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后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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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主题阅读

主题拓展读

文/肖复兴

淤这句话

运用了 _____

的修辞手法，

把它换一种说

法是：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全文多处运用

这种方法，你

觉得这样有什

么好处？

我的早读课

宋定伯捉鬼
文/［东晋］干 宝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

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

伯诳淤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

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

至宛市。”遂行。

数里，鬼言：“步行太亟于，可共递相

担盂，何如？”定伯曰：“大善榆。”鬼便先担

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

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

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

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

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

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 虞作

声。鬼复言：“何以愚有声？”定伯曰：“新

死，不习渡水故舆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

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余然，索下俞，不

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

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

乃去。

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注释】淤诳：欺骗。于亟：疲劳。盂共

递相担：两人交替地背着。榆大善：好极

了。虞漕 （ 糟佗燥 糟怎侃）：形容水声。愚何以：

为什么。舆故：……的原因。余咋咋（扎佴

扎佴）：惊叫的声音。俞索下：要求下来。

：这篇小古文虽然比较长，

但内容很简单，也很有趣，先讲宋

定伯遇到了鬼，再分三个层次讲宋

定伯斗鬼，最后讲宋定伯卖鬼，突

出正义必定能战胜邪恶的主题。多

读几遍，我们就理解啦。

本版供稿 胡丽平

员援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为什么

“汉字总能将字母拼写的洋文翻译

得韵味十足，而洋文翻译我们的唐

诗总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家喻户晓”是什么意思？你还能举一个通过汉语

的巧妙翻译而家喻户晓的例子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汉字独一无二的魅力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汉字就是丰富，洋文说“买东西”，有我

们汉字的“采购”漂亮吗？“采”字会让我们

想象出采摘的意思，从果树上或从花园里采

摘水果或鲜花一样来买东西，该是一种什

么劲头和氛围？洋文只会说 早燥 泽澡燥责责蚤灶早。

到商店去，意义倒是非常明确，但是太直

白，哪有一点诗意？淤

再举个例子：洋文要说想念，想念得非

常深，再深能有我们的“望穿秋水”那般深

吗？用“秋水”一词该给我们多少美好的想

象呀。如果换成“春水于”行吗？春水当然和

秋水一样清澈透明，但能和秋水一样深吗？

春水总是浅浅的。况且，春水有春回大地的

气息，是温暖的；而秋水却总是有寒霜初降

的萧瑟、凄清和冷意，和思念又思念不到的

心情是多么吻合。我们说“望穿秋水”，该有

怎样的深情蕴含在这四个字里面，同时又

把思念这样一个抽象的词语赋予了怎样形

象化的比拟！

几千年磨炼出来的汉字，真的是有独

特的民族审美的创造力，是字母拼写的洋

文无可比拟的。所以，有人曾提议将汉字拼

音化，但总是没有成功。汉字总能将字母拼

写的洋文翻译得韵味十足，而洋文翻译我

们的唐诗总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别的不说，我们以前将 造葬糟藻翻译为“蕾

丝”，将 遭藻灶扎翻译为“奔驰”，将 糟燥糟葬 糟燥造葬

翻译为“可口可乐”，如今将 蚤噪藻葬翻译为“宜

家”，该是充满了多少汉字独有的智慧和想

象力！可以设想，如果不翻译为“蕾丝”，直

接意译为“花边”，不翻译为“奔驰”，直接音

译为“宾士”，不翻译为“可口可乐”和“宜

家”，也都直接音译一个我们中国人根本闹

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字和字不挨不靠的组

合，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还会有今天这样的

家喻户晓吗？

不说“可口可乐”是那样的口语化，只

说“宜家”，虽然带有文言的意味———因为

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中就有“有风有化，

宜室宜家”的句子———却是文言得那样贴

切和风雅，让我们真的再也难以找到第二

个词可以和它媲美。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

讲，是我们的汉字把那些洋文化腐朽为神

奇，让它们超越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乃至

价值。这就是我们汉字独一无二的魅力呀。

于“秋水”

让人想到思念，

那“春水”让你

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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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胡丽平

笔画最多的汉字

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

大张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

扭，一下扭了六（纟）点六；你一长

（糟澡佗灶早），我一长，中间夹个马大

（凿伽蚤）王；心字底，月字帮，一个小勾

挂麻糖，坐个车车儿逛咸阳。

此字由“辶、宀、 、言、马、心、月、

、二 、二长”员圆个部件组成。其中，

部件“马”“长”均为繁体。这个字读

“遭蚤佗灶早”。陕西关中地区流传的一种面

食，即“遭蚤佗灶早 遭蚤佗灶早面”。

：哇，让我来写写这个字吧。

生僻字（节选）
词·曲/陈柯宇

魃（遭佗）魈（曾蚤佟燥）魁（噪怎侏） （躁佻）魑

（糟澡侃）魅（皂侉蚤）魍（憎伲灶早）魉（造蚤伲灶早），又

双 （则怎侔） （扎澡怎佼），火炎焱（赠伽灶）

（赠佻），水 （扎澡怎佾）淼（皂蚤伲燥） （皂伽灶），

茕茕（择蚤佼灶早）孑（躁蚤佴）立，沆（澡伽灶早）瀣

（曾蚤侉）一气，踽踽（躁俪）独行，醍（贼侏）醐

（澡俨）灌顶，绵绵瓜瓞（凿蚤佴），奉为圭

（早怎侃）臬（灶蚤侉），龙行 （凿佗），犄（躁侃）角

旮（早佟）旯（造佗），娉（责侃灶早）婷袅（灶蚤伲燥）娜

（灶怎佼），涕（贼佻）泗（泽佻）滂（责佟灶早）沱

（贼怎佼），呶呶（灶佗燥）不休，不稂（造佗灶早）不

莠（赠侬怎），咄（凿怎侪）嗟（躁蚤佶）蹀（凿蚤佴）躞

（曾蚤侉），耄（皂伽燥）耋（凿蚤佴）饕（贼佟燥）餮

（贼蚤侉），囹（造侏灶早）圄（赠俪） （赠侃灶早）

（赠俅），觊（躁佻）觎（赠俨）龃（躁俪）龉（赠俪），

（赠侔怎）轭（侉）鼯（憎俨）轩，怙（澡俅）恶不悛

（择怎佟灶），其 （造佴蚤）虺虺（澡怎侃），腌（佟）

（扎佟）孑（躁蚤佴）孓（躁怎佴），陟（扎澡佻）罚臧

（扎佟灶早）否（责佾），针砭（遭蚤佟灶）时弊，鳞次

栉（扎澡佻）比，一张一翕（曾侃）。

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

黄皮肤的人骄傲地把头抬起。

我们中国的汉字，一平一仄（扎侉）

谱写成诗。优美旋律自宫商角 羽 ， 众

人 皆 说 成 之 于 语 故 成 语 。

：这首歌是一首中国风的歌

曲，包含了 苑园多个生僻字，有些还

是多音字。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

都能认识这些生僻字，也希望中国

的汉字可以传扬到全世界的每个

角落。

有趣的汉字对话
“比”对“北”说：“夫妻一场，何

必闹离婚呢！”

“巾”对“币”说：“儿啊，你戴上

博士帽，也就身价百倍了。”

“尺”对“尽”说：“姐姐，结果出

来了，你怀的是双胞胎。”

“臣”对“巨”说：“和你一样的面

积，我却有三室两厅。”

“茜”对“晒”说：“出太阳了，你

咋不戴顶草帽？”

“个”对“人”说：“不比你们年轻

人了，我没根手杖寸步难走啊。”

“占”对“点”说：“你买小轿车

了？”

“日”对“曰”说：“你该减肥了。”

：我也来试试。

“广”对“厂”说：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人一口酥
有人给曹操送来一盒点心，曹

操在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

（古代“合”通“盒”）。杨修看后，立即

把点心分给众人吃了。曹操假装责

怪他。杨修说：“丞相您在盒子上分

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

抗丞相的指令呢？”

：杨修的自作聪明，正是

他被曹操猜忌并最终断送性命的

原因啊。

轻松一刻
一个女孩到朋友家玩，朋友请她

吃早点———油条蘸白糖。她坐在桌子旁

边，拿起油条就吃。朋友提醒她说：“你蘸

着吃。”她马上站起来吃。朋友又说：“你

蘸着吃！”

她一头雾水，委屈地说：“让我站着

吃，我已经站起来了，还要站到哪儿去？”

：哈哈，我也要找找这样的

故事来读一读。

有趣的“品”字型汉字
最土的汉字———“ ”（赠佗燥），多为

商店字号或人名。看到“ ”，有人望文

生义，猜想它应该是土多的意思，因为

“鑫、森、淼、焱”基本上都有金多、木

多、水多、火多的意思。其实，它是“高”

的意思。大概古人觉得很多土堆起来

就很高了吧。

最闹的汉字———“ ”（遭蚤佟燥），意思

有好几种：狗奔跑的样子；迅速；通

“飙”，暴风、旋风。“ 升”（飙升）的意

思是急速上升。六畜中的“牛”“马”

“羊”“狗（犬）”都有品字结构，猪和鸡

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值得好好琢磨。

最牛的汉字———“ ”（遭佶灶），“奔”

的异体字，意思是急走、跑或急着去

做。据说有个球队的名字叫“ 牛队”；

有个叫“牛 ”的，是个老艺术家。

：我还能写几个品字

型汉字：淼、（ ）、（ ）、

（ ）。





【思路点拨】

本单元我们要写研究报告。我们可

以写些什么呢？

综合性学习时的调查情况。如汉字规范
性调查、造字方法调查、历代书法家调

查、学生易错字调查等。

平时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调查。如增援分
类招待情况调查、小学生视力状况调
查、校园电视台采编情况调查

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调查。如全球气候
问题调查、交通安全调查、学生课业负

担情况调查等。

员

圆

猿

在写法上，研究性报告要有一个标

题，报告的主体有多种形式，但一般来

说，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果不可缺少：

问题的提出
写出研究的
目的

研究方法
写出研究的
具体内容和
方法

调查研究情况
资料整理

要把研究结
果整理出来

研究结论
要对研究结
果进行简要
的分析

18
习 作 导 练

翌浙江平湖市百花小学 缘园猿班

张盛凯、张吴萱、盛宇宁等

———第三单元习作导练
供稿 胡丽平

我来评一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试锋芒】

我们对压岁钱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之后，得出结论：

员援大家的压岁钱数额日益增多，这

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越来越多

的压岁钱也助长了攀比之风和浪费现

象的发生。

圆援压岁钱主要来源于亲戚。春节给

长辈拜年，长辈给压岁钱，这是传统习

俗、优秀文化，应该得到传承。但压岁钱

越给越多，无形中增加了亲戚的负担。

猿援大家对自己的压岁钱都比较满意，

能拿到压岁钱当然值得高兴。但对压岁

钱带来的亲情与感动，我们体会得还比

较少，大部分同学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源援大家的压岁钱的使用都比较科

学，基本用于上学和生活必须，有些压

岁钱比较多的同学还买了理财产品，这

说明我们已有了支配自己财产的能力。

但也有很多同学将压岁钱全用于大吃

大喝和购买玩具，缺少统筹安排。

———张晓阳《压岁钱调查报告》

【例文呈现】一、提出问题

在两周的综合性学习中，我们看到

汉字的神奇、有趣，特别是谐音。谐音在

歇后语、成语、谚语、广告语、诗歌中都得

到了广泛的运用。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

利用谐音呢？我们小组开展了谐音现象

调查活动。

二、调查目的

员援了解谐音现象，让谐音丰富生活。

圆援通过活动，学会简单的搜集资料

的方法，并能做简单的研究分析，写好研

究报告。

三、调查经过

员援走访店面，发现谐音现象。

圆援查阅资料，对谐音现象进行恰当

的归类。

猿援了解同学之间谐音现象的运用情

况，及时纠正使用谐音不得体的现象。

四、调查结论

员援谐音用途广泛，生动有趣。

刘禹锡的《竹枝词》写道：“杨柳青青

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

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中的“晴”是

“情”的谐音。用谐音暗指作者的惜别之

情，很别致。

一名学生劝自己的爸爸不要抽烟，

但爸爸却屡教不改。这名同学说爸爸“外

甥打灯笼———照旧（舅），十分形象生动”。

有些广告用了谐音之后，取得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如某服装店的店面叫“衣

衣不舍”，化用了成语“依依不舍”，一下

子吸引了大家，店面生意兴隆。

圆援同学中使用谐音不得体的现象也

很多，比如用同学名字的谐音给同学起

外号。

五、建议

员援我们要了解汉字的读音，注意从

汉字的意思上去分辨谐音现象，避免闹

笑话。

圆援收集资料可以让我们增加语文知

识，养成良好的习惯。

猿援看到有趣的谐音现象，要及时记录

下来，并在生活中或作文中尝试运用。如

果看到不得体的谐音现象，要及时纠正。

指导老师 胡丽平

【妙手点评】

能对研究结果

分几点论述，层次

清晰。在分析结论

时，比较客观，能肯

定优点，也发现不

足。如果能提出建

议，则更好。

【举一反三】

你能把下面的研究结论写清楚吗？

为有效预防近视等眼病，我们要做到：一、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二、纠正不良习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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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提到神魔小说，你脑海

中最先浮现的会是哪一部呢？

：这还用说，肯定是《西游记》啦。

它绝对是神魔小说中的翘楚。

：说的没错。《西游记》是中国古

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

篇浪漫主义神魔小说，也是这次老师要

推荐给大家阅读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本期推荐

书名：西游记

作者：［明］吴承恩

认识作家

吴承恩，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

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吴承恩自

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喜欢搜奇猎

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

书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爱好有

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

重大的影响。再加上科举的失意、生

活的困顿，他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

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促

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

心的不满和愤懑。

初感知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浪漫主义神魔小说，生动地讲述了孙悟空、猪

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遭遇八十一难，一路降妖除魔，化险为夷，最

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作者以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反映现实主义的思

想感情，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开创了长篇神魔章回小

说这一新门类。

细品味

从人物形象上看，《西游记》不仅成功

刻画了唐僧师徒四人，而且从天上、人间

的统治者、平民百姓到西行途中的诸多妖

魔鬼怪，无不活灵活现，个性鲜明。从故事

情节上看，小说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展

开丰富的想象，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神奇独

特而又丰富多彩的神魔世界。从语言风格

上看，小说语言诙谐，让人回味悠长。

小说不但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

题，而且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理想的憧憬，

反映了人类为改造自然与社会，敢于不屈

不挠地进行斗争的精神。

供稿 林新发

1.一个天生地长的

石猴凭着勇敢当上了

_____，后来游历海外，

寻访仙师，学得一身本

领归来，并得名“孙悟空”。

他大闹龙宫地府被天庭

招安，又大闹天宫，被如

来佛祖压在 _____下。

2.唐三藏西行取经

途中救出孙悟空，赐混

名 _____。因为孙悟空

生性顽劣，观世音传给

唐僧一顶_____，一道

_____，以钳束悟空。

3.在鹰愁涧，唐僧的

坐骑白马被__________

吃了。后来悟空在观音菩

萨的帮助下收伏它，作

为唐僧的新坐骑。

4.师徒二人继续西行，

来到 _____，遇到被贬下

界、误投猪胎的天蓬元

帅。观音菩萨早已将他收

伏，赐法名 _____，命他

在此等候取经人。唐僧得

知他的身份后，收他为第

二个徒弟，赐别名 ____。

5. 在 _____，他们

又制伏了在此等候东土

取经人的水怪。唐僧将

他收为自己的第三个徒

弟。观音菩萨已给他赐

法号“沙悟净”，唐僧又

给他赐名 _____。师徒四

人跋山涉水，西去取经。

6.师徒四人历尽千

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天，

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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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读《西游记》有一

段时间了，有什么收获呢？

：我给唐僧画了个简单的

思维导图，并把详细的内容附在

了后面，请大家欣赏指正！

唐

僧

人
物
名
片

外貌特点

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

方。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

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

西梁窈窕娘。

性
格
特
征

（1）一心向佛，坚韧不拔

（2）性情和善，处事周全

（3）喜欢说教，说话 嗦

（4）肉眼凡胎，是非不分

（5）胆小怕事，懦弱无能

（6）人云亦云，没有主见

（7）固执己见，负气伤人

前世为如来佛祖的二徒弟，名唤“金蝉子”

今生为大唐状元陈萼之子

乳名江流儿，法名玄奘

深得唐太宗赏识，被封为御弟

自愿去西天求取大乘佛经，普度众生

取经成功，修成正果，封“旃檀功德佛”

（1）一心向佛，坚韧不拔

玄奘法师回到洪福寺，对众位僧人

说：“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到西

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

回国，永堕沉沦地狱。”

（2）性情和善，处事周全

三藏见他发怒，恐怕那童子回言，

斗起祸来，便道：“悟空，且休争竞，我们

既进来就出去，显得没了方情。常言道，

鹭鸶不吃鹭鸶肉。他师既是不在，搅扰

他做甚？你去山门前放马，沙僧看守行

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粮，借他锅

灶，做顿饭吃，待临行，送他几文柴钱便

罢了。各依执事，让我在此歇息歇息，饭

毕就行。”

那明月、清风，暗自夸称不尽道：

“好和尚！真个是西方爱圣临凡，真元

不昧。”

（3）喜欢说教，说话 嗦

三藏道：“你十分撞祸！他虽是剪径

的强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你

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

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如何做

得和尚？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

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

死？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早还是山

野中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

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

人，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脱身？”悟空道：

“师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

哩。”三藏道：“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敢

行凶。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

六人，如何理说？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

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

（4）肉眼凡胎，是非不分

行者道：“师父，你面前这个女子，

莫当做个好人。他是个妖精，要来骗你

哩。”三藏道：“你这猴头，当时倒也有些

眼力，今日如何乱道！这女菩萨有此善

心，将这饭要斋我等，你怎么说他是个

妖精？”

（5）胆小怕事，懦弱无能

师徒们正走多时，忽见路旁唿哨一

声，闯出六个人来，各执长枪短剑，利刃

强弓，大咤一声道：“那和尚，哪里走！赶

早留下马匹，放下行李，饶你性命过

去！”唬得那三藏魂飞魄散，跌下马来，

不能言语。

（6）人云亦云，没有主见

八戒道：“不是心硬，师兄和我说

来，他能医得活。若是医不活，我也不

驮他来了。”那长老原来是一头水的，

被那呆子摇动了，也便就叫：“悟空，若

果有手段医活这个皇帝，正是救人一

命，胜造七级浮图，我等也强似灵山拜

佛。”行者道：“师父，你怎么信这呆子

乱谈！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尽七七

日，受满了阳间罪过，就转生去了。如

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闻其言

道：“也罢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师

父，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

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

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儿咒，勒得那猴子

眼胀头疼。

（7）固执己见，负气伤人

唐僧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

“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

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行

者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

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

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

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唧唧哝哝道：“我是

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大圣

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

沙僧道：“……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

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

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唐僧道：“我

是个好和尚，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字，你

回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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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知道悟空的其他性格特

征，比如 ，具体的

事例是

。

悟空见了佛祖，却振振有词：“玉帝他不该久占在

这凌霄宝殿上。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如

今他就该把天宫让给我坐。如果他还不肯让，俺老孙一

定要搅乱天宫，让这天庭永不太平。” （ ）

1

4
下面的片段体现了孙悟空的

哪个性格特征？请将正确答案的

序号填在后面的括号里吧！

：大家依照小花的样子，

也给其他人物画画思维导图吧！

人
物
名
片

外貌特点
五官俱备，四肢皆全。身躯鄙陋，

像个食松果的猢狲。

性
格
特
征

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内育仙胞生成的石猴

因英勇而被山中众猴尊为“美猴王”

拜菩提祖师为师

会七十二般变化，会驾筋斗云

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

五百年后，被唐僧救起，随师父西天取经

法号悟空，又名行者

所用武器为金箍棒，原为东海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取经成功，修成正果，封“斗战圣佛”

孙
悟
空

：看我给

孙悟空来画一画！

A.勇敢，有闯劲

B.善恶分明

C.敢于斗争，藐视权威

D.聪明机智，心思缜密

E.仁义忠诚，尊师敬师

云.善于利用资源

行者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向日有劳，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

为助力。”龙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谢了敖顺道：“前日亏令郎缚

怪，搭救师父。”龙王道：“那厮还锁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请大圣发

落。”行者道：“凭你怎么处治了罢，如今且助我一功。” （ ）

行者掣出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

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

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

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杀他，师父念

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儿。’凭着我巧言花语，嘴伶

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罢了。”好大圣，念动咒语叫当

坊土地、本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这一

番却要打杀他。你与我在半空中作证，不许走了。”众神

听令，谁敢不从？都在云端里照应。那大圣棍起处，打倒

妖魔，才断绝了灵光。 （ ）



猪八戒
人
物
名
片

外貌特点 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黑脸短毛，长喙大耳，

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像个猪

的模样。

性
格
特
征

（1）

（2）细心机智

（3）

（4）

（5）

原为天宫中的天蓬元帅，太上老君的记名弟子

因调戏霓裳仙子被逐出天界，却又错投猪胎

经观音菩萨点化，成为唐僧的弟子

法号悟能，又名八戒

所用武器为九齿钉耙

取经成功，修成正果，封“净坛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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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又懦

弱，但他坚定向佛，有着明确的目标

和坚韧的毅力，一直为徒弟们清除

取经途中的思想障碍，是西天取经

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虽然爱闯祸，但本领高强，

敢作敢当，有妖怪拦路时，都是他挺身

而出，保证了西天取经的正常进行。他

是这个团队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存在感不太强，但他

忠诚、坚定，任劳任怨，踏实肯干，是

这个团队事无巨细的后勤保障者。

有人情味，嘴甜会说话，

性格可爱，所以在整个西天取经路上，

他是少有的可以调节团队气氛、影

响团队情绪的人。

可见，大家都不完美，但缺一不

可，组合在一起就很强大。

书中哪个片段能体现猪八戒的第二个

性格特征？再看看下面的片段，又体现了他

的哪些性格特征？来找一找、填一填吧！

小花的读后感：

：我来给猪八戒和沙和尚画一画吧！

：我还知道沙僧的一个事例：

。这

件事体现了他 的性格特征。

：我还知道八戒的一个事例：

。这

件事体现了他 的性格特征。

：根据下面的片段，总结出沙

僧的性格特征，填到思维导图里去吧！

你一定能总结得很好！

（1）沙僧道：“你看师父说的话。弟子蒙

菩萨劝化，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

收了我，又承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两月，

更不曾进得半分功果，怎敢图此富贵！宁死

也要往西天去，决不干此欺心之事。”

（2）却说那三人穿林入里，只见那呆

子绷在树上，声声叫喊，痛苦难禁。行者

上前笑道：“好女婿呀！这早晚还不起来

谢亲，又不到师父处报喜，还在这里卖解

儿耍子哩！”那呆子见他来抢白着羞，咬

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见了老大

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绳索救下。

（3）沙僧见他变了脸，不肯相认，只

得朝上行礼道：“上告师兄，前者实是师

父性暴，错怪了师兄，把师兄咒了几遍，

逐赶回家。一则弟等未曾劝解，二来又为

师父饥渴去寻水化斋。不意师兄好意复

来，又怪师父执法不留，遂把师父打倒，

昏晕在地，将行李抢去。后救转师父，特

来拜兄，若不恨师父，还念昔日解脱之

恩，同小弟将行李回见师父，共上西天，

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万

把包袱赐弟，兄在深山，乐桑榆晚景，亦

诚两全其美也。”

（1）八戒闻言大怒，骂道：“你这泼

物，全没一些儿眼色！我老猪还掐出水

沫儿来哩，你怎敢说我粗糙，要剁 酱！

看起来，你把我认做个老走硝哩。休得

无礼！吃你祖宗这一耙！”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那八戒食肠大，口又大，一则是

听见童子吃时，便觉馋虫拱动，却才见

了果子，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囫囵吞

咽下肚，却白着眼胡赖，向行者、沙僧

道：“你两个吃的是什么？”

（4）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

已到此，取经之事，且莫说了。你看着师

父的尸灵，等我把马骑到那个府州县乡

村店集卖几两银子，买口棺木，把师父

埋了，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

（5）长老才有三分儿信了，怎禁猪

八戒气不忿，在旁漏八分儿唆嘴道：“师

父，说起这个女子，他是此间农妇，因为

送饭下田，路遇我等，却怎么栽他是个

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

下，不期就打杀了！怕你念什么紧箍儿

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变做这等样

东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沙和尚

外貌特点

性
格
特
征

（员）

（圆）

（3）

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

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

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

氅，腰束双攒露白藤。项下骷髅

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

人物名片

原为天宫的卷帘大将，因为失

手打破了琉璃盏，被贬出天界

在流沙河兴风作浪，为害一方

经观音点化，成为唐僧弟子

法号悟净，又名沙和尚

所用武器为降妖宝杖

取经成功，修成正果，封“南无

八宝金身罗汉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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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第 猿版

《我飞了（节选）》

淤动作 神态 语言 无奈 盂比

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多指坏的事物）

的声势和发展，扩大影响。在文中指全班

同学看到单明明搞笑的样子，通过大笑

和转前转后、蹦起来又落下等方式，使教

室的气氛异常活跃。榆比喻 突出了杜

小亚的到来对单明明的重大意义。

读后想一想：1.短暂地转移一下大家

的注意力，因为他不会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2.心理、动作、外貌 学习成绩差，

营养不良，缺乏关爱。

第 远版

《我和祖母》

员援不假思索 阻止

圆援佟蚤 泽澡佻

猿援祖母因为“我”捅窗户纸而用针刺

“我”的手，导致“我”不喜欢她。

源援体会到“我”愉快的心情。

缘援喜欢，依赖 祖父对“我”有爱，有

耐心，让“我”感到愉悦和安全 对园子

里花儿鸟儿虫子的描写 不喜欢 祖母

用针扎“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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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翅雀》

员援阅

圆援安全 略

猿援描写父母动作、神态、心理的句子

皆可。

第 苑版

《金翅膀的蝴蝶》

员援她教会我用一只眼睛仔细观察，另

一只眼睛不停寻找。

圆援拟人 使毛毛爬动的样子更形象，

也更生动地表现出“我”此时羞耻的心

情。

猿援 淤一声不吭或不吱声。于语气严

厉，大声批评，大声呵斥。

源援老师 能够体现老师语气的温柔（或

“柔和”“轻柔”）

缘援“我”终于把查到的资料都说完了。

或：“我”的话全说完了。

远援在全班面前丢了这么大的脸（意思

对即可。若答“后悔”算错）

苑援例：老师没有因“我”把毛毛虫带入

教室引起混乱而大发雷霆，而是引导

“我”探究知识。文章表达了“我”对老师

的感激和钦佩。

《闵子骞单衣顺母》

员援示例：闵子骞的后母对他不好，用

不保暖的芦花给他絮棉衣。他因为寒冷

无法好好干活，遭到父亲的责备，但并没

有为自己辩解。父亲最后得知了真相，要

休掉后母，闵子骞又为后母求情。后母很

后悔，从此待他和亲生儿子一样。

圆援责 悲叹 惭 嫉 悔过

猿援略

第 怨版

《温酒斩华雄》

员援外貌 语言 动作 气宇不凡 武

艺高强

圆援略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员援于淤榆盂

圆援刘姥姥初试骨牌令

第 员员版

《语文欢乐谷》

爆竹 算盘 风筝 佛前海灯

第 员圆版

《店中相遇》

员援噪伲蚤 澡伽灶 责侪 泽怎佻 扎澡佶灶 扎澡侔灶早

圆援略

3援（员）打败贼人，让百姓安居乐业。

（圆）倚仗权势欺负人。

方法：分解词语，联系上下文。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员援众星拱月 别具一格

圆援用帕拭泪 转悲为喜 问长问短

猿援语言、外貌、动作 伶牙俐齿、张狂

放肆、炫耀权势

源援相同点是，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

声。不同点是，《店中相遇》重点描写了张

飞和关羽的长相，《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则重点描写了人物的衣饰。

第 员猿版

《解困五行山》

员援绿草 央求

圆援愁眉苦脸 平平安安

猿援（员）能说话，但不能动。

（圆）当年很厉害的孙大圣，如今也逃

不出去了。

源援作者通过刘伯钦之口，向唐僧介绍

了孙悟空的情况，推动了情节发展。

《林冲初见洪教头》

员援林冲在柴进款待的酒席上遭到了

洪教头的无礼对待。

猿援示例：柴进看了，又不喜欢。 这句

话通过柴进的表情和心理，突出了洪教头

的无礼。

源援略

第 员缘版

《汉字独有的“奔驰”和宜家》

淤反问 到商店去，意义倒是非

常明确，但是太直白，没有一点诗意。

读后想一想：1.略 2.家家户户都知

道。形容人所共知。

第 员苑版

《大显身手》

【第一关】妹—袜 拖—托 混沌—

馄饨 既—即 冲—充 霄—宵

【第二关】员援夕、乍、尖、树、会、从

圆援明、驼

猿援郭

源援皓、好、要

缘援口。谜面（略）

【第三关】

员援（员）沉默（没）

（圆）真（针）好

（猿）闲（贤）人

（源）一清（青）二白

（缘）妙（庙）妙（庙）妙（庙）

（远）一言（盐）难尽（进）

（苑）自我吹嘘（须）

（愿）无法（发）无天

（怨）美丽动（冻）人

（员园）谦虚（牵须）

圆援月 悦 阅 粤

【第四关】

（一）员援丝—思 圆援《竹枝词》

（二）略



被绑票

今天早上，

我被三个蒙面大汉绑票。

他们在路边拦住我，

骗我说会给我吃糖果。

我连连说：“不要不要。”

他们却把我的衣领抓牢，

扭着我的胳膊别到了背后，

拼命把我往车后座推。

那辆轿车豪华得很，

可我一点儿也不兴奋，

因为手被烂铁丝紧紧捆。

然后他们给我蒙上眼罩，

于是我什么都看不到；

他们把棉花塞进我耳朵眼儿，

于是我什么都听不见。

他们的车开出二十英里，

不，至少开了二十分钟。

他们拖我下了车，

进了阴冷的地下室。

他们把我扔到墙角，

两个人出去准备把钱要，

一个留下把我看好，

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

我被牢牢绑在凳子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学迟到。

诗意心

文/李德民

看到这片油菜花

相机犹豫也没犹豫

咔嚓一口

就吞了下去

滋味也没来得及品尝

看到这片桃树

相机犹豫了

桃树高、枝杈多

怎样才能把它吞下

围着桃树转过来、转过去

最后它才选取一个角度

咔嚓一口吞下去

看到这、看到那

看到什么就吞吃什么

咔嚓、咔嚓

贪吃的相机呀

要不是内存满了

要不是连个饱嗝的空都没有了

它还收不住嘴

听说明天我去看梨花

相机早就腾空了肚子

怕我把它落下

提前钻到了我的包里

雪白雪白的梨花

喷香又甜

它要敞开肚皮

吃得饱饱的

心语心愿：

诗人把相机照相的过程想象成大口大口吃东西，多形象啊！把美景像美食

一样吃进去，对特别大的景物会选择合适的角度，为了吃到好吃的还会提前腾

空肚子，相机真是个贪吃、聪明又调皮的“吃货”呢！

自称

语文课上，老

师问：“孙悟空自

称什么？”我刚要

举手回答“齐天大

圣”，就听同桌大

声喊：“俺老孙！”

文/〔美〕谢尔·希尔弗斯坦

编者按：让心在诗意里栖居，在天真里跳动。

贪吃的相机

不倦的小船

不倦的小船

你每天举着大熨斗

不停熨海面吗

这么舒展的缎子海

是你熨平的吗

这么翻卷的浪花边儿

是你烫成的吗

大海穿的蓝袍子这么好看

原来是你的功劳呀

瞧你把自己累的

傍晚爬上沙滩就歪着身子睡着了

雷和闪电在大海上打了一架

你都不知道

心语心愿：

小船的形状真的很像个熨斗。

小船在海面漂荡，抚平波纹，卷起

浪花，把大海的蓝袍子整理得这么

好看，自己却累得睡着了。诗人的

想象力真让人拍案叫绝！

心语心愿：

初读这首诗，你会以为这是惊险的绑架，心里很是为可怜的孩子担

心。直到最后一句映入眼帘，你才大跌眼镜地发现，原来这一切只是他上

学迟到后给自己编的借口。不过，看到可爱的孩子一脸认真地讲述这个

故事，明知是借口，老师也不忍心责备他了吧？

文/王立春

开心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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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员.你觉得写诗最重要的是什么？

圆.如果让你以“鞋子”为主题

写诗，你会怎么写呢？

3.小船、大海、海鸥、白云之间

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你想一想，

说给你喜欢的人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