在鼓励我，说我长大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举一反三】

大清早，太阳公公才刚刚爬上房顶，

我就被吵醒了。“哥哥，哥哥，我来了！”我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我的妹妹已经

来到了床前。她扎着两个小辫子，左手拿

着奶瓶，右手抱着一个洋娃娃，口齿不清

地对我说：“哥哥，快七（起）来了。”

“妈妈呢？”我问。“去买衣衣了！”妹

妹指了指身上的衣服。家里只有我们俩，

难道我要照看这个麻烦的“小公主”吗？

我正在犹豫，妹妹对我说：“哥哥，我

们一起玩捉迷藏吧？”“好……好吧！”我

不情愿地回答道。“那哥哥，你数 员园个数，

我先藏起来……”妹妹话还没有说完，就

急忙跑走了。“员、圆、猿、源……员园，藏好了

吗？我来找了。”我慢腾腾地走出房间。

结果，还没有半分钟，妹妹就飞快地

跑了出来。“哥哥，哥哥，快———快———我

要上厕所！”妹妹急得直跳脚，“快，我要

尿裤子了！”

我吓了一跳，迅速拉着妹妹上厕所。

妹妹出来后，笑眯眯地对我说：“哥哥，我

们一起看电视吧，捉迷藏不好玩。”“好

吧，好吧，看电视。”我赶紧打开了电视。

正看到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候，妹妹

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哥哥，我肚子饿

得都咕咕叫了，快去给我泡一杯奶吧！”

“你不是刚……”我话还没有说完，妹妹

就摸着自己圆圆的肚子说：“咕咕，听到

没？我的午餐铃都已经响了。”

“好吧，好吧，我去给你泡。”我不得不

放弃精彩的电视节目，走到厨房。我系好

围裙，像极了“围裙妈妈”，然后提起水壶，

往奶瓶里倒了一些温水，又用勺子舀了点

奶粉进去，盖上盖子，摇了摇，走到妹妹面

前。妹妹一把抢过奶瓶，“咕咚，咕咚”，不

一会儿就喝光了，然后抹了抹嘴巴，继续

看电视。

这时，门开了，妈妈拿着一大袋东西

回来了。看到妹妹竟然没有哭闹，而是高

兴地在看电视，妈妈直夸我能干。我挺有

成就感地说：“原来我还是一个超级‘奶

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