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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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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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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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作者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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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看一本书

如果有人问我:“你这一生感到最吃亏的是什么?”我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说:“书看得太少了!”

小时候,我最怕打架,被人打了也不敢还手.挨打的时候,心里

实在很难过,但现在想想,一点也不觉得被人欺侮有什么吃亏的.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同事向我借了钱,赖账不还.那时我

每月的工资除了有一部分必须寄给妈妈外,剩下的只够自己吃饭.

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却被同事“吃”了,心里自然不是滋

味,但现在想想,这也并不是吃亏.

可是,书读得太少,只读完小学就开始工作.从１５岁出外到现

在,３０多年了,我处处要付出比别人多的时间,劳心劳力,却不一定

能获得跟人家一样的收获.这样的吃亏,才是一辈子吃亏!

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写得真好:“多看一本书,

多活一个人生.”我马上把它剪下来,放在书桌上,作为我的座右铭,

让它时时提醒我———多看一本书.

１．文章主要写了哪几件事?

(１) ;　(２)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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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４) .

２．作者两次写到“但现在想想”的目的是什么?

３．作者认为什么样的吃亏才是真正的吃亏? 请用“ ”在文中标

出.

４．你如何理解“多看一本书,多活一个人生”这句话?

５．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请写出来.

星星星期期期二二二

动物的“慈母心”

你见过母鸡育雏的情景吗? 母鸡“咯咯咯”地招呼孩子们啄食,

啄食又吐出,顾不得自食.小鸡们“玩”累了,就让它们一个个紧贴

在自己温暖的胸腹下休息.下雨了,它展开翅膀,犹如撑开的大伞,

为小鸡们挡风遮雨.

熊猫对子女的抚抱、依偎等动作好像人类一样.当小熊猫刚降

生世间,熊猫妈妈便用嘴把它叼起来,抱在怀里,不时地亲吻、舔干

孩子湿漉漉的身体.当孩子学会走路后,熊猫妈妈紧跟在后,用爪

子“擦掉”小仔身上的泥土.

许多在地面上筑巢的鸟类,一旦遇到敌害,还会来一套“调虎离

山计”.比如在灌木丛中,一窝刚出壳的雏鹌鹑被狐狸发现了.正

在巢中的母鹌鹑为了孩子免遭不幸,“扑”地飞了出来,同时把一边

的翅膀展开,好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鹌鹑.狐狸以为猎物唾手可

得,便舍弃巢穴中的雏鹌鹑,猛地扑向母鹌鹑.但当狐狸的爪子就

要抓到时,母鹌鹑便机灵地飞向高空.有时来不及逃避,为了孩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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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母鹌鹑就成了狐狸的腹中之物.

１．给下面加点的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唾
 

手可得(　　):

２．先用“ ”画出第１自然段中的一个比喻句,再想想作者为什么

要这样写?

３．第２自然段中引号的作用是(　　).

A．着重指出　　　　　B．特殊含义　　　　　C．直接引用

４．“调虎离山计”在短文中具体指　　　　　　　　　　　　　　　　

　　　　　　　　　　　　　　　　.

５．读了文中最后一个自然段的画线句后,你心中有什么感受?

６．概括这篇文章的中心.

星星星期期期三三三

你错过了鹿群

一个猎人带儿子去打猎,在林子里活捉了一只小山羊.儿子非

常高兴,要求(饲养　抚养)它,父亲答应了,将猎物交给儿子,要他

先带它回家去.

儿子 　 着枪,　 着羊,沿着小河回家.中途,羊在喝水的时候

忽然(挣脱　摆脱)绳子,小猎人紧追慢赶,最终没有抓住小山羊,到

手的猎物就这么飞了.

小猎人既恼火又伤心,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哭泣,不知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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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何向父亲交代,满腔懊悔之情.

稀里糊涂等到傍晚,看见父亲沿小河走来,小猎人站起身,告诉

父亲失羊一事.父亲非常惊讶,问:“那你就一直这么坐在大石头后

面吗?”

小猎人赶忙为自己辩解:“我没能追赶上它,也四处寻找了,没

有踪影.”

父亲摇摇头,指着河岸泥地上一些(凌乱　零碎)的新鲜脚印:

“看,这是什么?”

小猎人仔细(察看　看望)后,问:“刚刚来过几只鹿吗?”　 就

是啊 　 父亲点点头 　 为了那只小山羊 　 你错过了整整一群鹿啊

　

１．用“”标出文中括号内恰当的词语.

２．在文中第２自然段的 　 内填上合适的动词.

３．在文章最后一个自然段的 　 内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

４．纵观全文,小猎人的心理变化是丰富的,当活捉了小山羊的时候是　

　　　　　的,当小山羊逃脱后是　　　　　　的,和父亲谈话时是

　　　　　　的.

５．父亲告诉小猎人“你错过了整整一群鹿啊”,其实是要告诉他什么?

星星星期期期四四四

儿　　子

儿子是两年前在边防牺牲的.每年到了那一天,老人都要办几样

５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