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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童童。我给大家带来两首古诗。这两首诗是课本

上两首诗的同名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并在晨读时间背诵吧！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绝句（其二）

［唐］杜 甫

文/朱自清

大家好，我是米米。读了叶圣陶爷爷的《荷花》和朱自清先生的《荷塘

月色》，你的眼前一定出现了不同的荷花美景吧？叶圣陶爷爷写的是 ________

（时间）的荷花，而朱自清先生写的是 ________（时间）的荷花。

智慧泡泡

画线句运用了 _______

________ 的修辞手法，写出

了灯光的 ___________。

智慧泡泡

为什么“叶子和花仿佛

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

轻纱的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智慧泡泡

叶子和花为什么会有

一丝颤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智慧泡泡

请你想象画面，在横

线上填上合适的词语。

每日晨读时

阅读七彩屋

———第一单元同主题阅读

惠崇春江晚景（其二）

［宋］ 苏 轼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我在课本上学的第一首诗为我们

展现了一幅“鸭戏图”，这首诗则为我

们展现了一幅“__________”。

我发现这首诗与课本中的《绝句》讲

的都是 ______（季节），不同的是这首

诗表达了作者 __________的情感。

_________的荷塘上面，弥望

的是 _________的叶子。叶子出水

很高，像 _________ 的舞女的裙。

_________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

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

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

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

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

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颤动，像

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

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

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

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

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

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

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

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

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

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

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

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

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

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

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

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

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

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

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

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

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

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

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

声与水里的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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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铜铃似的大眼睛，两对强壮

有力的四肢，加上一鼓一鼓的白肚

皮，凑成了那样机灵的小青蛙。

________的嘴巴，_________

的翅膀，加上 _________ 的双脚，

凑成了那样 _________的大雁。

纤细的 _________，色

彩鲜艳的 _________，加上

柔软的 _________，凑成了

那样 _________的蝴蝶。

________ 的 _________，

_________的 _________，加上

_________的 _________，凑成

了那样 _________的小兔子。

你瞧，春天的植

物园里有这么多植物！童童

用资料卡片的方式给大家展

示了荷花的信息，米米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了

桃花。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名称 荷花

颜色 白色、粉色、深红色、淡紫色、黄色

样子

花形比较大，直径大约 10原20

厘米。叶片为圆形，叶柄比较粗壮，

种子就是“莲子”

气味 淡淡的清香

花期
6到 9月份，食用类荷花花期

可以到 10月份

其他
藕和莲子能食用，荷叶、花、根

茎等都可入药

小朋友，读了这篇小

短文，你能学着童童和米米的样

子，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方式为蜻

蜓制作一份备忘录吗？注意标注

上关键信息哦！

·植物馆·动物馆

·昆虫馆

童
童
的
资
料
卡
片

文/汪曾祺

家乡的蜻蜓有四种。

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

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革质的小

圆片，叫作“绿豆纲”。这家伙厉害得

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嚓嚓地响。

把它捉进房间，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

一种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的

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

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他们栖息着

不动，人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

捏住。

一种是红

蜻蜓。不知道什

么道理，说这是

灶王爷的马。

另有一种

纯黑的蜻蜓，身

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

蜓，因为它有点鬼气，也叫“寡妇”。

———《夏天的昆虫（节选）》

粉色桃

白色

蔷薇科

桃属植物

3-4

月之间
中国的中

部和北部

多种

嫁接

红色

粉红色

又
名

花色

米
米
的
思
维
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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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口语交际交流活动

我们可以去公园。

那里空气清新，景色优美。有

各色的鲜花，有嫩嫩的小草，

还有随风飘动的柳树。公园

里有小湖，湖上有小桥，还能

在湖面上划船。看，这是去年春天我们一家去

公园游玩时拍的照片，看我笑得多开心啊！

推荐地点：_________

春游工具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米米说得真好！老师都想去欣赏一

番了，公园不仅景色美，而且还能划船。你说清

了理由，表达得清楚，还借助了照片帮助介绍，

真是有声有色啊！

我们还可以去动物园。那里的动

物种类特别多，有漂亮的孔雀、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调皮的猴子，还有……

推
荐
卡

填完后，和小伙伴一起交流一下，说一说，然后评一评。请同学们集

体投票，得星最多的同学所推荐的地方，可以成为全班春游的首选地哦！

请你帮童童整理工具包吧！

春天悄悄地来了，你从什么地方

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呢？你们想出去找找春

天吗？怎样才能快乐、安全、有意义地找到

春天呢？

我
来
评
一
评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星

级

评

价

理由充分条理 耐心听讲，不打断姓名

米米

童童

说清楚想法

小朋友，你想

去哪里春游呢？春游时

你的包里都会准备些

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

来圈一圈吧！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米米、童童的介绍，你们是不是也迫不

及待了？看看窗外，春天又来到了我们身边。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春

光多美好！春天，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如果你们班里要组织春游，你

想推荐大家去哪里呢？快动笔完成下面的推荐卡吧！
米米，看得出来你是真喜欢猴子。可

是在童童说话时，我们应该认真听他说完再表

达自己的观点。不要随意打断别人的话哦！

我最喜欢看猴子，有一次喂猴子，

它还伸手跟我抢好吃的呢！

对不起，童童。我太喜欢猴子，

一听你说到猴子就兴奋得没忍住。

没关系的。动物园里不光有可爱

的小型动物，还有许多猛兽呢！有老虎、狮

子、豹子，还有大象、河马……动物园里还有

许多游乐设施呢。看完动物，我们可以玩旋

转木马、海盗船，还可以玩转转杯。

童童介绍得真清楚，为我们推荐

的理由很充分，“动物园里有……还有……，

可以……还可以……”，这样的句式表达很

条理，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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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试着一

边读，一边想象画面。

重点关注：抓住重点语句，

想象画面；抓住事物特点，

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

阅读材料一

［唐］王 涯

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

满园深浅色，

照在绿波中。

【注释】

淤新开：刚刚开放。

于深浅色：指颜色深浅不

同的杏花。

文\

詹
政
伟

春 游 曲

1.这首诗描写的是 ____________（季节）诗人出游看到 ____________（景物）的情景。

2.这首诗的前两句中，“______”这个词最能让我感受到初春的到来，它让我想到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的画面。

3援这首诗的后两句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想象一下，你在画面中会看到哪些景物？请用“姨”选出

与你想象的画面最贴近的图，并说出理由。

淤 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这样的地方游玩，诗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全诗抒发了作者对 ___________的 __________之情。

麦子熟的时候，豆荚也长大了。

麦子是黄黄的，豆荚是青青的。黄黄

的麦子和青青的豆荚，在五月的和风中，

娴（曾蚤佗灶）静地微笑。于是，空旷的田野里，

洋溢着熟了的麦子和熟了的豆荚那无与

伦比的清香。

那时候，麦子和豆荚诱惑着我们，我

们变得忙碌起来。

湿湿的、长长的田埂上，通常会出现

我们握着镰刀、挎着竹篮的身影。小小的

身影像一只只青草蜢，不停地蹦跳着、蹦

跳着。

五月的风暖暖的，赤足走到油光光的

泥土里，软软的，冷不丁，泥土会从我们的

脚趾缝里冒出来，真是舒服。折一根柔韧

的柳条，削一节直直的竹管，柳条做鞭子，

竹管做笛子。竹笛吹一声，鞭子挥一挥。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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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鸭子赶到刚翻过的地里，把羊

儿牵到河边去。我们也不闲着，家里的兔

子等着我们鲜嫩的青草呢！我们小心翼翼

地从麦田的田埂上、豆地里扯到一小捧一

小捧嫩青草，放进竹篮里。累了，我们便往

草地上一躺，让五月的阳光在我们圆滚滚

的肚子上画出漂亮的图案。当我们一觉醒

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麦子和豆荚，高的

是麦子，矮的是豆荚……



最初，人类以为只有自己才有“喜怒哀乐”

这样的情感。近年来，科学家还发现植物其实也

有“喜怒哀乐”。

所有植物都是喜好颜色的。各种植物不但

自身有美丽的外衣，而且有着良好的视觉，它能

辨别可见光，尽可能地吸收自己喜爱的光线。近

年来，农业科学家发现，用红光照射农作物，可

以增加糖的含量；用蓝光照射植物，则蛋白质的

含量增加；紫色光可以促进茄子的生长。

植物不仅喜好颜色，还喜好声音。科学家研

究发现，植物可以对各种各样的音乐做出不同的

反应。如果植物伴随着音乐成长，根系和叶绿素

都会增多。玉米和大豆“听”了《蓝色狂想曲》，心

情舒畅，发芽特别快。胡萝卜、甘蓝和土豆偏爱音

乐家瓦格纳的音乐，而白菜、豌豆和生菜则喜欢

莫扎特的音乐。

原来植物也有自己的情感呀！相信关于植物

的情感研究一定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群 文 阅 读 7

3.这两篇文章写得都很美，

请你摘抄自己最喜欢的优美句

子，并说说喜欢的理由，完

成积累卡片吧！

1.认真阅读《高的

是麦子，矮的是豆荚》

和《植物也有“喜怒哀

乐”》，完成梳理卡片。

2.通过本单元

的学习，我们知道了

“可以抓住体现事物特

点的重点语句想象画

面”。充满想象力的小读

者，请你读读这些句子，

抓住重点词语想象、体

会，完成体会卡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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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材料三

梳理卡片

体会卡片

梳理卡片

文/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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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也有“喜

怒哀乐”》



8
习 作 指 导

———第一单元习作指导

麦穗老师，昨天我去公园里赏花，迎春花

最先开放了，真是花如其名哦！我拍了好多照片，也

学着书上的样子，为它做了一张资料卡。

名称 迎春花

颜色 黄色

样子
枝条细长 ，花朵一般

有六至八片

米米，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能提取关键词为迎

春花做记录，为你点赞哦！但是这份资料卡有些简单了，在

观察迎春花时可以看一看，摸一摸，还可以闻一闻……你

一定会有新发现的！只有记录卡足够详细，习作才可能清

楚、具体。

麦穗老师，这是我修改后的资料卡。

名称

样子

颜色

气味

其他

完成这个表格，我能得（ ）颗星！

米米，资料卡做好了，你还可以写一篇习作为大

家介绍你的植物朋友。

老师，我能直接把资料卡念给同学们听吗？

资料卡只是记录了迎春花的主要信息，要想让大

家真正了解它，你还需要用一段话来介绍。我们一起看看童

童的习作吧！

童童的习作描写得条理、细致，更特别的是描写了各

种姿态的迎春花，这一定是学习了《荷花》一课的收获，如果

能把观察时的感受再写一写就更棒啦！

麦穗老师，您说的对。我在结尾把迎春花和其他

花进行了对比，还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样就使文章更

完整了。

亲爱的小朋友，请借助你之前设计的资料卡，写

一个片段介绍你的植物朋友，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吧！

完成片段后，请和你的小伙伴交流一下，互相改一改吧！

优点泡泡：从远到近，从颜色

到样子，再到气味对迎春花进行了详细描

写，还写了各种姿态的迎春花，很棒！

我选择 __________做我的植物朋友！

完成片段练习，我能得（ ）颗星！

制作资料卡 动笔练习作

迎春花，你虽然不像牡丹那样富丽堂皇，不像玫瑰那样

娇艳美丽，但你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把春天的信息传给大地。

（植物照片）

在我家旁边的南山公园里，有许许多多的花，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迎春花。远远看去，迎春花的外形很像一朵朵油菜

花。走近一看，那花朵娇小玲珑，金黄金黄的，闻起来有淡淡

的清香，舒服极了。突然，我的目光被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

朵儿吸引了。它浑身淡黄色，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

的。仔细一瞧，它的身旁还有一个刚刚才冒出来的小花骨朵

儿，它和小米粒一般大，可爱极了！小花骨朵儿是淡绿色的，

还带一点儿嫩嫩的黄色。迎春花真是一朵有一朵的姿态。

花期
通常在 2-4 月盛开，

冬春之际开放

其他
除了观赏之外，还有一

定的药用价值

名称 迎春花

颜色 黄色

样子
枝条细长 ，花朵一般

有六至八片

气味 淡淡的清香

修改后的资料卡具体多了。亲爱的小朋

友，你想选择“谁”做你的朋友呢？让我们运用不同的

观察方法，一起做一个记录卡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