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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期———第二单元习作指导

小宇：悟空、八戒，别得意啦，快来看看我们这

次的习作吧———写读后感。

：你们不是都写出自己的感受了吗？读后

感，就是要写出你读了文章或书之后的内心感受。

我看你们写的这些就很好。

甜甜：我们只是写出了很零碎的感受。

：读后感是由“读”和“感”两部分组成的，

没有“读”就没有“感”，有了“读”还得好好地“感”。

奔奔：悟空，你都把我们绕晕了，快来教教我们

具体应该怎么写吧。

：一篇读后感首先要有个好题

目。题目一般是“读《伊伊》有感”。有时候为了

突出读后的感受，就把感受作为主标题，读的书作为副标题。

小宇：那我的题目可以写成“谎言有时是美丽的———读《漂亮老师和

坏小子》有感”。

奔奔：我的题目就写成“有梦就追———读《今天我是升旗手》有感”。

甜甜：我的题目是“鼓起勇气面对困难———读《黑猫尼诺》有感”。

：对，这种题目就很好。接下来就要好好介绍一下你读的这本

书，简单概括一下书中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然后就要写清楚你读了这本书之后的感受。你可以根据文章

的主题，选取书中的例子谈感想，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事例谈感想。

：最后总结，记得点明主题。

小宇：好，我们一起来比个赛，看谁写得好。

翌浙江平湖市百花小学 顾恺乐

“深山含笑是一种生长在极寒环境

中的植物。它们甘于寂寞，以顽强的生

命力，挺过风霜，最终绽放出洁白的花

朵，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我回想起假期

里看过的《数理化通俗演义》，觉得里面

的人物就像是一株株深山含笑，在各种

恶劣环境中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八

戒点评：开头导入，用深山含笑来比喻

书中的人物。）

《数理化通俗演义》讲述了从古至

今那些在数理化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

人的故事：居里夫妇在几十吨工业废渣

中提炼出了 0.1克镭，法拉第通过磁与

电之间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关系发现了

电磁感应现象，勒维列根据万有引力定

律计算出了海王星的轨道……（八戒点

评：举例说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介绍

得很清楚。）

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他们付出了

多大的代价呀！居里夫人由于长期接触

放射性物质，身体遭到很大伤害，最终

因癌症去世；法拉第为了发现电磁感应

现象，甘愿在戴维家里做仆人，忍受着

戴维夫人的欺侮；勒维列在发现海王星

的过程中，不知道列了多少算式，写了

多少草稿，检查了多少遍！但他们都坚

持了下来，就像那一株株深山含笑，经

历过严酷的风霜，最终绽放出美丽的花

朵。（八戒点评：结合书本内容，说明数

理化领域奋斗的人就像深山含笑一样，

不畏艰险。）

很多人不喜欢学数理化，觉得数理

化太艰深。但我却不这样想。哪怕付出

再多，我也愿意去攀登科学这座高山。

《数理化通俗演义》中的故事让我想起

了上次科技节活动。很多同学都觉得做

小发明很难，不愿意尝试，可是我不怕，

我要向科学家们学习，做一株不畏艰难

的深山含笑。那次比赛，我做了一个多

功能手电筒。我先准备好电池和小灯

泡，然后把一截电线的两头剥开，一头

接在电池上，一头接在灯泡上。为了让

小手电筒有记录的功能，我还借来爸爸

的行车记录仪，装到了我的多功能手电

筒上。就这样，我折腾了一个多星期，不

但做成了，而且还获了奖呢！这件事让

我明白了“不要害怕困难，努力就能成

功”的道理。（八戒点评：小作者结合科

技节做小发明的例子表明了自己愿做

深山含笑的决心，更好地谈了自己的

感想。）

合上书，我将《数理化通俗演义》和

桌上的一株深山含笑放在了一起。它们

将时时陪伴我，提醒我，让我在前进的

路上充满力量。（八戒点评：总结全文，

回应开头，点明主题。）

火眼金睛审清题 先思后写出奇招

范文引路更有谱

小作者写读后感，先用一个很亮

眼的主标题“那一株株深山含笑”吸引

了读者的目光，接着写《数理化通俗演

义》一书中的人物就像一株株深山含

笑，然后结合书中的例子和自己的例

子，说明了“不要害怕困难，努力就能

成功”的道理。习作结构严谨，条理清

晰，是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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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女》是英国画家约翰·埃·密

莱创作于 1856年的油画作品。画作

现藏于英国伯明翰市博物馆与美术

陈列馆。

画作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

景：雨过天晴后的原野上，两个相依

为命的贫苦女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其中一个是盲女。另一个小女孩靠在

她的怀里，一边抬头看着天上的彩

虹，一边给盲女描述她所无法欣赏到

的自然景色：彩虹横跨天际，原野上

一片金黄，远处有树木和房舍，牛羊

行走在小路上，近处有飞鸟起落。

尽管命运对这两个女孩是那样

不公，但她们并不抱怨生活，心中依

然充满了爱。你没看见盲女腿上还放

着一架小手风琴吗？她们通过音乐来

诉说自己的悲伤与哀愁、快乐与喜

悦，表达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写读后感

———读《数理化通俗演义》有感

悟空总评

那一株株深山含笑

“猴哥，看！有人把我们写进作文了！”八戒兴冲冲地将同学们的作

文拿给孙悟空看。作文里写道：“孙悟空做得成大事，也受得了委屈。我

真是佩服他。”“别看猪八戒大大咧咧，其实心思也很细腻，他去花果山

请回大师兄那段，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哥俩看得是越来越起劲。
出版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 总第1455 期

1.默读文章，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用自己的语言说说

文章的主要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联系上下文说说文中加点词语的意思。

闲来无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玉液琼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文主要运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

刻画了孙悟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物形象。

4.读文章，对比你看过的动画片或电视剧，想一想文章和影

视剧有什么不同之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

盲女在听小女孩的描述时，脑海

中会想些什么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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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大帝担心孙悟空
·
闲
·
来
·
无
·
事会

惹出祸事，便吩咐孙悟空去看管蟠桃园。

孙悟空见那树枝上的桃熟了大半，

就想尝个鲜。于是他爬上树，摘了许多熟

透的大桃，在树枝上吃了个饱，然后变成

桃子在树枝上睡着了。

恰巧王母娘娘要在瑶池中开蟠桃

盛会，就叫七仙女去摘蟠桃。七仙女摘

桃时不小心惊醒了睡在树枝上的孙悟

空。孙悟空从耳朵里掏出金箍棒，问：

“你们是哪儿来的怪物，竟敢偷摘仙

桃！”七仙女一齐跪下说：“我们是王母

娘娘派来的七仙女，摘仙桃是为了开蟠

桃会。”大圣又问：“王母娘娘都请谁了？

请我了吗？”

仙女道：“没听说。”大圣说：“我是

齐天大圣，为什么不请我？你们站在这

儿，等俺老孙先去打听清楚。”大圣使

了个定身法，把那七仙女都定在了桃

树之下。

大圣踩着云朵，出了桃园，直奔瑶

池。不一会儿，大圣到了瑶池，只见那里

摆满了好吃的饭菜和水果，却还没有客

人来。大圣忽然闻到一阵酒香。原来廊

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正在那里洗缸刷

瓮，装刚酿好的
·
玉
·
液
·
琼
·
浆。大圣流着口

水，好想去喝那香醇的酒。他拔下几根

毫毛，丢入口中嚼碎，喷出去，念声咒

语，就把毫毛变作几个瞌睡虫，让那几个

仙官都睡着了。大圣拿了些好吃的，靠着

缸，挨着瓮，大口喝起酒来。大圣喝得有

点儿醉了，心想：“不好！一会儿客人来

了，会怪我的。如果他们要抓我怎么办？

我不如回齐天府睡觉去吧！”

大圣醉醺醺的，走错了路，没回到

齐天府，却走进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大圣来到丹房，没见到太上老君，却看

见炼丹炉旁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

炼好的仙丹。大圣就把那葫芦里的仙丹

都倒出来吃了。一会儿，大圣酒醒了，心

想：“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要是惊动

了玉帝，我就活不成了。走，走，走！我还

是回花果山当大王去吧！”

于是大圣跑出兜率宫，逃回了花果山。

供稿 胡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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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复述课

文，请看本期 2 版的《如何

复述课文》。

第 23期 1版参考答案
《孙大圣驻守蟠桃园

蟠桃会醉酒吞仙丹》
1.略
2.闲来无事：指没

什么事可做，悠闲的样
子。在文中指孙悟空被

封的“齐天大圣”只是个
虚名，并无实事可做。

玉液琼浆：指美酒
或甘美的饮料。在文中
指蟠桃会上香醇的美酒。

3.动作描写 语言描
写 心理描写 狂妄自
大、率性而为

4.文章对孙悟空的

心理进行了细腻的描

写，而人物的心理在动
画片与电视剧中无法得
到很好的体现。

考查范围：

《草船借箭》

《景阳冈》

《景阳冈》中武松赤手空拳打

死猛虎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作者是运用什么描写手

法来展现武松这一英雄形象的吧。

心理描写显豪气。“我回去

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

转去。”这里是对武松的心理描

写。他已知冈上有虎，心里也有一

点害怕，但为了维护自尊心和面

子，他不愿下冈。他虽有犹豫，但

更多的是勇往直前的豪气。这里

充分体现了武松的倔强、固执和

无畏的英雄气概。

语言描写显豪爽。“怕甚么！

且只顾上去，看怎地！”从语言描

写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武松英勇

无畏、豪爽要强的英雄性格。尤其

是“怕甚么”把武松浑身是胆的英

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动作描写显勇武。课文中对

武松打虎的动作描写特别形象

生动，如“说时迟……武松却又

闪在一边”，这是写大虫进攻的

“三招”及武松的三次沉着应战，

从中可以看出武松的以退为进、

机智灵敏、有勇有谋。再如“武松

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尽平

生之力，只顾打”，这里的“轮、

劈、揪、按、踢、提、打”等几个字，

字字千钧，虎虎生风，形象生动

地描写出武松打虎的动作，凸显

了武松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

刻画了武松勇武过人的高大形象。

课文正是通过对人物心理、

语言和动作的描写，让武松这一

豪放、勇武、机敏的英雄形象栩栩

如生，令人过目不忘。

文/勇 俭

复述课文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将课文

内容有条理地叙述出来。复述不仅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还可以提高我们

的语言运用能力，是帮助我们掌握、积累

和熟练运用语言材料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应该怎样具体地进行复述呢？

1.概括段意，串联内容。我们可以先

将每一段落的主要意思概括出来，然后再

按照文章的顺序将段落内容串联起来。

2.划分层次，总结文意。在已经知道

每个段落意思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

内容将文章划分出层次，并试着给每一

个层次都起一个小标题。然后将小标题

串联起来，试着用一句话概括出文章的

主要内容。

3.找出关键词语。所谓关键词语，就

是点明中心或是对文章的前后内容起重

要连接作用的词语。在复述课文的时候，

将这些关键词语作为“路标”，会让你的

复述变得更容易哦。

总之，复述课文是一个从简单到具体，又从具体到创造的过程。选

择一篇你喜欢的课文，试着去复述一下吧。

随堂幻灯片

课
文
链
接

学

法

指

南

赤壁之战，是指孙权、刘备联

军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在长江

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这

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的著名战役之一，是三国时期“三

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

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最终孙刘联

军以火攻大破曹军，曹操在赤壁之

战中战败。

赤壁之战的失利使曹操失去

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而

孙刘双方则借此胜役开始发展壮

大各自的势力。刘备向孙权借荆州

后实力迅速壮大，进而谋取益州。

孙权屡次亲率大军进攻合肥，数战

不利，损兵折将。曹操在退回北方

后，休养生息了五年，平定关中后

才大举出兵南下进攻孙权。此战形

成了天下三分的雏型，奠定了三国

鼎立的基础。

漫画成 语

意思：形容善于估计复杂的形势变化，决定策略。

近义词：足智多谋、料事如神

反义词：无计可施、束手无策

情景描述：1368年的一天，明太祖正在内殿里吃烧

饼，只咬了一口，便听到内监来报，说刘伯温觐见。太祖

便用碗盖将烧饼盖住，召见刘伯温并让他猜碗里是什

么。刘伯温不仅猜中答案，还作了一首《烧饼歌》，并在诗

歌中准确预言了明朝的发展走向。

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多种描写手法 突出英雄形象

———《景阳冈》课文导读

神机妙算

如
何
复
述
课
文

一、生字草原

员援我能圈出下面的错误拼音，并在后面的横线上改正。

粤援周瑜（赠俨） 踉（灶蚤伽灶早）跄 弓弩（灶俪） ________

月.倚（y佾）靠 血泊（遭佼） 霹（责侃）雳 ________

悦援丞（糟澡佴灶）相 肋（l侉i）骨 擒（q侏n）拿 ________

圆援我能和同桌比比谁是复述课文的小能手。

同桌：吴国都

凿俦

周瑜

凿俅 躁佻

诸葛亮，以军情紧

急为借口，

憎侑蚤

托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否则就要严惩。

诸葛亮私自找

造俪

肃借了二十条小船，用青布幔子

扎澡佶

起来，扎满了草把子，趁大雾漫天驶向

糟佗燥

军水寨。诸葛亮

令军士

造佴蚤

鼓

灶伽

喊。曹军不明虚实，只敢射箭。不一会

儿，二十条小船上就

糟澡佟

满了箭。

我：武松来到阳谷县，觉得

躁侃

渴，便进了一家酒店喝

酒。店家给他看了官府发的

遭伲灶早

文，说前面的山上有老虎，

劝他留下来。他认为这是店家的诡计，挺起胸

贼佗灶早

上了山。

谁知武松真遇到了老虎，并一个人打死了老虎。

你觉得谁复述得好？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词语小岛

员援我能选择意思相近的词语填在括号里。

调度 耻笑 必然 疑惑 但凡 吓唬

嘲笑—（ ） 凡是—（ ） 一定—（ ）

迷惑—（ ） 威胁—（ ） 调动—（ ）

2援我能联系课文，猜测带点部分的意思。

（员）鲁肃
·
私
·
自拨了二十条快船。 （ ）

（圆）你且回来我家看官司
·
榜
·
文。 （ ）

（猿）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

冈。
·
请
·
勿
·
自
·
误。 （ ）

三、句子沙滩

员援我能连一连。

诸葛亮三气周瑜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周瑜打黄盖 不是虎死，就是人伤

梁山兄弟 略施小技

武松景阳冈上遇大虫 不打不亲

圆援我能把下列句子改成转述句。

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三

天造不好，甘受重罚。”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我能读句子，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员）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我得吩咐军匠

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

造不成，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

打算，回来报告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武松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

转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阅读河流

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

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

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

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

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

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

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

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

员援我能把写老虎动作的词圈出来，想象当时的情形，说说

自己的体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武松的动作是 ______和 ______，从中看出武松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我能读句子，联系加点部分，说一说这样写的好处。

（员）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

·
那
·
山
·
冈
·
也
·
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把这
·
铁
·
棒
·
也
·
似
·
虎
·
尾倒竖起来，只一剪。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有些人认为武松很勇敢，有些人则认为他很鲁莽。你觉

得武松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说说你的理由。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习作海洋

读了《草船借箭》，我能写一个片段，联系实际，写写自己

的感想。

我觉得我真是

神机妙算啊！
怎么说？

这次我考了倒数第一，我猜爸爸一

定会揍我，所以我今天去奶奶家住。

淤 于

盂 榆

古典名著之旅
供稿 马 丽

第 22期 3版参考答案
一、1.昼 瓢 拔 瞎
2.日 6 于 盂 淤
二、1.示例：（1）夜，

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罩

子，罩在头上是那么沉
重。成群的蝙蝠张开黑
色的羽翼吱吱地飞着。
飘落的树叶像一只只黑

手伸向我的头顶……

（2）牵牛花耷拉着脑
袋，美人蕉垂头丧气，富
贵的牡丹也失去了神
采，这些花都没精打采
的。只有太阳花一点也

不惧怕炎炎赤日，开得
艳丽、旺盛。

2.唐 孟郊 慈母手
中线 意恐迟迟归 略

3.示例：爸爸，你小

时候都玩过什么玩具？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呢？这种玩具是怎么玩
的？太简单了，这有什么
好玩的？哦，是这样啊！

我可真长见识了。
三、1.形容色彩灿

烂的样子。在文中指蔚
蓝的天空、红彤彤的高
粱、黄灿烂的谷穗、绿油

油的菜苗、红红的枣、金
黄的谷物，颜色十分丰
富。 指车如流水、马如
游龙一般，形容热闹繁
华的景色。在文中指都

市繁华，没有了乡野的
味道。

2.挖掏垒扔推闷
3.主人公深深的思

乡之情 触景生情，乡愁

像家乡的缕缕炊烟，在
心中袅袅升起 丰收景
象图 田野欢乐图 傍
晚归家图

4.蔚蓝的天空飘着

朵朵白云……垛成小山
一样的金黄的谷物。大
人们忙着去收秋了……
烤玉米棒子……

5.运用对比手法

对儿时乡村生活的怀念
和向往

五年级部编人教语文

第 23 期

五年级部编人教语文

第 23 期

文\

晓

雨

文\

张

明

文·图/张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