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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步 阅 读

这一单元我们学习了小古文形式的寓言

故事《守株待兔》，请你再借助注释读一读《刻舟求

剑》，有能力的同学把它背下来吧！

刻舟求剑

楚淤人有涉于江者，其剑自盂舟中坠于

水，遽榆（躁俅）契（择佻）虞其舟，曰：“是吾剑之所

从坠愚。”舟止舆，从其所契者余入水求之俞。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

惑乎逾！

淤楚：周代国名，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

于涉：跋涉，渡过江河的意思。

盂自：从。

榆遽：立刻，匆忙，表示时间很紧迫。

虞契：同“锲”，动词，用刀子雕刻。

愚坠：坠落的地方。

舆止：停下。

余契者：雕刻的地方。

俞入水求之：跳下水，寻找剑。

逾不亦惑乎：不是很糊涂吗？惑：迷惑，糊涂。“不

亦……乎”是一种委婉的反问句式。

两篇寓言虽然出自不同的两位作家之手，

但有趣的是寓言的主人公都是狐狸。《狐狸和

葡萄》中的狐狸通过 _______________

来安慰自己；《狐狸和乌鸦》中的狐狸特别

______，通过 ______________ 骗

到了肉吃。

狐狸和葡萄 狐狸和乌鸦

每日晨读时

童童喊你填一填

阅读七彩屋

寓言故事虽然短小，但却藏着深刻的道理。亲

爱的小朋友，读了两篇寓言，你有什么收获呢？

米

米

喊

你

写

一

写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第二单元同主题阅读

森林里住着一只狐狸。

有一天，狐狸来到了一片大草原上，发现了一棵

葡萄树。葡萄树上结满了一串串晶莹透亮、香气扑鼻

的葡萄。它想：这葡萄一定又甜又好吃！它的眼睛看着

葡萄，舌头舔着嘴巴，直流口水。

狐狸想吃葡萄，它急忙伸手去抓。可是，树太高

了，够不着。于是，狐狸用尽力气，跳上去用手抓，可还

是没够着，只抓下了几片叶子。它想：我要是能像猫一

样会爬树就好了。狐狸又试了好几次，还是没够着。旁

边的小兔和小鹿都笑狐狸是个傻瓜。

狐狸累得汗流浃背，喘着粗气说：“这葡萄还没

熟，一定很酸！一定是不好吃的！”说着它垂头丧气地

回家了。它边走边回头看它心爱的葡萄，心里酸酸的。

它边走边安慰自己说：“这葡萄没有熟，肯定是酸的。”

有些人能力小，做不成事，就借口说时机未成

熟。 这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来历。

（选自《伊索寓言》）

森林里有棵好大好大的树，树上住着乌鸦。树下有个

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一天，乌鸦叼来一块肉，站在树上休

息，被狐狸看到了。

狐狸垂涎欲滴，它很想从乌鸦嘴里得到那块肉。乌鸦在

树枝上用嘴叼着肉，狐狸没有办法在树下得到。对肉的垂涎

三尺又使狐狸不肯轻易放弃。它眼珠一转说：“亲爱的乌鸦，

您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只好赔着笑脸又说：“亲爱的

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

狐狸摇摇尾巴，第三次说话了：“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

亮，麻雀比起您来，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

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非常得意，心想：说我嗓子好，

爱听我唱歌的唯独只有你狐狸。它高兴地唱了起来。没想

到，刚一张嘴，肉立刻从嘴里掉了下去。狐狸叼起肉立刻钻

到洞里去了，只留下乌鸦在那里“歌唱”。

（选自《克雷洛夫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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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步 资 料

从前，有个厨师替梁惠王宰牛，他的宰牛技术

十分娴熟，刀子在牛骨缝里可以自由、灵活地移动，

没有一点障碍，而且很有节奏。梁惠王看呆了，一个

劲地夸他技术高超。厨师说他解牛已经 员怨年了，对

牛的结构已经完全了解。

注释：

庖丁：厨工。

解：肢解分割。

明道理：经过反复实践，才能掌握事物的客观

规律，做事才能得心应手。

庖丁解牛

老鼠开会

小朋友，你在寓言故事中一定认识了很多人

物。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这四个人物，读读相关寓言故事，

将人物名片补充完整。你想选谁做你的朋友呢？为什么？

南郭先生

出自：《滥竽充数》

人物特点：不学无术、自欺欺人、浑

水摸鱼

道理：假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

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

纪昌

出自：《纪昌学射》

人物特点：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道理：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鹬蚌相争 亡羊补牢 惊弓之鸟 狼狈为奸

愚公移山 买椟还珠 狐假虎威 画蛇添足

一毛不拔 杯弓蛇影 鱼目混珠 班门弄斧

叶公好龙 滥竽充数 塞翁失马 呆若木鸡

像“庖丁解牛”这样出自寓言故事的词语

还有很多，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背一背！

我想选 ______________

做朋友，因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愚公

出自：《愚公移山》

人物特点：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道理：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农夫

出自：《农夫与蛇》

人物特点：善良、热心、乐于

助人，但又善恶不分、愚昧

无知

道理：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很久很久以前，老鼠们因深受猫的骚扰，感到十

分苦恼。于是，他们在一起开会，商量用什么办法对付

猫的骚扰，以求平安。会上，各有各的主张，但都被否

决了。最后一只小老鼠站起来提议，他说在猫的脖子

上挂个铃铛，只要听到铃铛一响，我们就知道猫来了，

便可马上逃跑。大家对他的建议报以热烈的掌声，并

一致通过。有一只年老的老鼠坐在一旁，始终一声没

吭。这时，他站起来说：“小鼠想出的这个办法是非常

绝妙的，也是十分稳妥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

明道理：读了这个寓言故事，我明白了想出一个

好主意也许不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道理。



交 际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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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口语交际交流活动准备一场辩论赛

米米，下周该我当班长了，我好紧张

呀！总怕自己当不好。

童童，你们班的班长不是固定的吗？

我们班就是固定的班干部。

我们班是轮流着当，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还是由合适的人长期担任，固

定下来比较好！

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吵起来了？

麦穗老师，关于“该不该实行班干部

轮流制”，我和童童意见不同。

是这样啊！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

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在三（二）班教室进行一个

小小辩论赛吧！童童代表正方———“轮流当班干

部比较好”。米米代表反方———“固定的人当班

干部比较好”。请你帮童童和米米发一则通知，

邀请全班同学一起来参加吧！

时间：____月 ____日 （石头剪刀布决定发言顺序）

说服别人有妙招

有理有据，

列举具体事例，

说服力更强！

做假设说明

后果，这样进

行说理，说服力

也很强啊！

小 小 辨 论 赛

亲爱的

小朋友们，今天的

辩论赛上，你学到

了哪些交际小妙

招呢？写在右面的

小贴士上，分享给

你的好伙伴吧！

正方
反方

写出一条，得一颗星。我能得（ ）颗星！

说 服 别 人 有 妙 招

1.

2.

3.

4.

5.

辩论赛开始啦

我认为全班同学轮

流当班干部比较好，因为这样

可以调动每个同学的积极性，

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锻炼。

童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班原来的班长是

陈佳，假如一直让她当班长，那么像我一样的同学都

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反正班长总是陈佳，反正学习委

员总有人干，所以很多同学在班上就没有干劲，也提

不起精神。这样到了六年级时，全班肯定是死气沉沉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轮流当比较好。

我认为用合适的人长期担任

好，因为这样比较稳定。固定的人熟悉工作，

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这样才能管理好班级。

我们班就是固定的班干部。首先固定的班干部熟悉工

作，能当好老师的小助手。我们班班长陈刚课间管理同学

非常认真，同学们一看到他，就不敢违反学校的纪律了。我

们班一直赢得流动红旗，就是因为他管理得好。而且我听

说（三）班是轮流班干部制。这个学期，我们班的流动红旗

有三面了，而（三）班一面都没有得上。所以很明显，还是固

定的人当班干部比较好。

小朋友，你是支持正方还是反方

呢？请写出你的观点和理由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师刚才一边听一

边思考，觉得正方和反方说得都很有道理。

我尊重你们不同的想法，虽然你们的观点

不同，都在试图说服对方，但是没有大声吼

叫甚至吵嚷。语调平和，话语也比较平和，

注重说理。其实呀，说服别人，固然是高超

的说话技巧，但更让我们暖心的，是对别人

的尊重。大家在日常交际中，要学会倾听，

更要尊重对方的观点，才会有良好的交际

沟通。正所谓：理到人心暖，输赢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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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读寓言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

重点关注：积累描写人物神态和动作的词语，并根据词

语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在比较阅读中，从人物的行为、故

事情节的变化中感悟寓意，明白道理。

阅读材料一

木偶想
·
量（li佗ng li伽ng）一量大海的深浅，它到

海上考察了一（番 翻）后，回到海滩上
·
召（zh伽o

zh佟o）开大会，向听众介绍它探海的结论。

“海，人们（常 长）说是很深的，其实，这是不可

靠的传言。我在海上走了几千里，海水只能
·
没（m佴i

m侔）过我的脚面。我躺在海上东摇西晃，海水也只能

沾湿我的后肩。我生怕自己的体验不可靠，还特地

（观看 观察）了海鸥和海燕，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

浪花也只在它们的胸脯下轻轻飞溅……”

话没说完，全场乱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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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偶气得浑身发抖，用手拍着讲台大声叫道：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听讲，乱吵乱闹？难道我没有到

海上去考察吗？难道我的见解是胡编乱造的吗？”

怎么才能跟木偶说清楚呢？一个简单的道理它

不知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请联系上下文，用“姨”画出文中加点字的正确读音。

2.请联系上下文，用横线画出文中括号里恰当的字词。

3.照样子，写词语。

（掩）着嘴唇

（ ）着眼睛 （ ）着鼻子 （ ）着耳朵

（咚咚）地敲

（ ）地哭 （ ）地吹 （ ）地叫

又（蹦）又（跳）

又（ ）又（ ） 又（ ）又（ ） 又（ ）又（ ）

4.木偶在海上走了几千里，得出的结论是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听了木偶的话，老蚌、螃蟹和石头分别有什么样的表现？

请你用“___”画出来。他们还可能会说些什么呢？请你试着写一写。

老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螃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石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木偶气得浑身发抖，它可能会想：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结尾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它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是什么？请你联系上下文选一选。（ ）

A.过于自信是不对的，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B.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C.要获得真知就要深入下去，浮在表面上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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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四川成都市罗良建名师工作室 沈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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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和仙鹤 驴子的坏主意

1.认真阅读材料二、材料三两则寓言，填一填。

狐狸和仙鹤

主人 客人 什么饭 结果 原因 寓意

第一天

吃饭

第二天

吃饭

驴子的坏主意

过程 结果 过程 结果

驮（ ）

沾水

分量

（ ）

驮（ ）

沾水

分量

（ ）

故事

主角

情节对比
寓意

变化

原因第一次 第二次

2. 你觉得仙鹤的做法对

吗？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请用自己的话简单复

述两个寓言故事的主要内容。

《狐狸和仙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驴子的坏主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如果你是狐狸或驴子的朋友，你会对它们说些什么？

选一个角色，说一说，写一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天，狐狸请仙鹤吃饭，可他却很吝啬，端出一只平

底的小盘子，盘子里只盛了一点儿肉汤，他连声说：“仙鹤

大姐，别客气！请吃吧，吃吧！”仙鹤一看，非常生气，因为

自己的嘴巴又尖又长，盘子里的肉汤一点也没喝到。可狐

狸呢，张开他那又阔又大的嘴巴呼噜呼噜，没几下就把汤

喝光了。他还假惺惺地问仙鹤：“您吃饱了吧？我煮的汤，

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

仙鹤对狐狸笑笑：“谢谢您的午餐，明天请到我家吃

饭吧！”

狐狸正等着这句话呢，连忙说：“好的，我一定去！”

第二天，狐狸早早地来到仙鹤家。不一会儿，仙鹤端

出一只长颈瓶子放到狐狸面前，指着瓶子里的鱼和鲜汤

说：“狐狸先生，请吃吧，别客气！”狐狸望着那么一点大的

瓶口，他那阔嘴巴怎么也伸不进去。他闻着香味，肚子饿

得咕咕叫，馋得直流口水。狐狸什么也吃不到，只能看着

仙鹤把又尖又长的嘴巴伸进瓶子里，把鱼吃了，把汤喝

光，还挺客气地劝狐狸：“吃吧，放开吃吧！”

狐狸耷（d佟）拉着脑袋，饿着肚子回家了。

从前，有个商人在镇上买了很多盐。他把盐装进

袋子里，让驴子驮回家。驴子觉得盐袋太重了，不情不

愿地走着。

城镇与村子之间隔着一条河。渡河时，驴子东倒

西歪地跌到河里。盐袋里的盐被水溶掉，全流走了。

“啊！盐全部流失了。唉！可恶！多么笨的驴子呀！”

商人发着牢骚。可是驴子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行李

减轻了。“这是个好办法。嗯！把它记牢，下次就可以

照这样来减轻重量了。”

第二天，商人又带着驴子到镇上去。这一次买的

不是盐，而是棉花。棉花在驴背上堆得像座小山。棉花

虽然体积大，但是并不重。但驴子还是装作吃力的样

子，慢吞吞地走着。不久又来到河边，驴子想起了昨天

的好办法。于是，驴子又故意滚到河里。“顺利极啦！”

驴子心里暗想。这时的驴子虽然想站起来，但突然觉

得背上的棉花沉了很多。因为棉花进水之后，变得更

重了。“失算了，真糟糕！”驴子只得载着浸满水的沉

重的棉花，走回村子。

耍聪明的驴子，只相信自己以往的经验，最终自

讨苦吃。



天空中的风筝好像也在比赛呢，燕子、蜈

蚣、金鱼……好像都在争论看谁飞得高呢！

真不错！加入想象，画面就更加丰富、完整。

习 作 指 导
14

———第二单元习作指导

米米，请你仔细观察课本上的图画，说说你都看到了

什么。

图画里有很多小朋友，天上飘着很多风筝，远处还有

一家三口在放风筝呢！

是啊，这么多事物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们可以按顺序说一说，先整体，后局部，再整体；先近处，再远

处；先地面，再天上。米米，请你试着用表格捋一捋。

现场直播：

我和雷雷、薇薇约好星期天一起去公园里放风筝。终于

到了星期天，阳光明媚，微风习习，白云懒洋洋地在天

上飘着。公园的草地上放风筝的人可真多

啊！你看，一个小男孩正牵着一只飞机风筝

的线，高兴地边跑边笑，他的爸爸妈

妈站在旁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抬头望去，天上的风筝真是五彩

缤纷、形状各异。那边有一只“老鹰”

在展翅飞翔，旁边是一只“蜈蚣”在天

空中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远处还有

一只“金鱼”悠闲地游来游去呢！

我的好朋友雷雷拿着燕子风筝，高举过头顶。

我左手拿着线轴，右手抻着风筝线往前跑，等到了

一定距离，我大喊一声：“放！”雷雷放开风筝，我继

续跑，风筝摇摇晃晃地飞上天空。等它飞到一定高

度，我就停下来，看着风筝，一会儿松线，一会儿紧

线，风筝就稳稳地在天空飞翔了。远处，叔叔和阿

姨开心地交谈着。看，他们的孩子将风筝放得又高

又远。放风筝让大人和小朋友都快乐！

天上的风筝真多，有蝴蝶样的，有金鱼样的，

有蜈蚣样的，有老鹰样的，还有燕子样的，真好看！

现在请你根据表格内容，再写一写吧！

好题目：

《又是一年三月三》《燕子飞了》《飞翔的精灵》

好词：

各种各样 形态各异 手忙脚乱 翩翩起舞

欢呼雀跃 兴高采烈 汗流浃背 不约而同

精神抖擞 跑来跑去 跃跃欲试

精彩开头：

阳春三月，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课

堂上，老师在教我们读《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

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我也好想去草地上放风筝啊！

整

体

天气 地方 哪些人或物 干什么

天气晴朗 公园里/操场上
近处：

远处：

你真是放风筝的小能手。这段话使用了准

确的动词把放风筝的过程写得很详细。我们仿佛看

到了当时的场景。我们不光可以写图片上的内容，还

可以把想到的也写上。当时你想到了些什么呢？

这样说既条理又完整，米米你真棒！但是图片是静止不

动的，请你再试着根据第二个表格讲一讲放风筝的过程。注意

近处的要详写，远处的要略写。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公园放风

筝。公园里人可多了，远处的一家三口也在放风筝。

局

部

地面上

人物 人的动作 人物之间的语言

近处

远处

天空上
云朵 样子:________ 颜色:________

风筝 样子:________ 颜色:________

整体

我的感受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