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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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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传统文化永流传———第三单元同主题阅读

第三单元同步资料包

长大以后做什么———第三单元口语交际

第三单元主题阅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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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松鼠一家

一边围着火炉嗑（k侉）松果，

一边想念着春天。

小松鼠说：“我想给春天写一封信，请她快点

儿来！”

“可是，春天住在哪里呢？”松鼠爸爸挠（灶佗燥）挠

脑袋说。

松鼠妈妈说：“也许春天住在东方，因为春天总

是刮东风的。”

小松鼠高兴地说：“那我把信寄给东方的人，请

他们转交给春天！”

小松鼠给春天写了一封短信。

爸爸妈妈看着都乐了。小松鼠把信装进信封，在

信封上写着“东方任何人收（请转交给春天）”，然后

满怀希望地把信投入邮筒。

第二天，邮递员取出这封信，嘀咕（凿侏 早怎）着：

“寄给春天的，东方？那我就送到东边的邮局吧！”

第三天，东边邮局的邮递员看到这封信，心想：

“春天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啊，我再往东边寄吧！”

就这样，小松鼠的信一站

一站往东走。当第九位邮递员

看到它时，正好春天来了。邮递

员心想：这只小松鼠多可爱呀，

我替春天给他回一封信吧！

当小松鼠收到回信时，他快乐得都要飞起来了！他

高兴地举着信在小伙伴中间跳着说：“春天是我请来

的，春天是我请来的！”

春 日
［宋］朱 熹

胜日寻芳泗（泽佻）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我要在本周早

读时间把这首关于

春天的古诗背下来。

好啊，让

我们比一比，

看谁背得快！

小松鼠给（ ）写了一封信，请（ ）的人

转给她。

A.东方 B.西方 C.冬天 D.春天

小松鼠后来收到信了吗？是谁给他回的信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资料百宝箱

———第一单元同步资料包

春天来了，丁丁、当当，让我们脱掉棉袄，冲

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感受春天吧！

伴着微风，我走进了春天

的大门。仰望天空，（蓝蓝）的天

上飘着（洁白）的云朵，有的像

（小兔），有的像（绵羊），还有的

像（棉花糖）……真有趣！

近处，一条解冻的小溪（哗啦啦）地唱着欢快的

歌儿奔向前方。小溪边的草地上，原本枯黄的小草

在春风的抚摸下，又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草地

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红的似（火），白的如

（雪），粉的像（霞），黄的赛（金）……美丽极了！

小溪那边的一排柳树抽出了嫩叶，对

着溪水照镜子，在春风中梳理自己（又细又长）的绿

头发。

远处，一棵棵高大的杨

树长出了绿色的新叶，远远

望去，像一排战士站在那

儿。那边的村子前面有一片

广阔的稻田，稻田里种满了

禾苗，到处都是绿的，像（绿

色的海洋）。

小朋友，括

号里的内容重

点读一读，积累

你最棒！

这些句子真美！我能选择自己最喜

欢的一句，并把它抄下来：

我也觉得春天好美啊！我

会用优美的句子来表达。

春天这么美，我们要爱护这美丽的环境。

我们来做环保宣传牌吧。

我是一
朵花，请爱
我，别采我。

别摇我，

我怕疼。

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孟郊

誗渭城朝雨
赠佻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唐］王维

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张若虚

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宋］苏轼

丁丁好棒！小朋友，你也来背一背有关春天的诗句吧！

绎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

的，绿绿的。

绎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

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绎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

阳的脸红起来了。

绎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

着，走着。

我喜欢春天，我会背诵与春天有关的诗句。



5口语加油站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

爱护草坪

我：

：

：

：

说清楚哪里

做得不对

说清楚应该

怎么做

说话的语气

委婉（憎伲灶）

使用适当的

礼貌用语

让听的人

感到舒服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对。那请大家帮帮他吧！

星 级 评 价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大

家都不理小老虎吗？

小老虎太不懂礼貌了，说话的语气

也很生硬，大家当然不会给他指路了。

没错，小老虎要想得到大家的帮

助，就必须用恰当的语气，有礼貌地

向大家问路才行。

一
二

避免（遭佻 m蚤伲灶）

使用命令的语气。

说话的语

气不要太生硬。

三

春天来了，处处鸟语花香，草长莺飞。星

期天，你和爸爸妈妈准备乘坐公交车去郊外

踏青。在排队等车的过程中，你不小心踩了身

后一位小姐姐的脚，你会怎样表达歉意？试着

说说，注意说话的语气。

一只骄傲的小老虎在森林里迷了路。

他走啊走，看到了一头正在蒙头大睡的野

猪。小老虎对着野猪的耳朵，大声喊道：“喂，别

打呼噜（澡俦 造怎）了，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吧！”

野猪气得一言不发，把屁股转向了小老虎，继续

睡大觉。小老虎讨（贼伲燥）了个没趣，无奈地走了。

路上，他看到一只正在忙碌的小松鼠，于

是就喊道：“喂，如果你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

走，我就让妈妈给你最好的礼物！”小松鼠就像

没听见一样，不搭（凿佟）理小老虎，继续干自己

的活儿。小老虎勃（遭佼）然大怒，冲向一只戴眼

镜的老灰兔：“嘿，花眼的老兔头，快给我指一

条回家的路！”老灰兔慢慢地抬起头，和蔼（伲蚤）

地说：“森林里的路大家都熟悉，可你这样没礼

貌，哪怕你问遍所有的动物，你还是找不到回

家的路。”



阅读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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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答对一道题可得一
颗星，我得了（ ）颗星。

明媚 温暖 清香 融化

悠扬 欢蹦乱跳

☆啊，阳光是这么明媚，春天是这么温暖！

☆桃树听到燕子的呼喊，枝头上开出了红

的桃花，散发着缕缕清香。

关键词：主题
阅读

燕子随着温暖的春风，从遥远的地

方飞回来了，一路呼喊着向大地报告：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 ）听到燕子的呼喊，睁开惺

忪（曾侃灶早 泽侪灶早）的睡眼，伸一个懒腰，钻

出松软的地面。啊，阳光是这么明媚，春

天是这么温暖！

（ ）听到燕子的呼喊，枝头上

开出了红的桃花，散发着缕（造俜）缕清香。

（ ）听到燕子的呼喊，融化了

冰封的池面。池水映着天空，快乐的青

蛙和小鱼，在她的怀抱里尽情地游玩。

（ ）听到燕子的呼喊，奔向池

塘边，他一见到池水，就高兴地扑向水

面。那溅（躁蚤伽灶）起的水花，把蝌蚪吓得四

处逃窜。

（ ）听到燕子的呼喊，一个个

欢蹦乱跳地来到大自然中，在温暖的阳

光下，随着悠扬的琴声跳起舞，还响亮

地唱着：“欢迎你呀，美丽的春天！”

1.读短文，我会选一选，将下面的词语填到

文中的括号里。

孩子们 小草 鸭子 桃树 池塘

2.我会用线将下面的词语搭配起来。

遥远的 春风

惺忪的 琴声

温暖的 睡眼

松软的 地方

悠扬的 地面

3.“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读了这句话，我

们能感受到燕子（ ）的心情。

A.平静 B.激动 C.焦急

4.“欢迎你呀，美丽的春天！”我们读这句话

时，要读出（ ）的语气。

A.着急 B.高兴 C.平静

5.在春天里，还有谁会听到燕子的呼喊？请

你来写一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训练营 7

每答对一道题可得

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湿漉漉 红领巾

和暖 青葱翠绿

☆风吹起我们的红领巾，像小树苗上开

放了一朵朵红花。

☆今天，我们在这里植树，再过十年、二

十年，这里也将是一片青葱翠绿。

主题
阅读 关键词：

1.我会选择文中（ ）里正确的读音或汉字，打“姨”。

2援我会照样子，写词语。

例：湿漉漉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我会读出下面句子的重音，并圈出句中的动词。

（1）太阳暖暖地照着，热气从土里冒出来，大地仿（拂 佛）开始了呼吸。

（2）我们扛来小树苗，把它们栽到郊外。浇上（青 清）凉的水，培上湿润的土。

4.在植树的季节，我想对小树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能写出两个关于植树的谚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春天是（植 直）树的季节。

一场一场春雨，把泥土浇得湿

漉（造俅）漉的。太阳暖暖地照着，热气从土里冒

出来，大地仿（拂 佛）开始了呼吸。

我们扛（k佗ng k伲ng）来小树苗，把它们

栽到郊外。浇上（青 清）凉的水，培上湿润的

土。风吹起我们的红领巾，像小树苗上开放了

一朵朵红花。

我们擦擦头上的汗，抖抖鞋上的土，让和

（hu佼 h佴）暖的春风轻轻地吹（拂 佛）。当年，

爷爷奶奶在山上植树，如今大山已披上了绿

色的外衣。后来，爸爸妈妈在路旁植树，如今

树已成为路上为行人遮（z佶 zh佶）阴的伞。今

天，我们在这里植树，再过十年、二十年，这里

也将是一片青葱翠绿。

春天是植树的季节，所以，一听到春雨的

声音，我们就想到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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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读书吧

《神笔马良》是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马良已经成

为中国儿童智慧、勇敢和正义的化

身。从故事中，我们懂得做事要刻

苦、用心，做人要助人为乐。

假如你有一支马良的神笔，你想用它

画什么呢？快快说一说，分享给大家吧！

丁丁、当当，假如你们有一支神奇的画笔，这支

笔能帮你实现心愿。你们想用它画些什么呢？

假如我有一支神笔，

我会画很多东西给需要的

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假如我有一支神笔，

我会用它画一所最大规模的

学校，让贫困山区上不起学

的孩子都来这儿上学。

让我们一起打开《神笔马良》，看看马良用那支

神笔画了些什么吧！

推荐理由

精彩片段

小小思考



说普通话 声音洪亮 条理清楚 有思维导图 表达生动

读书展示会 9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第一单元“儿童故事”读书活动展示环节一

同学们，我们共同阅读了绘本

《神笔马良》，马良的勇敢、坚强和

善良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你读后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吧！

马良喜欢画画，尽管家境贫寒，但他

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曾蚤侉）地练习。正

是他的热爱和坚持打动了神仙爷爷。

马良不但聪明勇敢，而且善良真诚。

他用爱心帮助了很多穷苦百姓。

大家说得真好！你们还读过哪

些有趣的儿童故事呢？

我读过《七色花》，很有趣。

星 级 评 价

我读过《愿望的实现》《一起长大的玩具》，还

制作了读书记录卡，对读过的故事进行了整理。

当当的这个习惯真好，让我们也试

着做一做读书记录卡吧！

读书记录卡

书名 作者

自己的疑问

印象深刻的内容

喜欢的语句

美好的故事很多，丁丁

想把自己看过的好故事讲给大

家听。下面请他闪亮登场。

黄花瓣———带面包圈回家。

红花瓣———花瓶的碎片合拢（造侬灶早）。

蓝花瓣———到北极去。

珍妮 绿花瓣———回家。

橙花瓣———要好多好多玩具。

紫花瓣———叫玩具都回去。

青花瓣———让跛（遭侬）脚男孩健康。

我画了一幅思维导图，帮助我理清思路，

梳理内容。大家也可以学学这个办法哦！

我要给大家讲《七色花》。

有一个小姑娘叫珍妮，她买的面包

被跟在身后的小狗吃光了。

在追小狗的路上，珍妮迷路了，急

得哭了起来。有个老婆婆送给她一朵神

奇的七色花，每一瓣（遭伽灶）花瓣都会帮

她实现一个愿望。

…………

珍妮用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帮助

小男孩站了起来。小男孩拉着珍妮的手

跑啊，跳啊，玩得可高兴啦！

同学们，你们能

用丁丁的方法，画一

画思维导图，然后给

大家讲一讲《愿望的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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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小木屋

春天来了，大象爷爷的花园

里开满了美丽的鲜花，可是他却开

心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吧！

大象爷爷把花园里的

花都送给了别人，却保住了所

有的花，多么高明的做法啊！有时

候，我们因为不愿失去一些东西

就拼命保护，到头来却失去很多。

但如果我们宽容地对待周围的

一切，就能得到更多。

5.大象爷爷

微笑着答应了。4.小花鹿选了一

枝漂亮的郁金香。

我能折花吗？
爸爸,去我家
住几天吧！

小
小
练
习

你想要哪枝？

那我就把它留在这儿，

等我下次再来看它。

2.小动物们在附近玩耍时常

常会折断刚刚开出的花。如今要

去外地，大象爷爷不能再每天都

盯着孩子们不让他们折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