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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课时，黄老师一脸

神秘地拿出来一个很大的包

裹，并告诉我们，这是她的闺

密特地从美国给她寄回来的

礼物。但是她也不知道里面具

体有些什么。她把礼物带来就

是想邀请我们和她一起来分

享这份惊喜。同学们听了都高

兴极了，有的猜里面是化妆

品，有的猜里面是新衣服，还

有的猜里面是美元……

这时，黄老师建议拆开包

裹一探究竟。大家兴奋地拍手

叫好。只见她两手抓紧包裹

袋，用力地往两边一撕。袋子

里竟露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猪

头像。随着开口越来越大，小

猪头像下面竟露出三个大

字———“猪饲料”。同学们见了

都惊讶万分。我用手捂着嘴笑

了起来，心里悄悄琢磨着：这

“猪饲料”还是进口的呢！难不

成黄老师家里养了一头小萌

猪，亦或是黄老师的闺密把黄

老师当“猪”养？同学们和我的

反应一样，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几个机灵鬼叫起来：

“是零食，一定是零食！”“哦，真

的吗？”“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

的包装盒，之前里面装的就是

零食！”黄老师说：“倘若里面

真是零食，我就把零食分享给

大家！”大家再一次拍手叫好，

越来越兴奋！但谨慎的黄老师

再一次建议：“大家要不先摸

摸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倪雨

涵第一个被邀请了上去。只见

她挽起左手的袖子，抿着嘴

巴，睁大了眼睛，在盒子里小

心翼翼地摸来摸去。可她摸了

半天，最后竟然摸出了一把

“猪草”———红苕尖。倪雨涵撇

撇嘴巴，看看同学们，看看那

把“猪草”，又望望黄老师，那样

子别提有多滑稽了。黄老师

呢，也就将这把红苕尖送给了

她，让她带回去炒菜吃。很快，聪

明的同学们便识破了玄机，认为

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好东西！

接着，第二个同学被邀请

上去了。大家屏住呼吸，注视

着他。只见他果断地把手伸

到了箱子的底部。突然，他一

脸兴奋，张大了嘴巴，眼睛眯

成一条缝。啊，他竟然摸到了

一袋薯片！台下的同学羡慕

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越

来越兴奋，猜想着等一下我

会摸出什么东西。轮到我的

时候，我摸了很久，好不容易

摸到了一个大的，拿出来一

看，竟然也是薯片。我开心得不

得了！

在欢快的氛围中，所有的

同学都得到了一份礼物，有

的拿到了橘子，有的拿到了

香蕉，还有的拿到了美味的鸡

爪……手气最差的就是吴雨

菡了，她居然只摸到了一个

特别小的玩具猪。

后来，黄老师让我们开始

享用自己摸到的食物。我们都

开心地彼此分享了各自的食

物。哈哈，黄老师的这份礼物

还真是特别呀！今天真是有趣

的一天！

指导老师 黄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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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

捡几片嫩绿的树叶

摘几朵鲜艳的小花

轻轻地

轻轻地

插在泥巴上

揉一揉

团一团

拍一拍

瞧，这个双层蛋糕

胖胖的身躯

花枝招展的样子

多可爱呀

我们笑着低下头

奶油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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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脚步去长大》

作者：章红

出版社：江苏儿童少年出版社

小女孩杨等等善良，她爱看动画

片，却从来没看完过《白雪公主》,因为

一看到后妈拿出毒苹果,她就不敢再看

下去了；小女孩杨等等爱钱，她为了挣钱，在江心洲采

了一些小花小草到学校来卖；小女孩杨等等的生活十

分丰富，她身边有懂得尊重孩子的妈妈、“混世魔王”

同桌袁子瀚、好朋友艾菲儿、爱臭美的贾甜甜……她

在小学期间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些经历也让她

明白了，要放慢脚步去长大，要珍惜成长过程中的一

点一滴，这样长大后才不会后悔。

章红，曾就读

于南京大学中文

系，获文学硕士学

位。原江苏《少年

文艺》主编，现供职于江苏少年儿童

出版社文学读物编辑室。曾获冰心

图书奖、金陵文学奖、南京市“五个

一”工程奖等。著有“章红‘时光’系

列文集”———含《放慢脚步去长大》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小猪和圆妈》

《踏上阅读之路》《青春之羽》《木雕

面具》六种，此外还著有长篇纪实散

文《对幸福我怎能麻木》、长篇小说

《我的日子还没来临》等。

曾经发誓会一辈子在一起的好朋友，曾经每个小女孩手上都会绑着的橡皮筋，曾经不敢拿回家让父

母签字的带着大红叉的考卷和作业本，曾经踩着桌子亲手缠绕在教室灯管上的各种颜色的皱纹儿纸……

这本书会让我们想起那些童年时代中最快乐的记忆。

———读者

再次回到教室的时候，就已经是拿小学时

代的最后一次成绩报告册，然后各奔东西的时

候了。

所有人刚刚走到教室门口，就都把脚步放

轻了，不，连呼吸都放轻了，似乎生怕惊扰了什么。为什

么会这样呢？因为眼前的教室似乎完全变样了！

每一扇窗户上都贴满了窗花——— 一种湖蓝色的纸

剪成的窗花。各种各样抽象的图案，镂空的花纹中露出

玻璃莹洁的光。平淡无奇的教室在湖蓝色窗花的映衬下

完全变样了，它变成了一个充满奇遇的美妙梦境，一个

童话世界。

向来“朴素、简洁、大方”的教室里面也变样了。讲台

上一个陶土的花瓶里插着一大束蔷薇，带着刺，带着露

水，仿佛一分钟之前才被从枝头剪下。墙壁被各种各样

的照片装饰得花团锦簇：郊游的照片、主题班会的照片、

运动会的照片、升旗时的照片……很快就有一大群人挤

到照片面前。“哎呀，这是我！是我！”找到自己的人惊喜

得大叫。

丁零零……上课的铃声响了，大家从诧异兴奋中稍

稍平静下来，纷纷回到座位上坐好。这时，所有人都看见

了黑板上用好看的镶了花边的美术字写着的几个大字：

“亲爱的同学们，再见啦！”

玩 泥 巴 1.读了这本书后，你知道杨等等的这个名

字是怎么来的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杨等等为什么将班主任王老师称为“超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杨等等的错别字都有哪些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杨等等在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是用怎

样的方式来告别校园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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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走过那清澈的小池

塘边时，心里总会想起一件有

趣的事。

葱茏的五月，柳树随着微

风尽情地摇摆，小草在阳光下

欢快地舞蹈，柔和的阳光照射

在池塘边的石头上。

春天的池塘里有好多好多

虾。我带上妈妈给我买的两只

小鸭子来到池塘边，准备给它

们捞小虾米吃。我过去的时候

已经有几只鸭子在池中欢快地

玩耍了。“嘎嘎嘎……”它们尽

情地叫着，好像在说：“快来和

我们一起玩吧！”

我把两只可爱的小鸭子放到水里。小鸭子一点儿也不害

怕，熟练地游了起来。我担心小鸭子们抓不住虾，就拿起事先

准备好的大网向水里探去。顿时，水里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

来。我很紧张，握着网竿的手都有点抖。我把网抬起来，惊讶

地发现网里多了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今天鸭子们有大餐

吃了！”我开心地想。有了之前的成功经验，我大胆地抡起网，

朝虾最多的水域网去。我右手一转，左手一抬，网里就多了好

多虾！我越捞越起劲儿，不大一会儿，就捞了一小桶。

这时，我又听到了“嘎嘎”声，原来是我的小鸭子回来了。

它们好像知道我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似的，围着我叫个不停，

好像在说：“主人，给我吃，给我吃！”我用大网把它俩捞了回

来，让它们自己蹦到了装虾的小桶里。它们一进到桶里，就争

先恐后地吃起来。看到它们吃得那么开心，我也开心地笑了

起来。

指导老师 蒋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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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悟课文
感受形象

———《猴王出世》课文导读

学
法
指
南

第 24期 1版参考答案

《放慢脚步去长大》

1.因为她做什么事

情都要等一等，所以妈

妈就叫她杨等等。

2.因为王老师每天

要备课、讲课、批改作

业，还要关心同学们的

早操、课间活动、午间休

息，管理班级纪律等，要

做的工作非常多，很辛苦。

3.只写出字的一

半；偏旁胡乱搭配，自己

造字；分不清相似的字。

4.杨等等带上了自

己的数码相机来到学

校，拍了很多校园景物

和场景，用照片来作纪念。

勇老师：《猴王出世》中的石猴给大家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你是从哪些具体语句中感受到的？我们一

起来交流一下吧。

欢欢：我觉得他是一个神奇的石猴。“那座山正

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化作一个石猴。”从这些语

句中，我了解到石猴和一般的猴子不一样。它是从一

块饱受日月精华的顽石中迸裂而出的，真是非同一

般，神奇无比。

乐乐：“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朝游峰洞

之中。”这几句话对石猴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描写，我

从中体会到石猴自由、快活、友善、顽皮的特点。

豆豆：“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

‘我进去！我进去！’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

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

朗朗的一架桥梁。”从对石猴入洞的语言和动作描写

中，我感受到了石猴的勇敢无畏和机智灵巧。

冬冬：“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才说

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何不拜我为王？”我从石

猴的这些话语中，感受到了石猴的聪明、机敏、爽朗

和坦率，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做首领的料。

勇老师：大家讲得都很好！作者巧妙地将石猴的

动物特性与人格化个性融为一体，让我们认识了石

猴集猴、神、人三者为一体的人物形象，感受到石猴

独特的魅力。

外貌：眉清目秀 花容月貌 衣冠楚楚 唇红齿白 慈眉善目

神态：和蔼可亲 神采飞扬 忍俊不禁 含情脉脉 垂头丧气

动作：昂首挺胸 手舞足蹈 张牙舞爪 大步流星 举目眺望

语言：妙语连珠 伶牙俐齿 结结巴巴 对答如流 出口成章

一、字词大观园

员援我能读拼音，写词语。

所有人都怕被老虎伤了 x佻ng m佻ng（ ），不敢上冈。武

松 t伽n t侃ng（ ）了消息之后，自认为 w俪 y佻（ ）还算高强，

又怕返回去被店家 ch佾 xi伽o（ ），便 s侃 z佻（ ）上了冈。

圆援我能选出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的解释全部正确的一

项：（ ）

粤援抓耳
·
挠腮（弯曲） 一饮而

·
尽（完） 天造地

·
设（摆设）

月援家喻户
·
晓（知道） 足智多

·
谋（计谋）

·
自有妙用（自然）

悦援请勿自
·
误（误会） 神机妙

·
算（计算）

·
喜不自胜（高兴）

阅援伸头缩
·
颈（脖子） 谋财

·
害命（杀害） 半夜三

·
更（更加）

二、综合上梁山

员援我能根据上下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众猴听说，即拱

伏无违。一个个序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我能按照故事的发展，把《景阳冈》一课的情节补充完

整：喝酒———（ ）———（ ）———（ ）

猿援我能读句子，猜出人物，并

用一个四字词语概括出他的特点。

粤援身长八尺，面如冠玉，

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羽扇

纶巾，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人物及特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援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

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

人物及特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唐代诗人 赃赃赃赃赃写的《鸟鸣涧》中的“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夜的

寂静，实则用声音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

缘援中午，我跟同桌扮演鲁肃和诸葛亮，演一演《草船借箭》

片段。

鲁肃：诸葛先生，你真有把握在三天内造好十万支箭吗？

诸葛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鲁肃：这是你自己找的，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

诸葛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鲁肃：这事不难，我能办到。

诸葛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鲁肃：请先生放心，我不会告诉都督的。

三、阅读取经路

三打白骨精

悟空刚走，白骨精就看到了唐僧。白骨精不胜欢喜，摇身

变作美貌的村姑，拎了一罐斋饭，走到唐僧面前，说是请他们

用斋的。唐僧一再推辞。八戒嘴馋，夺过罐子就要吃。

悟空回来，认出村姑是个妖精，举起金箍棒当头就打。妖

精扔下一具假尸首，化作一缕轻烟逃走了。唐僧责怪悟空无故

伤人。悟空打开罐子，从里面跳出来几只青蛙、癞蛤蟆，根本没

有什么斋饭。唐僧这才相信那村姑是妖怪。

师徒们继续赶路。山坡上闪出一个年满八旬的老妇人，手

拄着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悟空见又是那妖精变的，当

头就是一棒。白骨精见棍棒落下，又用法术脱了身。

唐僧一见，一口气念了二十遍紧箍咒。悟空头痛难忍，连

忙哀告。唐僧喝道：“你为何不听劝说？”“它是妖精！”唐僧非

常生气：“哪儿有那么多妖精！你无心向善，有意作恶，你走

吧！”悟空说：“师父若真不要我，就请念个松箍咒，摘下我头上

的金箍！”唐僧大惊：“我只学过紧箍咒，哪儿有什么松箍咒！”

悟空说：“若无松箍咒，你还是带我走吧。”唐僧无奈：“我再饶

你这一次，你不可再行凶了。”悟空连忙点头答应。师徒一行这

才继续前行。

白骨精又变成一个白发老公公，假装来寻找妻子和女儿。

悟空把金箍棒藏在身边，走上前迎着妖精，笑道：“你瞒得了别

人，瞒不过我！你这个妖精！”悟空暗中叫来众神，吩咐道：“我

这次定要打死这个几次蒙骗我师父的妖精。你们在半空中给

我作证。”众神在云端看着。悟空抡起金箍棒，一棒打死了妖

精。妖精化作一堆骷髅，脊梁上有一行字，写着“白骨夫人”。

员援我从“山坡上闪出一个年满八旬的老妇人”中的“闪”字

体会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我读了短文，弄清了白骨精三次化作什么形象出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轩轩和涵涵阅读了短文之后，展开了讨论。

轩轩：我知道孙悟空是这样三打白骨精的：一是不顾阻

拦，劈脸一棒；二是 ______________；三是 _____________。

涵涵：孙悟空一次打不死白骨精，要打三次，作者这么安

排是为了使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突出孙悟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我读短文时，抓住人物的 _______ 和 _______，体会

出孙悟空有这样的本事和个性特点：__________________。

四、习作长坂坡

我们读书看报，往往会有自己的感想。请你选择读过的一

篇文章或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首先介绍读的内容；然后抓

住重点，联系生活实际，引出感想。题目可以是“读《伊伊》有感”

或“《伊伊》读后感”，也可以将它们作为副标题，再另拟题目。

随堂幻灯片

文/勇 俭

积累天地

“截”的甲骨文字形“ ”是

一只小鸟头上有一个武器的形

象，篆文简化成了“ ”。隶变后

定为“截”，沿用至今。《说文解

字》中说：“截，断也。从戈，雀

声。”“截”的本义表示割断、切

断，如“截肢”“把木条截成两

段”。“截”也可引申为半路阻

拦、拦挡，如“关羽从樊城撤军，

企图夺回荆州，途中连遭吴军

截击”。含“截”的成语有“截然

不同”“直截了当”“斩钉截铁”。

与“截”字形接近的有“载”

“栽”“裁”“哉”等。为什么它们与

“截”字形相似，读音却完全不同

呢？原来这几个字在古字中的偏

旁是“ ”。后来，左上的“才”变

成了“十”。也就是说“截”的声旁

是“雀”，“载、栽、裁”等字的声旁

是“ ”，根本不一样。

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

的下阕写道：“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

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

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作

者以无与伦比的气魄和浩大的

气势，把高寒多雪、危害人类的

庞然大物昆仑山做一番改造，

分别赠予欧美与东方诸国，把

改造旧中国的理想扩展到改造

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文\

张
青
玲

如
何
阅
读

古
典
名
著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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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ni伽ng—li伽ng

b佼—p侪

ch佴n—ch佴ng

2.督妒忌委鲁 遮

曹 擂 呐 插 饥 榜 膛

同桌复述得好，因为起

因、经过、结果很清楚，

而且重点突出。而“我”

复述的重点放在武松上

山之前，对打虎的过程

反倒一带而过。

二、1.耻笑 但凡

必然 疑惑 吓唬 调度

2.（1）私下，没经过

上级批准。（2）告示、公

文。（3）请不要自己伤害

自己。

三、1.诸葛亮三气

周瑜———略施小技

周瑜打黄盖———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

梁山兄弟———不打

不亲

武松景阳冈上遇大

虫———不是虎死, 就是

人伤

2.诸葛亮说，不敢

跟都督开玩笑，他愿意

立下军令状，三天造不

好，甘受重罚。

3.（1）周瑜小肚鸡

肠、故意刁难诸葛亮。

（2）武松好面子。

三、1.按、扑、撺、

搭、掀、吼、竖、剪。我从

中体会到了老虎的凶猛。

2.闪 躲 身手敏

捷，机灵，不莽撞。

3.（1）夸张，写出老

虎吼声大、气势猛。

（2）比喻，把虎尾比

作铁棒，写出了老虎尾

巴的有力。

4.略

五、略。注意要联系

实际。

趣说生 字

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描写人物的四字词语

读古典名著 品百味人生 考查范围：

第二单元

如果你想积累更多描写人物

的词语，请阅读本期 2 版《描

写人物的四字词语》。

甲骨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古典名著经过了岁月的考

验，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是我

国古代文学宝库里的宝贵财富。

学习阅读古典名著，可以滋养我

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文学鉴赏

水平。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

法去学习如何阅读古典名著。

第一，选择合适的古典名

著，激发阅读兴趣。

在诗词方面，有《乐府诗集》

《全唐诗》等。这类诗词内容短

小，语言优美，我们可以利用课

余时间去背诵学习。在小说方

面，除了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

我国还有许多经典的文学著作，

如《封神演义》《世说新语》《聊斋

志异》等。这类古典小说内容生

动，故事情节有趣，大家读来一

般不会觉得枯燥。只有读进去

了，才能有所收获。

第二，掌握阅读方法，提高

阅读效率。

对于部分篇幅较长的古典

小说，我们可以采取精读或泛读

的方式。对于描写细腻、可读性

强的片段，我们可以仔细阅读，

反复体会；对于一些略写的片

段，我们可以采取泛读的方式，

了解大致内容即可。

第三，读写、读赏结合，多角

度了解名著。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要养成

勾勾画画的习惯，可以将自己喜

欢的词句勾画并摘抄下来，也可

以写写读后感，加深自己对名著

的理解。此外，一些经典著作改编

成的电视剧、动画片等，可以让我

们更直接地了解故事内容。我们

还可以试着比较一下影视剧和原

著的区别，感受不同的表现手法

之间的差异。

阅读古典名著，可以让我们

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试

着拿起书，去读一读吧！

供稿 熊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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