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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变得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

读、阅读、再阅读。”阅读和听、说、写一同构成语文学习的四大重要组成部分,学生

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高、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品质的铸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阅

读。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外阅读比课内阅读更为重要。没有课外阅读,仅靠有限的课内

阅读,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很难真正提高。为了帮助小学生有效提高语文阅读

能力,我们经过精心选编,经过无数次推敲和取舍,这套小学语文阅读丛书终于完稿

了。以下是这套丛书的几个主要特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选文优美,文体丰富

本书精选120篇适合小学五年级学生阅读的各类阅读素材,童话、寓言、诗歌、写

人、叙事、绘景、状物、散文随笔等文体兼备。这些文章文学性、思想性、趣味性和时代性

兼备,能够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兴趣,有助于小学生拓展思路,开阔眼界,丰富想象力。

二、内容充实,答案详尽

市场上现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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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详尽,部分开放性题目或给出提示要点,或给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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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文章后的题

目是在分析各地小升初真题的基础上设置的,形式多样,紧贴考试题型,能全方位训练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此外,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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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作者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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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苦难造就天才

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是一位苦难者。4岁时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差点使

他进了棺材。7岁时严重的肺炎,使他不得不大量放血治疗。46岁时他的牙床突

然长满脓疮,只好拔掉所有牙齿。牙病刚愈,又染上可怕的眼疾,幼小的儿子成

了他手中的拐杖。一年后,关节炎、肠道炎、喉结核等多种疾病吞噬着他的肌

体。后来他的声带也坏了,靠儿子按照口型翻译他的思想。他仅活到57岁,就

吐血而亡。
他又是一位天才。3岁学琴,12岁就举办首场音乐会,轰动舆论界。之后他

的琴声遍及法、意、奥、德、英、捷等国。他的演奏使帕尔玛首席提琴家罗拉惊

异得从病榻上跳下来,木然而立。他的琴声使卢卡观众欣喜若狂,宣布他为共和

国首席小提琴家……
几乎欧洲所有文学艺术大师,如大仲马、巴尔扎克、肖邦、司汤达等都听过

他的演奏并为之激动。歌德评价说:“他能在琴弦上展现火一样的灵魂。”李斯特

大喊:“天啊,在这四根琴弦中包含着多少苦难、痛苦和受到残害的生灵啊!”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麻疹
 
(  ) 昏厥

 
(  ) 吞噬

 
(  ) 舆

 
论 (  )

2.根据下面的意思,从文中找出相应的词语。

(1)形容高兴到了极点。 (     )

(2)一时痴呆,不知所措的样子。 (     )

3.照样子,写句子。

他能在琴弦上展现火一样的
   

灵魂。

 

4.文章中列举了帕格尼尼得过的各种疾病,是为了说明什么?

 

5.世界文艺史上有三大怪杰:弥尔顿、帕格尼尼、贝多芬,他们三人居然或盲,或哑,

或聋! 是   造就了   ,还是   特别热爱   ? 这个问题无法找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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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 乡

只因为我在故乡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几个年头,因而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
思乡便成为一种病:无从治愈,无法自已。

每当深夜,皎洁的月光洒上床头,抑或昏黄的路灯将摇曳的树影投上天花

板,我总要想起故乡的一切。在如泻如瀑的月光下,小伙伴们应该都已经甜甜入

睡,屋子里只有轻轻的鼻息,衬托起夜晚的宁静;而我的老屋里却空无一人,月

光银链般流过窗格,悄然落向闲置的床帷;田野上的小路寂无行人,只有庄稼在

微拂着长大的阔叶;远处的河堤依稀可辨,桦树林传来遥远的叶动声;更遥远

处,不眠人似有似无的歌声飘忽不定……
我是那样地思念故乡,它与我少年的彷徨、青春的无奈共存着。多少个无眠

的夜晚,我为它写过无数首思念的诗歌,因为它是我永远的恋人。
故乡,抽象成一种情绪在心头,就像它的天空里轻纱薄翼般的白云,久久地

漂浮着,衬着天空那种忧郁的蔚蓝。久久地,直到我长大。

1.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摇动——— (   ) 空闲——— (   )

忧愁——— (   ) 悄悄——— (   )

2.联系上下文,解释下面的词语。

(1)无法自已:  
(2)轻纱薄翼:  

3.画线句中的 “它”指的是     。

4.从文中找出一句比喻句并把它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5.“明月千里寄相思”,选文中作者除了写明月外,还通过描述家乡的     、  

   、     、     、     等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思念。

6.作者写过无数思念故乡的诗歌,你也背过许多思乡的诗句吧! 看到明月想起 “   

      ,          ”;当秋风起时想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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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好 兄 弟

在丹麦历史上有一对很有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尼尔·波耳是物理学家,外

向,善言;弟弟哈洛·波耳是数学家,内向,拙于言辞。他们是好兄弟,一条藤

上的两个出色的瓜。一天,哥哥尼尔建议他俩来个互相揭短,他觉得这很好玩。

弟弟哈洛说:“噢,那我可做不到!”

哥哥说:“难道你不希望我快乐吗?”

弟弟只好说:“那你先说吧!”

哥哥开始批评弟弟:“你总是口齿不清,不会说爱的话,没有人知道你的细

心、你的关怀……好了,现在你可以损我了!”

弟弟还是笑着平静地说:“我做不到!”

哥哥急了,便说:“你讲话不算数!”

弟弟这才 “嗯嗯”地开了口:“哥,哥,你的衣领上有一根线头。”边说边帮

他拿掉。

这便是弟弟拙于言辞的力量,他的言行朴素而深情。我有许多这样木讷的朋

友,他们不会为我送花,但我很清楚,如果我需要鲜血支援的时候,他们会毫不

犹豫地挽起袖子给我热血。

1.写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内向——— (   )   平静——— (   )   朴素——— (   )

2.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并解释词语。

木讷
 
(  ):  

3.“难道你不希望我快乐吗?”把这个句子改为陈述句。

 

4.弟弟的拙于言辞表现在哪里? (举一个例子)

 

5.你认为文中的弟弟是个怎样的人? 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弟弟是一个细心的人。      B.弟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C.弟弟虽然很笨,但经常关心别人。     D.弟弟是一个不善言辞、内向的人。

6.短文最后一段在文中起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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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月的槐乡

五月,洋槐开花了。山山洼洼,坡坡岗岗,似瑞雪初降,一片白茫茫。有的

槐花抱在一起,远看像玉雕的圆球;有的槐花一条一条地挂满枝头,近看如新疆

小姑娘披散在肩头上的小辫儿。“嗡嗡嗡……”小蜜蜂飞来了,采走了香的花粉,

酿出了甜的蜜。“啪啪啪……”孩子们跑来了,篮儿挎走了白生生的槐花。中午,

桌上就会摆出香喷喷的槐花饭,清香、浓白……这时候的槐乡,连风儿打的旋涡

都香气扑鼻,整个槐乡都浸在香海中。

五月,在洋槐开花的季节,只要哪位小朋友走进槐乡,他呀,准会被香气熏

醉了,傻乎乎地卧在槐树下不归家。好客的槐乡孩子就会把他拉到家中,请他美

美地吃上一顿槐花饭。槐花饭是用精白粉拌槐花蒸的。若吃咸的,浇上麻油、蒜

泥、陈醋;若吃甜的,撒上炒芝麻,拌上槐花蜜,可好吃了。小朋友临走时,槐

乡的孩子还会送他一塑料袋蒸过晒干的槐花,外加一小罐清亮亮的槐花蜜。

五月,洋槐花开了,槐乡的小女孩儿变得格外俊,她们的衣襟上别着槐花,

发辫上戴着槐花。她们飘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阵清香。小男孩儿呢,衣裤的口

袋里塞的全是槐花,手上拿的还是槐花。他们大大咧咧的,不时就朝嘴里塞上一

把,甜丝丝的、香喷喷的……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瑞
 

雪 (  ) 玉雕
 
(  ) 酿

 
蜜 (  ) 熏

 
醉 (  )

2.结合下面的段意,在括号里填出相应的自然段。

(1)洋槐开花了,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第 自然段)

(2)槐乡的孩子用槐花饭款待朋友。(第 自然段)

(3)洋槐开花了,槐乡的景色优美,香气扑鼻。(第 自然段)

3.根据文章内容填空。

槐花饭是用精白粉拌槐花  的。若吃咸的,  上麻油、蒜泥、陈醋;若吃甜

的,  上炒芝麻,  上槐花蜜,可好吃了。

4.槐乡的小姑娘是怎么变美丽的?

 

5.这篇短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 ����

005    

5 一束白色的栀子花

一束鲜花———一束白色的栀子花,总会在我过生日时送到家里。花束里没有

通常可见的留言卡,到花店老板那里也查不出送花人的姓名,因为这花是现金零

售的。白色的栀子花依偎在粉红色的包装纸中,纯洁无瑕,芬芳沁人,为我带来

了无尽的喜悦。
我没办法查明送花人的身份,可我没有一天不在揣想这位匿名者的形象。每

一次我想起这位也许是出于羞涩而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神秘人士的时候,都是我

最幸福的时刻。
妈妈也给我的想象推波助澜。她多次问我,是不是我曾经为某人做过什么好

事,而今他 (她)以这种方式向我表示谢意? 会不会是那位我常常帮他卸车的开

杂货店的邻居? 会不会是那位老人,在整个寒假里我都帮他取邮件,让他免去在

冰地上滑倒的危险? 会不会是哪位青年人,对我怀有浪漫之想? 我实在没办法知

道。而栀子花的温馨却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的身旁,让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可

爱的,值得别人关心与爱。
我就在这栀子花香中想象,在栀子花香中成长,一直到22岁。这一年,我

的妈妈过世了,生日里的栀子花也就是在这一年中断的。

1.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依偎——— (   )   温馨——— (   )

2.解释下面的词语。

推波助澜:  

3.“白色的栀子花依偎在粉红色的包装纸中,纯洁无瑕,芬芳沁人,为我带来了无尽的

喜悦。”

(1)这句话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

 
(2)“纯洁无瑕”“芬芳沁人”分别指什么?

 

4.作者在对送花人进行猜想时,为什么总会 “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可爱的,值得别人关

心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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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完这篇文章,你知道送花人是谁吗? 他 (她)送花的目的是什么?

 

6 那条裤子温暖了我一生

在那个钞票紧张、布票肉票更紧张的年代,我们一直过着贫困而褴褛的

生活。
我最好的一条裤子是姐姐穿小了送给我的,裤子的样式让我很难为情。那时

候还只有男的穿前开门的裤子,女式的裤子则都是侧开门的, “男女有别”让我

不敢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就瞅个机会跑到教师专用小厕所里迅速解决问题。
一次我被一位高年级的数学老师抓了个现行。当我嗫嚅着把我的裤子展示给

老师看时,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拍了拍我低垂着的脑袋就让我回教室上课了。
不久以后,我穿女式裤子的事还是被眼尖的同学发现了,并一时传为笑柄。
第二天我坚决拒绝穿姐姐的那条裤子,换上一条破旧的裤子去了学校。没想

到平时从不理我的文艺委员却在校门外拦住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有一条前开

门的裤子不好意思穿,想跟我商量商量能否跟我换换。我当然喜出望外,从此那

条裤子就松松地穿在了文艺委员的腿上。
后来我知道了文艺委员就是那位数学老师的孩子,而换给我穿的那条裤子花

去了老师半年的布票。那条裤子后来穿破了,却一直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的衣橱

里,看到它我就想起一位老师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了一个贫寒的孩子,并使

他保留住了仅存的一点自尊。这点小小的呵护,温暖了我的一生。

1.给下面的词语注音,并解释其含义。

褴褛 (    ):  
嗫嚅 (    ):  

2.文中写到的 “第二天”指的是 (  )

A.穿上女式裤子的第二天。

B.数学老师发现后的第二天。

C.被同学发现并传开后的第二天。

3.数学老师为什么要编造一个善良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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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 “我”会坦然接受文艺委员换裤子的提议?

 

5.数学老师知道了 “我”穿女式裤子的事情后,他会怎么想?

 

7 背 篼

黄昏,蜿蜒的山道上,打柴的孩子归来。他背着满满一背篼柴火,他背着五

彩的晚霞,他背着大山给他的慷慨馈赠,他背着自己劳动换来的收获。

山风一路上梳理他蓬乱的头发;山溪一路上对他讲悄悄话;鸟儿们一路上依

依送别,约他明天再来。

村子里,炊烟袅袅升起,飘过了树梢。他知道,那是妈妈高高扬起的手臂,

在呼唤自己。

他加快了脚步,拐过一道弯,绕过一道坎,走过一截窄窄的田埂,跨过小

桥,走进了村子,走进了自家的小院。

他放下沉甸甸的背篼,轻轻呼出了一口气,掏出一捧野果,笑着给了邻家小

弟弟。

他拿着几个红红的柿子,放到坐在门槛上的妹妹手里。

他把一小捆药材交给爷爷,托他明天去镇子里换几个钱———他想自己积攒下

学期的学费哩!

然后,他温顺地让妈妈撩起腰布,揩去汗涔涔小脸上的泥渍。

他抬起头,抿着小嘴微笑了。

哦,在山里打柴的孩子,背篼里盛着一个勤劳的童年。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背篼
 
(  ) 慷慨

  
(    )   馈赠

  
(    )

温顺
 
(  ) 泥渍

 
(  )     汗涔

 
涔 (  )

2.在括号内填入恰当的词语。

积攒 (   )   梳理 (   )   飘过 (   )

扬起 (   )   呼唤 (   )   掏出 (   )

3.“他背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收获。”“收获”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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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理解 “哦,在山里打柴的孩子,背篼里盛着一个勤劳的童年”这句话?

 

5.你读了这篇文章后有什么感想?

 

8 奇 妙 的 桥

说起桥,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有木桥、石桥,有钢筋混凝土造的桥,还有钢

铁造的桥……

玻璃能造桥吗? 可能你回答不上来,但确实有玻璃造的桥。玻璃桥首先是在

保加利亚诞生的。桥长12米,宽8米,载重量18吨。桥面、栏杆、扶手、台阶

等均用特种玻璃制作而成。那剔透晶莹的独特风貌,会把你带入美丽的神话

世界。

水城威尼斯也有一座长70米的玻璃桥,这是威尼斯玻璃工人的杰作。

那么纸能造桥吗? 也能。但那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纸,而是一种混有金属丝

纤维的新型纸。这种纸强度极高,一张30平方厘米的纸,折叠起来,可以经受

住420千克的拉力。

在美国,科学家就用这种纸造了一座世界上罕见的纸桥,这座桥长15米,

宽3米。你不要以为这是供观赏的,在桥面上能通过两三吨重的汽车呢!

更为奇怪的是,在日本有一座音乐桥。这座桥坐落在爱知县,长31米,宽2
米。当你过桥时,依次敲打桥栏杆上的柱子,便能奏出美妙的乐曲。桥一侧的柱

子可以奏出法国民谣 《在桥上》,另一侧的柱子可以奏出日本民歌 《故乡》。这真

是举世无双、奇妙无比的桥啊!

1.下列各句分别属于哪一种问句,请把正确选项填写在括号里。

A.疑问句 B.反问句 C.设问句

(1)那么,纸能造桥吗? 也能。 (   )

(2)难道玻璃就不能造桥吗? (   )

(3)桥还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吗? (   )

2.说一说,下列各句分别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1)世界上这种罕见的桥长15米,宽3米,在桥面上能通过两三吨重的汽车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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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种纸桥强度极高,一张30平方厘米的纸,折叠起来,可以经受住420千克的拉

力,两头猛牛也拉不断。 (   )

(3)日本这座奇妙的桥就像一座音乐走廊,你能欣赏到法国美妙的民歌。 (   )

3.结合文章的内容,用对比的方法,举一例说明 “奇妙的桥”奇妙在哪里?

 

4.读了这篇文章,你受到的启示是 (多项选择)(  )

A.玻璃、纸也可以造桥。

B.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C.科技在现实生活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D.这些奇妙的桥是用劳动人民的智慧堆积而成的。

9 “步行的香肠”

一看这标题就觉得怪怪的,香肠怎么会步行呀? 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竹节虫,大家都知道。可你知道竹节虫里面的 “大胖子”吗? 告诉你:它叫

豪勋爵岛竹节虫,是大洋洲特有的一种大型竹节虫。豪勋爵岛竹节虫成虫长达

15厘米,重达25克,是世界上最重的不会飞行的竹节虫。一般雌虫比雄虫大,
基于它们的体格及色彩,有 “树龙虾”及 “步行的香肠”等别名。它们具有椭圆

形的躯体及结实的足部,雄性更有一对不合比例的粗壮股节。与大部分竹节虫不

同,它们没有翅膀,但跑步速度很快。“步行的香肠”在豪勋爵岛上曾经
  

非常普

遍,还被当成鱼饵使用。但1918年,一艘搁浅的运输船将黑鼠带进岛内,黑鼠

成了它们的天敌,竹节虫很快就在当地
   

灭绝了。
直至2001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普莱德尔和尼古拉斯·卡里发现了新

鲜昆虫粪便,于是决定调查追踪,并最终惊喜地发现了和人手掌差不多大的 “树

龙虾”物种。身长达13厘米的豪勋爵岛竹节虫看起来就像一只蝗虫和一只螳螂

的 “混血儿”。研究人员发现,豪勋爵岛竹节虫具有2000多万年的历史,这一年

代比豪勋爵岛上的岩石早了1300万年。
多神奇呀!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椭
 

圆 (  ) 鱼饵
 
(  ) 搁

 
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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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下面的句子,说说加点词语的好处。

(1)“步行的香肠”在豪勋爵岛上曾经
  

非常普遍。

 
(2)竹节虫很快就在当地

   
灭绝了。

 

3.文中的画线句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4.短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写竹节虫的?

 

10 智 慧 养 心

那年初冬,我把那辆旧自行车往回乡的客车顶上一扔,便算辞了职,彻底告

别不如意的城市生活,回到小镇。一连好多天,我都待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愿

意去。

一天傍晚,听到邻居院子里有轻微的啜泣声。原来是邻家上中学的女儿因为

没考到第一,正委屈地向父亲倾诉。那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记住,凡事都要

问自己两个 ‘为什么’,你就心平气和了。”

我敛声屏息,细听究竟。那位父亲接着说:“这两个 ‘为什么’,一个是你心

里要容得下别人,一个是你要认得清自己。”

女孩啜泣声低了下来,聆听父亲教诲。

第一个 “为什么”:为什么别人不能考第一呢? 这个世界,天外有天,山外

有山,既然你能考第一,为什么别人不能? 孩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

人,只有心中容得下别人,才不会生出烦恼。

第二个 “为什么”:为什么自己没有考第一呢? 肯定有不如别人的地方。你

找到这些差距,明白不足,才算真正看清自己。孩子,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因之果……

我感叹,这些真是养心的智慧。种桃,种李,种春风;养花,养草,养心

灵。原来,一颗平和的心,是智慧养出来的。

1.给下面的加点字注音。

啜
 

泣 (  ) 聆
 

听 (  ) 教诲
 
(  ) 敛

 
息屏
 

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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