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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张秋生

乡村四月

［宋］翁 卷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联系上下文，说说小刺猬

把大菠萝想象成了什么，在文

中的横线上写一写。

菠萝发出蜜甜蜜甜的香气，小刺猬好想提前吃一口啊！但最后

他忍住了，因为他把大菠萝想象成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啊，让

我们比一比，

看谁背得快！

我要在本周

早读时间把这首

古诗背下来。

小刺猬采来一个大菠

萝，把它背回家。

大菠萝成熟了，散发出

蜜甜蜜甜的香气。小刺猬太爱他的妈妈了，他把

菠萝放在桌上，想留给亲爱的妈妈吃。

可是没过多久，小刺猬就忍不住了，他想尝

尝桌上这个菠萝的味道，哪怕一小口也好。

小刺猬吓唬（曾蚤伽 澡怎）自己说：“别动那个菠

萝，它是炸药！”

可他再一想，炸药放在屋里多危险。

———让我吃了它吧。

小刺猬赶快换个想法，他说：“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可他再一想，怎么能把好苦的苦瓜留给妈

妈呢？

———让我吃了它吧。

小刺猬赶快再换个想法，他说：“那是妈妈

爱我的一颗心。”

是的，妈妈的爱像菠萝一样，是甜蜜的，醉

（扎怎佻）人的。

———小刺猬守卫着妈妈的一颗爱心。

妈妈一回来就闻到菠萝的香气了。她说：

“哦，这是小刺猬对妈妈的一份爱心，我把他的

爱留在心里。”

至于菠萝，妈妈说：“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妈妈和小刺猬吃着菠萝，他们说：“从来没吃过

这样甜的菠萝，因为它充满了爱……”

小刺猬采来一个（ ）背回家，准备留

给亲爱的（ ）吃。

A.大西瓜 B.大菠萝 C.妈妈 D.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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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百宝箱

雷锋（1940—1962），湖南长沙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楷（噪伲蚤）模，共产主义战士。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殉

（曾俅灶）职，年仅 22岁。

1963年 3月 5 日，毛泽东主席

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每

年的 3月 5日成为我国的“学雷锋纪

念日”。

———第二单元同步资料包

小 名 片

雷 锋 小 故 事

孩子们，让我们一起

向这些默默奉献的人致敬！感

动之余，也让我们从一点一滴

的小事做起，为帮助别人奉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我来当“小雷锋”，我

能帮邻居家爷爷扔垃圾！

我来当“小雷锋”，同

学没有文具时，我要主动

借给他！

我：我来当“小雷锋”，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

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造怎佼）丝

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这是雷锋叔叔说过的一段话，虽然雷锋已

不在，但他的精神永远在你我身边。你看，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雷锋”呢！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

应邀（赠佟燥）去外地做报告，他出差的

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

多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

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有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车站

乘车，出检票口的时候，他发现一群人围着一名背着

小孩儿的中年妇女。原来这名妇女是从辽宁去吉林

看丈夫的，车票和钱都丢了。雷锋连忙用自己的津贴

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妇女手里，妇女眼

含热泪地说：“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

的？”“我叫雷锋，家就在中国，我是一名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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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写话指导

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毛豆，他长得

又高又帅。帅气的脸上总是架着一副超

酷的眼镜。他特别爱笑，一笑起来眼睛

就眯成了弯弯的月牙。看我画笔下

的毛豆，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很帅呢？

小朋友，你的好

朋友是谁呢？请你也

来画一画，写一写吧！

有题目 字迹工整 用词准确 条理清楚 别人感兴趣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孔子有名言：“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赠怎侉）乎。”唐代诗人王勃有

流传千古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丁丁、当当，你们积累

了哪些有关友情的名言或诗句呢？

好朋友经常会一起学习，一起玩

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和朋友在一起多

么快乐呀！我们来聊一聊你和好朋友经常

一起做什么吧！

我和好朋友童童都喜欢唱

歌，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们经

常一起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和毛豆最要好了。我们

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周末

还一起去公园踢球。

星 级 评 价

小朋友，写一写你积累的有关友情

的名言或诗句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我的好朋友是童童，她圆圆的小

脸红嘟嘟的，又弯又长的睫（躁蚤佴）毛下

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乌黑的长头

发扎成了两个牛角辫。这是我为童童

画的像，是不是很可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丁丁、当当，你的好

朋友是谁？他长什么样子？快快介绍给大家吧！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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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训练营

越刮越猛 越下越紧

咯吱咯吱 毫不犹豫

一声不响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紧。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另一只棉手套，放在

松鼠妈妈身边，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

关键词：
主题
阅读

每答对一道题可得一
颗星，我得了（ ）颗星。

北风呼呼地刮个没完，松鼠妈妈要生小娃娃了，

可是还没有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她（ ）地这里看

看，那里找找。忽然，她发现雪地里有一只棉手套。她

（ ）钻进去，一连生下五只小松鼠。手套里太挤了，她只好卧在手套外面。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紧。

忽然，松鼠妈妈听见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她仰起头一看，一个男孩站在

跟前，一只手戴着棉手套，另一只手光着。她明白了，男孩是来找棉手套的。

她（ ）地吱吱叫着。男孩蹲下来拾起他丢失的棉手套时，发现小

松鼠挤满了棉手套，松鼠妈妈站在外边。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另

一只棉手套，放在松鼠妈妈身边，然后一声不

响地走了。

松鼠妈妈和小松鼠都朝着他吱吱地叫。

1.我能通过查字典标出下面加点字的读音，

并说一说词语的意思。

·
避（ ）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毫不
·
犹（ ）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会选一选，把下列词语填在文中恰当的

括号里。

不安 连忙 焦急

3.我能照样子，写词语。

例：越刮越猛

越____越____ 越____越____

4.我会读句子，体会松鼠妈妈的心理变化，再

说说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殷她明白了，男孩是来找棉手套的。她（ ）

地吱吱叫着。

殷松鼠妈妈和小松鼠都朝着他吱吱地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假如我是松鼠妈妈或小松鼠，我想对男孩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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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伯伯披着雪白的外衣，在蓝蓝的

天上飘来飘去……

☆果树抬起了头，玉米挺起了腰，鱼儿

乐得摇尾巴。

雪白 飘来飘去

无精打采 越来越重

滴滴答

主题
阅读 关键词：

每答对一道题可得一
颗星，我得了（ ）颗星。

云伯伯披着雪白的外衣，在

蓝蓝的天上飘来飘去……

果园里的果树低下了头，有

气无力地说：“我渴！我渴！”

田里的玉米弯下了腰，无精

打采地说：“我渴！我渴！”

小河里的鱼儿大声地喊：“云

伯伯，果树、玉米快渴死了，小河

也快干了，请你快下雨吧！”

“好，让我试试！”云伯伯说

完，摇动着身体，想把全身的小水

珠洒到地上去，可是，哪怕他用尽

了全力，小水珠还是浮在空中。

云伯伯没法让小水珠落到地

面上去，心里很着急。哦，有办法

了！忽然，云伯伯大声地喊起来：

“寒风公公，快来帮我！”

啊，寒风公公来啦！他对着

云伯伯，吹出了一阵阵强大的冷

空气。

吹呀吹，云伯伯冷得全身发

抖，身上的小水珠结成了一粒粒

小冰珠。哈！小冰珠越来越胖，越

来越重了。

现在，又胖又

重的小冰珠在空中再也

站不住了，他们开始一个个往下

掉，往下掉……

忽然，小冰珠全身一热，化成

了一滴滴小雨点。

滴滴答，滴滴答，下雨啦！

果树抬起了头，玉米挺起了

腰，鱼儿乐得摇尾巴。

一会儿，雨住了，太阳出来了。

“谢谢您，云伯伯！”果树、玉

米和鱼儿一起大声地喊。

1.我会选择合适的生字填空。

渴 喝

（1）奶奶说她口（ ），想（ ）水。

（2）果树、玉米（ ）足了水，抬起了头，挺起

了腰。

2.我知道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句子。

A.疑问的语气 B.急切的语气

“寒风公公，快来帮我！”（ ）

3.我会读句子，边读边想象画面，再把句子抄

写下来。

殷果园里的果树低下了头，有气无力地说：“我

渴！我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殷田里的玉米弯下了腰，无精打采地说：“我

渴！我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我能读句子，想画面，再根据短文内容，用自

己的话说一说。

殷果树抬起了头，玉米挺起了腰，鱼儿乐得摇

尾巴。

他们会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能给故事画一幅思维导图，然后说一说雨

经过了哪些过程才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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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读书吧

这本书不仅故事有趣，还会

告诉你物品是怎么被加工出来

的，衣物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

各种工具都有什么用途，融知识

和趣味于一体。南南姐姐强烈推

荐你读一读哦！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有趣的绘本———

《阿利的红斗篷》。一位勤劳执着的牧羊人，一只

调皮捣蛋的黑脸绵羊，一只忙得不亦乐乎的小

老鼠，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小朋友，读了《阿利的红斗篷》后，你知道衣服是怎么

做成的吗？快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推荐理由

精彩片段

表达高手

故事里的黑脸绵羊太可爱、调皮了。因为阿利剪了

他的羊毛，他很不高兴，总想要回自己的羊毛，所以不

停地给阿利找麻烦，直到自己长出新羊毛才停止。

我发现，一只小老鼠从每一页的边边角角都能看

到，他可是偷运东西的高手，把剪刀、肥皂、线团、蜡烛、尺

子、鞋子、手套通通都搬运到自己的窝里，太有趣了。

阿利的斗篷很破旧了，他需要一件新的，于是

阿利决定亲手制作，剪羊毛、纺纱、染色、织布、裁

剪、缝纫（则侉灶）……阿利的新斗篷能顺利完成吗？

阿利是一个牧羊人，他有一

间舒服的房子，一顶大帽子，一根

拐杖（早怎伲蚤 扎澡伽灶早）和一群胖胖的

羊。可是每一个人都说：“可怜的

阿利，他实在需要一件新斗篷。”

春天，阿利满山坡追着羊儿，

剪羊毛。

阿利用纺车把毛纺成纱。

阿利把夏天摘的红果子放在

锅里煮，把纱放在锅里染色，纱晒

干就是红色的了。

阿利把纱纺成的线放上织布

机织成布。

阿利把布摊（贼佟灶）开放在桌

上，用剪刀剪成一块一块，然后又

把裁（糟佗蚤）好的布用针别在一起，

缝起来。

冬天来了，阿利终于有了一

件新的、漂亮的红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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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温暖故事”读书活动展示

当当的思维导图

买绿豆寅洗绿豆寅泡大寅煮绿豆寅

放糖……

生活中，你的小巧

手能做什么？请你用当

当的方法，先画一画思

维导图，再给大家讲一

讲制作的过程吧。

我来给大家讲《妈妈，买绿豆！》吧。

“妈妈，放糖。”

说普通话 声音洪亮 有思维导图 表达生动 别人感兴趣

每符合一项可得一颗星，我得了（ ）颗星。

环节一

同学们，我们一起读了绘本《阿利的红

斗篷》，请把你读后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吧！

这个故事不仅简洁

生动、风趣幽默，还让大家

了解了衣物制作的基本过

程。大家还看过哪些温暖又

有趣的好书呢？

环节三

星 级 评 价

阿利剪羊毛的时候最好

玩了，所有的小羊都怕得要命，就像

我们小时候不喜欢剪头发一样。有

一只藏在树丛中的小羊，我想他一

定是被剪了毛，害羞得不

敢见人了。

美好的故事很多，好故事就要和大家分享。当当想把自己

看过的好故事讲给大家听，有请她闪亮登场。

古灵精怪的小老鼠

通过“偷”东西，最后有了

温暖舒适的家，我一点也

不讨厌这个小偷，反而很

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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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灯真可爱。

亲爱的孩子们，请你

们也来试着做一个

小橘灯，送给最爱的

人吧！

秋天到了，橘园里金灿灿的一片。沉

甸（凿蚤伽灶）甸的橘子压得树妈妈腰都弯了。

小兔看着树

上 的 橘 子 娃 娃

说：“橘子弟弟，

你别急。我们先

把其他娃娃送到

仓库去，过会儿

再来接你！”

小女孩抱着橘子娃娃

往草地上跑。

小女孩

想剥（遭佟燥）

掉橘子娃娃

的外衣，被

爸爸阻止了。

爸爸一下两下，轻

轻地把果肉从橘子娃娃

的身体里取了出来……

橘子娃娃变成一

个小橘灯啦。小女孩点

上蜡烛送给妈妈。

蜡烛妹妹站在橘子娃娃

身体里偷偷向外看，她看见拿

着橘灯的妈妈笑得真美。

哎呀，

谁抓我！

妈妈，我捡到一个橘子！

这个橘子

又黄又亮，

一定很甜！

不要弄疼他。

真漂亮！

1

3

5

6

7 8

9

10 11 12

4

小兔和小

猫提着篮子来

帮忙。采啊采，

很快就装满了

小篮子。

树妈妈，我们来帮您。
2

橘子娃娃

真调皮，他偷

偷跳下树妈妈

的胳膊，独自

去旅行。骨碌

碌，他一下滚

到了水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