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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园地

Our hair has a
kind of pigment (色
素). It is melanin (黑

色 素 ). When we
get older, the
melanin cells (细
胞 ) die. Our hair
turns white.

Hi, I am Xiaoling. I am from China.
This is my good friend. It蒺s a panda. It
is also from China. Our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Welcome!

My name is Sarah. I蒺m from the USA.
Welcome to our country. This is a
bald eagle(白头海雕).

主题阅读

A damselfly 蒺s(灯
心蜻蛉 的 ) eyes can
see in all directions
(方 向 ) at the same
time(同时).

奇妙世界 Special eyes

A lizard蒺s (蜥蜴的 )
eyes can see very small
movements(移动).

My name is Mary. I am from
the USA. I am a new student. I
have many new friends. Mike is

from Canada. He is ten years old. Sue is from the UK.
She is ten years old, too. Miss Wang is from China. She
is my teacher. She is beautiful.
根据短文，判断句子正（栽）误（云）。
( )1. Mary is from the USA.
( )2. Mary has many new friends.
( )3. Mike is nine years old.
( )4. Sue is from Australia.
( )5. Miss Wang is a teacher.

单词卡片

火眼金睛

There are ten differences
between(在……之间) the two
pictures. Can you find them?

Come on!

迷宫地带 Do you like climbing the
mountain? Can you help the

little pig? Have a try!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爬山吗？小猫在山顶。它在

等小猪。小猪需要穿过迷宫。你可以帮帮小猪吗？试

一试吧！

scissors 剪刀

看图识词

paint brushes 画笔

tape 胶带

glue 胶水

1

2

新学期寄语

我们老了
为什么头发会变白呢？

特别的眼睛

山西 温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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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

们，新学期开始了，

欢迎来到《学习报》

（Learning Weekly）
学知识。这里有无限

的精彩等着你们：

荟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阅读，快来读。

荟 展示课文的重难点知识，快来学。

荟 检测知识的掌握程度，快来练。

荟 在学习中游戏，在游戏中学习，快来玩。

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你们是否迫

不 及 待 了 呢 ？ Let蒺s go. Study and
have fun!

I am Tom. Nice to meet you! I
come from the UK. It
is a beautiful country.
Welcome! I can
introduce (介绍)
my country to
you.

3
Hello, I am John. I come from

Canada. I like to live in Canada. It
is winter now. Welcome! We can
play with the snowman.

4

小朋友，这几个单词拐弯了，你还能找到它们吗？试试看吧！

d w b m

g e v d

r i e n

f a z l

t e u v q

r a c z p

g a h n o

p l e r f

u t x e r

k l f n q

h r i b a

e a g e x

i b c n z

i v r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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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back to
school！检测题 (一)

Full marks: 100
Class: ________
Name: ________
Marks: ________

（检测范围：Unit 1 Part A）

北京 刘 凯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 2、3 版中缝） （本版听力材料及参考答案见下期 源 版）江苏 何 强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学习拼读法, 认识字母“a”的一个发
音/覸/。

Aa
This is letter“a”. The letter“a”makes the sound /覸/.
跟我读：apple ant ham jam

【儿歌小练】
Amy likes apples.
Apple, apple, apple.
Aa says“a”,“a”,
Apple, apple, apple.

小朋友们，试着读一读下面的单词吧！

dad bag hand cat
hat cap lamp fat

词汇我会

句型我行

拼读我学

Pa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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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播放听力音频

小学三年级·人教
2019-2020学年
下学期编辑计划

粤. 匀蚤, Sarah.
B. I蒺m from Canada.
C. We have a new

friend today.

期数 编辑内容

21 Unit 1（I）

22

23 Unit 2（I）

24 Unit 2（II）
Unit 2复习

25 Unit 3（I）

26 Unit 3（II）
Unit 3复习

27 期中检测

28 Unit 4（I）

29 Unit 4（II）
Unit 4复习

30 Unit 5（I）

31 Unit 5（II）
Unit 5复习

32 Unit 6（I）

33 Unit 6（II）
Unit 6复习

34 期末检测

35-40 期末总复习

Unit 1（II）
Unit 1复习

听力部分
（40分）

I. 听录音，判断下面图片的正（T）误（F）。（10分）

1. 2. 3. 4. 5.

( ) ( ) ( ) ( ) ( )
II. 听录音，圈出听到的内容。（10分）

1. Sam is from Canada/China.
2. I have a good/new friend.
3. A boy/girl from the UK.
4. Hi, I蒺m Jane. I蒺m from the USA/the UK.
5. What about you/me?
III. 听录音，给下面的句子排序。（10分）

( )Amy is from the UK.
( )I蒺m from Canada.
( )Welcome!
( )Zhang Peng is a boy.
(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today.
IV. 听录音，把下面的人物和相关联的图片连线。（10分）

1. 2. 3. 4. 5.

Wang Le Mike Sarah Li Hua John

A. B. C. D. E.

笔试部分
（60分）

I. 看图，把下列字母排序组成单词。(10分)

1. 2. 3.

g, a, b n, d, a, h a, d, d

4. 5.

i, l, g, r t, a, c

II. 选词填空。(10分)
1. Amy is a ________(boy; girl).
2. I蒺m ________(from; to) Canada.
3. —I like red. What ________(at; about) you?

—I like green.
4. I like ________(to; up) go to the zoo.
5. We ________(is; are) good friends.
III. 看图，选择正确的句子。(10分)

1. 2. 3.

( ) ( ) ( )

4. 5.

( ) ( )
A. I蒺m from the UK. B. Bob is from the USA.
C. This girl is my friend. D. Zhang Jing is from China.
E. We have three new friends today.
IV. 把下列句子重新排序组成一段完整的对话。(15分)
A. My name蒺s Sue. I蒺m from the UK.
B. I蒺m Jason. I蒺m from Canada.
C. Thank you, Miss Brown.
D. What蒺s your name?
E. Welcome, boys and girls.
F. What about you?

1. 寅2. 寅3. 寅4. 寅5. 寅B
V. 阅读短文，补全下列表格。(15分)

Hello, I蒺m Sarah. I蒺m nine years old. I蒺m from the
UK. I like fish. Betty and Zhang Li are my good friends.
Betty is ten years old. She蒺s from Canada. She likes
eggs. Zhang Li is ten years old, too. She蒺s from China.
She likes bread.

Names Age
(年龄)

Nationality
(国籍)

Favourite(最
喜爱的) food

Sarah nine 1. _______ 2. _______
Betty 3. _______ Canada 4. _______

Zhang Li 5. _______ 6. _______ bread

1. We have...
同学们，我们之前学过的“I have a/an...”表示“我拥有

一……”。今天我们学习“We have...”表示“我们拥有……”。动词
“have”意为“有；拥有”。后面的名词如果是可数名词的单数，名
词前要搭配 a或 an，如果是可数名词的复数，要记得复数名词的
构成。
【生活实例】妈妈给 Jim 和 Tom 买了一架玩具飞机，Jim 马上把
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弟弟 Tom。
Jim: Tom, we have a new toy plane.

汤姆，我们有一架新的玩具飞机了。

Tom: Great! 太棒了。

2. I蒺m from...

这个句型用于介绍自己来自哪里。

from后面通常接国家名称或者具体的地名。

这个句型是“Where are you from?”的答语。

例：I am from the USA. 我来自美国。

选择合适的句子，补全对话。
Miss White: (1)_______ He is Mike.
Sarah: Hi, Mike. I蒺m Sarah.
Mike: (2)_______
Sarah: Mike, where are you from?
Mike: (3)_______

1. boy 男孩

复数：boys
形近词：toy
例：Jim is a lovely boy.吉姆是一个可爱的男孩。

boy girl

对比记忆：

2. new 新的

形近词：now
例：I have a new pen. 我有一支新钢笔。

new old

对比记忆：

3. friend 朋友

短语：a good friend 一个好朋友；

pen friend 笔友

例：Mary is my friend. 玛丽是我的朋友。

4. UK (United Kingdom的缩写形式) 英国

联想记忆：

king
国王

queen
王后

5. Canada 加拿大

拓展：Canadian (形容词) 加拿大的

USA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缩写形式)
China中国 拓展：Chinese 中国人

单项选择。

( )1. We have two new _________.
A. friend B. friends C. friend蒺s

( )2. The panda is in _________.
A. Canada B. China
C. the USA

( )3. I蒺m _________ the UK.
A. come B. 不填 C.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