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彩虹桥 19

我能将下面的水果与相关的月份用线连起来。

十月 六月 正月 五月 八月

老鼠前面走，跟着老黄牛。

老虎一声吼，兔子抖三抖。

天上龙在游，草里蛇在扭。

马儿过山沟，碰见老羊头。

猴子翻筋斗，金鸡喊加油。

黄狗半夜守门口，

小猪整天睡不够。

我的生肖是（ ），爸爸的生肖是

（ ），妈妈的生肖是（ ）。我们一家

三口人组成了一个（ ）。

我的好朋友叫（ ），他

的生肖是（ ）。我们在一起

是（ ）。

元 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 （贼佼灶早） 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我要在本周

早读时间把这首

关于春节的古诗

背下来。

好啊，让

我们比一比，

看谁背得快！

我爱吃的水果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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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百宝箱

———第三单元同步资料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春节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
扎澡俦

萸
赠俨

少一人。 元宵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贼俨

苏。 重阳节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七夕节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清明节

年公公，阿里来？

脚踏莲花海里来。

带点儿啥个么事来？

带点儿铜鼓铜钹（遭佼）来。

敲敲看，嗵（t侪灶早）嗵哐（噪怎佟灶早）；

乒乓看，且且哐。

节日古诗
连一连

切切切，切萝卜。什么切？菜刀切。

剪剪剪，剪窗花。什么剪？剪刀剪。

刮刮刮，刮胡须。什么刮？剃刀刮。

节日食品
猜一猜

身穿雪白外衣，

心里香甜如蜜。

正月十五沿街卖，

过了正月没人提。

———（ ）

身穿绿蓑（泽u侪）衣，

肉儿香又甜。

要脱掉蓑衣，

就会手儿黏（灶蚤佗灶）。

———（ ）

前面来了一群鹅，

扑通扑通跳下河。

等到潮水涨三次，

一股脑儿赶上坡。

———（ ）

我会读诗句，并将相关的节日连起来。

一
二

三

传统节日
说一说

快乐游戏
做一做

一 二

玩游戏，我来问，你来答：

清明习俗
小卡片

我国的主要传统节日有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

节、中元节、重阳节、腊八节、除夕等。

我国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传

统节日，如傣（凿伲蚤）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

那达慕大会、彝（赠侏）族的火把节、壮族的

吃立节、苗族的龙舟节等。



21口语加油站

———第三单元口语交际丁丁、当当，观察下面的图片，说

说你们熟悉的一些职业吧！

我长大后想

做一名舞蹈家。

我想像杨丽萍阿

姨一样，用自己

的舞姿给人们带

来美的享受。

5、4、3、2、1，发射！伴随一声巨响，我乘坐的

载人飞船直冲云霄。这次我们将飞往火星，探索

火星上是否有绿洲以及生命的存在。我们满怀信

心，要为人类开创第二个美好的家园！

小朋友，请你也来试着说一说吧！

哪里有火情，

哪里就有我们。

我让这个城市变

得更洁净，更美丽！

条理清楚 用词准确 想象合理
别人

感兴趣
生动精彩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现在，让我们穿越时

空，去到二十年后，说说自己会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吧。

星 级 评 价

把不同的职业和他们所做的工作连起来吧！

我穿上白大褂（早怎伽），

为人们消除病魔。
网购需要我。

我妈妈特别喜欢网购，每次快递员

叔叔都能及时将物品送达我家。

我觉得老师特别厉害，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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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训练营

☆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

☆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

☆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吟诗作对 家家户户

张灯结彩 忙前忙后

又羞又恼

关键词：
主题
阅读

每答对一道题可得一颗
星，我得了（ ）颗星。

明代有位大学士叫解（曾蚤侉）

缙（躁佻灶），是一个有名的才子。据

说，他六七岁时就能吟诗作对，

人们都称他为“神童”。

这年春节将至，家家户户张

灯结彩，忙着贴春联迎接新年的

到来。小解缙的家里也不例外，

他除了帮着爸爸妈妈忙前忙后

外，还发挥专长，题写了家里所

有的对联。

在他家后院，有一扇门，与

曹尚书家的竹园相对，小解缙便

以竹园中的竹子为题做了一副

对联贴在自己家的门上：

门对千竿竹，

家藏万卷书。

第二天，曹尚书看见对联后

很不愉快，命家人曹宝去问是谁

写的。一打听，原来是贫民解通

之子解缙写的。曹尚书心想：我

家的竹园景色岂能让他借用？于

是命家人把竹子砍去一截。解缙

见了，就在对联下面各添一字：

门对千竿竹______，

家藏万卷书______。

曹尚书读了对联更加气愤，

遂（泽怎佻）命家人把园中竹子全部

砍光。解缙见后又在对联下各添

一字：

门对千竿竹短______，

家藏万卷书长______。

曹尚书知道后又羞又恼，但

也不得不佩服解缙的奇才。

1.我会读一读，选一选。

明 民 更 扇 卷 藏 短 听

愤 童 景 神 尚 砍 张 灯

前鼻音的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后鼻音的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能照样子，做汉字加减法。

例：日+月=明（明天）

大+可=（ ）（ ） 贝+（ ）=贴（ ）

例：闪-人=门（大门）

树-木=（ ）（ ） 想-（ ）=相（ ）

3.我能将下面的词语填到文中的横线上，组

成对子。

有 短 长 无

4.“我家的竹园景色岂能让他借用？”这句话

的意思是（ ）。

A.我家的竹园景色不能让他借用。

B.我家的竹园景色可以让他借用。

C.我家的竹园景色能让他借用吗？

5.我能通过查资料或者请教爸爸妈妈，将空

白处补充完整，再背诵下来。

天对 ______，雨对 ______。大陆对 ______。

______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______隐隐，______蒙蒙。日下对天中。风

高 ______白，雨霁______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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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阅读 关键词：

心地善良 无辜受难

家家户户 挂灯笼

点爆竹 放烟火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犹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

得不知如何是好。

☆每户人家都在家里挂红灯笼、点爆竹、放烟火。

每答对一道题可得一
颗星，我得了（ ）颗星。

传说在很久以前，一

只神鸟因为迷路降落人

间，却意外被不知情的猎

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

震怒，下令让天兵于正月

十五这天晚上到人间放

火，把人类通通烧死。

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

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

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人们。众人听到这个

消息，犹如头上响了一个焦

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

了好久好久，才有个老人家

想出个法子，他说：“正月十

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每户

人家都在家里挂红灯笼、点

爆竹、放烟火。这样一来，天

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

了。”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

分头准备。到了正

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兵往下

一看，只见人间一片红光，

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就

禀（遭佾灶早）告天帝不用下凡

放火了。人们就这样保住了

生命及财产。

为了纪念这次的成功，

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

户都挂灯笼、放烟火。

1.我能通过图片，认识下面加点字的读音，并

注音。

灯
·
笼

·
爆竹 火

·
焰

2.“燃”是形声字，声旁是 _______，读作

_______；形旁是 _______，与 _______有关。

我还知道“_______”也是形声字，声旁是

_______，读作 _______；形旁是 _______，与

_______有关。

3.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认识汉字“辜”。

因为上面有个“古”字，所以我猜这个字读“gu”。我

通过音序查字法，知道“辜”读“_______”。“无辜”

的意思是（没有罪 受委屈）。（用“姨”选择）

4.读故事，说一说老百姓通过什么方法躲过

了这场灾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还读过其他节日的由来，如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我能讲给爸爸妈妈听。



我的生日蛋糕，

好圆好大，

金黄金黄，

就像是一颗太阳。

我把我的“太阳”切了，

分给每个小朋友；

你一口他一口，

每人都有一口阳光。

太阳是甜的，

不信，你就尝尝。

圆圆的蛋糕真像太阳，

蛋糕是甜的，我的“太阳”就

是甜的。多么可爱的比喻！

月牙儿像什么？

妈妈说：

像收割秋天的镰（造蚤佗灶）刀。

爸爸不同意，

说是引人发馋（糟澡佗灶）的香蕉。

月牙儿像什么？

我说：像夜妈妈

微微翘起的嘴角。

夜妈妈一笑，

眨眼的小星星们，

就哼起了歌谣……

月牙儿像什么？爸爸、妈妈和“我”

有不同的看法，你同意哪一种呢？

月

牙

儿

翌
高
洪
波

翌彭 俐

本刊供稿 王瑞丽

有雨，

我家门前的小河

就欢欢地笑了。

有雨，

我家院子里的树

就一棵棵胖了。

有雨，

我家后面的山

就不老了。

有雨，

我们

就变成花蘑菇了。

翌
韦

苇

小朋友，你一定在雨中走

过吧？当雨水滴在你的头上或

你的伞上时，就成了一个个小

精灵，它们会让你联想到很多

美好的事物哟！

主管：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编辑出版：学习报社 报社地址：太原市三墙路坝陵北街盛世华庭A1座 21层 邮编：030009 投稿电话：0351-3239660

主编：宋晓峰 副主编：孙会平 责编：胡 焱 美编：张 玮 照排：刘如花 编辑质量反馈：0351-3239625 投稿邮箱：xxbxd@126.com 征订热线：0351-3239623

印刷单位：山西文立鑫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地址：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机械园南六堡段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0004000044 每学期 20期 学期定价：36.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