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英语阅读拓展训练：
美国小学生阅读精选

（四年级）
（赠 MP3 下载 二维码听读）

陈瑾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小学英语阅读拓展训练：美国小学生阅读精选（四年级）（赠MP3下载 二维码听读）/
陈瑾芳编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628-4267-5

　Ⅰ. ①美…　Ⅱ. ①陈…　Ⅲ. ①英语-阅读教学-小学-课外读物　Ⅳ. ①G624.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445号

小学英语阅读拓展训练：美国小学生阅读精选（四年级）
（赠MP3下载 二维码听读）
………………………………………………………………………………………………………

编    著 / 陈瑾芳
策划编辑 / 胡凤苇
责任编辑 / 胡凤苇
责任校对 / 金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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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7.25
字　　数 / 118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628-4267-5
定　　价 / 22.80元

联系我们:  电 子 邮 箱 press_jj@ecust.edu.cn
                 官 方 微 博 e.weibo.com/ecustpress
                 天猫旗舰店 http://hdlgdxcbs.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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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

你喜欢听故事？还是看动物，读历史，去旅游？你实在太幸运了，这些内容

这本书里都有哦！你想知道美国的小孩都读什么书吗？翻开这本书你就知道啦！

一本书就像一栋房子一样，你需要知道它的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在书的封面上，你可以找到书名、作者和出版社名称。在书里，你可以看到前言、

目录等内容。前言是对于一本书的大致介绍，非常关键，现在你将从这本书的前

言里知道：

 这本书包括 6 种文章类型。

1. Daily Life（日常生活）：想知道美国小孩日常生活发生的事吗？

2. Short Stories（短篇故事）：有趣的小故事就在这里发生哦！

3.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关于蝙蝠、恐龙或蘑菇还有你不知道的吗？

4. History & Culture（历史文化）：美国是怎么独立的？知道感恩节怎么来的吗？

5. Geography（地理知识）：美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6. Others (including Big News, Movie & Art, Science & Technology, 

   Astronomy, Idioms) 其他类别（包括重大新闻、电影艺术、科学技术、

   天文知识、美国俚语）：这些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老师都不知道的知识哦！

除了读有趣的文章，可别忘了做练习，

 怎么做练习呢，看看下面的小提示吧。

1. Warming Up/Think About It（热身一问）：

   试着回答每篇文章前的小问题，你会发现每篇文章都与自己有联系呢。

2. Vocabulary Skills （词汇练习）：

   回到文章中去找答案，不要急着看单词中文释义，尝试自己猜猜单词的意思吧！ 

3. Reading Skills（阅读练习）：

   有些文章最后一题是开放式的答案，也就是说书中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

   你会不会就不做这题了呢？找找你的同学或者你的父母和老师，看看谁的

   回答跟你一样吧！

4. Words to Know（生词汇总）：

前言——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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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每篇文章后列出的单词在文章中的位置，做完所有的题目后，你就可

   以到这本书最后的“词汇表”找到所有单词的中文意思啦！

5. You Know What? （拓展知识）：

    你了解的美国跟这里介绍的一样吗？这里有丰富的对美国生活的拓展介绍 

  哦。 

6. Translation（文章翻译）：

   实在看不懂某句话，不要怕，看文章翻译吧！

希 望 你 喜 欢 这 本 书， 英 语 学 得 棒 棒 的。 碰 到 外 国 人 勇 敢 地 跟 他 们

say“hello”吧！

前言——致家长

亲爱的爸爸妈妈：

当你们为孩子挑选英语类图书时，是否感到困惑：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对我的孩子的英语学习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小学英语阅读拓展训练：美国小学生阅读精选》丛书按照小学年级编排，

共有 5本。本套图书取材地道，内容新颖，旨在打造一套与美国接轨的“故事+

逻辑训练”的英语阅读书。

 每册图书的文章均按 6 大主题分类（每个主题有 5 篇文章，共 30 篇）。

本书有如下 6 大主题：

1. Daily Life（日常生活）

2. Short Stories（短篇故事）

3.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   

4. History & Culture（历史文化）

5. Geography（地理知识）

6. Others (including Big News, Movie & Art, Science & Technology, 

Astronomy, Idioms) 其他类别（包括重大新闻、电影艺术、科学技术、

天文知识、美国俚语）



前言——致家长

003

 每篇文章除文章正文外基本设置有 6—8 个小栏目。

1. Waming up/Think About It（热身一问）：帮助孩子进入阅读状态。

2. Vocabulary Skills（词汇练习）：

包括首字母填空、选词填空、连线、单项选择等题型，锻炼孩子根据上下

文猜词义的能力。

3. Reading Skills（阅读练习）：

包括连线、单项或多项选择、排序、分类、判断对错、给图填色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分题目后标出了题目的考查目的，旨在培养孩子的英

语思维逻辑能力，如：推理、分类、对比、排序、因果关系、常识判断、

找出文章主旨或细节、明辨虚实等。

4. Words to Know（生词汇总）：共有2种形式：

（1）每篇文章后的“生词汇总”未标出词义，旨在让学生熟悉单词并通过

上下文猜测单词的意思，训练纯英语思维，而不会受到中文词义的干扰；

（2）本书最后统一设有词汇表，标出了单词的音标(美式音标)、词性和

释义，加强学生对单词的理解。

5. You Know What? （拓展知识）：

包括对美国的介绍和语法知识。其中关于美国的介绍是编者根据自己在美

国生活的见闻感受，并结合文章主题而总结的，希望能够让孩子们了解真

实的美国文化和生活。语法知识是对文章中的一些重要语法点的补充说明。

6. Translation（文章翻译）：辅助孩子对文章的理解。

    80 后已经渐渐成为人父人母，作为编者的我也是 80 后的一员。现在的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鉴别英语图书，辅导孩子学习英语。我想如果在孩

子们学习这本书时，爸爸妈妈们也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开放性问题的解答时，

这将有助于孩子们更好地利用这本书，不仅能够提高阅读能力，还能锻炼写

和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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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bout It

Did you ever worry about anything? How did you solve it?

Passage 1

Track 01

Jack’s Trouble

(Jack feels a little unhappy these days. He asks his school counselor 
Susan for help.)
Jack:  Good afternoon, Susan. I am really messy. How can I get more 

organized?

(Susan gives Jack some tips to solve his trouble.)
Susan:  Hi, Jack. The trick is to have a place for everything. Then 

you can easily put it away. If you don’t know where to store 
something, check with your parents. You may need more 
shelves or storage boxes — or to throw away what you don’t 
use.

   Start by organizing a small space, like a desk drawer. Then 
   move on to other areas.
   Get in the habit of putting things away as soon as you are done 
   with it, too, so things don’t pile up.

Vocabulary Skills

1. The word “trouble” means _________.
 A. help B. problem C.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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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词填空）messy  storage  store  organize 
 ① The box can ___________ things.
 ② Jack’s room is __________.
 ③ You should __________ a desk drawer first.

Reading Skills

3. What is Jack’s trouble?
 A. Jack needs boxes.
 B. Jack’s parents don’t help him.
 C. Jack is too messy.
4. Whom does Jack ask for help?
 A. Susan. B. Parents. C. Desk drawer.
5. Where can Jack store things?
 A. On the bed. B. On the shelves. C. On the floor.
6. How can you keep things from piling up? （选出最符合文章内容的答案）

 A. I can put things away as soon as I am done with it.
 B. I can ask my parents to put things away.
 C. I can throw all the things away.
7.  Before you organize other areas, you should start by organizing __________. 

( 逻辑训练：Sequence and order 顺序 )
 A. the school B. the house C. a small place
8.  If Jack listens to Susan’s tips and starts organizing things, what do you think 

Jack will be like? （选出最合理的答案）( 逻辑训练：Making inferences

推理 )
 A. Jack will be messy.
 B. Jack will be unhappy.
 C. Jack will be organized.
9.  Do you have any other good tips for J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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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trouble counselor messy
organized trick put away 
store shelf ( 复数 shelves) storage
drawer pile up

  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心理

顾问”（counselor）。心理顾问主要负责协调学校老师、行政人员、

学生和家长的关系，营造友爱的学习环境。心理顾问的工作以启发引导、

帮助学生为主，除了负责学生的心理辅导以外，心理顾问还负责帮助

学生选课和确定未来的升学方向。

Translation

杰克的烦恼

（杰克这些天感到有点烦恼。他向学校的心理顾问苏珊寻求帮助。）

杰克： 下午好，苏珊。我的东西乱成一团，我怎么样才能变得做事更

加有条理呢？

（苏珊给了杰克几个小建议来解决他的烦恼。）

苏珊： 你好，杰克。诀窍在于要有一个能装下所有物品的空间，然后

你才能轻易地把东西收好。如果你不知道有些东西应该放到哪

里，跟你的父母商量商量。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架子或储物盒，

或者丢弃那些你用不上的东西。

   从小的空间开始整理，譬如：桌子抽屉。接着再收拾其他区域。

   还要养成好习惯：用完东西马上将它收起来，这样东西就不会

   堆积起来。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trouble counselor messy
organized trick put away 
store shelf ( 复数 shelves) storage
drawer pile up

Words to Know

  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心理  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心理

顾问”（counselor）。心理顾问主要负责协调学校老师、行政人员、

学生和家长的关系，营造友爱的学习环境。心理顾问的工作以启发引导、学生和家长的关系，营造友爱的学习环境。心理顾问的工作以启发引导、

帮助学生为主，除了负责学生的心理辅导以外，心理顾问还负责帮助帮助学生为主，除了负责学生的心理辅导以外，心理顾问还负责帮助

学生选课和确定未来的升学方向。

You K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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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bout It

Have you ever made full use of something in your daily life? (For 

example, a paper box)

Passage 2

Track 02

That Works

  Mike found a bag of rubber bands. How could he use them?
  Dad was trying to open a jar, but his hands kept slipping. Mike 
stretched a fat rubber band around the lid. “Now your hands won’t 
slip!” 
  “That works,” said Dad, “Thanks!”
  Mike’s sister, Ella, needed a bookmark. Mike gave her a thin 
rubber band to put in the book. “That will save your place,” said Mike.
  “That works,” said Ella. “Thanks!”
  Mike’s baby brother, Joey, was crying. Mike had an idea. He 
stretched six rubber bands around an empty tissue box. He plucked the 
rubber bands and sang a song.
  Soon Joey smiled. Mom did, too. “That worked!” said Mom.

Vocabulary Skills

1. The word “slip” means _________.
 A. hold B. sleep C. move
2.  ( 根据首字母提示填空 ) Mike gave a f________ rubber band to his dad and 

a t__________ rubber band to his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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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Skills

3. How many rubber bands did Mike fi nd?
 A. A bottle of. B. A bag of. C. A box of.
4.  What would happen after Mike gave Dad a rubber band?
 A. Dad opened the jar.
 B. Dad didn’t open the jar.
 C. Dad asked for one more rubber band.
5.  Why did Mike give Ella a thin rubber band? ( 逻辑训练：Identifying cause 

and effect 因果关系 )
 A. Because Mike had too many rubber bands.
 B. Because it can be used as a bookmark.
 C. Because Ella asked him for one.
6. Where did this story take place? ( 逻辑训练：Making inferences 推理 )
 A. In the park. B. At school. C. At home.
7.  Can you retell the story? Some things are not in the right place. Put ① , ② , 

and ③ in the boxes. ( 逻辑训练：Sequence and order 顺序 )
 ☐ Mike plucked six rubber bands and his baby brother smiled.
 ☐ Mike gave his sister a thin rubber band. 
 ☐ Mike stretched a fat rubber band around the lid.
8.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 of the use of rubber ban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rubber band jar slip stretch
around lid bookmark save
tissue box pluck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rubber band jar slip stretch
around lid bookmark save
tissue box pluck

Words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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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小 学 共 设 有 八 门 课 程： 语 言（language arts）、 数 学

（mathematics）、科学（science）、社会学（social studies）、健康卫生（health）、

音乐（music）、艺术（art）、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学校一般在

上午 8:00 左右开始，下午 14:00 左右结束。除了音乐、艺术、体育这

几门学科，一名老师经常需要教授多门学科，这点跟中国有所不同。

Translation

这 真 有 用

迈克发现一袋橡皮筋。他该怎么用它们呢？

爸爸正试图开一瓶罐头，但他的手一直在打滑。迈克将一个粗橡皮筋

套在罐头的盖子上，“现在你的手不会打滑了！”

“这真有用，”爸爸说道，“谢谢！”

迈克的姐姐，埃拉，需要一个书签。迈克给她一根细橡皮筋放进书中，

迈克说：“这样就能记下位置了。”

“这真有用，”埃拉说道，“谢谢！”

迈克的小弟弟乔伊正在哭。迈克想到一个办法。他将六根橡皮筋套在

空的纸巾盒上，拨弄着皮筋当旋律，唱了首歌。

很快乔伊就笑了。妈妈也笑了，说道：“这真有用。”

  美 国 小 学 共 设 有 八 门 课 程： 语 言（language arts）、 数 学  美 国 小 学 共 设 有 八 门 课 程： 语 言（language arts）、 数 学

（mathematics）、科学（science）、社会学（social studies）、健康卫生（health）、（mathematics）、科学（science）、社会学（social studies）、健康卫生（health）、

音乐（music）、艺术（art）、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学校一般在音乐（music）、艺术（art）、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学校一般在

上午 8:00 左右开始，下午 14:00 左右结束。除了音乐、艺术、体育这上午 8:00 左右开始，下午 14:00 左右结束。除了音乐、艺术、体育这

几门学科，一名老师经常需要教授多门学科，这点跟中国有所不同。几门学科，一名老师经常需要教授多门学科，这点跟中国有所不同。

You Know What?You K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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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ng up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Western table manners?

Passage 3

Track 03

Setting a Table

Whether you want to 
cook for your friends or help 
out your family, you will want 
to know the correct way to set 
a table. 

Informal table setting is 
simple. It works well for a 
quiet family dinner or lunch. 

Formal settings are best 
for very special occasions, 
like celebrations and holidays. 

Let’s set a table step by 
step.

1. Begin with a placemat 
(if you choose).

2. Place the plate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cemat.

3. Set the knife and spoon 
to the right of the plate. The 
blade of the knife should face 
toward the inside. The knife should be set closest to th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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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ld a napkin and set it on the plate.
5. Place the fork just to the left (or on top) of the napkin.
6. Set the drinking glass on the right, above the knife.
7. If you are using a bowl, it can be placed on top of the dinner 

plate or to the left of the setting, just above the fork.

Vocabulary Skills

1. （用 in, on, toward, above 填空）

 You can set the bowl ________________ the fork.
 You should place the plate ______________ the center of the placemat.
 Set a napkin ______________ the plate.
 The blade of the knife should face ______________ the inside.

Reading Skills

2. What table setting will you use for a quiet family dinner?
 A. Informal table setting.
 B. Formal table setting.
 C. None of the above.
3. What table setting will be used for a wedding? 
 A. Informal table setting.
 B. Formal table setting.
 C. None of the above.
4.  Set the knife and spoon to the ______________ of the plate, and the fork to 

the __________ of the plate.
 A. left, right  B. left, left
 C. right, left  D. right, right
5. Where can you place a bowl?
 A. On top of the dinner plate.
 B. To the right of the setting.
 C. Near the drinking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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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是文中出现的关于餐桌布置的关键词，按它们的先后摆放顺序

进行排序） ( 逻辑训练：Sequence and order 顺序 )
 fork    spoon    plate    knife    napkin    placemat   bowl    drinking g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What is the difference about the table set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correct informal special occasion
celebration placemat spoon blade
inside fold napkin

  在美国，无论你去西餐厅还是中餐馆（快餐店除外），你都要注意：

不要径直走向空座位。进门后你应该站在前台旁边，服务员会询问你

一起就餐的人数，再领你和同伴入座。入座后，服务员首先拿来菜谱，

同时询问“要喝什么”。就餐过程中，服务员常会到顾客桌旁询问是

否有需要。享受完愉快的餐点，如果还有剩菜，服务员都会主动提出

是否要打包，在美国饭后打包是很常见的事。

  你知道这些词藏在文章中的哪里吗？猜猜它们的意思吧！

correct informal special occasion
celebration placemat spoon blade
inside fold napkin

  
Words to Know

  在美国，无论你去西餐厅还是中餐馆（快餐店除外），你都要注意：

不要径直走向空座位。进门后你应该站在前台旁边，服务员会询问你不要径直走向空座位。进门后你应该站在前台旁边，服务员会询问你

一起就餐的人数，再领你和同伴入座。入座后，服务员首先拿来菜谱，

同时询问“要喝什么”。就餐过程中，服务员常会到顾客桌旁询问是同时询问“要喝什么”。就餐过程中，服务员常会到顾客桌旁询问是

否有需要。享受完愉快的餐点，如果还有剩菜，服务员都会主动提出否有需要。享受完愉快的餐点，如果还有剩菜，服务员都会主动提出

是否要打包，在美国饭后打包是很常见的事。

You K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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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餐 桌 布 置

无论你是想为你的朋友做饭或是给你家人帮忙，你都要知道正确的餐

桌布置方式。

非正式的餐桌布置很简单，很适合安静的家庭晚餐或午餐。

正式的布置最适合非常特殊的场合，像庆祝活动和节假日。

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来布置餐桌吧！

1. 从餐具垫开始（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2. 把碟子放在餐具垫中央。

3. 把刀和勺放在碟子的右边。刀刃应朝向里面，刀应紧贴着餐盘放置。

4. 折一张餐巾纸，把它放在盘上。

5. 把叉子放在餐巾纸的左边（或上面）。

6. 把饮用玻璃杯放置在右边，刀的前面。

7. 如果你要用到碗，可以放在餐盘上或是餐桌左边，只要在叉子前面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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