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阅读周计划:
120篇精彩美文

(三年级)

主 编 刘 弢 吕春昕

编 委 乔秀峰 高瑞红 王学文

    吕豪亮 陈秀华 胡恰宜

    朱 一 刘长鼎 范引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学语文阅读周计划:120篇精彩美文.三年级/刘弢,吕春昕主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978 7 5628 4018 3

 Ⅰ.①小… Ⅱ.①刘… ②吕 Ⅲ.①阅读课—小学—教学参考资料 

Ⅳ. ①G62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8559号

小学语文阅读周计划:120篇精彩美文(三年级)
…………………………………………………………………………………………
主  编/刘 弢 吕春昕

策划编辑/庄晓明

责任编辑/庄晓明 韩媛媛

责任校对/王 琰

封面设计/裘幼华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009(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27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

书  号/ISBN978 7 5628 4018 3
定  价/24.80元

联系我们:电子邮箱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e.weibo.com/ecustpress
淘宝官网http://shop61951206.taobao.com



�


  看着市场上浩如烟海、质量参差不齐的小学语文教辅图书,有一个想

法在我们心中由来已久,那就是编写一套真正内容扎实、效果明显、让学

生和家长们的每一分钱都不虚掷的小学语文阅读丛书。经过精心选编、无

数次推敲和取舍,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完稿了,以下是它们的几个主要特

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选文精彩。本套丛书不仅提供丰富的基础知识及篇章理解的训

练,同时兼顾选文本身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希望以此来激发学生对语文的

学习兴趣,为长期努力提供动力。

二、内容充实。市场上绝大多数小学语文阅读类图书,容量都在六七

十篇,而本套丛书每册篇幅多达120篇! 我们秉承了 《周计划》丛书一贯

的实惠、实用原则,通过美观、紧凑的版式设计,装载更多的信息量,让

读者花一本书的钱,买两本书的内容。

三、题型多样,针对性强。我们尽力提供丰富多样的题型,避免使学

生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此外,我们在设题时力求语言表达清晰,答案详

细准确,设身处地地站在小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超出小学

生理解能力的试题。

四、采用每天一篇的周计划模式。全书共分20周,一周之内周一至

周六每天一篇,题量不大,便于坚持,学生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欣赏佳

作、增强阅读能力。

限于编者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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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YI  Z H O U
第1周

星期一

幽默的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美国幽默讽刺作家。有一次,他要到一个小镇上

去。去之前,有人告诉他,那里的蚊子特别多。马克·吐温摆摆手

说:“没关系,我和蚊子没有亲属关系。”

到了小镇以后,他在一家旅馆登记房间时,一只蚊子嗡嗡嗡地

在他眼前飞来飞去。服务员看了,很难为情。马克·吐温却风趣地

说:“这儿的蚊子比传说的不知要聪明多少倍,它先来看看我住在

哪个房间,晚上来找我时不会跑错房间。”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这一夜,马克·吐温睡得十分香甜。原

来,旅馆的服务员一起出动,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蚊子也没

有了。

1.读拼音,写词语。

yōumò
(   )

    
qīnshǔ
(   )

    
lǚɡuǎn
(   )

    
chuánshuō
(   )

2.写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特别——— (   )  聪明——— (   )  干净——— (   )

3.马克·吐温睡得十分香甜的原因是什么?

4.说说马克·吐温这种幽默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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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脚印和大海

一个胖墩墩的小男孩。他光着脚,从岸边一直向大海走去,他

在海滩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粗粗的锁链。

就在他留下的第一个脚印里,爬进一只小海蟹。这只海蟹生活在礁

石后面,他来到世界上才一天。当他爬进这个深深的脚印中,里面

还有一汪浅浅的水,小海蟹玩得很痛快,他说: “这大概就是海了

吧,海有多好啊!”

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在边上听到小海蟹的赞叹,他笑了。小男

孩拾起一根小棍,轻轻地挖着,他把胖男孩留下的这一行通向海边

的脚印,一个个连通起来,然后再把海水顺着脚印引了进来。他看

到小海蟹沿着这一个个脚印,连游带爬地向着海滨跑去。他想,当

小海蟹第一眼看到大海时,一定会说:“哦,这才是真正的大海!”

1.比一比,再组词。

墩 (  )

敦 (  ){
链 (  )

涟 (  ){
蟹 (  )

懈 (  ){
礁 (  )

焦 (  ){
2.“他光着脚,从岸边一直向大海走去,他在海滩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

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粗粗的锁链。”这句话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

作者把 比作了

3.“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在边上听到小海蟹的赞叹,他笑了。”

(1)小海蟹赞叹的是:

(2)瘦瘦的小男孩笑了,是因为小海蟹

4.读完 《脚印和大海》,你有什么启示?

我的启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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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小船和流水

一只小船懒洋洋地躺在河床里,对哗哗的流水说: “朋友,帮

我进步,推我前进吧!”流水答应一声,就推着小船飘飘摇摇地走

了。小船高兴得直跳: “嘿,前进,多轻松愉快呀! 我在前进,可

我却不费力……”
后来,流水把小船送到一处河湾里,拍击着船舷说: “朋友,

我已尽到了责任,现在,该你自己努力啦! 你的道路还很漫长,祝

你勇往直前,再见!”说完,便流走了。
小船躺在静静的河湾里,左右摇动一下,费了很大劲儿才挪动

了一点点。他灰心地说: “哎,原来前进一步竟是这样不容易。算

了吧,前进有什么用!”他自我安慰道:“这儿也不错嘛,有花、有

树、有鸟叫,天上有白云……”于是,他就永远躺在这里,每天靠

晒太阳打发日子。

1.在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困难——— (   )  拒绝——— (   )  退步——— (   )

后退——— (   )  痛苦——— (   )  紧张——— (   )

2.找出文中表现小船满足现状的句子。

3.小船每天躺在河湾里,靠晒太阳打发日子,会有怎样的后果?

4.归纳本文的主要内容。

5.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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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河边的苹果

一天,老和尚吩咐弟子去南山打柴,而且要求每人打足一担柴

才能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全都目瞪口呆。只见

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过河去。弟子们个个垂头

丧气地回到庙里。
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父坦然相对。他的脸上显出一副平静淡然

的神色。师父问: “为什么你的师兄弟都很焦急,你看上去却一点

也不担心呢?”小和尚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父

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我见河边有棵苹果树,就顺手把树上

唯一的苹果摘下来了。”师父微笑着点点头。

后来,这个小和尚成了师父的衣钵传人。
当我们过不了河的时候,能摘下树上的苹果,难道不是另一种

收获吗? 与其空等,不如换一种方法。

1.根据下面的意思,从文中找出相应的词语。

(1)形容因吃惊或害怕而发愣的样子。 (     )

(2)形容因失败或不顺利而情绪低落、萎靡不振的样子。 (     )

2.查词典,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衣钵
 
———

3.“当我们过不了河的时候,能摘下树上的苹果,难道不是另一种收获

吗?”与这句话意思相同的是 (  )

A.当我们过不了河的时候,能摘下树上的苹果,也算另一种收获。

B.当我们过不了河的时候,能摘下树上的苹果,不算什么收获。

4.弟子们为什么不能渡河打柴?

5.读了这个故事,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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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利  息

某校某年级某班有一差生在期中考试时,语文只得了59分。差

生十分着急,害怕回家屁股又要受罪。

怎么办呢? 差生急中生智,想了一个办法。他找到语文老师:

“老师,请给我的作文加1分吧,就1分,求您了!”老师思忖了大

约有一分钟,说:“我可以把你的成绩改为60分。”差生一听,高兴

极了,但老师接着说:“不过,你可要想好,加的1分是老师借给你

的。东西不能白借,要还利息的,借1还10,期终考试时我会从你

的考分中扣下10分,你愿意吗?”差生迟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

期终考试,差生语文得了81分,老师扣下10分,净得71分。

想想看,即使集合世界上所有的高利贷者,又有哪一个能和、

敢和我们这位老师比胆略、比效益呢?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思忖
 
(  )———

2.在差生学习不好的问题上,差生父母的态度通常是怎样的? 从哪里可以

看出?

3.写出差生思想感情的变化。(用文中词语)

  ———   ———   

4.想象一下,老师 “思忖”的是什么? 差生 “迟疑”时想的是什么?

(1)老师:

(2)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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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我不替你刷鞋

杰斐逊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从小就很勇敢。
他13岁的时候,美国人为了摆脱英国统治,和英国人打起仗

来,战争就在杰斐逊住的地方进行。杰斐逊不幸给英国人捉住了。
他们要杰斐逊和一起被抓的美国人做各种苦工。杰斐逊没办法,只

得忍受着。
一天,一个军官看见杰斐逊独自在附近做工,就傲慢地走上前

去,把腿搁在桌上,向杰斐逊喝道: “小鬼,你站在那儿做什么?
快来替我把鞋子刷干净!”杰斐逊冷冷地望着他,动也不动。军官

生气极了,他涨红了脸,猛地从腰间拔出剑来,说: “如果你不听

我的命令,我就把你杀掉!”
杰斐逊不紧不慢地说: “我就不替你刷鞋,你要杀就杀好了。”

说完,扭过头,再也不理睬军官了。
军官被他的勇气镇住了,没有再为难他,悻悻地走开了。

1.读拼音,再组词。

xùn   练  通     速   服   色

2.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悻
 

悻 (  )———

3.根据文章内容扩句。
例:军官走开了。———军官悻悻地走开了。

军官拔出剑来。———
军官走上前去。———
杰斐逊望着他。———

4.根据文章内容填空。
(1)从 “喝道”“从腰间拔出剑来”可以看出军官的 。
(2)从 “冷冷”“不紧不慢”可以看出杰斐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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