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ქĂဏլؙષ

ဏქቓలཏዅዔਜ٧լؙă৹กǈეᇛჅԯլؙ

ǛຕნԥቌلăཛྷષฎฎᇛჅԯլؙǈຕ߹ଲଲوယ

ዓǈو҄҄߹Ⴇইǈཙ߹وཙഷăدกሦქྐࠛڞ

ᅋă۴وǈؙࣨڞနຕă

ᅘქ״ǈ҄҄ଲଲණҎണષăဏዶ༾ષዷჟǈѿٜғ

ሿሿಭಭă࿒૯ੂهรნሿوǈѿรࣲණݧݧه

“ષǈຕॼನٜํǖف ᄼƽ྄وဏງఒլؙષă ” 

ٞ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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ᅞᅘქ״ǈ҄҄ଲଲڞԥᇀࣨǈሉѐჶੂሖଲଲăဏഋ

৽ྏዸǈഋ৽ࠢՒă৽ეዟષǈဏ࠶ᅘٜ

৽ؙف୭ਊă

҄҄ଲଲࡍࣨǈቌلષሦऔă҄҄ڶ္ٜݽଲଲํǖ

“ ྄ᇛଡ଼ୣᅘۢǈ྄୯وဏ჻ॿլؙષǛຕԥد

ٜǈሿรࣲǈۚೲेأ৽ષă ” 

ᇀǈॳߘဏഹกဏဏޔوዓǈกዅဏဏو

ယǈوڮڮഷዓǈدกǈ҄҄Ăଲଲࠧڞѿຕዷؙዓ

ષăဏǈნفݮዔሪوกլؙષă

 ӊ৾װ

లཏ    ฎฎ    ߹    ယዓ    ߹    Ⴇই    ཙഷ    ქ    ࠛྐᅋ

۴     ණҎ      ዷჟ      ٜғ      ݧݧ      ه      รࣲ      ሿ

ሿሿಭಭ          ࿒૯     ॼನ     ᄼ     ງఒ     ৽     ࠢՒ     

ԥد    ۚೲ    ेأ    ॳߘ    ഹ    ޔዓ    فݮ    ڮڮ  

ٞ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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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ԥد …… ۚೲ ……” as "not only ... but also” :

ဏԥدٜǈሿรࣲǈۚೲेأ৽ષă

ᆦ܉ԥدก҇ޔሁ҇ෞوटৎǈۚೲกቲ߶ઈණᅘணوă

྄୯وဏגԥدዟهਜǈۚೲዟེه (stable)ă

ჾၳ߹ࠔوዖ྄ԥୣدᅘཐࣝǈۚೲӔჾޚᅋષă

• “ ॳߘ …… กد ……” as "although” :

ᇀǈॳߘဏกဏဏޔوዓǈدก҄҄ଲଲڞѿຕصዷؙષă

ॳߘဏடქቓᅔᆋዅǈԥޘଲଲണӼࣨዷ৽ǈدกຓዮࡍกണષă

ॳߘሦ߆ޔ჻ॿद߹ქӵષǈدกؙࣨᆿქӵă

ॳၳߘቲྲྀԥ൛ᄁǈدก྄୯กᅘᅊၦၳ࿒ണă

• “ ٜ ”or “ ه ”links phrases to modify a verb.  however, a phrase linked by“ ٜ ”is
      located before the verb, and a phrase linked by“ ه ” is located after the verb :

ຓ܉ਜٜీă ຓీهခ܉ქჅă

྄്ሪٜဢዖă ྄ဢዖဢ്࠶هሪă

ဏؙٜղކă ဏղކղ࠶هă

ຕഁഁٜዟଁă ຕዟଁዟഁ࠶هă

లǉܗ ؞ǉ ཙǉར ߙǉߕǉߘ ғǉ۹ǉ۴

ࣲǉࣩ ሿǉቁ ǉ ዷǉዲǉᇛ ǉҶ

ሪǉቓ ৽ǉޕ ഷǉസ ǉऋǉݮ

ྲྀዖࠧᅷۨ ( 1 )

ॳߘ …… กد ……

“ ٜ ” ࠧ “ ه ”

wTn

ዖြ    ዖᄏ    ዖᄞ

ԥد …… ۚ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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ᅦ଼ယ

ǈണชթණ଼ქใယăᄜཛྷეണ଼ယዓǈޔᅘქ

ຓӯሖષქݧޗՇǈફࠝዔوहᅘؙۂă

৹กǈصຓሿಭǈੂࣅفชණǈԯۢዔѿ்ݧޗ

Շཐᇀࣨષăຓ۠ࡨԥํǈটీࣨണăفષࣨ

ǈຓ૯ණ૯࿒ٜሖǈࠝԥ൛ᄁԯѿ்ݧޗՇሖفષăᅢกຓ

ᅞࣇࣇݭชթණണă৹กǈᄜཛྷქੂქണࡠષۂ࠶෫

ࣺǈٌຓفชթණو෫ࡌǈାယو჻ॿዟષă

ຓቁሂᇀชթණූو෫ࡌǈᅘქޔོຓǖ“ ࿘ූǈ௩

กໜዔ଼ယǈกໜӼ଼Ǜ ”

்ٜ֭֭ํǖ“ ഹกໜ྄ዔ଼ယႉƽص ”

ሂᇀქసو୯ષǈটڞနષಲੂǖ“ ࣞഹก௩ዔ

ԥहو௩لहണฎქฎǛௗوယǈཛྷ෬ଡ଼ԥᅋ௩ዔو

ქݧޗՇኼവǛ ”

଼ယوቷᅢட҅ዔݧષქऔצǈ৹ྷ჻ॿཛྷ෫ມ

ཁષă

liSng

ٞქ৾ᆪڣԮ Ǆქǅ ᆈ   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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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و

ქቝࡖᇀࣲ࿒яǈяǈດԥୣدᅘ֜فǈ

ǈქຝ་ǈੂ־ᆖዪٜષăດѿዔ੩

ऑષဏอă

ဏอ ǖོ“ ࿘ූǈ྄ࡖ ԯఀᇀࣲ࿒ԥٜǈݳ

ષǛ்ԥǛف֜ఀ ”

“ǈ་ํǖوᇀࣲණߎሂಲੂǈቚዅࡖ Ӽണ

֜ƽ்ဗڞกوǈԥ֜ƽეก֜ષ்ဗǈ௩وႌ

࿒ੂƽٸهڞ֥ ”

ဏอქǈဲǖज़ණዮடوটกࡖǈࣞഹࡖ!

ષăو࠶กڊԥ֜ǈ்ქํڞ

ဏอᇀଁوࣨණǈౚऑષဏࡉዓăဏอބဏࡉ

ዓǈกوǈ֜ષႌ֥ڞٸه࿒ੂăဏࡉዓષဲ

ǖอก྄ዮࠝوᅙǈࣞഹอํกوǈ்ქڊก

وષă

ٞქ৾ᆪڣԮ Ǆ۠ǅ

� ူዖူװǖ               ႌ֥

ch3

yS

ZO9TY['T

tiSnsuAn yS    ch3

jiF

   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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ሦ෫ࡌǈࣲ࿒ੂષქޔဏᅙăຓཏཏࣲණߎዅ

ǈটཌྷዬăהǈᇮષქو

“ዓऑષǈઘీ߹ੂํǖࡉဏوဲࠝ Ӽ֜ƽӼ֜ƽሦ

࠶هƽ֜ષ௩وႌ֥ڞٸه࿒ੂƽ ”

ဏᅙོဏࡉዓǖ“ ௩ᇛଡ଼ቌلกوǛ௩ժ߹ୣ!

ᅘǛ ”

ဏࡉዓํǖ“ ྄ୣᅘժ߹ǈ৹ก྄ࠝوᅙဏอํ்

กوă ”

ဏᅙᅞണོဏอǖ“ ௩ժ߹்Ǜ ”

ဏอํǖ“ ྄ୣᅘժ߹ǈกடࡖوބ྄وǈຓํ

்ဗ࠶هƽ ”

ဏᅙષؙߺߺနǈটѿฐوޖષဏࡉዓࠧဏ!

อǖ“ ժժѷǈ࠶هă ”

ဏࡉዓࠧอქժǈ߷ഹქ٧ნԥăဏอཏષქ

Ⴇǈဲǖ“ ನߒǈ்ࡖᇛଡ଼ํດ୯กوǛ ”

ٞქ৾ᆪڣԮ Ǆ۠ǅ    ߆

� ူዖူװǖ  ქה    ժ
chuFn chSng

chuFn

chSng

j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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ဢ “ ཆ ” ዖ

ᅘქޔǈࣨݙ࠶ᅘăქྩڍǈቝეຓეǈট৹ჾ

ዖნԥ്ޔรǈქ߹ڣᅘୣੂกǈຓوണ଼ੂă৹ྷࡠ

ăᅢกǈຓটഋષޔǈᇀࣨीຓۛوዓڣรဢዖă

ٞქੂණ৾ǈݙ்ڶۛوዓํǖ“ ௩ዅǈქࡦ

টก ‘ ქ ’ ዖǈࡦটก ‘ ۠ ’ ዖǈൻࡦǈটก ‘ ൻ ’ ዖă ”

ሦޔዓષǈটѿӖქڌǈీണޘຓݖํǖ“ ҄҄ǈ

ဢዖ෯ᇀມ൛ᄁષǈ྄჻ॿഩԩષǈᅋԥዅᆿഋષƽ ”

ۛዓᆿნԥᆞᄌၦၳ࿀ǈݖটുࣨષă

߹ષǈ்ݙޔڶຓۛዓํǖ“ ҄҄ഋქޔ၃ “ ཆ ”

ຓޖဳܢᅙੂ྄ࣨǈࣞഹ௩჻ॿၳષဢዖǈটໜ྄ဢქو

ѷƽ ”“ ࠝяƽ ” ۛዓქਊؖᄮષă৹กǈۛዓဢႉဢႉǈဢષ

ሿሿქޔණྙǈୣဢࠝăݖটണོຓăۛዓํǖ“ ҄҄ǈ

ე၃ڊ৹ჾǈཛྷ෬ଡ଼ქڞᅙ၃෬ଡ଼وఀ “ ཆ ” Ǜ྄ᇍණ

ქቓဢفᇀǈԯဢષྗ҇ࡦǈქཆࡦهᆜƽ

ԥԫԥᇆǈ

ᆣԫᆣᇆă

ٞქ৾ᆪڣԮ Ǆൻǅ ᅌ   ல

   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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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ྌႇࡖ

ྌႇᇀؙัණዶષྃޔăؙัٛ࿒ᅘږޔǈږኡዅࡖ

ă

ᅘქǈྌႇ־܉ണޖຕوዓሖ֜ྩڍăຕሖفქਙ

ൠǈٴષੂǈሂᇀྃసӫัوቈණǈဲ࠶ਜă

ሦ෫ࡌǈࡖნੂ־ሖ֜وăຓຝಲ་ǈऑྌႇዬٴ

ዅქਙൠǈՠهቓૣਊๆă

“ྌႇํǖڶષǈটနዅࡖ ఀࠝǈќوྌႇƽ ”

ྌႇԥዷă

“ᅞํǖࡖ ќوྌႇǈఀوዓࠝǛ ” ྌႇષࡖ

ქႧǈ กԥዷă

“ᆿํǖࡖ ќوྌႇǈఀوᅸሪભǈଳശӔಲఀ

ੂǈ৹টۂષăఀوዓሪࠝǈๅڞќఀղކăఀղশ

ѷƽ ”

ྌႇષࡖࡨوǈهᄌࣁષǈটղಲੂކă “ ༯ ……”

ຕݳქሉዬǈൠটٸ࿒ੂષă

ണષăږفಲൠǈዪٴࡖ

ٞქ৾ᆪڣԮ Ǆǅ ቌူ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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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ShuoMingJP
	编 辑 说 明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课程设计博士 马立平
	近年来，海外的中文学校发展迅速，其教材多来自国内。可是，由于海外的生活 环境和国内不同，海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方式、学习条件也和国内不同，在国内 编写的教材，往往不敷...
	这套中文教材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其适用对象为来自华语家庭的儿童。目前， 教材计有简体课本1至10年级，每年学3册（3个单元），配有相应的练习本，可供 周末中文学校10年使用。同...
	实验证明，学完全套教材，学生即能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创造了学习这一文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这 套教材立足于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和现代语文教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现将编辑要 点说明如下：
	一、拼音和汉字的关系——直接认字，后学拼音
	为了先入为主地发展学生识别汉字的能力，我们在开始阶段不用拼音或注音符 号，而是通过韵文，直接进行汉字教学。在学了700个常用汉字以后，再教汉语拼音。 语音教学由课堂教学和多...

	二、认字和写字的关系——先认后写，多认少写
	海外儿童学习中文的时间十分有限。我们采用先认后写、多认少写的原则。教材 要求学生熟练认读的1500个左右常用汉字，在一般中文读物中的出现频率为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熟练书写的500...

	三、精读和泛读的关系——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
	考虑到海外语言环境的特点，教材采用了课文和阅读材料相互交织的结构，每篇 课文都配有阅读材料数篇，纳入正式教学。这些阅读材以中国历史故事和寓言为主要 题材，用学生已经学过...

	四、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先读后写，水到渠成
	语汇是写作的基础。1至4年级以认字和阅读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汇。 6年级以写作教学为主，学习如何用中文来状物、叙事、写人；中间则以改写的《西 游记》20回本等4个单元作...

	五、 素材选择和改写的依据 ——求知欲、成就感、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复现
	本教材中课文和阅读材料的素材来源很广，包括了大陆和台湾本土使用的各种小 学课本、两岸为海外儿童编写的各种华语教材、各种中文儿童课外读物、甚至口头流 传的民间故事和谜语等...

	六、重视中华文化， 摈弃政治色彩
	教材以海外华裔儿童的成长发展为其唯一关怀。海外的炎黄子孙，无论来自大陆、 台湾，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都是同宗同源；相信五十年的两岸对峙，绝无损 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

	七、汉字结构的教学
	汉字的笔画、笔形、笔顺和部首是掌握汉字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笔画、部首等的名称却往往是约定俗成，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在本教材中：
	笔画名称参照了中华文化出版社《汉语》第2册的《汉字的笔画》表。
	笔顺介绍参照了Cheng & Tsui Company 的《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 & II: Writing Workbook》。
	部首名称及英文翻译，参照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Mathew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和安子介先生的《解开汉字之迷》。
	另外，我们使用了“表意部首（Meaning clue）”和“ 表音部首（Sound clue）” 的概 念，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记汉字，无意在汉字学上标新立异。

	八、繁体字版用字的选定
	教材繁体字版的用字，参照了《国语日报字典》、修订版《华语》、《儿童华语课 本》来选定，最后由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庄因教授审定。

	九、多媒体练习光盘的使用
	和课文配套的多媒体练习光盘，应在PC电脑上使用。光盘含有课文朗读、写字示 范、生字和词汇的练习游戏等内容。光盘按自由练习（开放式）和规定作业（封闭式） 两种方式组织。规定作...

	十、暑假作业
	为了使学生的中文学习不致在漫长的暑假里中断，本教材为各年级设计了暑假作 业（每年八周，每周四次）。暑假作业的声音材料，已经包含在各年级的多媒体练习 光盘里。文字材料和练...
	这套教材是我和夏建丰先生用15年的全职时间合力编写，其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和帮助。特别是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的庄因教授不辞辛劳，为教材审定文字并撰写 序文。资深儿童画家吕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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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一、小丽长大了
	小丽一直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可是，要怎样才能长大 呢？她也不知道。为了试试怎样才能长大，她穿过妈妈的鞋 子，戴过爸爸的眼镜，还围过奶奶的围裙。但是这一切都毫无 用处。相反...
	有一次，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小丽做完了作业，把地板扫 得干干净净，把书架上的书也整理得整整齐齐。奶奶下楼来看 到了，她惊奇地说：“哟！我的小孙女长大了。”
	又有一次，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张阿姨来找妈妈。小丽请 客人屋里坐，还请客人喝茶。客人要走了，小丽很有礼貌地送 客人到大门口。
	爸爸妈妈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爸爸高兴地对妈妈说：
	“我怎么没有发现，我们的小丽已经长大了呢？她不但能扫 地，能整理书架，而且还能接待客人了。”
	现在，尽管小丽仍然还是小小的个子，还是穿着小小的 鞋，短短的裙子，但是，爸爸、妈妈和奶奶都把她看作大孩子 了。小丽呢，也感到自己真的是长大了。
	本课词汇
	盼望 试试 穿过 鞋子 戴过 眼镜 围裙 一切 毫无用处
	相反 上班 作业 地板 扫得 干干净净 书架 整理
	整整齐齐 奶奶 下楼 惊奇 哟 孙女 客人 喝茶 礼貌
	不但 而且 接待 尽管 仍然 个子 短短 感到
	· “不但……而且……” as "not only ... but also” :
	小丽不但能扫地，能整理书架，而且还能接待客人了。
	岳飞不但是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呢。
	我们的小船不但走得快，而且走得稳(stable)。
	以前学过的汉字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比以前更会用了。
	· “尽管……但是……” as "although” :
	现在，尽管小丽还是小小的个子，但是爸爸妈妈都把她当作大人了。
	尽管小明一直犹豫着，不想跟妈妈去别人家作客，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
	尽管这个故事老师已经讲过一遍了，但是大家还想再听一遍。
	尽管学中文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继续学下去。
	· “地”or “得”links phrases to modify a verb. however, a phrase linked by“地”is
	located before the verb, and a phrase linked by“得” is located after the verb :
	他飞快地跑。 他跑得像飞一样。
	我认真地写字。 我写字写得很认真。
	小丽大声地唱歌。 小丽唱歌唱得很响。
	她轻轻地走路。 她走路走得很轻。
	盼－纷 戴－带 围－伟 管－官－馆 板－饭－反
	架－加 整－正 奶－仍 作－昨－怎 貌－豹
	真－直 客－各 裙－群 感－减－咸

	愚人买鞋
	从前有一个人，想去市场上买一双鞋。因为要去买鞋子， 他便找了一根干草，量好自己的脚有多大。
	可是，当他穿戴整齐，来到集市上，才发现自己把那根干 草忘在家里了。他二话不说，就匆匆忙忙跑回家去。到了家 里，他楼上楼下地找，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干草找到了。于是他 又急急忙...
	他正站在市场上生气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先生，你 是替自己买鞋，还是替别人买？”
	那人气冲冲地说：“当然是替我自己买鞋呀！”
	站在一旁的人们听了，就都笑了起来：“既然是你自己穿 的鞋，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脚去试一试呢？难道你的脚还不 如一根干草准确吗？”
	买鞋的人终于明白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可惜已经为时太 晚了。

	酸的和甜的
	一只狐狸在葡萄架下跳啊，跳啊，它不但没有吃到葡萄， 还把自己累坏了。它灰溜溜地从葡萄园里钻出来，一抬头，看 见了小松鼠。
	小松鼠问：“狐狸先生，我刚才看您在葡萄架下不停地跳， 您吃到葡萄了吗？那葡萄甜不甜？”
	狐狸站起身来，指着挂在架上的葡萄，摇摇头说：“别去 吃！那些葡萄都是酸的，不能吃！要是吃了那些葡萄，你的牙 齿都会酸得掉下来！”
	小松鼠一听，心想：世界上最聪明的就是狐狸，既然狐狸 都说不能吃，那葡萄一定是很酸的了。
	小松鼠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小猴子。小松鼠告诉小猴 子，葡萄是酸的，吃了牙齿都会酸得掉下来。小猴子听了心 想：松鼠是我最好的朋友，既然松鼠说葡萄是酸的，那一定是 酸的了。
	这时候，葡萄架下来了一个小朋友。他望望葡萄架上挂着 的葡萄，摘了一串，就往嘴里送。
	好心的小猴子见了，连忙跑过来说：“别吃！别吃！这葡 萄酸得很！吃了你的牙齿都会酸得掉下来！”
	小朋友问小猴子：“你怎么知道葡萄是酸的？你尝过没 有？”
	小猴子说：“我没有尝过，可是我的好朋友小松鼠说那葡 萄是酸的。”
	小朋友又去问小松鼠：“你尝过那葡萄吗？”
	小松鼠说：“我没有尝过，是聪明的狐狸告诉我的，他说 那些葡萄酸得很呢！”
	小朋友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手里的葡萄给了小猴子和小 松鼠：“尝尝吧，甜得很呢。”
	小猴子和松鼠一尝，果然一点也不酸。小松鼠望了葡萄一 眼，心想：“奇怪，那狐狸怎么说它们是酸的呢？”

	写“万”字
	有一个人，家里很富有。一切东西，只要他想要，就可以 花钱去买来。可惜的是，他从来没有读过书，一个字也不认 识。于是，他就请了个老师，在家里教他的儿子读书写字。
	第一天老师来上课，对那富人的儿子说：“你看着，一划 就是‘一’字，两划就是‘二’字，三划呢，就是‘三’字。”
	这个孩子听了，就把笔一丢，跑去跟他父亲说：“爸爸， 写字实在太容易了，我已经全部会了，用不着再请老师了！” 儿子再也不愿意继续学习，父亲就让老师回家了。
	过了几天，那个富人对他儿子说：“爸爸想请一个姓“万”
	的朋友来我家，既然你已经学会了写字，就替我写一封信给他 吧！”“好啊！”儿子一口答应了。可是，儿子写呀写呀，写了 整整一个上午，还没写好。父亲就去催问他。儿子说：“爸爸...
	不擦不脏，
	越擦越脏。

	狐狸和乌鸦
	乌鸦在大树上做了个窝。大树底下有个洞，洞里住着狐 狸。
	有一天，乌鸦飞出去给她的孩子找东西吃。她找到一块 肉，叼了回来，站在窝旁边的树枝上，心里很快乐。
	这时候，狐狸也出来找吃的。他抬起头，看见乌鸦嘴里叼 着一块肉，馋得直流口水。
	狐狸想了想，就笑着对乌鸦说：“您好，亲爱的乌鸦！” 乌鸦不作声。
	狐狸又说：“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 狸一眼， 还是不作声。
	狐狸再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 来，可就差多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唱几句 吧！”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得意极了，就唱起歌来。“哇……” 她刚一张嘴，肉就掉下来了。
	狐狸叼起肉，钻到洞里去了。

	二、十二生肖歌
	本课词汇
	生肖 属 让步 种地 拉车 好帮手 百兽之王 威武
	红眼珠 小金龙 飞舞 蛇 银环蛇 骑兵 冲杀 小绵羊
	衣裳 金丝猴 翻跟斗 喔喔啼 看家 防小偷 肥猪 有趣
	牢牢记
	· “一……就……”as "as soon as” :
	一到冬天，蛇就要冬眠。
	你一说，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功课一做完，他们就在电脑上玩起游戏来。
	老师一说完那个谜语，王明就猜出来那是什么了。
	看那头小白猪，胖乎乎的，真可爱。
	一进家门，我就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一定是又有好吃的了。
	沙发(sofa)软绵绵的，躺在上面很舒服。
	春天来了，草地变得绿油油的，谁都想上去走一走。
	图书馆里总是静悄悄的。
	十二生肖真有趣，大家都该牢牢记。
	反正没事做，我们就坐着说说话吧。
	爷爷爱讲笑话，常常讲得大家哈哈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象－像 拉－啦 武－试 银－很 骑－奇 肖－悄－削
	威－成 织－识 猴－候 喔－屋 胖－半 防－放－方
	趣－起 该－孩 猪－者 偷－愉 靠－造 裳－常－尚

	望梅止渴
	有一次，曹操带领他的兵马去打仗。他们要经过一大片野 地，那里既没有树林，也没有河，找不到一滴水。
	那时太阳像火一样，晒着地面，天气热极了。士兵们个个 满身大汗，又渴又累，都不想再走了。但是，没有曹操的命 令，他们谁都不敢停下来，只是越走越慢了。
	曹操骑在马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皱着眉头，忽然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只听他大喊一声，用手指着前方说：“快 看哪！前面有一大片梅树林，树上结满了梅子，又甜又酸，吃 到嘴里...
	士兵们一听说有梅子，想到了梅子的酸味，嘴里就流口 水，好像一点也不渴了。他们立刻飞快地前进，很快就到了打 仗的地方。
	我们一想到酸的东西，嘴里就会流出口水。曹操就是靠这 一点，才使他的士兵很快走出了那片野地的。

	猫为什么要捉老鼠？
	谁都知道，猫是要抓老鼠吃的，所以猫是老鼠的天敌。可 是，谁会想到，在很久以前，猫和老鼠曾经是好朋友呢！那时 候，猫很懒，每天太阳还没下山，它就早早地爬上床，躺下睡 觉了。...
	有一天，老鼠来猫家里做客。吃饭的时候老鼠对猫说：
	“你知道吗，明天，天帝要挑选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 谁到天帝那里去得越早，谁就越有可能被选上。”
	猫知道自己有爱睡懒觉的毛病，就对老鼠说：“明天早上 你早一点来把我叫醒，我们一起去吧。”老鼠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老鼠来到了猫的床上，想叫醒猫。它跳到 床头，拉着猫的耳朵喊：“猫哥哥，起来，起来，天快亮了， 我们该走了！”可是猫还是呼呼大睡，不理老鼠。
	老鼠又跳到床尾，拉着猫的尾巴喊：“猫哥哥，快起来， 我们该走了！”可是，猫还是没有醒来。
	这时候，天渐渐地亮了。老鼠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唉， 我也算够朋友了，还是我自己先去吧。”
	等到猫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当它赶到天帝那里的 时候，生肖早就选好了。
	猫非常生气，以为是老鼠故意不来叫醒他。从此以后，猫 每天晚上再也不睡觉了，专门捉老鼠。就这样，一对好朋友变 成了敌人。

	属狗和属虎
	阿凡提和许多人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个人，吃得又多又 快，把别人的饭菜都抢着吃了。
	阿凡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那人：“朋友，请问，你的 生肖是什么？”
	“我属狗。”那人一边吃，一边说。
	“还好，还好！”阿凡提说：“还好你是属狗，你要是属虎 的话，恐怕连我们大家都要被你吃下去了！”
	那人听了阿凡提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
	小铁狗，
	守门口，
	主人出门它闭嘴，
	主人回家才开口。

	乌鸦和狐狸
	有一天，乌鸦又找到一块肉，飞到树上刚要吃，狐狸又来 了。
	狐狸抬起头，笑着对乌鸦说：“您好，亲爱的乌鸦太太！ 谢谢您上回唱歌给我听，又送肉给我吃，您真是个好心人！现 在我和您 一起来唱歌，好吗？”
	乌鸦早就猜到狐狸又会要它唱歌，它把肉叼在嘴里，不作 声。
	狐狸望着乌鸦又说道：“啊……对不起，我看错人了。您 不是那只又好心，又会唱歌的乌鸦。您是一只什么歌也不会唱 的乌鸦。咦，乌鸦太太，您嘴里叼的肉怎么是臭的呢？真臭！ 真臭！...
	乌鸦一听，脸都气黑了，她张开了嘴，大声叫道：“胡说！ 我就是那只会唱歌的乌鸦，这块肉香得很，一点也不臭！”
	乌鸦的话还没说完，狐狸连忙叼起掉下来的肉，一口吃 了。狐狸对乌鸦说：“您说的不错，这块肉一点也不臭，比上 回的那块还要好吃！再见了！好心的乌鸦！”

	三、蔡伦造纸
	小朋友，如果有人问你，你每天在学校里读的书，是印在 什么上面？你每天写的字，又是写在什么上面？你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纸呀！”纸，在今天的世界上，是那 么普通，...
	蔡伦生活在一千八百年以前，那时候没有纸。一般的人写 字，是用刀把字刻在竹片上。竹片很硬，刻起来很不容易；竹 片又很重，一本书就有几百磅。只有少数很富的人，才能用一 种叫做...
	因此，蔡伦想，要是有一样东西，能像帛那么又轻又薄， 又像竹片那么便宜，那该有多好！
	有一天，蔡伦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用 很普通的东西来造纸，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来试一试吗？”大家 都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出来听听！”蔡伦就把自己的 想法告...
	第二天，朋友们有的抱来了旧渔网，有的扛来了树皮，有 的拿来了破布……他们把这些东西用刀切碎，洗干净，再放 到锅里煮，然后捣成糊，做成纸浆。最后，把纸浆一层一层贴 在墙上晒...
	蔡伦的试验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第一次造出来 的纸，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写起字来不舒服。于是，蔡 伦又再想办法，终于造出了更好用的纸。有了纸，人们写字画 画，就...
	造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后来传到了亚洲和欧洲， 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本课词汇
	蔡伦 造纸 印 毫不犹豫 普通 常用 不在乎 离不开
	根本 发明 一般 刻 竹片 硬 容易 重 一本书 几百磅
	少数 帛 蚕丝 又轻又薄 贵 便宜
	试一试 抱来 旧渔网 扛来 破布 切碎 锅里 煮 捣成糊
	纸浆 一层 贴在 墙上 晒干 试验 成功 厚 舒服 方便
	终于 古代 四大发明 之一 传到 亚洲 欧洲 世界 文明 贡献
	· “那么” as "so” :
	纸，在今天的世界上，那么普通，那么常用。
	房间那么乱，我们一起来打扫一下吧！
	他那么努力地做这件事，相信他一定能把事情做好的。
	我妈妈每做一件事情，都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

	· “像……那么” as "so ... as ..." :
	要是有一样东西，能像帛那么又轻又薄，又像竹片那么便宜，那该 有多好！
	如果记中文字像记英文字那么容易，那该有多好！
	我希望自己骑车骑得像哥哥那么快，那么稳。
	读了《岳飞学写字》的故事，我决心要做个像岳飞那么懂事的孩 子。

	· “一般” as “普通”(common, ordinary) :
	帛非常贵，一般的人买不起。
	帛非常贵，普通的人买不起。
	这种石头很一般，哪里都能找到。
	这种石头很普通，哪里都能找到。
	他画的画很一般，不是特别好。

	· “一般” as "generally” :
	一般说来，大人知道的事比小孩子多。
	星期天，我一般都要睡个懒觉。
	我的电脑要是出了问题，我一般都能自己解决。
	朋友们有的抱来了旧渔网，有的扛来了树皮。
	在张刚的生日(birthday party)聚会上，同学们有的玩游戏，有的唱歌， 热闹极了。

	· “之一” as "one of” :
	造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另外三大发明是指南针(compass)、
	活字印刷(moveable-type printing)和火药(gunpowder)。
	游泳是我最喜爱的运动(sport)之一。

	· “之” in Chinese representation of fractions:
	50 是 100 的二分之一 ，25 是 100 的四分之一 。
	25的五分之二是10。
	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你知道哪个大哪个小？

	· “终于”as "finally, eventually” :
	于是，蔡伦又再想办法，终于造出了更好用的纸。
	愚公移山的决心，终于感动了天帝。
	前两次，乌鸦都被狐狸骗了，第三次它终于没有上狐狸的当。
	妈妈终于同意让我参加新年游行(parade)了。
	纸－低 般－搬 终－冬 伦－论－轮 煮－猪－者
	网－刚 厚－原 刻－该－孩 传－转－专 通－痛－桶－勇


	嫦娥奔月
	夜空中，挂着一个圆圆的月亮。你 如果对着月亮仔细看的话，月亮里就好 像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她漂亮的衣裳和 长长的裙子，好像还在风中飘舞呢！
	你听说过吗？这个女子的名字叫嫦娥，她是后羿的妻子。 传说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之后，就在人间住了下来，和他的妻 子嫦娥过着美满的日子。有一次，神仙西王母送给后羿和嫦娥 一包不...
	没想到，后羿得到不死药的消息，被一个坏人知道了。新 年的那天，坏人看见人们正围着后羿给他拜年(to say happy new year)， 就到嫦娥的房里来抢不死药。嫦娥怕药被抢走，就把药一口吞 到...
	嫦娥刚把药吃下去，她的身子就飘了起来，一直往天空升 上去。尽管她用力往下跳，可是毫无用处。嫦娥舍不得离开后羿 太远，就飞到离地面最近的月亮里住了下来。从此，她虽然天天 晚...

	蚕(silkworm)姑娘
	春天天气暖洋洋，蚕卵里钻出蚕姑娘。
	又黑又小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就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醒了，醒了，脱下黑衣 裳，变成了黄姑娘。
	又黄又瘦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醒了，醒了，脱下黄衣 裳，变成了白姑娘。
	又白又瘦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醒了，醒了，脱下旧衣 裳，换上新衣裳，身体慢慢长胖。
	又白又胖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醒了，醒了，脱下旧衣 裳，换上新衣裳，身体慢慢发亮。
	睡了四次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就爬到 蚕山上，吐出白丝，造间新房。成了，成了，结 成茧子(cocoon)真漂亮。
	茧子里头的蚕姑娘，一声也不响。过了好几 天，茧子开了窗。变了，变了，变成蛾姑娘。

	“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前有一个人，名字叫张三。有一天，他得到了三百两银 子。三百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用今天的眼光看，差不多有二 十磅呢。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才好呢？如果放在家里，他怕 小偷来...
	晚上，天很黑，张三悄悄地来到屋后，挖了一个坑，非常 小心地把银子埋在里面，然后就回房去睡觉了。
	可是，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开始不放心了：“要是有 人知道我的屋后埋着银子，那就糟了。”
	这可怎么办呢？他苦苦地想，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 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七个字：“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把 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地方。于是，他就完全放心地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张三的邻居王二起来，一出门，看见了这块 木板。王二就把银子挖了出来，拿回自己家里去了。可是，王 二又想：“要是人家知道这银子是我挖走的，那就糟了”。于 是，他...
	王二走到原来张三埋银子的地方，就在张三用的那块木 板的后面，也写了七个字：“邻居王二不曾偷。”写完以后，他 也放心地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乌鸦和狐狸的第三个故事
	这一天，狐狸从外面回来，又看见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树 枝上。狐狸马上高声叫道：“您好啊，亲爱的乌鸦！您已经送 过两块肉给我吃了，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谢谢您才好！您可 真是天下...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不作声。
	狐狸接着又说：“您也是一只最有办法的乌鸦。看您，又 会唱歌， 又会找肉。您能不能把找肉的办法告诉我？”
	乌鸦站在窝旁边，还是不说话。
	狐狸急了，说：“您怎么老是不说话呀？我可是最喜欢爱 说话的乌鸦，最不喜欢不说话的乌鸦！告诉我，最亲爱的乌 鸦，您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
	乌鸦想了想，一口把肉吞进肚里，然后对着狐狸大声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最喜欢吃肉，最不喜欢你这只狐狸！”

	毕发明活字印刷
	同学们，你们学了《蔡伦造纸》这一课以后，都已经知 道了纸是怎么发明的了。你们可能会接着想：那么，书又是怎 么来的呢？是啊，今天，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和纸一样普通。 可是，尽...
	在一千年以前，书上的字，都是用木板来印刷的。在印刷 以前，要用小刀把字一个一个地刻在木板上，然后刷上墨(ink)， 印在纸上。用这样的办法，如果要印一本几万字、十几万字的 书，...
	那时候，有一个名字叫毕的人，很想把印刷的方法改进 一下。他想：我们现在把字刻在木板上，刻一次只能用来印一 本书。如果让刻出来的字，变成一个一个能活动的，可以反复 使用，...
	毕发明的活字，是用泥做材料的。他先用泥做成许多小 方块。小泥块晾干了以后，他就在每个泥块上刻一个字，再放 到火上去烤硬。印刷的时候，在一块铁板上放上一层蜡(wax)， 把需要...
	毕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和 造纸一样， 对世界文明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可爱的大熊猫
	六只脚更快
	古时候有一个人，他的主人派他去送一封十万火急的信。 为了让他能够快点把信送到，主人特地选了一匹能跑得最快 的马给他。
	那人出发了，他举起鞭子，打了一鞭，马就飞快地跑起 来。他呢，跟在马后面追着跑。
	人们问他：“喂，你为什么不骑上马呀？”
	那人回过头来说：“因为六只脚总比四只脚跑得更快呀！”
	双手抓不起，
	一刀切不开，
	煮饭和洗衣，
	都要请它来。

	萝卜回来了（上）
	冬天来了，小白兔早晨醒来，看到屋子外面满地都是白白 的雪。小白兔饿了，出去找吃的。它找到两个萝卜，吃了一个 就吃饱了。小白兔心想，天这么冷，不知道小鹿有没有吃的？ 让我把...
	这时候，小鹿也正在外面找吃的。它找到了一棵青菜，很 高兴。小鹿回到家，看见门口放着一个萝卜，很奇怪。小鹿心 想：这是谁送来的呢？我已经吃饱了，天这么冷，不知道小猴 子有没...

	四、田忌赛马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段特殊的时期， 一段叫做“春秋时期”，一段叫做“战国时期”。
	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中国分成了许多小国，那些小国互相 打仗，都想抢夺别国的土地。在战争中，有些小国扩大了，有 些小国灭亡了。最后，只剩下了七个比较大的国家。
	可是，这七个国家又互相打仗，抢夺别国的土地，都希望 自己能够统一中国。这段时期，叫做“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七个国家中，有一个齐国。齐国有一位大将， 名字叫田忌。田忌很会打仗，又很喜欢赛马。齐王也喜欢赛 马。有一次，齐王和田忌比赛跑马。齐王和田忌把各自的马分 成上、中...
	田忌的好朋友孙膑也在看赛马。他过来拍着田忌的肩膀 说：“从刚才的情形看，大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啊……”
	田忌打断孙膑的话，说：“想不到你也来挖苦我！”
	孙膑说:“我不是挖苦你，如果你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 让你取胜。”
	田忌半信半疑地问：“你是说另外换几匹更快的马吗？”
	孙膑摇了摇头，说：“不是。一匹马也不用换。”
	齐王正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的胜利，看见田忌和孙膑 在那里说话，就嘲笑田忌说：“怎么，难道你还不服气？”田忌 说：“当然不服气，咱们再赛一次！”齐王说：“好，那就来吧！
	一声锣响，赛马又开始了。孙膑让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王 的上等马，第一场田忌输了。接着进行第二场比赛。孙膑让田 忌拿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第二场田忌胜了。第三场，田忌 拿中等...
	马还是原来的马，只是换了一下出场的顺序，田忌就转败 为胜了。
	本课词汇
	田忌 赛马 历史 曾经 两段 特殊 时期 春秋 战国 原来
	互相 打仗 抢夺 别国 土地 战争 扩大 灭亡 剩下 能够
	统一 齐国 大将 喜欢 比赛 等级 上等 下等 因此 失败
	孙膑 肩膀 刚才 情形 打断 挖苦 取胜 半信半疑 另外
	换 得意洋洋 夸耀 胜利 嘲笑 服气 当然 咱们 锣 输
	接着 结果 赢 出场 顺序 转败为胜
	· “对” as "correct” :
	蔡伦的想法是对的。
	我觉得“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说得很对。

	· “对” as "to” :
	哥哥对我说：“今天放学以后我有事，你自己先回家吧！”
	对她来说，早回家或晚回家都可以。

	· “对” as "to counter” :
	比赛的时候，他们的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 下等马。
	昨天的篮球赛，我们四年级对五年级，结果我们把他们打败了。

	· “等” as "to wait” :
	我们等一等再走吧，人还没有到齐呢 ！
	等到夏天，我们就可以每天去游泳了。
	小丽在等她朋友的电话。
	· “等” as "class” :
	齐王和田忌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
	田忌的上等马不如齐王的上等马。
	我哥哥是中等个子， 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矮。


	· 在括号里填上“每”或“没”:
	齐王（ ）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
	从前，世界上根本（ ）有纸。
	他平常（ ）天都会到我家来，可是今天却（ ）有来。
	· “难道” as "it can't be that" :
	齐王嘲笑田忌说：“怎么，难道你还不服气？”
	岳飞的妈妈问岳飞：“我让你用卖布的钱去买笔和纸，难道你忘了？”
	我明明把书放在桌上的，怎么不见了呢？难道是长翅膀飞走了？
	你为什么对着我笑？难道我说错了？

	· “服” as "clothes, dress” :
	这件衣服破了，换一件别的穿吧。
	去参加舞会(dancing party)要穿比较正式的(formal)服装。

	· “服气” as "to be convinced” :
	田忌虽然输给了齐王，但是心里仍然不服气。
	王明乒乓球打得比我好得多，输给他我很服气。

	· “服” as "to take midicine” :
	生了病，一定要按时服药。
	别忘了，这药是临睡以前服用的。

	· “服从” as "to obey” :
	皇帝的命令谁都得服从。
	做游戏的时候，弟弟完全服从哥哥。

	· “服务” as "to serve, service” :
	在学校里为同学服务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饭店我们去过，他们不但菜特别好，而且服务也非常好。

	殊－珠 苦－古 亡－忘 剩－乘 忌－己－记
	趣－取 夺－奇 输－偷 嘲－朝 够－狗－句
	另－别 原－愿 气－汽 级－极 主－住－注


	常用的汉字有多少
	下课了，王小强还不想离开教室。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想问李老师。老师正在擦黑板，王小强走上前去，问道：“李 老师，一本书上有几万个字，中文书又有成千上万，那么，汉 字该有...
	李老师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字虽然看 起来很多，其实却比你想像得要少。我们现代书上用的汉字， 总共只有六千三百多个。其中常用的字，只有两千来个。而我 们生活...
	王小强问：“李老师，您总说常用字，是不是书上经常出 现的字？”
	李老师说：“对。你相信吗，一个人如果学会了最常用的 五百多个字，读起一般的书来，就能认识一半以上的字了。现 在你已经学会了一千多个常用汉字了，一般书上的字，你已经 能够认...
	王小强惊奇地说：“真没想到，常用字这么有用！我一定 要努力学好常用字，牢牢地记住这些字！”

	献给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要把心里的话，
	献给我亲爱的妈妈。
	妈妈！亲爱的妈妈，
	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您。
	在世界上，我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妈妈。
	看见我第一个微笑的是妈妈。
	教我说第一句话的是妈妈。
	拉着我的手，教我走第一步的是妈妈。
	我听话的时候，妈妈喜欢。
	我生病的时候，妈妈着急。
	我淘气的时候，妈妈生气。
	我有了错误，只要低着头走到妈妈面前，
	妈妈就会把我搂在怀里。
	不管什么时候，
	妈妈爱我胜过爱她自己。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永远爱您，
	我要永远让您高兴。

	小方的新发现
	有一天，妈妈带小方去店里买日历。小方不声不响地站在 那里，左挑右挑，一本一本地翻看。他的手边很快堆起了一 大堆日历。挑了好久，他终于失望地摇起头来。妈妈问小方：
	“孩子，你究竟想挑一本怎么样的呢？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 帮你挑到满意的日历。”小方说：“唉，我想挑一本星期六和 星期天特别多的。可是我发现，所有的日历上星期六和星期天 都...
	忽然不见忽然有，
	像龙像虎又像狗，
	太阳出来它不怕，
	大风一吹它就走。

	萝卜回来了（下）
	这时候，小猴子也在外面找吃的。它找到了几颗花生，很 高兴。小猴子回到家，看见门口放着一个萝卜，很奇怪。小猴 子心想，这是谁送来的呢？我已经吃饱了，天这么冷，不知道 山羊有...
	这时候，山羊也在外面找吃的。它找到了不少树叶，吃完 了就往家里走去。山羊回到家，看见门口放着一个萝卜，很奇 怪。山羊心想，这是谁送来的呢？我已经吃饱了，天这么冷， 不知道...
	山羊来到小白兔家，它轻轻地推开门，看见小白兔在睡 觉。山羊不想叫醒小白兔，就把萝卜放在桌上，自己回家了。
	过了一会儿，小白兔醒来了。它睁开眼睛一看：“咦，萝 卜怎么回来了？”

	鼠牛争第一
	十二种动物被选中做了生肖以 后，就都争着做第一生肖。天帝说 道：“别争了，我看你们中间牛最大，就让牛做第一生肖吧！” 老鼠听了，不服气地说：“谁说牛最大，老鼠才大呢！”大...
	老鼠不慌不忙地回答：“你们先别嘲笑我们。明天早上， 让牛和老鼠一起到街上走一趟，看看人们怎么说，行不行？” 天帝说：“既然如此，那好吧。明天你们各派一只老鼠和一头 牛来，...
	第二天早上，牛和老鼠都来到了街上。为了和牛比赛，老 鼠派来了它们中间最大的一只。牛呢，想到老鼠怎么也不可能 比自己大，就派来了一条普普通通的牛。那只老鼠实在很大， 比一般...
	老鼠和牛回到了天帝那儿，老鼠得意地说：“怎么样，人 们都说我大吧！牛先生，你有没有听到街上的人说你大呀？” 牛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老鼠赢了牛，就做了第一 生肖。...

	一鼓作气
	春秋时期，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有 一次，齐国出兵去打鲁国。鲁国的国王请了一 个叫曹刿的人，和他一起领兵迎战齐军。
	古时候打仗，在进攻前要敲起战鼓。双方战鼓一响，士兵 们就冲出去和敌军打仗。如果一方战鼓敲了三遍，而对方还不 迎战，那就算对方认输了。
	齐军的战鼓敲响了！鲁国的军队正要敲起战鼓去迎战， 曹刿却说： “不要动，时机(timing) 还没有到。”
	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了齐军的战鼓声。鲁国的军队又要敲 起战鼓去迎战，可是曹刿仍然说：“不要动，时机还没有到。”
	又过了一会儿，齐军敲起了第三遍战鼓。这时候，曹刿才 说：“时机到了！去迎战敌人吧！”鲁国的军队把战鼓敲得震 天响，士兵们英勇地冲杀出去，很快就把齐军打败了。
	鲁王问曹刿：“为什么齐军开始敲鼓的时候，你不让鲁国 的军队也敲鼓迎战呢？”
	曹刿回答说：“打仗靠的是士兵的勇气(courage)。齐军敲第一 遍鼓的时候，他们士兵的勇气最高。敲第二遍鼓的时候，他们 士兵的勇气就不如第一遍那么高了。到了敲第三遍鼓的时候， 齐军...
	我们做事情也和打仗一样，如果一口气努力地把事情做 完，常常比较容易成功。

	谁赢了
	张三和李四比赛下棋，张三输了。可是，张三又不愿意说 出“我输了”这三个字。别人问他：“张三哪，你和李四下棋， 谁赢了呀？”张三回答说：“我和李四下了三盘棋。第一盘， 他没...
	墙上有面破锣，
	地上有只破锅，
	床上有条破裤，
	桌上有块破布。
	破锅怕破锣打破锅，
	破裤要破布补破裤。

	整天唱歌的蝈蝈
	蚂蚁和蝈蝈都住在田里。蚂蚁从早到晚忙着找吃的，找到 了吃的东西，就放到家里藏起来。蝈蝈呢，什么事也不做，整 天抱着琴唱歌玩。
	天气越来越冷了，外面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有一天， 蝈蝈饿着肚子，走过蚂蚁家门口。它看见蚂蚁家里藏着很多好 吃的东西，就对蚂蚁说：“好朋友，我饿得很，你们能不能给 我一点...
	“你夏天在做什么啊？”蚂蚁问，“你为什么没有找吃的东 西藏起来呢？”
	蝈蝈说：“整个夏天我都在唱歌啊！”
	“那么，”蚂蚁说，“你也可以唱着歌过冬呀！”蝈蝈听了， 只好惭愧地走开了。

	五、东郭先生和狼
	东郭先生牵着毛驴在路上走。毛驴背上驮着个口袋，口袋 里面装着一些书。忽然，从后面跑来一只狼，慌慌张张地说：
	“先生，救救我吧！猎人快追上我了，让我在你的口袋里躲一 躲吧。躲过了这场灾难，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东郭先生 犹豫了一下，看狼那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狼。他倒出口袋里 的...
	猎人越来越近了，已经听到马蹄声了。狼很着急，它说：
	“先生，求求您快一点儿吧！猎人一到，我就完了。”说着，它 就躺在地上，并拢四条腿，头贴着尾巴，叫东郭先生用绳子捆 住。东郭先生把狼捆好，塞进口袋，上面又装上书，绑紧了口 ...
	猎人追上来了。他手里提着弓，弓上搭着箭，问东郭先 生：“您看见一只狼没有？它偷吃了村里的好几只羊，我要射 死它！”东郭先生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它也许从别的路 上逃走了...
	猎人走了，越走越远，听不到马蹄声了。这时候，狼在口 袋里说：“先生，我可以出来了。”东郭先生就把它放了出来。 狼伸伸腰，舔舔嘴，对东郭先生说：“我现在饿得很，如果找 不到...
	东郭先生大吃一惊，只好绕着毛驴躲避。他躲到毛驴左 边，狼就扑到毛驴左边；他躲到毛驴右边，狼就又扑到右边。 东郭先生累得直喘气，嘴里不住地骂着：“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你这没...
	正在这时候，有个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走过来。东郭先生连 忙上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问道：“您看，狼应该吃我 吗？”狼抢着说：“他刚才捆住我，把我装进口袋，这哪里是 要救我...
	那个农民想了想，说：“你们的话，我都不信。口袋这么小， 怎么装得下一只狼？我得亲眼看一看，狼是怎样装进去的。”
	狼同意了。它又躺下来，并拢四条腿，头贴着尾巴。东郭 先生又用绳子把它捆住，塞进口袋里。
	东郭先生正准备再往口袋里装书，那个农民一步抢上前， 把口袋绑得紧紧的。他对东郭先生说：“你去救吃人的狼，真 是太糊涂了！”说着，他举起锄头，把狼打死了。
	本课词汇
	东郭先生 牵着 毛驴 驮着 口袋 装着 一些书 慌慌张张
	猎人 追上 躲一躲 灾难 永远 恩情 犹豫 可怜 马蹄
	着急 躺在 并拢 贴着 绳子 捆住 塞进 绑紧 继续
	提着弓 搭着箭 偷吃 村里 射死 伸伸腰 舔舔嘴 饿得很
	既然 扑过去 大吃一惊 绕着 躲避 累得 直喘气 不住地
	骂着 良心 农民 锄头 经过 应该 分明 闷死 坏人 亲眼
	同意 准备 糊涂 举起
	· “如果……就……” as "if ... then" :
	“如果猎人一到，我就完了。”
	我们如果能够记住最常用的一千来个汉字，读中文的故事就容易了。
	如果那个玩具太贵，就不要买了。

	· “ verb + 来 verb + 去”:
	狼的身子很长，装来装去，怎么也装不进东郭先生的口袋。
	我们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博物馆 (museum)。
	她家的电话我打来打去打不通。

	· 用“……不……” 提问题 :
	“猎人快追上我了，能不能让我在你的口袋里躲一躲？”
	他们知道不知道这儿不能停车？
	你们跟爸爸妈妈说不说中文？

	· “着”:
	东郭先生牵着毛驴在路上走。
	东郭先生大吃一惊，只好绕着毛驴躲避。

	· “着”:
	狼很着急，它说：“先生，求求您快一点吧！”
	去露营的时候要多穿一点衣服，要是着凉生了病，就玩不痛快了。
	昨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玩火柴，他家的房子差一点着火。
	玩电脑游戏不是坏事，但是着了迷可就不好了。

	· 既然……就…… as "since ... then" :
	“先生，您既然救了我 ，就把好事做到底，让我把你吃了吧！”
	既然等不到他，我们就只能自己先走了。
	既然你知道瓷器容易打碎，就应该特别小心才是！

	· “越＋verb＋越” and “越来越” as "more and more” :
	猎人走了，越走越远，听不到马蹄声了。
	猎人走得越来越远，听不到马蹄声了。
	蔡伦的纸越造越好，人们终于能在既便宜又好用的纸上写字了。
	蔡伦的纸造得越来越好，人们终于能在既便宜又好用的纸上写字了。

	· 越……越…… as "the more ... the more” :
	东西越贵，能用的人就越少，纸也是一样。
	做事情不能太着急，常常是越着急，越做不好。

	· “越” as "to get over” :
	富和尚问：“从四川到南海，要越过千山万水，你打算怎么去呢？”
	我们的汽车翻山越岭，从美国的西海岸(West coast)一直开到东海岸。
	等人们追出来的时候，小偷已经越墙逃跑了。
	老农民对东郭先生说：“你去救吃人的狼，真是太糊涂了！”
	老师说我们下个月会去参观水族馆 (aquarium)，真是太好了！
	你借给我的那本书真是太好看了，谢谢你！

	牵－牢 躲－朵 恩－思 塞－赛 箭－前 救－球－求
	舔－添 累－紧 捆－困 提－是 底－低 拢－龙－笼
	锄－助 亲－新 良－狼 胡－糊－蝴－湖 射－躺－躲－躬

	父子俩和他们的驴
	一大早，有父子俩赶着一头驴到附近的市场上去卖。
	“瞧哇！”路边的一个小姑娘说：“有驴不骑，多傻呀！” 老头儿听见了，立刻叫儿子骑到驴上去，自己高高兴兴地跟着 走。
	不一会儿，他们走到了一群老人跟前。一个老人手指着这 父子俩，对旁边的人说：“嘿，这可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关心老人。你们看，那个懒小子，自己 骑着...
	老头儿听见了这话，就叫儿子下来，自己骑到驴上去。
	他们向前走了没多远，又遇见了一群妇女。“唉，你这老人 家可真懒！自己骑着驴，倒叫孩子跟着跑！别累坏了孩子啊！”
	那个老头听见了，就又连忙让儿子也坐到驴子上来。
	“哟！”路边又有人说话了，“这两个人，一点也不爱惜自 己的驴子，两个人骑一头驴子，不把驴子压死才怪呢！”
	父子俩一听见这话，就立刻从驴背上跳了下来。骑也不 是，不骑也不是。于是，他们就拿绳子把驴捆了起来，抬着往 前走。市场上的人见了，说：“多希奇呀！这头驴要人抬着走， 一定是...

	南郭先生
	竽是竹子做的一种乐器(instrument)，可以吹出很好听的歌 曲。从前，齐国的一个国王，喜欢听许多人一起吹竽。他经常 找三百多个人来，一起吹竽给他听。有一个叫南郭先生的人， 明明不会...
	后来，齐王死了，齐王的儿子当上了新齐王。新齐王也喜 欢听人吹竽。可是，和他父亲不同的是，他喜欢听人一个一个 地吹。这么一来，南郭先生可混不下去了，只好偷偷地溜走 了。
	这个故事流传下来，教人们做事要有真本事。

	钱不会丢的
	张三拿了钱，带了一个布袋，到街上去买米。不知怎么一 来，他把布袋丢了。
	回到家里，张三对妻子说：“今天街上可真热闹，你挤来， 我挤去，许多人把带的布袋都挤掉了！”
	妻子说：“难道你的布袋也挤掉了？”
	“是啊！要不我怎么空着手呢？
	妻子着急地说：“那么，你的钱呢？”
	张三得意地说：“你放心！钱倒不要紧，我把钱紧紧地绑 在布袋里，不会丢的！”
	一只眼睛开，
	一只眼睛闭，
	开的眼睛看准你，
	闭的眼睛眨一眨，
	画下你。

	埋蛇的孩子
	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字叫孙叔敖。
	有一次，他到外面去玩，看见路边有一条两头蛇。他听人 说过，看见两头蛇的人，不久就会死。他怕别人也会看见这条 蛇，就把蛇打死，在地上挖了个洞，用土埋好。
	孙叔敖回到家里，一看见妈妈，就哭了起来。妈妈一边给 他擦眼泪，一边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妈妈：“我今天 看见一条两头蛇。因为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所以心里很难 过。”
	妈妈问道：“孩子，那条蛇现在在哪里？”
	孙叔敖回答说：“我怕别人看见，别人也会死。所以我就 把蛇打死，埋在土里了。”妈妈拉着孙叔敖的手，说：“孩子， 你这样做是对的。你听说的那种说法不是真的，你别难过。”
	孙叔敖听了妈妈的话，就不再哭了。他长大了以后，为人 们做了很多好事。

	我会变
	我会变。太阳一晒，我就变成了汽。升到空中，我又变成 了无数极小极小的小水点儿，连成一大片，在空中飘浮。有时 候我穿白衣服，有时候我穿黑衣服。早晨和傍晚我又披上了大 红袍，...
	我在空中飘浮着，碰到了冷风，就结成小水珠掉下来，人 们就叫我“雨”。
	有时候我变成小硬球打下来，人们就叫我“冰雹”。到了 冬天，我变成小花朵飘下来，人们就叫我“雪”。
	我有时候很温和，可有时候又很暴躁。我给人们做过许多 好事，却也做过许多坏事。因此，人们就想出种种办法来管住 我，让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小朋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神射手
	有一个少年学射箭。在靠近房子的树上，正好有一只鸟。 师傅就叫他射那只鸟。他搭上了箭瞄准的时候，师傅问他：
	“你看见鸟了吗？”“看见了。”他回答。师傅又问：“你看见树 了吗？”“看见了。”他又答。师傅再问：“你看见房子了吗？”
	“看见了。”师傅说：“那么，你等一会儿再射吧。”
	又过了一会儿，师傅又叫他瞄准，他又准备好了。师傅又 问他看到鸟儿、树和房子没有。这一次，他看不见房子，只看 见树和鸟。师傅就叫他放下箭，仍然不让他射。
	再过了一会儿，少年又举起弓箭来瞄准。师傅又问他看到 了鸟儿、树和房子没有。他说这次他只看到那只鸟，树和房子 都看不见了。师傅说：“好，现在你可以射了。”飕的一声，少 年就...
	学射箭的少年问：“师傅，为什么看见房子和树时，就不 能射箭？”师傅告诉他：“在射鸟时，如果你看到房子和树， 这就是不专心；如果不专心，就射不中。”
	从此以后，少年很专心地学习射箭。过了几年，他的箭射 得很准，不论是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野兔，只要他拉弓一 射，没有射不中的。 于是，大家都称赞他是神射手。

	刻舟求剑
	古时候学武的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剑。他们把剑挂在腰 上，看上去非常威武。有一次，一个学武的人坐船过一条大 江，腰上照样挂着一把他心爱的剑。江水翻着波浪，小船轻轻 地左右摇...
	划船的人惊叫道：“糟了！您的剑掉到江里去了！”
	只见那学武的人不慌不忙地弯下了腰，从身上拿出一把 小刀来，在船边剑掉下去的地方，刻了几条线。他一边刻，一 边不紧不慢地说：“这有什么要紧，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 从这刻了...
	等船靠岸了以后，他果然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可是没想 到，他捞了半天，连剑的影子都没捞到。

	骆驼和羊
	夏天的早晨，骆驼和羊一起去散步。骆驼很高，羊很矮。 骆驼说：“长得高好。”羊说：“错了，长得矮才好呢。”骆驼 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高比矮好。”羊说：“我也可以 做...
	他俩走到了一个园子旁边。园子四面有围墙，里面种了很 多树，树上的许多枝叶伸出墙来。骆驼一抬头，就吃到了树 叶。羊举起前腿，扒在墙上，脖子伸得老长，还是吃不着树 叶。骆驼得...
	他俩又向前走了几步，看见围墙上有个又窄又矮的门，门 里面的草绿油油的。羊大模大样地走进了园子去吃草。骆驼跪 下前腿，低下头往门里钻，可是怎么也钻不进去。羊得意洋洋 地说：...
	他俩找老牛评理，请老牛说说到底是长得高好，还是长得 矮好。老牛笑笑说：“你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 如果你们既看到自己的长处，又看到自己的短处，就不会在这 里争论...
	一、小丽长大了（15）
	盼 鞋 戴 裙 切 毫 业 板 扫 齐 楼 哟 茶 礼 貌
	二、十二生肖歌（16）
	肖 属 武 银 骑 兵 绵 裳 丝 斗 啼 防 偷 肥 牢 记
	三、蔡伦造纸（27）
	蔡 伦 普 通 般 蚕 薄 帛 贵 便 宜
	扛 渔 网 锅 煮 捣 浆 层 贴 厚 亚 洲 欧 文 贡 献
	四、田忌赛马（23）
	忌 赛 段 殊 期 互 仗 夺 灭 亡 扩 统 失 败
	膑 形 取 夸 耀 咱 锣 赢 序
	五、东郭先生和狼（27）
	郭 牵 猎 灾 难 恩 怜 蹄 并 拢 捆 塞 绑
	提 弓 搭 箭 村 射 腰 避 良 农 民 锄 闷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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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一、时光老人的礼物
	我们可不懒惰也不糊涂，
	好少年谁也不肯落后；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去就不再回头。
	从今天起，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也要经常锻炼身体，
	因为一切都离不开健康。
	时光老人呀，
	你的礼物是多么美好！
	请相信我们吧，
	我们决不浪费一分一秒！
	本课词汇
	时光 礼物 东风 带给 快活 原野 鲜花 张开 笑脸 阳光
	山谷 积雪 化成 清清的 泉水 细雨 闻到 泥土 香味
	这份 珍贵 赛过 黄金 安排 懒惰 东荡西游 悄悄 溜走
	一古脑儿 糊涂 没头没脑 努力 少年 不肯 落后 知识
	力量 锻炼 身体 健康 美好 相信 决不 浪费
	· “礼物”as "gifts, presents” :
	时光老人呀，你的礼物是多么美好！
	送给老师的新年礼物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 “礼貌”as "courtesy, politeness” :
	我们从小要学会有礼貌。
	没礼貌的人到处都不受欢迎。

	· “行礼”as "to give a salute” :
	爷爷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学生见到老师要向老师行礼。
	在中国的小学里，我看到学生在升国旗的时候向国旗行礼。
	· “闻”as "to smell” :
	“你把细雨带给田地，让种子闻到泥土的香味。”
	放学回家一进门，我就闻到好香的味道，准是奶奶又做了好吃的了。
	· “闻”as "to hear” :
	你听了今天的重要新闻(news)没有？
	中国古老的文化(culture)世界闻名 (well known)。
	· “野”as "open country, the open” :
	“你把青草带给原野，让千万朵鲜花张开笑脸。”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
	· “野”as "wild” :
	野花(wild flower) 野草(weeds) 野果(wild fruit) 野营(camping)
	野兽(wild beast) 野兔(hare) 野猪(wild boar) 野生动物(wild animals)
	原－愿 脸－险 泥－呢 荡－汤 溜－留 谁－堆－推
	闻－问 因－困 重－量 经－轻 锻－段 糊－胡－湖
	强－虽 浪－狼 清－情－晴 份－纷－分



	小水滴和斧头
	在一个静静的山谷里，有一个滴水泉。清清的泉水，一滴 一滴地滴下来，滴在硬硬的大石头上。
	大石头的旁边，躺着一把新斧头。不知是哪个粗心的人， 把它带上山来，丢在了这里。斧头躺在地上休息，整天没事 干，它抬起头来对泉水说：
	“喂，小水滴，咱们比比本领吧，看谁的力气大！让我们 赛一赛，看谁能把石头凿个洞吧！”那小水滴“滴答、滴答” 地滴着，好像在回答：“好啊！好啊！”
	斧头想，“看我有这铁头，凿石头还不容易？”它跳起身 来，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铁头向那石头撞去，石头上留下了一 道浅浅的白印。这么硬的石头，要哪年哪月才能凿出一个洞来 呢？斧...
	小水滴呢？它却仍然快活地滴着，一滴，一滴，不断地滴 在石头上，似乎是在唱着永远也唱不完的歌。
	很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一个孩子来到了泉边，他惊奇地 喊起来：“哎呀，小水滴把大石头凿了一个洞呢！真了不起！”
	再看那把斧头呢，它早已经变成了一堆锈铁，完全没有原 来的模样了。

	挂钟和镜子的对话
	小康的房间里，住着一面崭新的镜子和一个古老的挂钟。 镜子的脸总是擦得又干净又明亮，挂钟的摆(pendulum)整天“滴 答”、“滴答”地摇来摇去。
	有一天半夜，屋子里静悄悄的。小康醒过来，他迷迷糊糊 地听见镜子和挂钟正在谈话。他听见镜子问挂钟：“喂，挂钟 大哥，你的摆一直这样摇来摇去，好像总是很不满意的样子， 这究竟...
	挂钟叹了一口气，答道：“唉，镜子老弟，我看到小康整 天东游西荡，不肯努力学习。他这么不爱惜时间，我实在为他 感到伤心哪！”
	镜子说：“可是，光着急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你不能好好 提醒他一下吗？”
	“我是一直在不断地提醒他呀！”挂钟说，“每过不久，我 就“叮当叮当”地响上一阵，那就是告诉他：注意，又有一个 小时悄悄地从你身边溜走了，你的一生又少了一个小时！”
	小康听了镜子和挂钟的谈话，觉得很惭愧。从此以后，他 开始爱惜分分秒秒，再也不浪费时间了。

	时间的歌
	我是快活的小分秒，
	我有两只飞快的脚，
	滴答，滴答，
	一刻不停地向前跑。
	小朋友，请你快来把我找。
	爱我就能找到我，
	分分秒秒都是宝。
	要是把我浪费了，
	从此再也找不到。

	小弟和小
	小弟和小猫
	二、第一次跳伞
	今天，我们第一次练习从飞机上跳伞。我们来到机场，看 到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天气多好啊！
	飞机起飞了。我从窗口向外望去，一朵朵的白云，像一座 座银色的雪山。飞机从“雪山”里钻出来，我一眼看见大地就 在脚下，像一块美丽的大地毯。往日高大的楼房，变得像玩具 小屋。...
	教练员走过来，靠近我的耳朵大声说：“不要慌，要勇 敢！”我点了点头。
	跳伞预备铃响了。我们立刻排好队，站在打开的舱门旁边。
	教练员大声喊：“预备——跳！”第一名往下一跳，嗖的 一下，不见了；第二名，第三名，紧跟着跳了下去。第四名就 是我。我来不及想什么，也跟着跳出了机舱。
	过了几秒钟，好像觉得有人在我背后用力一拉，我身上的 降落伞张开了！我睁开眼睛。啊！我飘在空中了。四周是蓝天 白云，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又好 像穿着...
	我飘飘悠悠地往下降。忽然，脚着了地，我的心一下子就 平静下来了。早已等在下面的朋友们马上围上来，连声问道：
	“怎么样？怎么样？”
	我高兴地回答：“还好，还好，就是心里有点儿紧张。”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跳伞啊！”大家齐声笑起来。
	我抬起了头，望着蓝蓝的天空，望着在高空中飘浮的白 云，真不相信我自己是从那天上降落下来的。
	本课词汇
	跳伞 练习 飘浮 窗口 银色 雪山 地毯 往日 楼房 玩具
	带子 排着队 教练员 靠近 不要慌 勇敢 预备铃 嗖
	来不及 机舱 用力 降落伞 睁开 四周 呼呼 救生衣 无边
	紧张 飘飘悠悠 着地 平静 围上来 齐声
	· “往” as "former, past” :
	从飞机上向下看，往日高大的楼房，变得像玩具小屋了。
	往年暑假都是爷爷奶奶来看我们，今年暑假我要去中国看他们。
	老师今天比往常来得晚，原来是她的孩子病了。
	爸爸特别喜欢给我们兄妹讲他有趣的往事。
	· “往” as "to go” :
	高速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的，十分繁忙。
	从我家到学校，往返只要半小时就够了。
	· “往” as "toward” :
	夜晚，有一只小猴子在井边玩，它往井里一看，里面有个月亮。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 “往往” as "often, frequently” :
	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weakness)。
	爱锻炼身体的人往往比较健康。
	· “队” as "line” :
	· “队” as "line” :
	公路上的汽车，像许多小虫子，排着队往前爬。
	星期天，电影院门口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队。
	· “队” as "team” :
	昨天中国队对美国队的女子排球(volleyball)赛哪个队赢了？
	我参加学校的乒乓球队，哥哥参加学校的棒球(baseball)队。
	练－炼 舱－抢 毯－谈 具－真－直 嗖－叟－瘦
	围－伟 蓝－篮 铃－令 救－球－求 飘－漂－票
	及－级 变－弯 睁－净－争 喊－减－咸 跳－挑－逃－桃

	人们骑哪些动物
	人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坐车、坐船、坐飞机，也可以 骑马。
	有些地方的人还骑驴。在中国的田野和山间的小路上，常 常有人骑着驴走。驴的身体小，力气可不小，能驮很重的东 西。
	沙漠上的人骑骆驼。骆驼能几天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却 照样可以驮很重的东西走路，因此，人们称骆驼为“沙漠里的 船”。
	西藏(Tibet)高原上有一种长毛牛，叫做牦牛。牦牛的样子 好像很笨，但是它不怕冷，能在很厚的雪地上走路，而且善于 走危险的山路。所以西藏人很爱骑牦牛。
	在森林里，猎人还常常骑鹿。森林很密，只有鹿才能通 行。鹿跑得很快。如果猎人要出门到远方去，常常带两只鹿。 自己骑一只，另一只驮食物和其他东西。
	热带地方的人骑大象。象的力气很大，能驮两千多斤重的 东西。在大象的背上放上一个架子，还可以让好几个人坐在上 面远游呢。

	小虫和大船的故事
	在大海边，有一群人正在造一条大木船。
	有一个人拿起一块木板，正要用它去造船舱，忽然发现板 上有一个深色小点。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虫蛀的洞。他 想：这块木板有蛀虫，不能用了。可是他又想：这么小小的一 个洞，决...
	大船造好了，在海上走了好几年，果然什么问题也没有。 可是后来，蛀虫越来越多了，船上到处是虫蛀的小洞。
	有一次，船上装满了很贵重的东西，要运到远方去。船刚 走到海上，暴风雨就来了。一个个大浪打上船来，把虫蛀的木 板打穿了，海水直往船舱里灌。船上的人赶快排水，可是已经 来不及...
	一个小小的蛀虫，竟毁了一条大船！

	山上山下
	胖胖跟着爸爸去爬山。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顶 上，父子俩都累得直喘气。胖胖一下子坐在地上，再也不愿意 站起来了。
	爸爸上前拉着胖胖的手，指着远处说：“快起来，快起来， 你看，山下的景色多美！”
	胖胖气呼呼地说：“我真不明白，既然山下的景色这么美，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地爬到山上来看呢？”
	一只鸟儿大翅膀，
	只飞下来不飞上。

	小壁虎借尾巴
	有一小壁虎正在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他的尾巴。 小壁虎用力一，断尾巴逃走了。
	有尾巴多难看啊！小壁虎心想：我该向谁去借一条尾巴 呢？先去找小鱼姊姊吧。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一口池塘边。他看见一条小鱼正摇著 尾巴，在池塘游来游去。小壁虎就问：“小鱼姊姊，请把您 的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 呢。”...
	小壁虎爬呀爬，又爬到一棵大树上。他看见老黄牛正甩著 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就问：“黄牛伯伯，请把您的尾巴 借给我，行吗？”老黄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牛蝇呢。” 小...
	小壁虎爬呀爬，最后爬到了屋檐下。他看见燕子正摆著尾 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就问：“燕子阿姨，请把您的尾 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飞的时候，要用尾 巴掌握...
	小壁虎爬累了，就回到家去休息。他到处借不到尾巴， 心很难过。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眨了眨眼 睛，笑著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自己看看。”小壁虎转身 一看，...

	小壁虎借尾巴
	有一只小壁虎正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他的尾巴。 小壁虎用力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啊！小壁虎心想：我该向谁去借一条尾巴 呢？先去找小鱼姐姐吧。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一口池塘边。他看见一条小鱼正摇着 尾巴，在池塘里游来游去。小壁虎就问：“小鱼姐姐，请把您 的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 呢。”...
	小壁虎爬呀爬，又爬到一棵大树上。他看见老黄牛正甩着 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就问：“黄牛伯伯，请把您的尾巴 借给我，行吗？”老黄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牛蝇呢。” 小...
	小壁虎爬呀爬，最后爬到了屋檐下。他看见燕子正摆着尾 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就问：“燕子阿姨，请把您的尾 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飞的时候，要用尾 巴掌握...
	小壁虎爬累了，就回到家里去休息。他到处借不到尾巴， 心里很难过。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眨了眨眼 睛，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自己看看。”小壁虎转身 一看，...

	三、地震仪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有一段时间，他负 责记录全国各地发生地震的情况。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就立 刻派人前来向张衡报告。中国很大，当时的交通又很不方便， 发生了...
	公元138年3月1日，张衡去见皇帝，向他报告中国西部 发生了地震。皇帝半信半疑地问：“是谁告诉你西部发生了地 震？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呢？”张衡回答说：“是地震仪 告诉我的。...
	地震仪是用铜铸的，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大酒桶。地震仪 的四周铸着八条龙，分别对着东、南、西、北、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八个方向。龙的嘴是活动的，每一个嘴里含着一颗 铜球。...
	张衡告诉大家，只要远处的大地一动，对着地震方向的那 条龙，就会吐下铜球。现在，西部肯定发生地震了。
	过了几天，果然有人骑着快马前来，向他报告西部地震的 消息。发生地震的地方，离张衡的地震仪足足有一千多里路。 张衡发明地震仪，比欧洲人早了一千七百多年。
	本课词汇
	地震仪 张衡 伟大 科学家 负责 记录 全国 各地 情况
	报告 交通 方便 苦心 研究 公元 半信半疑 铜 铸着
	大酒桶 含着 铜球 蹲 紧闭 远处 吐 肯定 骑着 快马
	足足
	· “其中” as "among them, among which” :
	大家一看，其中向西的那条龙，嘴巴紧闭着，铜球已经掉下去了。 世界上可以让人们骑的动物有多种，骆驼是其中之一。
	· “其他”or“其它” as "others” :
	张衡带着皇帝和其他官员一起去看他发明的地震仪。
	今年秋季篮球赛中，我们学校的篮球队赢了其他所有参赛的队。
	· “其实” as "actually” :
	这本书看上去很厚，其实里面图画很多，所以我很快就能读完。
	别看她长得矮矮的，其实她年龄比我哥哥还大呢！
	· “其余” as "others, the rest” :
	这些苹果我只要吃一个就够了，其余的都可以放到冰箱里去。
	老师说：“王强，请你留在教室里，其余的人都跟我来！”
	· “紧张” as "nervous, intensive” :
	我高兴地回答：“还好，还好。就是心里有点儿紧张。”
	学期 (semester) 快结束了，有很多测验 (test)，我们的学习特别紧张。
	· “紧” as "tight, firm” :
	地震仪上有一条龙的嘴巴紧闭着。
	时间紧，我们得快一点。
	· “紧” as "close” :
	第一名往下一跳，嗖的一下不见了，第二名紧跟着跳了下去。
	上完了数学课，紧接着就是英语课。
	· 其他用法 :
	紧紧(very tightly) 紧急( urgent) 要紧(important) 赶紧 (in hurry) 不紧不慢
	仪－议 科－蝌 记－己 其－期－旗 通－桶－勇－痛
	录－绿 铜－同 吐－土 张－帐－长 报－服 骑－奇

	数星星的孩子
	夏天的晚上，有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他靠着奶奶，抬着 头，指着天空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一直数到了几百颗。
	奶奶笑着说：“傻孩子，你又在数星星了。天上那么多星 星，一闪一闪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你能数得清吗？”
	孩子说：“我只要能看得见，就能数得清。星星是在动，但 不是乱动。您看，这颗星星和那颗星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
	爷爷走过来说：“你看得很仔细，天上的星星是在动，但 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是不变的。”爷爷停了停，指着北边的天 空说：“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叫北斗星。离 它们不...
	爷爷说的话是真的吗？那孩子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 星星。可是，不管他怎么看，北斗星好像一动也不动。他不灰 心，第二天，第三天，接着看。过了一个多月，他发现北斗星 真的在绕...
	那个数星星的孩子，就是张衡。张衡长大以后，造了一个 “浑天仪”。什么星星升起，什么星星落下，浑天仪上都能看 得清清楚楚。张衡的浑天仪和地震仪一样，都是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

	排字盘
	自从毕发明了活字印刷以后，印书再不用一个一个地 刻字，比以前方便多了。可是，毕的方法也仍然有不够的地 方。比方说，泥字做起来很不容易，又要晾，又要烧，既费时 又费力。...
	过了很多年，有一个名字叫王祯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研 究出来两个改进的办法。
	首先，他想出了用木料来做活字。用木料做字比用泥要省 力多了。
	后来，王祯又找人做了两个转盘，每个转盘分成好多格 子，他就把木活字按照不同的发音，排在这些格子里。要找一 个字，只要坐在那里，转动这个排字盘，把放着这一发音的格 子转到自...

	阿凡提买酒
	有一段时间，阿凡提在一个富人家里干活。他的主人虽然 很有钱，却非常小气。
	有一天中午，主人把阿凡提叫到跟前，吩咐他道：“阿凡 提，去替我买瓶酒来！”
	阿凡提在一旁站了半天，不见主人拿钱给他，就提醒主人 说：“亲爱的老爷，我在等您给我买酒的钱呢！”
	那富人看了阿凡提一眼，说：“阿凡提，用钱去买酒，那 是谁都办得到的事。如果不用钱就能买到酒，那才是真正有本 事的人！”
	阿凡提一听，转身就离开了。不一会儿，他提着一个空酒 瓶回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主人。
	主人接过酒瓶一看，是空的，就十分生气，高声地责骂阿 凡提：“你！你让我喝什么？”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回答：“亲爱的老爷，从有酒的瓶子里 喝到酒，这是谁都办得到的。如果从空瓶子里能喝到酒，那才 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狮子和老鼠
	有一狮子在洞睡觉，正睡得舒服。一淘气的小老 鼠跳到了狮子的上，把吵醒了。狮子很生气，伸出爪子， 抓住老鼠，要把老鼠一口吃到肚子去。老鼠连忙说：“狮子 大王...
	狮子听了老鼠的话，觉得很好笑。可是，还是把老鼠放 了。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狮子被猎人的大网网住了，怎么 跳也跳不出去，急得大声地叫起来。老鼠听见了狮子的叫 声，赶忙...
	狮子对老鼠说：“谢谢你，我想到你真的能帮助我。”
	老鼠说：“不用谢。我以前说的话，现在做到了。”
	老鼠虽小，可是也能帮助大狮子。
	青石板，石板青，
	青石板上钉铜钉，
	铜钉亮晶晶，
	朝我眨眼睛。

	狮子和老鼠
	有一只狮子在洞里睡觉，它正睡得舒服。一只淘气的小老 鼠跳到了狮子的床上，把它吵醒了。狮子很生气，它伸出爪子， 抓住老鼠，要把老鼠一口吃到肚子里去。老鼠连忙说：“狮子 大王...
	狮子听了老鼠的话，觉得很好笑。可是，它还是把老鼠放 了。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狮子被猎人的大网网住了，怎么 跳也跳不出去，急得它大声地叫起来。老鼠听见了狮子的叫 声，赶忙...
	狮子对老鼠说：“谢谢你，我没想到你真的能帮助我。”
	老鼠说：“不用谢。我以前说的话，现在做到了。”
	老鼠虽小，可是也能帮助大狮子。
	青石板，石板青，
	青石板上钉铜钉，
	铜钉亮晶晶，
	朝我眨眼睛。

	四、神医扁鹊
	人们要是生了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医生看病。可是 你知道吗，世界上医生看病的方式，可有好多种呢。中国传统 的医术，叫做中医。中医看病，和现在流行的西医就不相同。 我们到...
	扁鹊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有一天，他去见齐 国的国王。扁鹊看了看国王的脸色，就说：“大王，您有病， 您的病是在皮肤下面。如果不治疗，我怕会越来越重。”
	齐王想，我的皮肤不痛也不痒，怎么会有病呢？就摇摇头 对扁鹊说：“先生，你错了，我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
	齐王送走扁鹊以后，对左右的官员说：“医生总是喜欢挑 毛病的！我明明没有病，他却没病找病，真可笑！”
	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王。他看了看齐王的脸色，说：
	“大王，您的病比上次严重了很多，已经到了肌肉里。现在应 该马上治疗，要不然就晚了。”
	齐王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扁鹊。
	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求见齐王。齐王皱着眉头，不愿 意和他说话。扁鹊说：“大王，您的病已经进入肠胃了，比以 前更严重了，再不治，就危险了！”齐王不耐烦地挥挥手， 说：“走...
	又过了十天，扁鹊碰巧在路上遇见了齐王，他一看齐王的 脸色， 转身就跑。
	齐王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去追问。
	扁鹊说：“一个月以前，我发现大王有病，那时候，他的 病在皮肤下，用热水敷一敷就可以治好；我第二次见到大王 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用针灸也能治好；我第三次 见到大王...
	过了五天，齐王果然觉得全身疼痛。这时候，他才相信扁 鹊的话是对的，就连忙派人到处去寻找扁鹊。可是，扁鹊早已 逃到别的国家去了。过了不久，齐王就死了。
	一个人要是有了病，却不愿意承认有病，不愿意治疗，那 是多么的危险。同样，一个人要是有了过错，却不愿意承认过 错，又不愿意改正的话，不是也和那个齐王差不多吗？
	本课词汇
	神医 扁鹊 首先 方式 传统 医术 中医 西医 流行 相同
	舒服 通过 检查 诊断 摸着 手腕 脉跳 大概 甚至 高明
	医生 国王 脸色 皮肤 治疗 痒 挑毛病 没病找病
	严重 肌肉 不然 理睬 皱着 眉头 进入 肠胃 危险
	不耐烦 挥挥手 根本 碰巧 遇见 脸色 转身 派人 追问
	热水 敷 针灸 汤药 骨髓 即使 急步 果然 疼痛 寻找
	愿意 承认 过错 改正 差不多
	· “然后” as "after that” :
	医生往往先问我们，哪里不舒服？然后再给我们做检查。
	张衡先造了地震仪，然后又造了浑天仪。
	· “当然” as "of course” :
	时间是那么宝贵，我们当然应该珍惜( cherish)。
	有了排字盘，印刷当然就更加方便了。
	· “然而” as "but, yet” :
	跳伞看起来有点危险，然而我不怕。
	老鼠虽然小，然而也能帮助大狮子
	· 其他用法 :
	忽然(suddenly) 突然(suddenly) 不然( if not) 要不然( if not) 然而 (yet)
	· “真” as "true, real” :
	真正的朋友是互相信任的。
	你说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 “真” as "really, indeed” :
	“我明明没有病，他却没病找病，真可笑！”
	张医生的医术真不错！
	· 比较下面每组句子里的两句话:
	扁鹊是一位这样高明的医生。
	扁鹊就是一位这样高明的医生。
	那个数星星的孩子是张衡。
	那个数星星的孩子就是张衡。

	· “即使……也” as "even” :
	扁鹊说：“现在，即使大王想治，我也没有办法了。”
	即使石头再硬，滴水泉也能把它滴出个洞来。
	真没想到，即使是一只小小的蛀虫，也能毁掉一条大船！
	这道题实在难，即使请数学家来，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 “承认” as "to admit” :
	一个人要是有了过错，应该勇敢地承认。
	虽然我这次输给了他，但是我不承认我下棋不如他。

	· “认识” as "to recognize a people, a chinese character” :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我们过去的邻居。
	学了几年中文，你认识不少汉字了吧？

	· “认为” as "to think, to believe” :
	扁鹊说齐王有病，齐王却认为扁鹊是在那里没病找病。
	张衡认为，应该有办法很快知道哪里发生了地震。

	· “认真” as "seriously” :
	做事认真的人往往容易把事情做成功。
	别开玩笑！我是在认真地跟你说话呢！

	式－武 鹊－借 首－道 传－转－专 皮－被 痒－养
	诊－珍 腕－碗 睬－采 汤－肠－荡 灸－久 相－想
	全－金 摸－模 脉－永 检－脸－验 扁－遍－编－骗

	神农尝百草
	中国传统的医术叫中医，中医用来治病的药叫中药。你知 道吗，中药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草 (herb)做成的，很多中药，就 是我们平常在野外见到的草。
	世界上的草有几千几万种，人们是怎样知道哪些草能治 病，哪些草不能治病，而那些能治病的草，又各能治什么病 呢？传说，这还是太阳神炎帝的功劳呢。
	炎帝每天赶着太阳在天上走，他看到地上的人常常找不到 东西吃，就来到人间，教人们种地。人们有了自己种出来的东 西可以吃，就不会再饿肚子了。人们很感谢炎帝，称他为“神 农”。...
	神农翻山越岭，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草。有的草酸，有的草 甜，还有的草苦，有的草吃了使人身上发热，有的草吃了使人 感到清凉，也有的草是有毒的。神农尝百草的时候，曾经一天 中毒七...
	神农感动了天帝，天帝把神农用来赶太阳的长鞭，变成了 一根神鞭。用神鞭打在草上，如果鞭子变了颜色，那草就能治 病。鞭子变的颜色不同，草能治的病也就不同。但是，如果鞭 子变成...
	神农靠着神鞭的帮助，找到了许许多多的草药，有了草 药，人们生了病就能治好了。

	路旁苦李
	从前有一个小孩子，名字叫王戎。有一年夏天，王戎和小 朋友一起在草地上玩。他们跳呀，蹦呀，玩得很高兴。玩了一 会儿，大家都觉得口很渴。
	“要是能找些水果来吃，该有多好！”一个小朋友说。
	“我有一个好主意，”另一个小朋友指着前面不远的地方 说：“你们看，大路旁有棵李子树，树上的李子都熟了，我们 一起去摘李子来吃吧！”
	“好主意！我们走吧！”小朋友们都欢呼起来。只有王戎 摆着手说：“别高兴得太早！我猜那满树的李子都是苦的！”
	“怎么会是苦的呢？那些李子不是都熟了吗？”小朋友纷 纷说道。王戎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摘了尝一尝啊！” 几个小朋友 飞快地跑去，爬上树摘了一大把李子回来。
	“啊！果然是苦的！这李子真苦啊！”最先咬了一口的小 朋友一边说，一边忙着把嘴里的李子吐出来。别的小朋友也尝 到了苦味，都围着王戎奇怪地问：“咦，你怎么猜到了这李子 会是苦...
	王戎说：“你们想，这棵李树长在大路旁边，如果是甜的 话，早就被人摘光了。可是，现在满树的李子都没人摘，这说 明李子肯定是苦的。”

	奶奶住在哪里
	小妹的家住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她的奶奶住在纽约(New York)。奶奶经常坐飞机来看望小妹一家。
	有一天，小妹高兴地告诉她的小朋友：“今天我奶奶又要 来看我了！她每次来，都送给我很多好玩的玩具！”小朋友问 小妹：“小妹，你奶奶住得远吗？她常来看你吗？”小妹说：
	“我奶奶住得不远，她就住在飞机场里，每次爸爸妈妈和我都 是去飞机场接奶奶的！”
	一个球，圆溜溜，
	轻轻一拨转一周。
	球上有山也有河，
	还有海洋五大洲。

	铁棒磨成针
	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字叫李白。李白学习很不认真，碰到 一点点困难，就不想学下去。所以他读书进步很慢。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李白又从教室溜到外面去玩。他走 到一条小河边，看见一位白苍苍的老奶奶，正在一块大石头 上磨一根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就上前去问道：“老奶奶， 您磨这...
	老奶奶回答说：“做针。”
	李白更加奇怪了：“做针？这又粗又硬的铁棒，怎么能磨 成又细又小的针呢？”
	老奶奶说：“能，一定能。我今天磨，明天磨，每天不停 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根铁棒会磨成针的。孩子，你说对不 对啊？”
	李白听了老奶奶的话，明白了一个道理：是啊，只要有 心，不断地认真做下去，再难的事情也可以做成。我在学习上 的一点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那时候开始，李白认真学习了，他进步得很快。后来， 李白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很多小朋友会念的一首诗：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就是李白写的。

	铁棒磨成针
	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字叫李白。李白学习很不认真，碰到 一点点困难，就不想学下去。所以他读书进步很慢。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李白又从教室里溜到外面去玩。他走 到一条小河边，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在一块大石头 上磨一根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就上前去问道：“老奶奶， 您磨这...
	老奶奶回答说：“做针。”
	李白更加奇怪了：“做针？这又粗又硬的铁棒，怎么能磨 成又细又小的针呢？”
	老奶奶说：“能，一定能。我今天磨，明天磨，每天不停 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根铁棒会磨成针的。孩子，你说对不 对啊？”
	李白听了老奶奶的话，明白了一个道理：是啊，只要有决 心，不断地认真做下去，再难的事情也可以做成。我在学习上 的一点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那时候开始，李白认真学习了，他进步得很快。后来， 李白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很多小朋友会念的一首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就是李白写的。

	治肚痛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肚子痛呢？让我来教你一个 治肚子痛的方法，下次你肚子痛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一、人坐在椅子上，脚踩地，腿竖直。
	二、把你右手的手指并拢，掌心盖在右膝盖上，手指紧贴 着腿，中指朝着正下方。再把无名指分开一点儿，分到和中指 之间可以再夹一个手指的样子就行。
	三、用无名指的指尖，轻轻往下按，你会发现腿上好像有 一个窝下去的地方。
	四、多用一点力按那个“窝”，看看是不是有一点酸的感 觉。 如果没有，再在附近按一按，找到按下去感觉有一点酸的 地方。
	五、使劲按那个酸的地方，按到自己感到很酸很酸，如果 无名指的力气不够的话，可以换其他的手指试试。你一面按，一 面揉，你很快就会觉得肚痛减轻了，再过一会儿，就不痛了。
	告诉你，这是中医用的方法。中医认为，我们人身上有许 多这样的“窝”，叫做“穴位”。刺激 (to stimulate) 这些穴位，就能 治病。
	每个穴位都有一个名字，你刚才按的那个，名叫“足三里”， 是专门治胃部的病的。当然，中医治病的时候，不是用手指 按揉穴位，而是用一根细细的针，刺到穴位里去，或是用火 烧一种...
	“针”就是用针刺穴位，用的针很细，刺进我们的身体时不会出 血。“灸”字下面是个火字，自然是用火来治病啦。不过你放 心，那火是不会把你烧疼的。

	李时珍写药书
	神农尝百草的事是神话，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下面讲 的李时珍的故事，可是千真万确。
	李时珍（1518——1593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药学 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写了一部很完善的药书，叫《本草纲 目》。
	李时珍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中医，读了很多药书。他发现当 时的药书上有不少错的地方。有的药书上把铅(lead)和锡(tin)当成 了同一种东西，有的药书上连橙子(orange)和柚子(pomelo)也没分 清。他...
	果然不久，他听说有个病人因为吃错了药死了，就痛心地 对父亲说：“老药书上有很多错误，我想写一部新的。把新发 现的药加进去，把错误的地方改过来。”父亲听了，就笑了笑 说：“...
	尽管父亲这么说，李时珍还是决心要写药书。他看了上千 本的古书，把书里和药物有关的材料全部记录下来。为了证明 书上写的对不对，他不怕山高路远，亲自到各地去采药。有的 时候就...

	猜字谜（小相声）
	甲：你认识字吗？
	乙：认识几个。
	甲：你知道什么叫猜字谜吗？
	乙：没听说过，大概是人说一个谜语就猜一个字吧？
	甲：说得不错，你挺聪明。好，那我来说一个字谜你猜猜：
	一字十口。
	乙：根本没有这个字！哪里有一个字有十个口的？
	甲：我告诉你有十个口啦？一字十口，是说这个字有一个十，
	一个口。
	乙：这我会猜，这个字念“古”。
	甲：对。还有吗？
	乙：（想了想）还有田字。
	甲：猜得好！还有吗？
	乙：（认真想了想）还有叶字吧。
	甲：不错。我再说一个，一字十一口。
	乙：我猜不出来。
	甲：别紧张，这个字念“吐”。
	乙：吐字怎么是十一口呢？
	甲：你看，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十、一个一，这不是十一口
	吗？
	乙：还真是十一口！还有吗？再说一个，我叫你老师。
	甲：那我这个老师做定了，“固”字也是十一口。
	乙：不对，固字里面只有一个十，一个口。
	甲：外面那个大方框子不算哪？
	乙：嘿，我把这个大口给忘了。

	植物妈妈有办法
	植物妈妈有办法
	五、捉鱼
	去年暑假里的一个下午，哥哥带我去捉鱼。我们一个拿着 小盆，一个提着木桶，一起来到小溪边。沿着小溪，哥哥边走 边看。不一会儿，他站住了，指着脚下的溪水说：“这里水流 得慢，...
	我一看，真的，小溪的上游很窄，下游也很窄，但是这短 短的一小段却比较宽。上游流下来的溪水，到了这里就一下子 慢下来了，水里果然有不少鱼呢！我连忙脱了鞋，跳下水，就 伸手去...
	我们动手从两边用泥筑坝。坝越筑越高，很快就围成了一 个小水池。眼看着不少鱼被围在小水池里了，哥哥说：“现在 可以舀水了。”我们就一起用小盆往外舀水。
	哗，哗，哗，小水池里的水越舀越少了，鱼儿惊慌得乱蹦 乱跳。我放下小盆，一伸手，就捉到了一条鱼。这时候，哥哥 也捉到了一条鱼，放进桶里。我俩你看我，我看你，高兴得哈 哈大笑...
	本课词汇
	捉鱼 暑假 小盆 木桶 小溪 沿着 动手 上游 下游 很窄
	一小段 却 比较 宽 脱鞋 岸上 筑坝 堵 水池 舀水
	哗 惊慌 乱蹦乱跳 一眨眼 功夫 越捉越有劲 快活极了

	菜单（MENU）
	本节词汇
	春卷 锅贴 蒸饺 酸辣汤 红烧豆腐 甜酸肉 鱼香鸡片
	陈皮牛肉 核桃虾 清蒸鱼 香酥鸭 什锦炒面 米饭 饮料
	盆－分 较－校－交 舀－稻－蹈 池－地－他－也

	钓熟鱼
	人们说，地球上最北的国家是冰岛。我跟着爸爸，从中国 来到了冰岛。
	有一天，爸爸带我出去散步。我们走着走着，就听到附近 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咦，这是什么声音？我拉着爸爸一路 找去。原来，前面有一个温泉。温泉里的水是热的，冒着滚滚 的热气...
	奇怪，温泉的水这么热，难道里面还会有鱼？我悄悄走上 前去，看到老爷爷正在收钓鱼线。我睁大了眼睛，要看个明 白。可是，当鱼快要拉出水面时，老爷爷的手又不动了。我更 奇怪了，...
	过了一会儿功夫，老爷爷才把钓鱼竿拉起来，嘿，是一条 大鱼！只见他把鱼从钓鱼竿上拿下来，放到一个盘子里，再撒 上一点盐，对我招招手说：“来！来！小姑娘，来尝尝这最新 鲜的鱼...
	“老爷爷，这条鱼还没有烧过呀！您请我吃生鱼吗？”我问。
	“孩子，你过来看，这是一条熟鱼啊！”
	“熟鱼？您怎么可能钓到熟鱼？”我大吃一惊。
	老爷爷笑了：“你听我说。这温泉的下面，有冷泉水流着。 这鱼呢，我是从冷泉水里钓到的。我钓到了鱼往上拉的时候，在 温泉里停了一会儿，温泉的水很热，就把鱼烧熟啦！”“原来是 ...

	蛇谷遇险
	我跟着爸爸去密林里打猎。在穿过一个山谷的时候，野花 丛中突然窜出了七八条眼镜蛇，一齐朝我们追来，情况十分危 急。原来，我们不小心走进了蛇谷！爸爸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 才好。...
	眼镜蛇很快地向我们包围过来，咝咝地吐着舌头。我紧握 着木棒的手冰凉发麻，心里直发慌。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只听空中传来“呀——”的一声鸟叫。 两片黑影飞快地从天上冲下来，眼镜蛇吓得四处逃窜。很快， 两只大鸟飞落到地上，其中一只大鸟用又大又硬的嘴巴叼住 了一条...
	“犀鸟！犀鸟！”我们同时欢呼起来。这一对美丽的犀鸟 蹲在我们面前，低垂着翅膀，大嘴巴里发出轻轻的“咕咕”声， 一副很平静的样子。
	爸爸笑了，他在一根树枝上挂上几条干肉，再把树枝扛在 自己肩上，吹了一声口哨，一只犀鸟就飞落到树枝上了。另一 只犀鸟在我们前面开路，呀呀地叫着。“走吧！”爸爸带领我继 续向...
	中午，我们终于走出了蛇谷。我们挥手向那两只犀鸟告 别：“谢谢你们！再见！”

	还剩几只苍蝇？
	老师问学生：“桌上有四只苍蝇，打死了一只，还剩几只 苍蝇？”
	东东说：“还剩下三只苍蝇。”
	明明说：“一只也没剩下，都飞走了。”
	老师见玲玲还举着手，就问：“玲玲，你说呢？”
	玲玲回答：“我说还剩一只苍蝇。因为那一只飞不走了， 它被打死了。”
	三个学生说了三个答案，到底谁说得对？
	车上一个盆，
	盆里一个瓶，
	砰砰砰， 砰砰砰，
	你说是盆碰瓶，
	还是瓶碰盆？

	动物过冬
	早晨，小蚂蚁来到树林找吃的。树林变了样，满地是 落叶。风吹过来，他觉得有点儿冷。树林的，一点儿声 音也有。朋友们都到哪去了呢？
	小蚂蚁突然听到了鸟的叫声。他抬头一看，一喜鹊站在树 枝上。小蚂蚁喊道：“喜鹊你好！你知道燕子姊姊到哪去了？”
	喜鹊说：“天冷了，她们到南方过冬去了。明年春天，她 们还会回来的。”
	小蚂蚁问：“那你呢，你不去吗？”喜鹊说：“我不去。我 在窝放上许多乾草，暖暖和和的，我就在这过冬。”
	一青蛙听见了小蚂蚁和喜鹊说话的声音，从池塘跳 上来，说：“小蚂蚁，我正想找你，和你告别。”
	小蚂蚁问：“怎么？你也要到南方去？”
	青蛙说：“不，我要睡觉去。”
	小蚂蚁看看天，太阳还有升高呢，就奇怪地问青蛙：
	“你怎么啦？太阳刚升起来，你又要睡啦？”青蛙说：“我要冬 眠了。整个冬天，我们青蛙都睡在洞，不吃也不动，到明年 春天再出来。你不知道吧，还有一些别的动物，像熊啦，蛇 啦...
	青蛙一边说，一边用挖土，一会儿挖好了一个洞。青蛙 对蚂蚁说：“你看，冬天住在这洞，既不怕风，又不怕雪， 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小蚂蚁走过去一看，真的，洞挖得多 好啊！...

	动物过冬
	早晨，小蚂蚁来到树林里找吃的。树林里变了样，满地是 落叶。风吹过来，他觉得有点儿冷。树林里静静的，一点儿声 音也没有。朋友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小蚂蚁突然听到了鸟的叫声。他抬头一看，一只喜鹊站在树 枝上。小蚂蚁喊道：“喜鹊你好！你知道燕子姐姐到哪里去了？”
	喜鹊说：“天冷了，她们到南方过冬去了。明年春天，她 们还会回来的。”
	小蚂蚁问：“那你呢，你不去吗？”喜鹊说：“我不去。我 在窝里放上许多干草，暖暖和和的，我就在这里过冬。”
	一只青蛙听见了小蚂蚁和喜鹊说话的声音，从池塘里跳 上来，说： “小蚂蚁，我正想找你，和你告别。”
	小蚂蚁问：“怎么？你也要到南方去？”
	青蛙说：“不，我要睡觉去。”
	小蚂蚁看看天，太阳还没有升高呢，就奇怪地问青蛙：
	“你怎么啦？太阳刚升起来，你又要睡啦？”青蛙说：“我要冬 眠了。整个冬天，我们青蛙都睡在洞里，不吃也不动，到明年 春天再出来。你不知道吧，还有一些别的动物，像熊啦，蛇 啦...
	青蛙一边说，一边用脚挖土，一会儿挖好了一个洞。青蛙 对蚂蚁说：“你看，冬天住在这洞里，既不怕风，又不怕雪， 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小蚂蚁走过去一看，真的，洞挖得多 好啊！...

	六、万圣节之夜
	匆匆忙忙地吃完晚饭，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印地安姑娘， 拿了一个口袋，向门外跑去。这就是我盼望了很久的万圣节。
	我和Salena到村里去讨糖。村里黑黑的，星星点点的南瓜 灯，在黑暗中闪着。我们一脚高一脚低地向一家家点着南瓜灯 的人家走去。
	有一家屋外坐着一位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是白花花的， 脸上带着笑容，身体胖胖的，活像一个圣诞老人。这个“圣诞 老人”穿着一件红蓝格子的衬衫，一条旧工作裤，头上还戴着 一顶旧...
	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一个白桶，桶里有很多 巧克力糖。我们一起大喊：“Trick-or-treat！”“哦，来了！” 他 一 边说着，就伸出大手准备拿糖给我们。
	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就转 过脸来笑着问我们：
	“如果我不给你们糖呢？你们会有什么捣蛋的花样？”
	我们暗暗吃了一惊。过了好一会儿，还是Salena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有什么捣蛋的花样。”
	老人听了，就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捣蛋的花样？那我就 对不起你们啦！不给糖罗！”我们听了不由得有点着急。心 想，糟啦，这家算是白跑了！
	就在这时，我们发现老人的大手已经从桶里抽了出来，正 把两块巧克力往我们的袋子里装呢！我们连忙谢过老人。他 开心地对我们笑了笑，说：“明年万圣节，可记住要想好捣蛋 的花样喔...
	接下来的一家门口站着一位“女巫”。她看上去和别的“女 巫”没有什么不同，苗条的身材，乌黑的衣裙和头发。她那长 长的、令人一看就喜欢的脸，一点都不可怕。
	她身旁的桌子上有两个扁盒子。一个里面放满了小块的 巧克力糖， 另一个里面有很多泡泡糖。
	“Trick-or-treat！”我们一边喊 ，一边望着那两盒糖。
	“哟，又有人来啦，我最喜欢给小朋友糖。瞧，我特地买 了很多糖，你们每人都有一份。”说着，她从每个盒子里抓了 两把糖分给我们。
	当她把糖放进我的袋子的时候，仰起脸来笑着问道：“你 们今年都装成谁呀？”
	“你看，她是一个海盗姑娘，我是一个印地安姑娘。”我 顺口回答。
	“既然是印地安人，那为什么你的袋子上有中国字呢？”
	唉，真是的，我怎么偏偏就拿了一个印有中国字的袋子 呢？ 我一边责怪自己出来时太着急，一边急中生智地就说：
	“你不知道吗？印地安人是从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来的中国人 啊！”
	“可是那时候中国字还没有发明呢！”
	“那……，那我这个印地安人是在中国字发明了以后才迁 移来的！”
	“哈！好！好！再见！祝你们万圣节快乐！”
	“谢谢！万圣节快乐！”我们告别了“女巫”，高高兴兴地 向下一盏南瓜灯走去。
	本课词汇
	万圣节 匆匆忙忙 打扮 印地安 姑娘 盼望 星星点点
	讨糖 黑暗 白花花 笑容 圣诞老人 格子 衬衫 工作裤
	戴着 草帽 大概 老农民 巧克力 捣蛋 花样 暗暗
	吃了一惊 一本正经 罗 不由得 糟啦 抽 开心 记住
	女巫 苗条 身材 乌黑 衣裙 令人 可怕 扁盒子 泡泡糖
	瞧 特地 一份 仰起脸 海盗 顺口 既然 偏偏 责怪
	急中生智 白令海峡 迁移 美洲 再见 祝 一盏
	· “暗” as "dark, dim” :
	村里黑黑的，星星点点的南瓜灯，在黑暗中闪着。
	这儿的光线太暗，我们换一个地方看书吧！
	· “暗” as "secretly” :
	听了老人的问话，我们暗暗吃了一惊。
	在田忌赛马的故事里，是孙膑暗中帮助田忌赢了齐王。
	· “笑容” as "smiling face” :
	他脸上带着笑容，身体胖胖的，活像一个圣诞老人。
	学生都喜欢看老师的笑容。
	· “容易” as "easy” :
	我想，李时珍一个人写《本草纲目》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如果我们生活在中国，那学习中文就比较容易了。
	· 其他 :
	容器 (container) 容量(capacity of a container) 容许(to allow, to permit)
	· “戴”as "to wear, to put on” :
	老人的头上还戴着一顶旧草帽。
	寒假里去滑雪，我们戴着厚厚的手套。
	你能向别人借衣服穿，但是不能向别人借眼镜戴。
	· “带” as "to bring, to take” :
	你不认识去图书馆的路吗？我可以带你去！
	暑假去参观(to visit)农场(farm)的时候，我们自己带着午饭。
	· “祝” as "to wish” :
	祝你们万圣节快乐！
	祝您身体健康！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旅途愉快(have a nice trip)！
	祝您健康长寿！(a birthday wish for senior people)
	新年(New Year’s Day) 情人节 (Valentine) 复活节(Easter)
	母亲节(Mother’s Day) 父亲节(Father’s Day) 国庆(Independence Day) 万圣节(Halloween) 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 圣诞节 (Christmas)
	春节(Chinese New Year) 端午节(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元宵节 中秋节
	星星点点的南瓜灯 (Noun) 匆匆忙忙地吃 (Verb)
	点着南瓜灯的人家 (Noun) 一脚高一脚低地走 (Verb)
	红蓝格子的衬衫 (Noun) 一本正经地说 (Verb)
	捣蛋的花样 (Noun) 开心地笑 (Verb)
	老人的大手 (Noun) 急中生智地说 (Verb)
	苗条的身材 (Noun) 高高兴兴地走 (Verb)
	乌黑的衣裙 (Noun)
	扮－盼 姑－故 暗－音 身－射 偏－骗－扁 低－底－纸
	苗－喵 材－才 盒－合 帽－冒 泡－跑－抱 糖－塘－唐 知－智 捣－岛 装－袋 抽－油－由 峡－荚－夹

	猎人海力布（上）
	海力布是一个既勇敢又善良的猎人。有一天，海力布到深 山去打猎，忽然听见天上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看见 一只老鹰抓住一条小白蛇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搭箭开弓，对 准老鹰...
	海力布对小白蛇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小 白蛇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 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您。我爸爸有许许多多 珍宝...
	海力布点点头，跟着小白蛇到了龙宫。老龙王说：“谢谢 你救了我的女儿，我要重重地酬谢你。我宫里有无数的珍宝， 你爱什么，就拿什么吧！”海力布什么珍宝也不要，他对龙王 说：“...
	海力布临走的时候，小白蛇跟了出来，反复叮咛他说：
	“恩人，您可要记住，动物说的什么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如果说了，您马上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海力布谢 过小白蛇，就回家了。
	海力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方便极了。他把宝石含在嘴 里，到山林里一走，哪座山上有什么动物，就全知道了。

	猎人海力布（下）
	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海力布 正在深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着什么。他仔细一 听，听见那只带头的鸟说：“咱们赶快飞到别处去吧！今天晚 上，大山会崩塌，大地要被洪水淹...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回到村里对大家说：“咱们 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大家听了很奇怪， 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大家，可 是谁也...
	“海力布，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啊。全村老老小小这 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海力布知道再着急也没有用，不把为什么要搬家说清楚， 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再一犹豫，灾难就要发生。他想到这里， 就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会崩塌，洪水会淹没大 地。你...
	大家看见海力布变成了石头，都非常后悔，非常悲痛。他 们含着眼泪，念着海力布的名字，向远方搬去。半夜里，只听 身后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的洪水冒上来， 把他们...

	书原来是印出来的
	有一个孩子不愿意读书，父亲就把她关在书房里，对她 说：“眼睛仔细看着书，心里认真想着书，这样，你就会从书 里看出道理来！”
	过了几天，父亲又到书房去检查女儿的学习情况，问道：
	“女儿，你照我说的做了没有？你从书里看出什么道理来 了吗？”
	女儿连忙点着头认真地说：
	“爸爸，您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照着您的方法读了三天， 觉得大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懂得，书原来是印出来的！”
	你没有他有，
	天没有地有。（打一字）
	前没有后有，
	左没有右有，
	家没有国有，
	弟没有兄有。（打一字）

	老鼠偷蛋
	夜晚，月光把满屋子照得亮亮的。人们都睡下了。一小 老鼠从洞伸出头来，东看看，西看看，看见桌子上放著一 蛋。不一会儿，小老鼠轻轻地从洞钻了出来，身后还跟 著一...
	两老鼠飞快地爬到了桌子上。大老鼠用肚子和四 把蛋一下子抱住，翻了一个身，睡在桌上，把尾巴向上翘起 来。这时，小老鼠马上咬住了大老鼠的尾巴，把大老鼠一步一 步往桌子...
	这两老鼠怎么下得来呢？只见小老鼠咬著大老鼠的尾 巴，用力一甩，大老鼠就掉下来了！在空中，大老鼠的四 还是抱著蛋，一点也有松开。
	大老鼠的身体先碰到地，掉到地上，蛋有碎！小老鼠 跟著也跳了下来，又一口咬住了大老鼠的尾巴，一前一后， 们就把蛋拖回洞去了。

	老鼠偷蛋
	夜晚，月光把满屋子照得亮亮的。人们都睡下了。一只小 老鼠从洞里伸出头来，它东看看，西看看，看见桌子上放着一 只鸡蛋。不一会儿，小老鼠轻轻地从洞里钻了出来，身后还跟 着一只...
	两只老鼠飞快地爬到了桌子上。大老鼠用肚子和四只脚 把鸡蛋一下子抱住，翻了一个身，睡在桌上，把尾巴向上翘起 来。这时，小老鼠马上咬住了大老鼠的尾巴，把大老鼠一步一 步往桌子...
	这两只老鼠怎么下得来呢？只见小老鼠咬着大老鼠的尾 巴，用力一甩，大老鼠就掉下来了！在空中，大老鼠的四只脚 还是抱着鸡蛋， 一点也没有松开。
	大老鼠的身体先碰到地，掉到地上，鸡蛋没有碎！小老鼠 跟着也跳了下来，又一口咬住了大老鼠的尾巴，一前一后，它 们就把蛋拖回洞里去了。

	聪明的孩子徐文长
	从前有个聪明的孩子名字叫徐文长。
	徐文长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几个孩子在河边玩，他 的伯伯挑了两桶水走过来。伯伯把满满的水桶放在岸边上，对 孩子们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提着这两桶水，从桥的这头走到 桥的那...
	装满了水的桶很重，桥又很长，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都摇摇头。只有徐文长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动脑筋。他想 了一会儿，就找来了两根绳子。他把绳子绑在水桶上，再把水 桶一个...
	伯伯含着笑拿出一包礼物来，挂在高高的竹竿头上，对徐 文长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但是，你既不能把竹竿倒下来， 也不能站到高处去拿。”
	徐文长眼珠子一转，又有了一个好主意。他举着竹竿走到 井边，然后把竹竿从井口放下去，很容易地就从竹竿头上取下 了那包礼物。
	这一次，连伯伯也跟着孩子们为徐文长拍手欢呼了！

	不倒翁
	有一个爱捣蛋的小孩在玩不倒翁。他一次又一次地把不 倒翁推倒，想让不倒翁永远起不来。但是，他每一次推倒了不 倒翁，不倒翁就都立刻挣扎着站起来，而且还满脸堆着笑容。
	小孩暗暗吃惊，他问不倒翁：“我把你推倒在地上了，你 为什么还那么高兴？”
	不倒翁回答说：“那是因为，我虽然倒在地上了，但是从 来没有灰心，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站起来。瞧，我不是又站起 来了吗？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不怕失败的人，就一定会有成功。

	我赢了冠军
	林强在路上遇到了张亮，张亮问林强：
	“林强，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嘿，我怎么能不高兴！我今天打了网球，下了象棋，不 但赢了网球冠军，还赢了象棋冠军！”
	“真的吗？没想到你打网球、下象棋都那么好！”
	“当然是真的！我和网球冠军下象棋，他输了。后来，我 又和象棋冠军打网球，他也输了！”
	头尾都是一，
	身腰也是一，
	听来都是一，
	其实不是一。（打一字）

	从“偷”来的光
	从墙里“偷”来的光
	一、时光老人的礼物（15）
	谷 泉 闻 味 份 珍 安 排 懒 惰 锻 炼 体 健 康
	二、第一次跳伞（13）
	练 浮 舱 毯 队 员 预 铃 嗖 及 睁 呼 悠
	三、地震仪（19）
	仪 科 衡 负 责 录 震 况 研 报 元 铜 铸 酒 桶 含 蹲 吐 足
	四、神医扁鹊（30）
	扁 鹊 式 术 检 查 诊 腕 脉 概 甚 肤 疗 痒
	肌 睬 入 胃 耐 烦 挥 巧 遇 敷 灸 汤 药 髓 即 承
	五、捉鱼（26）
	暑 盆 溪 宽 筑 坝 堵 舀 哗 夫 劲
	卷 蒸 饺 什 锦 炒 甜 酸 烧 腐 陈 辣 核 酥 饮
	六、万圣节之夜（26）
	圣 节 扮 暗 讨 糖 诞 格 衬 衫 帽 克 由 抽
	巫 苗 材 盒 泡 瞧 仰 盗 偏 峡 迁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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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
	啪的一声豆荚炸开，
	孩子们就蹦跳着离开妈妈。
	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
	不信你就仔仔细细地观察。
	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
	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第五课

	第六课
	第六课

	“认”字组成的词
	孩子如果已经长大，
	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
	牛马有，鸟有翅膀，
	植物靠的是什么办法？
	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
	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
	只要微风轻轻一吹，
	孩子们就纷纷出发。
	苍耳妈妈给她的孩子，
	穿上了带刺的衣褂。
	只要住动物的皮毛，
	孩子们就走遍天下。
	石榴妈妈的胆子可真大，
	她不怕小鸟吃掉娃娃。
	只要在鸟肚子睡上一觉，
	就会钻出来找到新家。
	豌豆妈妈也有办法，
	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
	啪的一声豆荚炸开，
	孩子们就蹦跳著离开妈妈。
	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
	不信你就仔仔细细地观察。
	那有许许多多的知识，
	粗心的小朋友得不到它。
	第六课


	新字新词： 熟 冰岛 咕噜 温泉 冒着 烧
	“戴”和“带”
	字形 字义 字音
	“暗”字的用法
	“的”和“地”
	“容”字组成的词

	新字新词： 野花丛 窜出 咝咝 嚓 犀鸟 低垂
	第五课
	“祝”字的用法
	字形 字义 字音
	节日的名称

	新字新词： 蛀 暴风雨 灌 沉没 毁
	新字新词： 辛苦
	新字新词： 纽约
	新字新词： 神农 由 酸 甜 苦 中毒 长鞭
	新字新词： 踩地 竖直 掌心 盖在 夹 按 揉 穴位 刺激 艾
	新字新词： 铅 锡 橙子 柚子 尽管
	新字新词： 商量 崩塌 洪水 淹没 后悔 牺牲
	新字新词： 善良 可怜 僵硬
	新字新词： 徐文长 绑在
	新字新词： 砰
	春卷 ................................. $2.50
	锅贴 ................................. $3.95
	蒸饺................................. $3.50
	酸辣汤 ............................ $4.50
	红烧豆腐....................... $6.95
	甜酸肉 ............................ $ 7.50
	鱼香鸡片....................... $7.50
	陈皮牛肉....................... $ 7.50
	核桃虾............................ $ 9.95
	香酥鸭........................... $11.00
	清蒸鱼........................... $ 1 2.95
	什锦炒面 ........................ $ 4.95
	米饭................................. $ 1.00
	饮料 ................................. $ 1.00

	新字新词： 崭新(brand new)
	疑难词表
	你把东风带给树枝，
	让小鸟快活地飞上蓝天；
	你把青草带给原野，
	让千万朵鲜花张开笑脸。
	你把阳光带给山谷，
	让积雪化成清清的泉水；
	你把细雨带给田地，
	让种子闻到泥土的香味。
	你把春天带给我们，
	这份珍贵的礼物赛过黄金；
	你把一年的大好时光，
	同样地分给我们每人一份。
	三百六十五天，
	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就看我们呀——
	能不能把你安排得最好。
	懒惰的人整天东荡西游，
	你就从他身边悄悄溜走；
	把一大堆没做完的事情，
	一古脑儿丢在他的前头。
	糊涂的人整天没头没脑，
	你去远了，他一点也不知道，
	人家都在努力要赶上你，
	他总是摇头说还早还早。
	我家有个小弟弟，
	聪明又淘气，
	每天爬高又爬低，
	满头满脸都是泥。
	妈妈叫他来洗澡，
	装没听见他就跑。
	爸爸拿镜子把他照，
	他闭上眼睛咯咯地笑。
	姐姐抱来小花猫，
	拍拍爪子舔舔毛，
	两眼一眯，喵喵喵，
	“谁和我玩，谁把我抱？”
	弟弟伸出小黑手，
	小猫连忙往回跳，
	胡子一翘头一摇：
	“不妙，不妙，
	太脏，太脏，我不要！”
	姐姐听见哈哈笑，
	爸爸妈妈皱眉毛，
	小弟听了真害臊：
	“妈！妈！
	小猫说我不干净，
	请您快快给我洗个澡！”
	我家有个小弟弟，
	聪明又淘气，
	每天爬高又爬低，
	满头满脸都是泥。
	妈妈叫他来洗澡，
	装听见他就跑。
	爸爸拿镜子把他照，
	他闭上眼睛咯咯地笑。
	姊姊抱来小花，
	拍拍爪子舔舔毛，
	两眼一，喵喵喵，
	“谁和我玩，谁把我抱？”
	弟弟伸出小黑手，
	小连忙往回跳，
	子一翘头一摇：
	“不妙，不妙，
	太，太，我不要！”
	姊姊听见哈哈笑，
	爸爸妈妈皱眉毛，
	小弟听了真害臊：
	“妈！妈！
	小说我不乾，
	请您快快给我洗个澡！”


	一、时光老人的礼物
	化成：melt into
	泉水：spring
	珍贵：precious
	赛过：surpass
	安排：arrange
	一古脑儿：completely; totally
	落后：fall behind
	锻炼：physical exercise
	健康：healthy; in good health
	二、第一次跳伞
	练习：practice
	飘浮：drift
	预备铃：get-ready bell
	机舱：airplane cabin
	飘飘悠悠：float lightly
	平静：calm
	三、地震仪
	地震仪：seismograph
	负责：responsible for
	记录：record
	报告：report
	研究：research
	铸：cast (using metal)
	含着：hold; contain
	蹲：squat (v)
	紧闭：shut tightly
	足足：a full ...
	四、神医扁鹊
	方式：method
	传统：traditional (adj); tradition (n)
	流行：prevalent; popular
	检查：check; examine
	诊断：diagnose
	手腕：wrist
	脉跳：pulse
	皮肤：skin
	治疗：apply treatment
	肌肉：flesh; muscle
	肠胃： intestines and stomach
	不耐烦：impatient
	碰巧：by chance
	热敷：hot compress
	针灸：acupuncture
	汤药：medicinal brew
	骨髓：bone marrow
	承认：admit; acknowledge
	改正：correct; amend
	五、捉鱼
	沿着：along a line or an edge
	筑坝：construct a dam
	六、万圣节之夜
	印地安：American Indians; Native Americans
	衬衫：shirt or blouse
	暗暗：secretly
	一本正经：solemnly; with a straight face
	特地：especially; just for this occasion
	责怪：blame
	急中生智：suddenly hit upon a way out of a predicament
	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
	迁移：mi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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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一、月亮姑娘做衣裳
	晴朗的夜晚，月亮姑娘升起来了，她就像一弯银钩挂在树 梢上。
	夜风吹来，有一点儿凉。月亮姑娘想，让我也学学地球上 的人，请裁缝给我做一件衬衫穿吧。
	月亮姑娘找到一位老裁缝。老裁缝给她量了尺寸，约定五 天以后来取衣裳。
	五天过去了，月亮姑娘按时来取衣裳。多漂亮的新衣裳 啊！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衣裳做得又短又小，月亮姑娘穿在 身上，连扣子也扣不上。
	老裁缝替月亮姑娘重新量了一下，发现原来尺寸量小了。 他抱歉地对月亮姑娘说：“真对不起，月亮姑娘，你再过四天 来吧，我赶快给你重新做一件，一定比这件还漂亮。”
	四天过去了，月亮姑娘又按时来取衣裳。新做的衣裳颜色 更美丽，式样更时新。可是，月亮姑娘却还是怎么也穿不上。
	老裁缝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人老眼花，看来我又 量错了！没办法，只好再重做一次吧。”说着，他又十分仔细 地给月亮姑娘量尺寸，量了三遍他才放心，约定再过三天来取 衣裳。
	过了三天，老裁缝早早就把衣裳准备好，放在桌子上等候 月亮姑娘。老裁缝得意地想：这一回我做得特别仔细，月亮姑 娘一定会很满意。
	过了一会儿，老裁缝眼前突然一亮。他抬头一看，月亮姑 娘来了！她变得又圆又大，像一个银盘，发出明亮的光辉，连 黑黑的夜空都似乎撒上了一层银粉。
	“哎呀！这一下，又错了！”老裁缝对月亮姑娘说：“对不 起，月亮姑娘，我不能再给你做衣裳了。你的尺寸我总也量不 准，看样子，这一件衣裳我又做小了。”
	所以，月亮姑娘一直到现在还穿不上一件合适的衣裳。
	本课词汇
	姑娘 衣裳 晴朗 银钩 树梢 凉 裁缝 量 尺寸 约定
	按时 扣子 替 重新 抱歉 颜色 式样 时新 三遍
	等候 特别 满意 银盘 光辉 撒上 一层 银粉 合适
	· “得意” as "complacent, pleased with oneself” ，“满意” as "satisfied”:
	老裁缝得意地想：“这一回我做得特别仔细，月亮姑娘一定会很
	满意。”
	齐王赛马赢了田忌，就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的胜利。
	万圣节的晚上，我对弟弟说：“你讨到这么多糖，这下该满意了吧？”
	· 其他 :
	注意 “大家注意了，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系好安全带！”
	主意 你的这个主意 (idea) 不错，我们就照你说的做吧！
	意见 关于今年暑假做什么，我们俩的意见 (opinion) 不相同。
	故意 这件事他是做错了，但我知道他确实不是故意的(on purpose)。
	同意 你们今天晚回家，得到家长同意了吗？
	大意 我小时候做功课常常粗心大意 (careless)，现在好多了。
	大意 那本书我三年前读过，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意 (general idea)。
	愿意 老裁缝很愿意给月亮姑娘做衣裳，可是最后没做成。
	意思 你知道“合适”这个词的意思 (meaning)吗？
	有意思 昨晚的电影很有意思 (interesting)，可是前天晚上的就没意思。
	意义 做义工 (volunteer) 服务社会是一件很有意义 (meaningful) 的事。
	意志 有的人意志(will)比较强，有的人意志比较弱。
	月亮发出明亮的光辉，连黑黑的夜空都似乎撒上了一层银粉。

	月亮身材多变，连有经验 (experience) 的老裁缝都做不了它的衣裳。
	裳－常 勾－钩 盘－盆 晴－请－情－睛 梢－悄－消
	缝－蜂 短－豆 村－寸 粉－分－份－纷 辉－挥－军
	撒－散 漂－飘 圆－园－员

	到底哪天是中秋节？（上）
	有一天，太阳在回汤谷休息的路上，遇见了月亮。太阳见 月亮圆圆的脸上光辉照人，和平常很不一样，不由得惊奇地 问：“哟，月亮姑娘，今天有什么喜事，你打扮得这么漂亮？”
	月亮喜气洋洋地回答：“您忘啦？今天是中秋节呀！今天哪，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要来看我，我当然要打扮得特别漂亮啦！”
	太阳摇摇头说：“不对呀，我明明记得，去年中秋节是十 月二日。可是，今天才九月二十五日，怎么就过起中秋节来了 呢？”月亮说：“您错啦！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八月十五，怎么会 跑到...
	太阳和月亮越争越厉害，谁也不肯认输。这时候，地球说：
	“嘿，别争了！你们俩说得都对！地球上的人计算日子的方式 有很多种。太阳说的日子，是阳历 (solar calendar) 的日子，阳历是按 照太阳算的，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叫做一年，现在世界上的...
	没等地球说完，太阳插嘴说：“那怎么行，月圆一次才二十 九天，一年十二个月，加起来才350来天，比阳历要少十多天 呢！月亮姑娘，怪不得你算的日子和我算的不一样。中国人这样 算日...

	到底哪天是中秋节？（下）
	地球笑了，说：“您先别着急，中国人可聪明呢！古时候， 不能印日历，按照月亮的圆和缺来算一个月，很方便。可是， 他们也注意到您刚才说的问题。因此每过几年，中国人就会给 一年...
	月亮说：“哦，怪不得中国有人把阴历叫做农历呢。中国 人的日子既要按照月亮来算，又要按照太阳来算，对不对？”
	地球说：“是的。不过，由于中国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来往 增多了，现在已经是以阳历为主了。当然，中国人的新年，也 就是春节，却还是按照阴历算的。中国的小朋友平时上学、放 假都是...
	太阳点了点头，说：“你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谢谢 你，地球老弟！月亮姑娘，真抱歉，浪费了你赶路的时间了。”
	月亮开心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很高兴从地球这儿 学到了新的知识。今天是中秋节，我可得赶快走了，再见！”

	阴历
	阴历和阳历一样，也分大月和小月。所不同的是，阳历的 大月有三十一天，小月有三十天，而阴历的大月只有三十天， 小月只有二十九天。
	另外，一个月里每一天的称呼，阳历和阴历也有所不同。 阳历每一天都用“日”或“号”来称呼。比如，八月的第一天 称为八月一日或八月一号，八月的第十八天称为八月十八日 或八月十...
	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同，那就是阴历的第一个月我们常常 称为“正月”。春节是一年的第一天，也就是“正月初一”。

	月亮歌
	初一初二看不见，初三初四一根线。
	初五初六月弯弯，初七初八月半边。
	一天更比一天胖，直到十五月才圆。
	十七十八月出晚，二十二半夜见半圆。
	一天更比一天瘦，三十晚上见月难。

	称 象
	从前，有个将军名叫曹操。有一次，人家送他一头象。
	象运到了，曹操带著儿子和几个朋友一同去看象。那头象 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腿像四根柱子，粗粗的鼻子晃来晃 去，曹操看了十分喜欢。朋友们一边看，一边纷纷议论：“这 么大的...
	曹操问道：“你们谁有办法，可以把这头大象称一称？” 有人说：“没问题，我们来造一杆大秤(scale)，砍一棵大树做秤 杆。”但是有的人说：“你错了，有了大秤也不行，谁有那 么大的...
	曹操听了他们的谈话。连连摇头。
	曹操的儿子曹才七岁。这时候，他站出来对父亲说：
	“爸爸，这还不容易吗？只要把大象赶到大船上，看船身下沈 多少，我们就拿一枝笔，沿著水面，在船旁边划一条。再把 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等船下沈到了划的地方，称一 称...
	曹操听了点点头。人们照曹说的方法去做，果然很快就 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称 象
	从前，有个将军名叫曹操。有一次，人家送他一头象。
	象运到了，曹操带着儿子和几个朋友一同去看象。那头象 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粗粗的鼻子晃来晃 去，曹操看了十分喜欢。朋友们一边看，一边纷纷议论：“这 么大的...
	曹操问道：“你们谁有办法，可以把这头大象称一称？” 有人说：“没问题，我们来造一杆大秤(scale)，砍一棵大树做秤 杆。”但是有的人却说：“你错了，有了大秤也不行，谁有那 么大的...
	曹操听了他们的谈话。连连摇头。
	曹操的儿子曹冲才七岁。这时候，他站出来对父亲说：
	“爸爸，这还不容易吗？只要把大象赶到大船上，看船身下沉 多少，我们就拿一枝笔，沿着水面，在船旁边划一条线。再把 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等船下沉到了划线的地方，称一 称...
	曹操听了点点头。人们照曹冲说的方法去做，果然很快就 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二、河神和海神
	同学们，你们知道黄河吗？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在黄河边 生活的。下面请听一个黄河和大海的故事。
	本课词汇
	河神 海神 黄河 祖先 生活 故事 一连 倾盆大雨
	装满 小溪 统统 流进 平原 变宽 看不清 对岸
	滔滔的 宽广 伟大 相比 奔去 大吃一惊 无边无际
	赶紧 行礼 分外 客气 尊敬 眼界 渺小 和气 好兄弟
	大不过 容得下
	· “相” as "each other, one another” :
	相比 “我实在是太渺小了，根本不能和你相比。”
	相信 要别人相信(to trust)你，你首先得相信你自己。
	相信 有人说火星(Mars)上有生命，你相信(to believe)吗？
	互相 你的中文比我好，我的英文比你好，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啊！
	相处 她这个人很容易和别人相处(to get along with).
	相等 10斤和5公斤(kg.)是相等的，10斤和5磅(lb.)就不相等了。
	相同 有人说，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相反 我爸爸和妈妈的意见有时候相同，有时候相反。
	相当 我种的花长得相当(very)好。
	相当于 阳历的一年相当于阴历的一年多一点。
	相连 我们的学校和一所中学相连着。

	· “相”as "image" :
	睡相 站相 长相 照相 相机 (camera) 相片(photo)

	· “必” as “to have to”:
	“谁大谁小，请你不必放在心里。”
	我们这么多人足够了，你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
	老师说，参加这种考试(exam)的人，必须在十岁以上。
	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得先离开了。
	神－伸 祖－组 可－河 活－话 变－弯 古－故－做
	伟－围 容－客 象－像 相－想 请－情－清－蜻－青

	“学问”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康亮在灯下念书。念着念着，他念到了书上 的“学问”两个字。“学”字他认识，“问”字他也认识，可是 “学”和“问”这两个字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放在一起又是 什么...
	“问得好！”在一旁读书的爷爷开口了，“亮亮，爷爷给你 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人很有知识，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块 匾，上面写着“学问”两个大字。老人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 子把...
	康亮听了爷爷的故事，说：“这下我懂了，只要又学又 问，就能得到很多知识。所以，中国人就把很多知识说成是 “学问”啦！”

	程门立雪
	宋朝的时候，有位学问很大的人叫杨时。他虽然已经四十 多岁了，仍然很爱学习。
	有一个冬天的下午，杨时冒着大雪去找程老师请教一个 问题。他来到程老师家门口，忽然听到老师打鼾(to snore) 的声 音。他知道老师正在午睡，便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口，静静地等 候着。
	过了很久，老师醒来了。他发现杨时身上落了一层雪，脚 埋在雪里，像雪人一样站在门口。老师大吃一惊，连忙把杨时 叫进屋里。老师心疼地责怪他说：“外边雪这么大，你怎么不 进屋呢...
	杨时说：“老师，我是来向您请教问题的，怎么能影响您 休息呢？”
	程老师听了，望着门外飞舞的大雪，久久说不出话来。
	杨时热爱学习、尊敬老师的故事，从此传了下来，人们称 之为“程门立雪”。

	猜字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张辉一家人一起坐在灯下猜字谜。
	爸爸说：“我先出个字你们猜——有水能种荷花。”妈妈笑 了笑，答道：“这个字我知道，和我要出的谜一样。我要出的 谜就是：有土能长庄稼。”姐姐接着说：“哦，这个字吗，叫 做—...
	张辉听了大声说：“嘿，我猜到了！这个字是……”他一 边说，一边动手在纸上写出了这个字。
	同学们，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字吗？
	一点一横短，
	两点一横长。
	要是猜不着，
	请你站一旁。（打一字）

	盲人摸象
	有一个冬天的下午，几个盲人坐在外面，一边晒太阳，一 边谈天说地。有一个人赶著一头大象，从他们旁边经过。赶 象的人听到盲人们正在高声议论大象是什么样子的，就说道：
	“来吧，来吧，请你们来摸一摸，你们就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 样子的了！”盲人们一听，马上都站起身围了过来。
	跑得最快的那个盲人一下子碰到大象的身子，他在大象 身上摸来摸去，说：“哦，我知道了，大象长得像我家的！”
	“你错了！”摸著大象鼻子的那个盲人大叫了起来，“我说 大象像一个又大又长的萝！”
	抱著象腿的盲人说：“咦，奇怪，我摸著的大象，怎么像 一棵树？”
	“不对，不对，你们说得都不对！大象啊，明明像一根粗 粗的，晃来晃去的绳子！”拉著大象尾巴的盲人急忙反对他的 朋友。
	听著他们在那论不休，那大象的主人只能摇摇头，赶 著大象走开了。

	盲人摸象
	有一个冬天的下午，几个盲人坐在外面，一边晒太阳，一 边谈天说地。有一个人赶着一头大象，从他们旁边经过。赶 象的人听到盲人们正在高声议论大象是什么样子的，就说道：
	“来吧，来吧，请你们来摸一摸，你们就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 样子的了！”盲人们一听，马上都站起身围了过来。
	跑得最快的那个盲人一下子碰到大象的身子，他在大象 身上摸来摸去，说：“哦，我知道了，大象长得像我家的墙！”
	“你错了！”摸着大象鼻子的那个盲人大叫了起来，“我说 大象像一个又大又长的萝卜！”
	抱着象腿的盲人说：“咦，奇怪，我摸着的大象，怎么像 一棵树？”
	“不对，不对，你们说得都不对！大象啊，明明像一根粗 粗的，晃来晃去的绳子！”拉着大象尾巴的盲人急忙反对他的 朋友。
	听着他们在那里争论不休，那大象的主人只能摇摇头，赶 着大象走开了。

	三、放风筝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特别晴朗。微风轻轻地吹着， 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我和哥哥拿着我们做的“大蜻蜓”，高 高兴兴地来到了一片大草地。
	到大草地来放风筝的人可真不少。他们有的已经把风筝 放上了天空，有的举着风筝正要放。我对哥哥说：“快，咱们 快点让‘大蜻蜓’也飞上天吧。”
	哥哥让我举着“大蜻蜓”，他拿着线轴，飞快地向前跑，边 跑边放线。等到他喊了一声“放”，我就赶紧松开手。哥哥拉着 风筝又跑了一会儿，才收住脚。我们的“大蜻蜓”稳稳当当地 向...
	一会儿，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围着“大蜻蜓”叽叽喳喳 地叫，好像在奇怪地说：“你是从哪儿飞来的呀？好漂亮啊！” 我正看得入神，西边一下子又飞起了一只漂亮的“大蝴蝶”， 拍着...
	天空中的风筝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热闹极了。那只金黄 色的“小蜜蜂”，翘着两只绿色的翅膀。那条鲜红色的“大金 鱼”，尾巴一摆一摆的，好像是在水里游。还有那“小卫星”， 闪着...
	五颜六色的风筝随风飘荡，衬着蓝蓝的天空，是那么鲜 艳，那么美丽。
	本课词汇
	放风筝 特别 微风 轻轻地 蜻蜓 举着 正要 线轴
	赶紧 收住脚 稳稳当当 微微地 扇动着 骨碌碌 仿佛 嚷
	赛过 围着 叽叽喳喳 漂亮 入神 升上 各式各样 热闹
	蜜蜂 翘着 鲜红 卫星 宇宙 五颜六色 随风飘荡 衬着
	鲜艳
	· “放” as "to let go, to set free” :
	春天是放风筝的好时候。
	游泳池里的水脏了，把它放了换一池干净的吧！
	· “放” as "to put, to locate” :
	老裁缝把做好的衣裳放在桌子上。
	那个盒子里放满了各种巧克力糖。
	· 其他 :
	放心 弟弟对妈妈说：“放心吧，我骑车一定会很小心的。”
	放学 我和朋友们约好放学以后一起去图书馆。
	放假 平时，大家往往盼望着放假，放假久了，又盼望着开学。
	放大 在电脑上要放大一张画非常容易。
	放羊 听说在农村十来岁的孩子就能一个人放一大群羊。
	放松 紧张了一个星期，周末(weekend)让我们来放松(relax)一下。
	开放 新造的博物馆下星期天就要第一次开放了。

	那条红色的“大金鱼”，尾巴一摆一摆的，好像是在水里游。
	小兔子走路一跳一跳的，很有趣。
	请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得清楚些。
	她一本一本地找，终于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书。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
	扇－羽 伙－火 喳－查 筝－睁－挣－争
	稳－急 随－髓 碌－绿－录 仿－方－放－房－防
	佛－费 蜜－密 几－叽－机 轴－由－油－宙－抽

	中国的“Holiday Season”
	亲爱的小丽：
	你好！来信收到了。你在信里告诉我，每年到了十一月底，美 国就进入了Holiday Season。其实，中国也有Holiday Season，而且也是在 冬天。
	你知道，我们现在过的很多节日，都是以前农业社会 (Agricultural society)的时候流传下来的。那时候，人们春种秋收，除 了下雨的日子，几乎每天都要到农田里去工作，可不像现在工 业社会 (I...
	到了阴历十二月，中国人就开始准备过春节了。十二月的 最后一天叫做除夕(New Year’s eve)。除夕的晚饭叫年夜饭。在外 地工作或读书的人，都会赶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就象 美国的...
	从正月初一的早晨开始，人们互相拜年，祝贺新春。去向 大人拜年的小孩子，会得到大人给的“压岁钱”。这样的拜年 活动，会连续好些天。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那天晚上，人们吃了元宵(dumplings) 就 去看灯会(Lantern Festival)。过完元宵节，才算真正过完了春节。
	你说，这可算得上是个Holiday Season 吧 ？
	祝你新年快乐！
	奶奶 1999 . 1 . 1

	元宵灯会
	正月初一是新年，正月十五是 元宵节。在元宵节的那天晚上，人 们点起很多漂亮的灯笼。张三和李四约定一同去镇上看灯。
	到了出发的时候，张三挑着一担稻草来了。李四见了，皱着 眉头说：“你挑着担子，怎么走得快？”张三说：“我这稻草是挑 去送给朋友的。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到镇上，怎么样？”
	他们说走就走。一路上，张三挑着重担，稳稳当当地快步 走着。李四一边走，一边和别人说说笑笑。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张三到了镇上。他往人群里看去，不 见李四的身影，只见灯会上到处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五颜六 色。走马灯在骨碌碌地转，小孩子拉着雪亮的兔子灯满地跑。 一队年...
	同学们，挑着担子的张三为什么反而走得更快？想想平时 的学习和生活，你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学到一个什么道理？

	月牙儿
	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在听老师讲关于月亮的知识。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月亮虽然看上去很小，其实却是 很大的！月亮上面，能住得下千百万人呢！”
	大家正听得入神，小明突然举起手来，眉头皱得紧紧的。 老师停下来问道：“小明，你有什么问题？请站起来说。”
	小明赶紧站起身来问：“可是，当月亮变成月牙儿的时候， 我怕这些人就会被挤得掉下去了，那该怎么办？”
	一座彩桥架天空，
	太阳在西它在东。
	弯弯一座桥，
	造得真巧妙，
	七色鲜艳见分明，
	稳稳当当顶天高。

	锯是怎样发明的
	鲁班是中国古时候一个有名的木匠。
	有一回，鲁班得在很短的时间，造起一座很大的房子 来。鲁班需要很多大木料，就派人上山去砍树。可是，用斧子 砍树，一天砍不了几棵，鲁班的木料总是不够用。缺少木料， 他很著急...
	鲁班抓住树根和野草，一步一步往山上爬。爬著爬著，他 的手指被一根小草划破了，流出血来。
	鲁班停下来仔细一看，发现小草的叶子边上，有许多尖尖 的小齿。他试了试，用小草在手指上一划，手指就破了。鲁班 看著手上的小草，心想，如果我用铁打一把有齿的工具，会不 会比用...
	鲁班就这样发明了锯。

	锯是怎样发明的
	鲁班是中国古时候一个有名的木匠。
	有一回，鲁班得在很短的时间里，造起一座很大的房子 来。鲁班需要很多大木料，就派人上山去砍树。可是，用斧子 砍树，一天砍不了几棵，鲁班的木料总是不够用。缺少木料， 他很着急...
	鲁班抓住树根和野草，一步一步往山上爬。爬着爬着，他 的手指被一根小草划破了，流出血来。
	鲁班停下来仔细一看，发现小草的叶子边上，有许多尖尖 的小齿。他试了试，用小草在手指上一划，手指就破了。鲁班 看着手上的小草，心想，如果我用铁打一把有齿的工具，会不 会比用...
	鲁班就这样发明了锯。

	四、长城的回忆
	七年前的一天，爸爸带我去游长城。
	下了车，只见一座足有两三层楼高的墙，立在我们面前。 爸爸说，这就是长城。我拉着爸爸的手，跟着人群一步步登上 了长城。
	登上长城一看，上面仿佛是一条路。原来，因为长城很 厚，又很长，它的顶上就形成了一条挺宽的路。“路”的两旁， 各是一道矮矮的小墙。这条“路”跟着山岭时高时低，一直通 到很远...
	我问爸爸：“以前的人，为什么要造这么厚这么长的墙 呢？”
	爸爸说：“你看，古时候，长城的这边是咱们中国，那边 就是别的国家。那些国家经常要来打中国。建造这么厚这么长 的墙，为的是挡住敌人呀！”
	这时候，我奇怪地发现，长城顶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座 楼。
	爸爸告诉我说：“这是烽火台。守卫长城的士兵发现敌情， 就在这里点上烽火。远处的军队看到了烽火，就会很快赶来。”
	爸爸指着“路”两边的小墙对我说：“这两道小矮墙，像 不像大墙的子女？人们叫它们女墙。”我一听见这有趣的名 字，不由得笑出声来。爸爸说：“先别笑，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这一...
	我一看，两边的女墙果然是不一样的！一边的墙是平的， 到处都是一样高；而另一边呢，却是每隔几步就有一块高起 来的地方， 很像一张巨大的邮票的边。
	我想了想，就说：“这高起来的地方，是不是让中国的士 兵躲着向敌人射箭的？”爸爸一面笑一面点着头说：“你讲得 很对！躲在这后面，敌人打不到你，你却可以打到敌人。”
	正说着，我忽然看到远处的长城上有一个缺口，就赶忙 问：“爸爸，你看那里，长城怎么断了？”爸爸说：“听说从前 有一位阿姨，她的丈夫被抓来造长城。冬天来了，她到长城来 给丈夫...
	这些年来我虽然生活在美国，可是我对中国、对长城的了 解，却在不断地增加。我从书上读到，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统 一了中国。他把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国家的城墙连接起来，建成 了万里...
	长城啊长城，不知道你的烽火台上，曾经点起过多少次烽 火？不知道勇敢的中国将士们，在你脚下打过多少次胜仗？ 又有过多少次失败？
	长城啊长城，你的见识是那么丰富。你能不能告诉我，中 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世界会有平安的一天吗？过去的人不 知道现在，现在的人不知道未来。只有你，长城，我想你一定 会等到那...
	本课词汇
	长城 游 回忆 足有 人群 登上 厚 形成 一道 矮矮的
	山岭 时高时低 造 挡住 仙女 抛下 丝带 浮游 乌龙
	建造 隔 一段路 烽火台 守卫 士兵 发现 敌情 军队
	子女 女墙 有趣 平平的 高高低低 巨大 邮票
	躲着 射箭 缺口 断了 故事 阿姨 丈夫 冬衣 家乡 累死
	震倒 难过 转眼 虽然 了解 增加 秦始皇 城墙 连接
	成千上万 天险 曾经 点起 勇敢 将士 胜仗 失败 见识
	丰富 未来 世界 平安

	· “仿佛”,“似乎” and“好像”are of same meaning，among them“仿佛”sounds most literary and “好像”sounds most colloquial:
	登上长城一看，上面仿佛是一条路。
	登上长城一看，上面似乎是一条路。
	登上长城一看，上面好像是一条路。
	登上(to ascend) 登山运动员(mountaineer) 登报(to publish in the newspaper)登记 (to register) 登广告(to advirtise) 登门(to call at somebody’s house)
	· “足”as "full, as much as” :
	下了车，只见一座足有两三层楼高的墙，立在我们面前。
	地震的地方离张衡的地震仪足足有一千多里路。
	· “足”as "feet” :
	足球是用脚踢的，篮球和排球是用手打的。
	和脚有关的动词常常是足字旁的。
	· “足”as "enough, suffecient” :
	别着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去年万圣节她们姐妹俩讨到的糖，足够吃两个月的。
	· “挺”as "very, pretty” :
	原来，因为长城很厚，又很长，它的顶上就形成了一条挺宽的路。
	元宵灯会上的那些灯，个个都挺漂亮的。
	· “挺”as "to straight” :
	一粒种子睡在泥土里，它醒过来，觉得很暖和，就把身子挺一挺。
	妈妈常常提醒我要把胸挺起来。
	· “见识”as "insights and knowledge” :
	长城啊长城，你的见识是那么丰富。
	对于一个爱学习的人，看书，看电视，或者外出旅游，都能让他
	增长见识。

	· “知识”as"knowledge” :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永远有新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学习。
	· “认识”as "to recognize” :
	这篇文章里的字我全都认识。
	· “识别”as "to distinguish” :
	有一种电脑软件(computer software)可以识别手写的汉字。
	· “常识”as "general knowledge, common sense” :
	这是一本关于科学常识的书。
	· “不是……而是……”as "is not ... but” :
	那个长城上的缺口不是真的被那位阿姨哭倒的，而是一处天险。
	不是扁鹊没病找病，而是齐王真的有病。
	· “一面……一面……”as “... while ...” :
	爸爸一面笑一面点着头说：“你讲得对！”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喜欢坐在一起一面吃饭一面聊天。
	城－成 厚－原 建－健 受－爱 邮－睡 岭－铃－令
	丈－仗 趣－取 挡－当 增－曾 矮－短 烽－蜂－缝
	神农炎帝的故事
	中国人往往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这“炎”指的就是炎帝。
	炎帝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种庄稼，靠着打 猎、采野果、采野菜为生。人们常常打不到野兽，找不到野果 和野菜，所以常常受饿。
	炎帝看见人们受饿，很难过。他想，如果能够把一种可以 吃的食物的种子种到地上，等种子结出果实，人们不就随时有 食物可以吃了吗？可是，到哪里去找食物的种子呢？炎帝想 啊想啊，...
	炎帝高兴极了，他跳着嚷着：“这就是五谷的种子！这 就是五谷的种子！”炎帝叫人们把谷种拾起来，又教他们把土 翻松了，把种子种到地里。春去秋来，人们终于收获了自己种 的五谷。...

	黄帝的故事
	我们已经读过好几个炎帝的 故事，现在我来说一个黄帝的故 事。“炎黄子孙”里的“黄”，就是指的黄帝。请大家注意，“黄 帝”并不是“皇帝”。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而黄帝却只有...
	黄帝和炎帝一样，原来也是一位天上的神仙，天帝派他去 管理和帮助地上的人们。黄帝长得很特别，他有四张脸，可以 同时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样，使得他能够随时看 到四方...
	黄帝来到世界上以后，教会了人们用大树做船、用小树做 车。就连人们住的房屋、煮饭用的锅子，传说都是黄帝发明 的。
	有一次，南方的一个名叫蚩尤的凶神打来了。黄帝就带着 他的军队和蚩尤作战。蚩尤眼看就要打败了，他忽然仰天张开 了大口，吐出一团团浓雾。战场上立刻天昏地暗，黄帝的士兵 们迷失...
	黄帝连忙请来风神，风神张开了风袋，放出大风猛吹。谁 知大风一直吹了三天三夜，浓雾仍然不散。黄帝的士兵们在浓 雾里东冲西闯，乱成一团。
	黄帝急中生智，发明了一种可以指明方向的车子。车上站 着一个假人，无论车子东转西走，假人的手永远指着南方。靠 着这种指南车，黄帝的士兵们终于冲出浓雾，最后战胜了蚩 尤。黄帝...

	“懒惰”的阿凡提
	有一天，阿凡提家门口来了一个讨饭的人。阿凡提看那人 年轻力壮，就问道：“小伙子，你看上去很健康，为什么不去 工作，却要来讨饭呢？”
	那人回答说：“唉，我心里是很想去工作，可是都怪我的 手太懒惰，两只手都不愿意去工作！好心的先生，谢谢您，请 您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吧！”
	阿凡提听了说道：“唉，年轻人，我心里的确是很想给你 一点吃的东西，可是都怪我的手太懒惰，两只手也都不愿意去 拿饭！对不起了，小伙子！”
	不是上，不是下，
	“下”字里它在上面，
	“上”字里它在下面。(打一字）

	狐假虎威
	森林，有一老虎饿著肚子，正在寻找食物。一狐狸 从身边跑过。老虎跳起来扑过去，把狐狸抓住了。
	狡猾的狐狸眼珠子一转，大声对老虎说：“你不要命啦， 你敢吃我？”
	“我为什么不敢？”老虎反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老天爷派来管你们的！你敢吃我？ 看你有多大的胆子！”
	老虎一下子被吓住了，慢慢松开了爪子。狐狸摇了摇尾 巴，对老虎说：“不信，我带你到森林走一趟，让你看看我 的威风。”
	狐狸和老虎，一前一后，往前走去。狐狸神气活现，摇头 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森林的野猪啦，灰狼啦，梅花鹿啦，看见狐狸大摇大摆 地走来，和平常很不一样，都觉得很奇怪。再往狐狸身后一 看，呀！一大老虎！大大小小的野兽，都吓得转身就跑。
	恶的老虎受骗了。狡猾的狐狸是借著老虎的威风，才把 野兽吓跑的。

	狐假虎威
	森林里，有一只老虎饿着肚子，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 从它身边跑过。老虎跳起来扑过去，把狐狸抓住了。
	狡猾的狐狸眼珠子一转，大声对老虎说：“你不要命啦， 你敢吃我？”
	“我为什么不敢？”老虎反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老天爷派来管你们的！你敢吃我？ 看你有多大的胆子！”
	老虎一下子被吓住了，慢慢松开了爪子。狐狸摇了摇尾 巴，对老虎说：“不信，我带你到森林里走一趟，让你看看我 的威风。”
	狐狸和老虎，一前一后，往前走去。狐狸神气活现，摇头 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森林里的野猪啦，灰狼啦，梅花鹿啦，看见狐狸大摇大摆 地走来，和平常很不一样，都觉得很奇怪。再往狐狸身后一 看，呀！一只大老虎！大大小小的野兽，都吓得转身就跑。
	凶恶的老虎受骗了。狡猾的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才把 野兽吓跑的。

	孟姜女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村里住着两家人家，一家姓孟， 另一家姓姜。他们两家是邻居，虽然隔着一道墙，却互相关 心，亲如一家人。有一年春天，孟家种了一棵南瓜。南瓜藤爬 呀爬，翻...
	孟姜女快快乐乐地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她结婚 (to get married) 的那一天，她的丈夫被抓去建造长城。 孟姜女非常难过，天天想念远去的丈夫。冬天快到了，孟姜 女带着缝...

	钥 匙
	爸爸的钥匙吊在腰上。妈妈的钥匙藏在包里。奶奶的钥匙 裹(to wrap) 在手帕(handkerchief) 中。我的钥匙挂在脖子底下。
	有一天，我们全家去动物园玩，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 了。来到家门口，大家都争着去开门。
	爸爸转过身子，用手摸腰上吊着的钥匙，摸了一只又一 只，都不对，没摸着开房门的那把钥匙。
	妈妈把手伸进包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钥匙。
	奶奶从衣袋里拿出了手帕，一层一层地打开来。只听“当”
	的一声，钥匙掉在地上，不知跳到哪里去了。
	我呢，伸手把钥匙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一眨眼的功夫，“嗒”
	的一声，门就打开了。我冲进屋，很快开了电灯，门口一片光 明。哈，只见爸爸、妈妈、奶奶还都在找自己的钥匙呢！
	看到门开了，灯也亮了，他们都笑着说：“还是挂在脖子 底下的钥匙最方便哪！”
	但是他们办不到，因为他们是大人。要是大人也在脖子底 下挂着钥匙，那该有多可笑！看来，做一个大人有时候也有不 如孩子的地方。

	量词用错了
	甲：你听说用错了量词 (measure words) 会闹笑话吗？
	乙：你先说说什么叫量词？
	甲：量词在英文里没有，在中文里才有。比如英文里说 "a bird ",
	" five books "，在中文里你不能说“一鸟”、“五书”，而要说 “一只鸟”、“五本书”。这“一只鸟”的“只”和“五本书 ”的“本”，就是量词。这样吧，我说一件事，把量词用 错，你...
	乙：好，开始吧。
	甲：舅舅(uncle)从纽约来看我们，一头小表妹 (cousin)跟 来了。
	乙：一头小表妹？小牛才叫一头呢！
	甲：小表妹才五岁，有两座大眼睛。
	乙：两座大眼睛？眼睛变成山了！
	甲：穿着一堆漂亮的衣服。
	乙：你表妹穿一堆衣服？我看她是要开衣服店吧？
	甲：舅舅给我们带来礼物，是一根烤鸭。
	乙： 一根烤鸭？是一根鸭毛吧？
	甲：我们也送舅舅礼物，是一滴酒。
	乙：送舅舅一滴酒？你们也太小气了吧？
	甲：还有一顶奶油蛋糕。
	乙：有把蛋糕顶在帽子上的吗？
	甲：他们坐船回去的时候，我们去送他们。我们挥着手，船一
	块一块地离开了。
	乙：船分成一块一块的，要沉下去啦！（大声）赶快来救人呀！
	甲：船是一点一点地离开了，我量词用错了！
	乙：吓死我了！

	汤的汤
	有一回，阿凡提打到一野兔，正好他的朋友来了，他就 热情地请朋友一起喝兔子汤。
	第二天，来了一个人，一进门就对阿凡提说：“听说你打 到了一野兔，能不能也让我一？”阿凡提问：“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啊！”那人回答：“我吗？我是你朋友的朋友啊。” 阿...
	那人一，连连摇头：“这是什么兔子汤，怎么一点味道 也有？”
	阿凡提十分认真地说：“因为你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 我请你喝的是兔子汤的汤啊！”

	汤的汤
	有一回，阿凡提打到一只野兔，正好他的朋友来了，他就 热情地请朋友一起喝兔子汤。
	第二天，来了一个人，一进门就对阿凡提说：“听说你打 到了一只野兔，能不能也让我尝一尝？”阿凡提问：“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啊！”那人回答：“我吗？我是你朋友的朋友啊。” 阿...
	那人一尝，连连摇头：“这是什么兔子汤，怎么一点味道 也没有？”
	阿凡提十分认真地说：“因为你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 我请你喝的是兔子汤的汤啊！”

	五、草船借箭
	一千七百年前，在中国历史上，是三国时期。那时候，曹 操、孙权和刘备把中国分成了三个国家。有一次，孙权和刘备 联合起来，跟曹操打仗。曹操的军队在长江北岸，孙权和刘备 的军队...
	有一天，周瑜问诸葛亮：“我们就要跟曹军打仗了。在水 上打仗，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箭最好。”周瑜 说：“对，先生跟我想得一样。但是现在军中缺的正是箭，
	我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枝箭，先生做得到吗？”诸葛亮说：
	“可以。不知道这十万枝箭您什么时候要用？”周瑜问：“十天 造得好吗？”诸葛亮说：“只要三天就够了。”周瑜说：“先生 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我愿...
	孙权身边还有一个官员名字叫鲁肃。鲁肃对周瑜说：“十 万枝箭三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
	“这可是他自己说的。传我的命令，造箭用的材料，谁也不准 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箭，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问问 诸葛亮，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
	鲁肃去见诸葛亮。诸葛亮说：“要三天造好十万枝箭，这 件事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己找的麻烦，我 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希望你借给我二十条船， 每条...
	鲁肃答应了。他回来报告周瑜，果然没提借船的事，只说 诸葛亮不需要平常造箭的材料。周瑜说：“既然这样，到了第 三天，看他怎么办！”
	鲁肃派了二十条快船，每条船上又派了三十个士兵，照诸 葛亮说的布置好，等候诸葛亮使用。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 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 半夜，诸...
	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 已经靠近了曹军军营。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摆 成一个“一”字。他又叫船上的士兵一边敲起战鼓，一边大声 呐喊。...
	曹操听到战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 人忽然来进攻，我们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箭手朝他们射箭， 别让他们靠近。”曹操的一万多个弓箭手，就一起朝江中放箭。 箭好...
	太阳出来了，雾还没有散。这时候，船两边的草把子上都 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士兵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 接着就叫船队驶回南岸。曹操这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的 船顺...
	船队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的五百个士兵正好来到江边 搬箭。每只船上大约有五六千枝箭，二十条船总共有十万多 枝。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了他诸葛亮借箭的经过。周瑜长叹一 声，说：“...
	本课词汇
	草船借箭 三国时期 曹操 孙权 刘备 联合 打仗 长江
	北岸 南岸 军师 周瑜 诸葛亮 嫉妒 比个高低 兵器 缺
	负责 赶造 开玩笑 愿意 保证书 罚 来不及 派 搬箭
	官员 鲁肃 假话 材料 不准 准备 齐全 打算 麻烦 青布
	遮起来 排在 计划
	平常 既然 快船 布置 等候 使用 动静 仍然 半夜 取箭
	吩咐 绳子 连接 朝 大雾 漫天 看不清 军营 敲起
	战鼓 呐喊 吃惊地 不敢 只管 喝酒 聊天 轻易 弓箭手
	掉过来 受箭 插满 齐声 曹丞相 驶回 上了当 顺风顺水
	飞一样 正好 总共 长叹一声 神机妙算
	· “当”as "just at” :
	周瑜很高兴，就叫诸葛亮当面(face to face)写下了保证书。
	你带病去游泳的事要是我当时知道了的话，是不会同意的。
	那位画家经常在画展(exhibition)上当场作画。

	· “当”as "to work as, to serve as” :
	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你呢？
	我还没好好想过长大了究竟当什么。

	· 其他 :
	当初 爸爸妈妈当初刚到美国来读书时的碰到的一些事很有趣。
	当代 你认为当代(the contemporary era)最重要的科学发明是什么？
	当地 他们班(class)的故事曾经登在当地(local)的报纸(news paper) 上。
	当家 小明的妈妈决定下个星期让小明当家(to manage household affairs)。
	当心 开车的时候永远要十分当心 (to be careful)。
	当中 和别人一起拍照的时候，我喜欢在旁边，不喜欢在当中。
	当作 树叶落在地上，小虫爬来，躲在里面，把它当作屋子。

	· “保证”as "to guarantee” :
	诸葛亮向周瑜保证第三天会有十万枝箭。

	· “保险”as "safe", "ensurance” :
	张三把三百两银子埋在后院，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保险。
	邻居王家昨天出了车祸，还好他们买了很不错的保险。

	· “保护”as "to protect” :
	大家都应该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那些稀有的野生动物。
	那只母鸡总是保护着自己孵出的小鸡。

	· “轻易”as "rashly, easily” :
	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进攻，曹操不敢轻易出动。
	任何一门外语 (foreign language)都不是轻易能学得好的。

	· “轻松”as "light, relax” :
	老师希望同学们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

	· “轻快”as "brisk, spry” :
	爷爷虽然年纪大了，走起路来却很轻快。
	· “轻伤”as "slight wound, minor wound” :
	昨天下午打篮球的时候，我的手不小心受了一点轻伤。
	· “受”as "to receive” :
	诸葛亮命令他的船队靠近曹军军营去受箭。
	他们去参观农场的时候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 “受”as "to stand, to endure ” :
	天气这么热，又没有水喝，在外面看球赛的许多人都受不了了。
	医生很快就会来，请你先忍受一下吧。

	· 其他 :
	接受 受罪 好受 难受
	受惊 受凉 受罚(to be punished) 受害(to be hurt)
	受气 受伤 受益(to be benefited) 受洗(to be baptized)
	诸－猪 北－背 愿－原 葛－渴－喝 议－仪－蚁 搬－般
	借－错 置－直 雾－雪 传－转－专 吩－份－分－纷－粉
	及－级 漫－慢 呐－内 相－想－箱 驶－使－史

	妈妈的眼睛
	“妈妈！”我问道，“这个世界上，您最爱谁？”
	妈妈笑了，瞧着我的脸。
	“月亮？星星？金丝鸟？宫殿里的国王？”我又问。
	妈妈紧紧搂着我，手摸着我的头，轻声地说：“我最喜欢 我的小淘气。”
	我心里美滋滋的，紧盯着妈妈的眼睛；我吃惊了，小小的 我，整个都在妈妈的黑眼睛里。
	我问妈妈：“您的眼睛里装着我，不疼吗？”妈妈只是笑。
	后来，妈妈搂着我的时候，我经常注意妈妈明亮的眼睛。
	我哭的时候，妈妈眼睛里装着流泪的我；我笑的时候，妈 妈眼睛里装着傻笑的我。
	妈妈在草地上搂着我，唱着摇篮曲。可是妈妈先睡着 了。我拨弄着妈妈的睫毛。我想，妈妈睡着的时候，妈妈的 眼睛里，一定睡着一个小小的我。我轻轻地把妈妈的眼皮分 开——可是，妈...
	“干什么呢，孩子，又淘气了。”妈妈醒了，笑起来，紧紧 搂住我。“不要月亮，不要宫殿里的国王，我就爱我的小淘气。”
	在世界上，我也最爱我妈妈。

	诸葛子瑜之驴
	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他的哥哥诸葛子瑜却在孙权那里 做官。诸葛子瑜的脸长得特别长，很不好看。
	有一次，孙权请很多客人到他那里喝酒，吃饭。诸葛子瑜 带着儿子诸葛恪一起去了。孙权喝酒喝得高兴了，就想和诸葛 子瑜开个玩笑。他叫人牵着一头驴进来，驴的脸上写着“诸葛 子瑜”...
	诸葛恪看到别人取笑自己的父亲，心里很生气。他不声不 响地走到孙权跟前，对孙权说道：“大王，请允许我在驴脸上 加两个字吧。”孙权知道诸葛恪是个聪明的孩子，就点点头 说：“好...
	诸葛恪接过笔，转眼之间，在“诸葛子瑜”四个字下面， 加上了“之驴”两个字，连起来念，就成了“诸葛子瑜之驴” 了。这两个字，不但把孙权要取笑诸葛子瑜的意思改掉了，并 且连驴...
	客人们又一次大笑起来。大家都称赞诸葛恪是个既聪明 又懂事的孩子。孙权也乐呵呵地说：“凭你加的这两个字，我 就把这驴送给你吧。”
	吃完饭，诸葛恪就牵着驴，跟着父亲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戒 酒
	从前有一位老爷爷，非常喜欢喝酒。可是后来，老爷爷得 了一种奇怪的病。医生告诉他，得了这种病就不能喝酒了，再 喝酒，病就会越来越厉害。
	老爷爷的女儿决心要帮助爸爸戒酒。老爷爷对女儿说：“要 我戒酒可以，可是你今后和我说话，不准带‘酒’字，就连同音 的字也不能说。你要是说了，我就要喝酒。”女儿答应了。
	几天以后，老爷爷很想喝点酒，就去找他的朋友张老九和 李老九帮忙。三人一商量，果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不一会儿，张老九带着孙子小九子，李老九提着一瓶酒， 来到老爷爷家。老爷爷的女儿告诉他们说，她爸爸不在家，他 们就走了。
	张老九和李老九刚走，老爷爷就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故 意问女儿说：“今天有谁来过了？”女儿笑眯眯地说：“爸爸， 来的是张三三大爷和李四五大爷。”老爷爷见女儿不说“九” 字，...
	老爷爷听了，心想：好个聪明的姑娘！看来这酒我是喝不 成了！

	盘古开天地
	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都连在一起，圆圆的，像一 个大蛋。这“蛋”有一个人，名字叫盘古。盘古在“ 蛋”面，觉得很不舒服，他想，让我来把这蛋打开吧。盘古 长得很...
	盘古越长越高，天和地也离得越来越远。一天，盘古看著 头上的天和下的地，心想，“这天和地的中间空空的，让我 来加上点东西吧。”他把自己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 身子...
	盘古越长越高，天和地也离得越来越远。一天，盘古看着 头上的天和脚下的地，心想，“这天和地的中间空空的，让我 来加上点东西吧。”他把自己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 身子...

	空城计
	三国时期，有一次，魏国有十五万军队来攻打诸葛亮所在 的西城。不巧的是，那时候诸葛亮刚把大部份军队派到别处打 仗去了，城里只有很少的军队。守卫在城墙上的士兵，看到远 处黑压...
	诸葛亮却毫不惊慌。他想了想，就命令把四面城门全部打 开。他派二十名老兵，拿着扫帚到城门口去打扫街道；又找来 一些年轻的士兵，让他们穿上普通人的衣服，打扮成行人在城 门口进...
	不一会儿，敌军来到了城下，远远看到城门大开着，很奇 怪。敌军仔细观察城门口的动静，发现只有几个老兵在低着头 扫地，好像根本没觉察他们的到来；城里城外，人们有的在走 动，有...
	西城保住了。全城的将士心里都很清楚，是诸葛亮神机妙 算，料到敌军不敢进城，才使一座空城挡住了十五万敌军。

	塞翁失马
	从前，长城边上住着一位老人，人们叫他塞翁。塞翁家里 有一匹白马。有一天，塞翁家的白马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 到。邻居们听说塞翁丢失了白马，都来安慰他。可是塞翁并不 着急，还...
	过了一个多月，塞翁丢失的那匹白马突然跑回来了，还带 回来了一匹快马。邻居们得知塞翁得到一匹快马，都前来祝 贺。可是塞翁脸上并没有高兴的神色。他平静地说：“这也算 不了什么...
	果然，没几天，塞翁的儿子骑那匹快马的时候，从马上摔 了下来，把腿摔断了。邻居们知道塞翁的儿子受了伤，又都来 安慰他。塞翁还是满不在乎地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儿子腿 摔断了...
	又过了不久，长城外的敌军打来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去打 仗，不少人死在了战场上。塞翁的儿子呢，因为腿断了，不能 去打仗，却平安地活下来了。
	塞翁失马的故事，告诉我们好事可能产生坏的结果，坏事 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风
	风——
	是什么样子？
	谁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它来的时候：
	树是弯的，
	水是皱的，
	沙是飞的，
	石是滚的，
	花是摇的，
	叶是飘的。
	草只好低着头，
	让风从身上走过去。

	雪花
	女娲补天
	盘古打开了天和地以后，为了不让天塌下来，就用不周山 把天顶著。
	有一次，火神和水神在不周山下打架，水神打败了，很生 气，就一头撞死在不周山下了。想到，水神这一撞，把不周 山撞倒了，天塌下来了一大块。天河的水哗哗地流下来，把 土地都...
	有个女神叫女娲，她心把天补起来。女娲先用神龟的四 把天顶住。她又用五色的石头，把塌了的那块天补好。从 此以后，人们又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传说女娲补天时多下了一块五色石，后来猴王孙悟空，就 是从那块石头蹦出来的呢！

	女娲补天
	盘古打开了天和地以后，为了不让天塌下来，就用不周山 把天顶着。
	有一次，火神和水神在不周山下打架，水神打败了，很生 气，就一头撞死在不周山下了。没想到，水神这一撞，把不周 山撞倒了，天塌下来了一大块。天河里的水哗哗地流下来，把 土地都...
	有个女神叫女娲，她决心把天补起来。女娲先用神龟的四 只脚把天顶住。她又用五色的石头，把塌了的那块天补好。从 此以后，人们又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传说女娲补天时多下了一块五色石，后来猴王孙悟空，就 是从那块石头里蹦出来的呢！

	六、捞铁牛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宋朝 (960-1279) 的时候，黄河 上面有一座浮桥。这座浮桥是用四根大铁链，把许多小船连接 起来，再把木板架在铁链上搭成的。浮桥两边的河岸上，各有 四头巨...
	可是，有一年夏天发洪水，黄河里的水把浮桥冲断了，连 岸上的大铁牛，也被洪水拖到水底下去了。
	洪水退了，浮桥急需重修。但是，重修浮桥可不容易。就 拿那铁牛来说，一头就有几千斤重，一下子怎么能铸造得出 来？原来的铁牛倒是可以用，可是又有哪个大力士，能把这么 笨重的铁...
	捞铁牛的那天，黄河岸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只见怀丙和 尚指挥着一群水手，划来两只装满了泥沙的大船，停在铁牛沉 没的地方。水手们在两只船的中间，架上一根粗粗的木头，又 在木头...
	准备工作做好了，全体水手们一起动手，把船上的泥沙铲 到黄河里去。船上的泥沙越铲越少了，水的浮力托着船身，慢 慢地向上浮， 铁牛也跟着从河底一点一点地向上拔。
	船上的泥沙铲空了，铁牛也离开了河底。于是水手们使劲 划桨，两只大船终于把水底的铁牛拖回到岸边。就这样，怀丙 和尚指挥着水手们，把另外三头铁牛也都拖了回来，浮桥很快 就重新...
	本课词汇
	捞铁牛 黄河 宋朝 浮桥 大铁链 木板 架在 搭成 各有
	紧紧地 绑在 洪水 冲断 被 退了 急需 重修 铸造
	大力士 笨重 议论纷纷 怀丙 和尚 挤满 指挥 水手
	装满 泥沙 沉没 粗粗的 潜到 动手 铲到 浮力 托着
	拔 使劲 划桨 终于 拖回 重新
	· “论”as "to discuss, to talk about, to argue” :
	人们正在纷纷议论，一个叫怀丙的和尚站出来说：“让我来试试看。”
	同学们在教室里谈论昨晚电视播放的足球比赛。
	明天我们究竟去博物馆还是水族馆？让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下一次我们要辩论 (to debate) ：学习中文对我们究竟有没有用？
	小明爱和人争论 (to argue) ，他的弟弟却不爱和人争论。
	· “论”as "view, opinion, statement” :
	你们争论了半天，最后有没有一个结论(conclusion) ？
	我们正在学习牛顿(Newton) 的理论(theory)。
	昨天哥哥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篇论文(thesis) 在杂志上发表了。
	· “无论”，“不论”as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what” :
	无论我怎么说，弟弟就是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
	后天我整天在家，你不论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 “无论如何”，as "in any case, whatever happens, at any events” :
	这个电影太好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看。
	他下了决心要做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去做。
	全部 全体 全国 全世界 全场 全力 全面 全能 全球 全身
	齐全 完全 安全 全息照相 (hologram) 全音 (whole note)

	链－连 既－即 退－腿 笨－本 丙－病 挤－齐
	群－裙 架－加 潜－替 托－拖 浮－孵 怀－坏
	拔－拨 桥－骄－侨 桨－将－浆 洪－共－供

	汉字偏旁趣谈
	亲爱的小丽：
	你好！你来信说，你的老师告诉你们，汉字记录着我们的 前人在农业社会初期的生活情况。你这位老师说得很对。不说 别的，很多汉字的偏旁，都是和前人的生活有关。让爷爷说给 你听：
	那时的人（亻）已经懂得种田（田），能用语言（讠） 和别人交流，可是，却以为自己是用心（忄）在想事。他住 在洞穴（）里，他的住处（宀）能躲避风雨（）。他穿 着衣（衤）服...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英文不像汉字那样，能把前人的生活 情况保留(to remain) 到今天呢？那是因为汉字是象形和表意的文 字，而英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记录的是人们说话的语音。 人们说...
	祝好！
	爷爷 1999 . 4 . 1

	老船工巧找石狮子
	中国北方有一条河，河边有一座河神庙。庙门口的两边， 蹲着一对石狮子。有一年夏天发洪水，把这座庙和那对石狮子 都冲到河里去了。水退以后，人们重修河神庙，决定把石狮子 捞上来。
	人们想，这么大的洪水，石狮子一定被冲到下游的什么地 方去了，于是就顺着河往下找。可是找了十几里路，还是找不 到。
	这个时候，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船工，站在河岸上，说：
	“你们别光在河的下游找啊！”
	大家说：“大水冲走的东西，不到下游去找，还能到上游 去找吗？难道石狮子能顶着河水游上去？”
	老船工见大家不相信，脱下衣服就一头钻进了河里，往上 游游去。有几个年轻人见了，也脱下衣服跟着游了过去。很 快，有人从水底下钻出来，指着河底嚷着：“找到了！找到了！ 石狮子...
	石狮子捞上岸后，大家问老船工：“您说说吧，石狮子没 被大水冲到下游，反而跑到上游去了，这是什么道理？”
	老船工笑笑说：“石狮子很重，掉下水以后，一定很快沉 到河底。上游冲来的水，到了石狮子就往回折，形成一个漩 涡。漩涡转哪转哪，石狮子朝着上游这边的河底，就会出现一 个低窝。...

	比吹牛
	有一天，王爷对阿凡提说：“今天我要和你比赛吹牛。如 果谁说对方是‘胡说’，那就算谁输了，输了的人就得给吹牛的 人一百只羊。”
	阿凡提同意了。于是王爷说道：“昨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大 风，那风可真大，竟把我家的一百只羊都刮到天上去了。那些 羊在天上飘了好久好久，后来都落到阿凡提你家的院子里去 了。”王...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您说的是真话。”王爷一听，就 高兴地跳了起来，马上要阿凡提给他那一百只羊。可是阿凡提 却摇摇手，说：“别急，您听我说。昨天夜里那风实在大，眼 看着把...
	王爷听了，张了张嘴，没作声。阿凡提继续说：“那些羊 在天上飘了好久，后来都落到王爷您的院子里了。这时候，风 就停了。”
	“胡说！”王爷终于忍不住了。阿凡提说：“对不起，王 爷，您输了。”说完，就把王爷的一百只羊牵走了。

	女娲造人
	传说天地是盘古打开的，世界上的高山大河、树木花草、 风云雨雪也都是盘古变出来的。可是，那时候有人。那么， 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原来，人是补天的女神女娲造出来的。女娲听说盘古打开 了天和地，就想亲眼看看这个世界。她来到世界上，看见世界 是这么美好，心非常喜欢。可是，她看来看去，好像总是觉 得这世...
	女娲从地上拿起一块黄土，用手一捏，就捏成了一个小 人。她小心地捏出了小人的鼻子、眼睛、和嘴巴，然后再把小 人放到地上，拍拍他的肩膀，小人就蹦蹦跳跳地玩起来了。就 这样，女...

	女娲造人
	传说天地是盘古打开的，世界上的高山大河、树木花草、 风云雨雪也都是盘古变出来的。可是，那时候没有人。那么， 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原来，人是补天的女神女娲造出来的。女娲听说盘古打开 了天和地，就想亲眼看看这个世界。她来到世界上，看见世界 是这么美好，心里非常喜欢。可是，她看来看去，好像总是觉 得这世...
	女娲从地上拿起一块黄土，用手一捏，就捏成了一个小 人。她小心地捏出了小人的鼻子、眼睛、和嘴巴，然后再把小 人放到地上，拍拍他的肩膀，小人就蹦蹦跳跳地玩起来了。就 这样，女...
	一、月亮姑娘做衣裳（18）
	朗 钩 梢 裁 缝 约 量 尺 按 扣 重 歉 颜 盘 辉 撒 合 适
	二、河神和海神（9）
	祖 倾 滔 广 奔 际 尊 渺 兄
	三、放风筝（14）
	筝 轴 扇 稳 碌 仿 嚷 叽 喳 卫 宇 宙 随 艳
	四、长城的回忆（20）
	城 忆 登 敌 抛 建 隔 烽 台 守 士 巨 邮 票
	丈 解 增 秦 未 丰
	五、草船借箭（25）
	权 刘 联 瑜 诸 葛 妒 嫉 罚 遮 搬 计 保
	置 吩 咐 朝 雾 漫 营 敲 呐 聊 丞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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