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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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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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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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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YI  Z H O U
第1周

星期一

微  笑

啊,谁不喜欢那柔美的微笑? 像蓝天上一朵浮云,像夏日里一阵徐

风,像鲜花轻轻地点头。
也许,孩提时母亲的微笑,直到白发苍苍也能回忆;也许,屈辱时一

位友人的微笑,能融化你心中冰山般的郁结。
啊,微笑,那温暖得使心荡漾的春天的微笑。
我总是在寻觅你,在匆匆而去的车窗后的影子里,在碰到熟人的第一

声招呼中,在那些有花朵和没有花朵的土地上……
我愿这微笑,到处为我所呼吸。

1.照样子,写句子。
微笑像

 
蓝天上一朵浮云,像

 
夏日里一阵徐风,像

 
鲜花轻轻地点头。

老师的眼睛像 ,像 ,像 。

2.“我总是在寻觅你”,其中的 “你”指的是 。

3.“我愿这微笑,到处为我所呼吸”一句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愿呢? (  )

A.希望微笑遍布人类生存的每个角落。

B.希望人人都对我微笑。

4.“啊,谁不喜欢那柔美的微笑?”这一句的意思是           
          

星期二

煮蛋的学问

日本人是这样煮鸡蛋的:用一个长宽高各4厘米的特制容器,放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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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加水 (估计只能加50毫升左右),盖盖,打火,1分钟左右水开,再

过3分钟关火,利用余热煮3分钟。

再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打开液化气,坐上锅,添进一瓢凉水 (大约

250毫 升),放 进 鸡 蛋,盖 锅 盖。3分 钟 左 右 水 开,再 煮 大 约10分 钟,

关火。

据专家计算的结果,前者起码能节约4/5的水和2/3以上的热能。

但除了环保和节能外,我还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

少付出是必须的?

我们总是这样:为了煮熟一个鸡蛋,烧开了一大锅水,把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浪费在烧开水上面。我们应多问问自己,该怎样做,才能集中火力

煮熟一个鸡蛋?

1.“器”字共 画,第10画是 ,用 “器”组词: 、 。

2.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一瓢
 

凉水 (  )  起码
 
(  )  煮

 
熟 (  )

3.第1自然段中 “盖盖”两个字的意思相同吗? 试解释其各自的含义。

 

4.与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付出是必须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

A.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付出是必须的。

B.在我们的生命中,能有多少付出是必须的?

C.在我们的生命中,难道有多少付出是必须的?

5.了解了日本人、中国人煮鸡蛋的不同方法,你认为哪种方法更科学? 说说

理由。

 

星期三

莫干山的蝉鸣

到莫干山避暑,这儿的蝉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

晚饭以后,夜幕降临,一片寂静,只听见凉风吹过满山竹林,哗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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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突然,不知怎么回事,满山的蝉儿 “吱啦”一下鸣叫起来,整齐得仿

佛有谁挥了一下指挥棒似的。于是,夜空中就只充盈着这 “吱啦啦、吱啦

啦”的合唱曲了。粗听,一成不变,平淡乏味;细品,却也五花八门,饶

有兴趣。一会儿,这边山头的蝉儿嗓门提高了三度,似乎有心要形成二部

和声;一会儿,那边山头不知哪只蝉儿在伙伴们的鼓舞下突然领唱起来,
颇有争当一流男高音的气概。如此这般此起彼伏,倒也让人生出一番置身

于音乐大厅的陶醉来。

突然———又是一个突然,停了。漫山遍野的蝉儿一齐闭了嘴,又像是

有谁挥了一下指挥棒似的。
真奇怪……

1.读拼音,写词语。

bìshǔ
(   )

chōnɡyínɡ
(   )

fáwèi
(   )

sìhū
(   )

2.从文中找出3组反义词。

 ———   ———   ———  

3.是什么现象引起了 “我”对莫干山蝉鸣声的注意?

 
4.短文怎样描写蝉鸣声的 “五花八门”? 用 “ ”在文中画出。

星期四

爱 的 盛 宴

除夕之夜,在爆竹声中,母亲包好了三鲜馅儿饺子,专等着儿子回来

后下锅。馅儿是精心调制的,应该正对儿子的胃口。但是,母亲心里还是

有一些忐忑,她想预先知道这饺子的咸淡,便煮了两个来品尝。

尝了一口,母亲大惊失色,饺子馅儿里竟然忘了放盐! 母亲看着两屉

包好的饺子,绝望至极。
她知道可以让儿子蘸着酱油吃,她也知道即便蘸着酱油吃,儿子也会

欢呼 “好吃死了”,可她不愿意让千里迢迢赶回家来的儿子吃到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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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怎么办?
这个聪慧的母亲,赶紧想了个办法,把无味的饺子变咸。
儿子回到家时,饺子已经加工完毕。母亲煮好了饺子,让儿子尝尝味

道如何。儿子尝了,连说 “好吃”。这时候,母亲得意地举起一支注射器

给儿子看,向儿子夸耀说,她可以将一个缺陷修复得让他察觉不出来。可

是,儿子听着听着泪珠就下来了,掉在饺子碗里,溅起了小小的波浪。

1.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忐忑 (  ) 缺陷 (  ) 聪慧 (  ) 夸耀 (  )

2.“绝望至极”的意思是 。短文中 (谁) “绝望至极”的原

因是                    ,从这儿你能感受

到 。

3.“这个聪慧的母亲,赶紧想了个办法,把无味的饺子变咸。”这位母亲想的

办法是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用 “ ”在原

文中画出)

4.“儿子听着听着泪珠就下来了,掉在饺子碗里,溅起了小小的波浪。”此时

此刻,儿子心中一定有许多想法,你能替他说出来吗?

 
5.本文题为 “爱的盛宴”,你觉得这题目起得好吗? 为什么?

 

星期五

羽  毛

孩子跑进来大叫道:“看看,妈妈,看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她高兴得眉开眼笑,随着她充满欢乐的鼓掌,红玻璃小手镯舞动着,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她搂着母亲的脖子大声说: “看看,妈妈,看看,
看我找到了什么!”

这是一根染着蓝色和金黄色的羽毛。它会附在孩子的耳边轻轻地讲天

空和云彩的故事,讲鸟巢,讲小鸟的尖叫、黎明的欢乐、飞翔的希望。孩

子用羽毛轻拂自己的面颊和眼睛,发自内心地热烈高喊: “看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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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母亲对它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宝贝儿,你找到了什么样的金银财宝啊!”母亲说着丢掉了羽毛,急

急忙忙干她的家务去了。孩子沮丧地坐在地上,就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小

鸟。她眼中的笑意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捡起了羽毛。从此,
她的宝贝就深藏在别处,连母亲也不让看了。

1.文中  次用到 “看看,妈妈。看看,看我找到了什么”这个句子,作者想

表达孩子找到羽毛后的   之情。

2.孩子和妈妈分别是怎样对待羽毛的?
(1)孩子:  
(2)妈妈:  

3.文中的孩子为什么把羽毛当作宝贝一样?

 
4.联系上下文,理解 “孩子沮丧地坐在地上,就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这

句话。

 
5.孩子把她的宝贝深藏在别处,连母亲也不让看了。如果你是文中的孩子,

此刻你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呢?

 

星期六

马

这是一匹身架匀称、肌肉结实的小公马。

它长高了,原来那种柔和的线条不见了,它的躯体变成了一个三角

形:前胸宽宽的,臀部很窄;它的头瘦削,前部突出;两眼间距很大,嘴

唇紧缩而富有弹性。

不过所有这一切,它无心顾及。

只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支配着它,那就是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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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常领着一帮同龄的小公马,纵情驰骋。它一马当先,像颗金色的

流星似的,急驰而去。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驱赶着它,使它不知疲倦地

(   )峻岭,(   )山坡, (   )怪石嶙峋的河岸和陡峭的隘

道,(   )丛林和谷地。
哪怕到了深夜,当它在星空下酣睡的时候,它仿佛还梦见:大地在它

脚下飞驰而过,风卷着鬃毛在耳边呼啸,马蹄又急又快,像铃铛那样,清

脆悦耳。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驰骋
 
(  ) 峻

 
岭 (  ) 嶙峋

  
(   ) 酣

 
睡 (  )

2.从下面选出适当的词语填在文中括号内。

冲下  奔上  穿过  越过

3.用 “ ”在文中画出描写小公马外形的语句。

4.文章围绕小公马写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1)  
(2)  

5.用 “ ”在文中画出由具体事物产生的联想。你觉得作者这样写的

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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