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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采风窗

博主的解答中有一个词———

“见怪不怪”引起了网友的趣谈。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技术飞速发展，千

年的飞天梦在今朝实现。这是一件多么令

人振奋的事。

2019年 11月 13日，“快舟·我们的太

空号”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心愿飞上太空。我

们期待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时隔 4天，我国再次

成功发射一箭双星。这样

高频率地发射卫星，难怪

博主会说“见怪不怪”呢。

翌山东沂水县道托镇中心小学 杨梦琪

小作者把未来的钢笔的功能、

特点和使用方法写得清清楚楚，想

象力真丰富。习作条理清楚，结构完

整，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活泼，真是一篇佳作。

：老师，您快给我们讲讲怎

样才能把这篇习作写精彩吧！

：乐乐，你每次写作文都喜

欢先列提纲，这个习惯很好。你把习

作提纲和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我要在开头交代发

明这种东西的原因，中间介绍这种

东西的特点，结尾表达自己美好的

愿望。

：我觉得中间部分要详写，

具体而详细地描绘出这种东西的外

形、结构、功能、使用方法等，让读者

如见其物。

：你们分析得很好。在介绍

事物特点时，重点要突出你的发明

或创造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哪些困

难。如：一位同学写了未来的拐杖，

拐杖可以定位和打视频电话，这样

就能解决老年人走失的难题。

：老师，我认为写想象作文

是把我们的理想具体化，要表现我

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在字

里行间也应该渗透我们的幸福感。

：你理解得很正确，作文就

是要表达真情实感。下面我们来欣

赏一篇例文吧！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长大后要当科学

家。我想发明一种多功能钢笔，方便小朋友的

学习，因为现在的钢笔有很多缺点，需要改

进。【 ：开篇点题，写出了发明这种钢笔的

原因。】

我发明的钢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笔身

上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小按钮，每个按钮都有

各自神奇的功能。

如果你在画画时按下红色的按钮，对着

笔杆底部的小话筒说出你喜欢的颜色和图

案，它就会在 3秒钟完成变换，让你画出一幅

满意的画作。

如果你在做作业时遇到难题，只要按下绿

色按钮，用笔杆中间的摄像头扫一下题目，它

就会用语音告诉你解题思路。这真是一个随叫

随到的好老师呢！

现在的钢笔写出来的字大多是蓝色和黑

色的，如果你不喜欢这几种颜色，只要按下黄

色按钮，笔里的调色器就能调配出你想要的

颜色，这样你就不需要带其他颜色的笔了。

如果你写错了字，钢笔顶端的蓝色按钮

就会发出蓝色的荧光，还会用语音提示说：

“小主人，错了错了，你学习太不认真了。”

如果你学习累了，就按下橙色娱乐按钮，

它马上就会播放优美动听的音乐，让你的大

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 ：详细介绍

了这种钢笔的多种神奇独特之处，想象丰富

合理。】

这种钢笔还有防盗、自我修复等功能。怎

么样？我设计的钢笔神奇吧！我一定好好

学习，早日让它面世。大家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吧！【 ：照应开头，表达了自己美好的

心愿。】 指导老师 武纯军

：昨天晚上，老师做了一

个梦，梦到自己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机

器，叫作牵云机。它能够牵着云朵在

天上随意地走，解决了世界上旱涝不

均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的

奇思妙想》可以写些什么吧！

：老师，您的想象太神奇了！

我认为奇思妙想就是特殊、罕见、出

人意料而又美好、神奇的想法。我们

可以写未来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

如：未来的衣服可以变样式、颜色；未

来的课桌凳可以自动感应，智能调节

高度，如果你不认真听讲，它就会语

音提示你……

：我们还可以写未来的交通

工具和房子，如：未来的汽车不但可

以在陆地上奔驰，还能飞上蓝天，在

海上航行；未来的房子可以防火、防

水、防震，墙壁可以随季节的变化自

动变换图案，窗户像一台大空调，让

室内冬暖夏凉。

：你们的想象大胆合理，非

常好。我们正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

代，会对未来世界的人、事、物满怀憧

憬。但是大胆想象不等于胡编乱造、

异想天开，想象要合乎情理，要有一

定的生活依据和科学依据，力争做到

合理而有创意。

供稿 武纯军

———第二单元习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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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我的奇思妙想

节约是自然界的神圣法则

生活中，我们常

常会有一些奇思妙

想，想发明神奇的东

西。你想发明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有

哪些功能？请你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它写出

来和大家分享吧。

如今，太空里有越来越多我们

国家飞行器的身影。我相信，航天

技术的发展能够造福我们，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更多益处。感兴趣的同

学可以上网搜一搜近日我国在航

天领域的最新成就。

学习报·小学趣学堂

微信扫码

获取免费资源

家长辅导真轻松

主题阅读

我们 的 太 空

1.默读短文，提出不懂的问题，试着解决，

并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第于自然段的括号中选择正确的读音和汉

字，用“姨”画出。

3.用自己的话说说稻秆和麦秆等植物都是空心

的秘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第盂段主要运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

的说明方法，这样写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淤科学证明，节约是自然

界进化发展的神圣法则。

于稻秆（g佟n g伲n）和麦

秆等植物都是空心的，其奥

（密 秘）就在于用最少的材料

取得最稳固的结构。草本植物

在风力和果实重力的作用下，

秆子会压缩、扭转和弯曲。从

材料力学的角度分析，实心圆

截面秆子和空心圆截面秆子

在外径相同的条件下，两者具

有相同的抗扭和抗弯能力。显

然，植物长成空心秆，有利于

将摄（sh侉 ni侉）取的营养集中

到果实上来，同时也缩短了生

长期，这不是绝妙的生长方式

吗？另外，我们常见的葡萄、杨

梅等都是圆球（状 壮）的。这

是因为建造圆球形物体所耗

（废 费）的材料最少，而容积

却最大。

盂植物如此，动物在发展

过程中也极其惊人地贯彻了

节约的法则。例如，恒温动物

的体温大都在 35益左右，这是

共同的节约法则起了微妙的

作用。众所周知，水是物体的

基本组成部分，而水的比热是

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动的。据测

定，在 35益时，水的比热最小，

这意味着，动物体温为 35益

时，为保持体温恒定所需要吸

收和放出的热量最少。又比

如，蜻蜓的翅膀长只有 5 厘

米，面积是 4.6平方厘米，重量

仅 0.005 克，然而，它却具有

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每秒钟能

扑动 20至 40次，飞行速度达

到每秒 15米，这种翅膀的构

造可以说是节约的典型了。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博物杂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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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海平面

责编 渠皓媛

美编 海平面22期 3版部分参考答案
一、1.sh俦 z佗 ch俨

s俅 gu佟n h侉
2.蝙蝠 滩 霸 鹰
3.示例：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出生入死 求
同存异 滴答滴答 咕嘟
咕嘟

4.示例：（1）小鸟在
树上唱歌。（2）屋子里黑
得伸手不见五指。（3）蓝
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
低头吃草的马群和羊
群，构成了一幅和谐的
画面。

二、1.（1）飞入菜花
无处寻 （2）梅子金黄杏
子肥（3）最喜小儿亡赖
（4）她在丛中笑

2.（1）杨万里 春 词
清平乐 村居 辛弃疾
翁媪 锄豆 编鸡笼 卧
剥莲蓬 （2）生活环境
美好生活（3）茅盾 向
往 追求 想象力 创造力

三、示例：奶奶，王老
师托我给您带口信：他有
事去北京了，请您下午
5:00去幼儿园接乐乐。

四、1.短文描写了麦
收时的扬场和抢场两个
场景。

2.画线句：突然飘
来一片乌云，阵雨骤降，
满晒场的人立即行动起
来，地里忙活的人一路
小跑地向麦场奔去，本
不是劳动力的老人、小
孩也都会从四面八方跑
向麦场。远处沉闷的雷
声，人们的呼喊声，拉板
和木锨摩擦地面的声
音，晒场像开锅了一样。

3.抢收麦子时紧张、
忙碌的劳动场面和嘈杂
的声音

4.这句话写扬场的
场面，“不紧不慢”一词写
出了人们劳动时的从容、
有序。这句话还运用了
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撒落
的麦粒比作天女散花，
写出了劳动的美感，表
达了作者对劳动的热爱。

5.我体会到了乡村
的生机与活力，体会到
了劳动的艰辛、紧张、繁
忙，体会到了人们热爱
劳动、热爱生活的情感。

五、略

23期 1版部分参考答案
《节约是自然界的神圣

法则（节选）》
1.提问：“比热”是什

么意思？解答：比热，单
位质量的物体每升高
（或降低）1益时所吸收
（或放出）的热量称为比
热。查词典解决问题的。

2.g伲n 秘 sh侉
状 费

3.用最少的材料取
得最稳固的结构。

4.列数字 举例子
准确具体地说明动物在
发展过程中也贯彻了节
约的法则

供稿 梁庆梅

———《琥珀》《飞向蓝天的恐龙》同步练习

文/王宝琪
文攒

［
清
］
车
万
育

一、生字迷人谷。

员援读一读，我能用“攒”画去加点字不恰当的读音。

茹毛
·
饮血（赠佾灶 赠佻灶）

·
划动（澡怎佗 澡怎伽）

毫不相
·
干（早伽灶 早佟灶） 挣

·
扎（扎澡佟 扎澡佗）

·
降落（躁蚤伽灶早 曾蚤佗灶早） 淹

·
没（皂佴蚤 皂侔）

·
埋在（皂佗蚤 皂佗灶） 画

·
卷（躁怎伽灶 躁怎伲灶）

圆援生字我会写。

泽澡伲灶早

午，太阳火

造伽 造伽

地照射着。一群

早佶

子张开

双

赠佻

在空中自由地翱翔，几只山羊正安

曾蚤佗灶早

地享用着绿

油油的午餐，两头体

贼伽蚤 遭侉灶

拙的大象似乎在交

贼佗灶

什么。

猿援一字多义我会选。

断：淤绝对，一定；于拦截；盂隔绝；榆间断。

（员）树
·
断绝了生机，慢慢地腐烂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松脂

球，淹没在泥沙下面。 （ ）

（圆）这个故事纯属虚构，
·
断不能信。 （ ）

二、词语神秘林。

员援读句子，我能用“攒”画去括号内不恰当的词语。

（员）后来，陆地渐渐沉下去，海水渐渐漫上来，（靠近 逼近）

那古老的森林。

（圆）从那块琥珀，我们可以（推测 猜测）发生在几万年前的

故事的详细情形。

（猿）辽西的发现向世人（演示 展示）了恐龙长羽毛的证据。

（源）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 开拓）了崭新的生活天地。

圆援成语我会用。

前（ ）后仰 （ ）毛饮血 五彩（ ）斓 （ ）空翱翔

欣喜（ ）狂 点（ ）之笔 形态各（ ） 天之（ ）子

（员）把成语补充完整。

（圆）按要求写成语。

带有一对反义词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写人物心情特别高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三、句子大深山。

员援一大滴松脂从树上滴下来，刚好落在树干上，把苍蝇和

蜘蛛一齐包在里头。

我会把这句话改成“被”字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能说说这样想象的依据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

这句话用词非常准确，你能结合其中的“一支”和“漫长”两

个词来谈谈感受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地球上的第一种恐龙大约出现在两亿四千万年前。它
·
和

·
狗
·
一
·
般
·
大
·
小，两条后腿粗壮有力，能够支撑起整个身体。

句中加点部分运用了 ________的说明方法，我会照样子

介绍一种事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温馨提示：作比较有什么好处？

请看 圆版《妙用“作比较”》。

四、课文浅水湾。

琥珀（节选）

在那块透明的琥珀里，两个小东西仍旧好好地躺着。我们

可以看见它们身上的每一根毫毛，还可以想象它们当时在黏稠

的松脂里怎样挣扎，因为它们的腿的四周显出好几圈黑色的圆

环。从那块琥珀，我们可以推测发生在几万年前的故事的详细

情形，并且可以知道，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就已经有苍蝇和蜘

蛛了。

员援“两个小东西”是指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援在这块琥珀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用“赃赃赃赃 ”画出来。

猿援文中写这块琥珀具有科学价值的一句话是（ ）。

粤援在那块透明的琥珀里，两个小东西仍旧好好地躺着

月援我们可以看见它们身上的每一根毫毛，还可以想象它们

当时在黏稠的松脂里怎样挣扎，因为它们的腿的四周显出好几

圈黑色的圆环

悦援从那块琥珀，我们可以推测发生在几万年前的故事的详

细情形，并且可以知道，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就已经有苍蝇和蜘

蛛了

源援“可以想象它们当时在黏稠的松脂里怎样挣扎”的根据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缘援你和朋友去博物馆，碰巧看到了这块神奇美丽的琥珀，但

是你的朋友不了解它的成因。你可以结合所学的知识，给他讲

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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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片段沼泽地。

《飞向蓝天的恐龙》一文中，把恐龙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介

绍得非常详细具体。请你仿照文中的写法，用一段话来介绍某种

植物家族吧！

姓名：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
琥珀———大自然的杰作

自然奥秘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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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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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由“ ”和“田”组成。上部的“ ”，甲骨文为

“ ”，像兽爪形。古人打猎要辨别野兽蹄印，预防动物

侵害。“ ”的引申义为辨别。

“ ”后来多作偏旁，“ ”下添加“田”就出现了

“ ”字，“田”是兽足踩的田地或足印。“番”的本义是兽

蹄印或兽蹄。兽蹄踩一次地面会留下一个蹄印。“番”由

此引申出更换、轮替的意思，如三番五次等；又用作量

词，表回、阵，如一番风雨等。

由于“番”多用于其他意，为表兽足之意，就另加足

字旁，造了“蹯”字。

“番”作偏旁的字，往往和“番”的本义和引申义有

关，如：播、翻、（审）、蹯、幡等。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就已经有苍蝇和蜘蛛了。”这是

德国科学家、科普作家柏吉尔在《琥珀》里说的一句话。几

万年前的苍蝇和蜘蛛保存至今，靠的是一种黄色透明的

“棺材”———琥珀。

琥珀是一种透明的树脂化石。树脂滴落，久埋地下，在

压力和热力作用下，慢慢变成琥珀。琥珀不仅有黄色的，还

有褐色的，形状多呈不规则的粒状、块状或钟乳状，体轻，

质脆，燃烧有香气。课文中提到的琥珀，里面关着一只苍蝇

和一只蜘蛛，这在自然界是十分罕见的。

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及内部常保留着当初树脂

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小动物或植物碎

屑。2016年 3月 6日，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至今为止世界上

最为古老的琥珀矿石，其年龄在 9900万年左右。

琥珀自古就被人们视为珍宝。我国明朝的药学家李时

珍编著的《本草纲目》说：“琥珀气味甘平、无毒。镇心明目，

止血生肌。”现在，人们还从琥珀中提取香料，把它加工成

琥珀酸，作绝缘材料等。琥珀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

乌。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

（f俨）。横醉眼，捻吟须，李白对杨

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

暧（伽i）园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

难沽（g俦）。人处岭南，善探巨象

口中齿；客居江右，偶夺骊龙颔

下珠。

贤对圣，智对愚，傅粉对施

朱。名缰对利锁，挈（qi侉）（k佶）

对提壶。鸠哺子，燕调雏，石帐对

郇（x俨n）厨。烟轻笼岸柳，风急撼

庭梧。 （q俨）眼一方端石砚，龙

涎三炷（zh俅）博山垆（l俨）。曲沼

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

漫劳耕者守株。

秦对赵，越对吴，钓客对耕

夫。箕裘对杖履，杞梓对桑榆。天

欲晓，日将晡（b俦），狡兔对妖狐。

读书甘刺股，煮粥惜焚须。韩信

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赋三都。

嘉遁幽人，适志竹篱茅舍；胜游

公子，玩情柳陌花衢（q俨）。

名句积累：
·
玉匣启龙图，

·
金绳

披凤篆。

———［唐］李世民《帝京篇十首》

《飞向蓝天的恐龙》一课中

运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来介

绍恐龙，如：“地球上的第一种恐

龙大约出现在两亿四千万年前。

它和狗一般大小，两条后腿粗壮

有力，能够支撑起整个身体。”地

球上的第一种恐龙出现时间很

久远了，人们很难想象它的样

子。但作者将它和我们熟知的狗

作比较，很自然地让我们脑海中

浮现出这种恐龙的轮廓。这样说

明，恐龙就变得形象多了。

作比较是为了说明某种抽

象的或人们比较陌生的事物，将

两种类别相同或不同的事物加

以比较，来说明事物特征的说明

方法。运用作比较这种说明方

法，能更好地突出被说明对象的

特征，增强说明的效果，给读者

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怎样运

用作比较这种说明方法来介绍

事物呢？

作比较时，可以是同类相

比，也可以是异类相比。如：“太

平洋占的面积差不多等于其他

三个大洋的总和，比最小的北冰

洋大十四倍。”这句话就是将太

平洋的面积和其他三大洋面积

相比，与北冰洋面积相比，这是

同类比较。“大礼堂顶上藏着比

北京新扩建的长安街路面还要

宽的十二榀（p佾n）钢屋架。”这句

话中将十二榀钢屋架与长安街

的路面宽度相比，这就是异类比

较。作比较还可以对事物进行

“横比”，也可以对事物进行“纵比”。

总之，我们在介绍事物时，要

学会运用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使读

者对事物有具体鲜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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