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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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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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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数次推敲和取舍,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完稿了.以下是丛

书的几个主要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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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为长

期努力提供动力.
二、内容充实

　　市场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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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篇! 我们通过美观、紧凑的版式设计,装载更

多的容量,让读者花较少的钱,得到更实惠的内容.
三、答案翔实

　　很多小学阅读类图书,答案部分会出现大量的“略”字,我们则尽力

提供丰富翔实的示例,设身处地地站在小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出

现做了很多题而效果却很差的情况.
四、编排合理

　　全书采用周计划的模式,在一周之内的周一至周五每天完成一篇,
题量不大,便于坚持.经过２０周循序渐进的训练,读者的语文阅读水

平将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切实的提高.

　　限于编者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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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星期期期一一一

读 唐 诗

床前的月光,窗外的雪.

高飞的白鹭,浮水的鹅.

唐诗里有画,唐诗里有歌.

唐诗像清泉,流进我心窝.

相思的红豆,吴山的雪.

边塞的战士,回乡的客.

唐诗里有乐,唐诗里有苦.

唐诗像祖先,在向我诉说.

１．选择加点字的正确读音并打“”.

白鹭
 

(lùrù) 　　　清
 

泉(qīnqīnɡ)　　　　　　心窝
 

(wuōwō)

边塞
 

(sàisāi) 　　　祖
 

先(zhǔzǔ)　　　　　　诉
 

说(sùshù)

２．根据小诗内容的提示填空.

(１)“床前的月光”让我想起李白«静夜思»中的一句诗:

,疑是地上霜.

(２)“浮水的鹅”让我想起骆宾王«咏鹅»中的诗句:

,红掌拨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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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相思的红豆”让我想起王维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 .

(４)“回乡的客”让我想起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

,笑问客从何处来.

３．请默写一首你最喜欢的唐诗.

星星星期期期二二二

今天风真大

今天风真大啊! 路旁的树木被风吹得摇摇摆摆,不时地发出呜

呜的声音.大街上尘土飞扬,枯黄的落叶、碎纸,被风卷上天空,在

灰暗的天空中飞扬.

行人几乎都闭着嘴,眯着眼,不少人用围巾把头包起来.顶风

骑车的人,就像自行车运动员比赛一样,弓着身,双脚吃力地向前一

步一步地蹬着.顺风骑车的人缩着头,两脚搭在车蹬上,毫不费力

地飞向前去.

我走进学校来到教室里,看见窗台上、桌子上、椅子上全是尘

土.

１．“顶”的意思有:① 人体或物体最高最上的部分;② 用头或脚撞击;

③ 对面迎着.“顶风骑车”中“顶”的意思是 (填序号).

２．根据短文内容,找出表示动作的词语并填在下面的括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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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眼　　　 　 身　　　 　 头　　　 　 车

３．从短文中摘录表示风大的词语.

４．短文围绕“　　　　　　　　　　　　　　　”这 句 话,通 过 对

、 和 三个地方的描写,写出了风大.

５．学习文中画线句的写法,通过描写一个人的样子、动作,写出“天冷”.

星星星期期期三三三

妈妈的笑

记忆中,妈妈的笑最亲切,最温柔.

当我取得满意的成绩踏进家门时,妈妈的笑容里透着欣慰和勉

励;而当我考砸了垂头丧气羞见父母时,妈妈则将深切的理解和鼓

舞融进笑意.

是的,妈妈的笑伴随了我多少年,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幼童,到成

熟自主的青年,其间饱含着妈妈的辛劳.我试着抹平妈妈额前的皱

纹,但那岁月煎熬的印迹,怎能抹平呢?

年迈的妈妈不再有青丝拂肩,衰老的妈妈不再有烂漫的笑脸.

然而,我常常感到,世间最美丽的,仍是妈妈的一瞥,或者一个微笑,

那是所有的温存、所有的慈爱和所有的关怀

１．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懵
 

懂(　　):

一瞥
 

(　　):

２．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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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　　　　　) 趾高气扬———(　　　　　)

丑陋———(　　　　　) 懵懂无知———(　　　　　)

３．改写下面的句子,意思不变.

我试着抹平妈妈额前的皱纹,但那岁月煎熬的印迹,怎能抹平呢?

４．照样子,写句子.

年迈的妈妈不再
  

有青丝拂肩,衰老的妈妈不再
  

有烂漫的笑脸.

星星星期期期四四四

激光的自述

我叫“激光”,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的光.我跟太阳、电

灯、手电筒的光都不一样,它们是散开的,我是集中起来向同一个方

向发射的.

人们让我把很多的能量集中到一点上,我就变得削
 

铁
 

如
 

泥
 

了.

在工厂里,人们用我来切割钢板,割缝又细又光洁.在医院里,医生

用我给病人做手术,病人可以减少流血,减轻痛苦.

我的每束光只有一种颜色,而且亮度是太阳光的１００万亿倍左

右.所以人们还经常利用我来装点节日的广场.在夜空中,我就像

彩色的魔法棒在飞舞,不断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大家一起欢

度佳节.你们都看过光盘吧? 那也是用我制造的.有了我,小朋友

们才能看到那么清晰的动画片.

１．解释下列词语的意思.

削铁如泥:

２．激光是一种(　　)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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