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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中，

“菌儿”以活泼可

爱的口吻进行自

我介绍，让我们对

它有初步的认识，也打消了我们之

前对它的成见。它就像一个新朋友，

带领我们开启新的科学之旅。菌儿

会带我们去哪里呢？还会告诉我们

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呢？我们就在高

士其爷爷的笔下，享受奇妙的科学

之旅吧！

翌山西晋中市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杨凯淇

微信扫描

二维码，获取主

题写作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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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世界历险记》是一部科普书，书中分为“科学童话：菌儿自

传”“科学小品：细菌与人”“科学趣谈：细胞的不死精神”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高士其爷爷以菌儿自述的口吻，让我们对细菌有了

初步的认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认识到了细菌和我们人类密切的

关系。在第三部分中，高士其爷爷带我们领略了科学世界的绮丽风

光，帮我们建立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

世纪警察局

通过小作者的细致刻画，“淘气

包”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文中

多次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来突出

“淘气包”的淘气和机灵，更重要的是

小作者能在故事的安排上欲扬先抑，

情节一波三折，值得大家学习。
学习报·小学趣学堂

微信扫码

获取免费资源

家长辅导真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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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3自然段运用了 ____

______、_______的说明方法，

写出了“菌儿”______、______

的特点。

2.“菌儿”属于哪一类？

（ ）

A.寄生虫 B.病毒 C.微菌

3.读完这本科普故事书，

你有什么收获呢？和你的朋友

分享一下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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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节选）菌儿自传———我的名称

我的身躯，永远是那么幼小。我是由

一粒细胞出身，虽然分得格外快，格外

多，但只恨它们不争气，不团结，所以变

来变去，总是那般一盘散沙似的，孤单单

的，一颗一颗，又短又细又寒酸。惭愧惭

愧，因此今日自命作“菌儿”。为“儿”的原

因，是因为小。

至于“菌”字的来历，实在很复杂。菌

是生物中的一大类。菌族菌种，很多很

杂。你们人类所熟识者，就是做饭所用的

蘑菇之类。那些像小纸伞似的东西，黑圆

圆的盖、硬短短的柄，实是我们菌族里的

大汉。

至于我，我是菌族里最小最小、最轻

最轻的一种。小得使你们肉眼看得见灰尘

的纷飞，看不见我们也夹在里面飘游。轻

得我们好几十万个挂在苍蝇脚下，它也不

觉着重。真的，我比苍蝇的眼睛还小 1000

倍，比顶小一粒灰尘还轻 100倍哩。

原本没有人看见过我，都不知道我

的存在。后来，偏有一位异想天开的人，

把我发现了。我的秘密，就渐渐地泄露出

来。这消息一传到众人的耳朵里，大家都

惊惶起来，觉得我比黑暗里的影子还可怕。

“什么微生虫？没有这回事。自己受了

风，所以肚子痛了。”“哪里有什么病虫？这

都是心火上神，所以头上脸上生出疖子

疗疮来了。”“寄生虫就说有，也没有那么

凑巧，就爬到人身上来，我看，你的病总是

湿气太重的缘故。”这是我亲耳听见过三

位中医对三位病人所说的话。在他们的

传统观念里，病不是风生，就是火起，不是

火起，就是水涌上来的，而不知冥冥之中

还有我在把持活动。因为他们看不见我，

所以又疑云疑雨地叫道：“有鬼，有狐精，

有妖怪！”

其实，哪里来的这些魔物，他们所指

的，就是我，于是对我未免胡乱地称

呼———寄生虫，病虫，微生虫。一个也不

对。我根本就不是动物的分支。称我为寄

生物，为微生物，好吗？太笼统了。唤我病

毒吗？太没有生气了。我虽小，仍是有生命

的呀。病菌，对不对？那只是我的罪名，病

并不是我的职业，只算是我非常时期内

的行动，真是对不起。

是了，微菌是了，细菌是了。那固然是

我的正名，却有点科学绅士气，不合乎大

众的口头语。菌是我的姓，我是菌中的

一族。

以后你们如果有机缘和我见面，请不

必大惊小怪，从容地和我打一个招呼，叫

声“菌儿”好吧。

翌湖北武汉市江岸区育才怡康小学 王稼翔

我的同桌是个名副其实的“淘气包”！

他白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机灵的眼

睛，好像眼珠子一转，他就能想出一个坏

主意。

中午吃饭时，他又搞恶作剧了。

李小胖打好饭坐下，正埋头吃着美

味的午饭。“淘气包”不怀好意地坐在李

小胖的对面，说：“李小胖，你妈妈过来

了！”边说边指向李小胖身后。李小胖马

上回头望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淘

气包”把提前准备好的食盐放进了李小

胖的碗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吃着饭。“在

哪里？我怎么没看到我妈妈？”李小胖一

脸疑惑。“看错了呗，我吃完了，你慢慢吃

呀，再见！”说完，“淘气包”就头也不回地

走掉了，身后传来了李小胖的尖叫……

他可真是个“淘气包”！

可那次上体育课时，我忘记带跳绳

了，要知道这可是学期末的体育考试呀！

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时，我背上被人轻轻拍了拍，原来是

“淘气包”！我看见他就没好气，心想：我

都这么着急了，他难不成还要捉弄我？

“淘气包”却说：“这是我的跳绳，先

借给你用！”看见我有些犹豫，“淘气包”

马上说道：“快拿着啊！都‘大难临头’了，

我还会捉弄你吗？我是有分寸的！”眼看

就要轮到我跳了，我立刻接过跳绳，准备

考试。“咱们是同桌，该帮的时候还是要

帮的！加油，我看好你！”为了让我放心，

他又补充了一句。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居然一口气跳

了 员源源个，破了我的跳跳绳记录了！

我的同桌，虽然你平时有些淘气甚

至喜欢恶作剧，但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

候，你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谢谢你！

指导老师 陈 敏

22世纪，世界已形成了网络化格

局。老式书店被电子阅览柜代替。交通

工具上没有司机，全由庞大的网络中

心控制运行。商场中也不见半个人影，

所有商品交易均在网络上进行。商家

利用特殊的激光轨道，按买家的指令

把商品准确无误地送到家。

当然，也有些心怀不轨之人利用

网络来犯罪。这时，我们力量强大的警

察局就要发挥作用了。而我就是市警

察局的局长。

圣诞节那天深夜，网络语音系统

接到报警：海通银行遭到黑客袭击，网

上交易无法进行。我从监控系统上看

到了可疑分子的踪迹，但不能确定是

不是作案的黑客。于是，我带着几名技

术人员赶到现场，经过一个小时的紧

张工作，破解了黑客的密码。但同时，

黑客设定的特殊程序对我们产生了强

大的干扰。屏幕上出现大片雪花，系统

数据全变成了乱码。没过多久，更糟糕

的情况出现了———银行第一重安全码

被强行破解了。眼看资金即将被盗取，

工作人员慌了，一齐望着我。行长也焦

急万分地说：“情况危急，怎么办呀？局

长您看……”

我一边稳住大家，一边组织警员

们积极搜查，寻找突破口。要知道，我

局人员个个都是精英，都是银河系中

的反黑客高手！我又让银行方面尽量

封锁线上进出口，以拖延时间，但一定

要留出缺口，让我们有机会查出资金

流向，以便搜索犯罪嫌疑人的确切身

份及 IP地址。10分钟、20分钟……一

个小时过去了，现场静悄悄的，只有大

伙的喘气声和键盘的敲打声。

“找到啦！”一名技术员突然大喊

起来。我们所有的警员都围了过去。经

过系统层层筛查，我们终于找到了流

动资金。紧接着，我们一鼓作气，顺藤

摸瓜，找到了犯罪分子，把被窃取的资

金全部追了回来。

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后，送往空

中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当然他干的可

是技术活。虽然他做尽了坏事，但经过

改造，表现良好，在监狱里也利用专长

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正当我们为破获大案而欢欣鼓舞

时，语音接警系统又响了：“有情况，有

情况……”

指导老师 程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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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吸新鲜空气———字词基础。

1.我会用“____”画出下面加点字的正确读音。

·
渗（sh侉n s侉n）透 掩

·
埋（m佗n m佗i） 不

·
仅（j佾n j佾ng）

·
崭（z伲n zh伲n）新 实

·
践（ji伽n qi佗n） 效

·
率（l俑 shu伽i）

2.我会看拼音，写字词。

我们要做到多吃（ ）

sh俦 c伽i

，（ ）

y侪ng y侬u

良好的心态，保

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预（ ）

f佗ng

（ ）

j侏

病，保持身体

（ ）

ji伽n k佟ng

。

3.我能写出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反义词。

（1）我们可以想象它们当时在
·
黏
·
稠的松脂里怎样挣扎。

（ ）

（2）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
·
崭
·
新的生活天地。

（ ）

（3）“神舟五号”
·
成
·
功发射的第二年，我国正式实施探月

工程。 （ ）

（4）谈起鸟类，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
·
轻
·
灵的鸽子。

（ ）

二、聆听丛林鸟叫———句子运用。

1.我会读句子，注意画线部分，再照样子介绍一种事物。

例：有一种叫作“碳纳米管”的神奇材料，比钢铁结实百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会根据积累填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唐］杜甫

黄师塔前江水东，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可爱 _________爱 __________？

3.我会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1）结合课文内容，我对“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的理解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对“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全面揭示这一历史进程”这句

话的理解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口语交际。

新新：小闻，你听说了吗，今年我国首个天基互联网系统“虹

云工程”要投入示范应用啦。天基互联网，就是要把互联网搬到

太空，实现全球无死角互联网接入服务。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小闻：没错，到时候 5G会在全球更加普及。我说不定还可

以和嫦娥视频通话呢，想想真是期待！

我：听了你们的聊天，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结交动物朋友———阅读理解。

石头书

一天，川川和磊磊在山上玩，看见一个勘探队员正趴在一

块大石头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

川川好奇地问：“叔叔，您在看什么呀？”

“我在读书呢。”叔叔笑着说。

“书？哪里有书哇？”他俩看了看面前这块光秃秃的石头，感

到很奇怪。

“石头就是书。你们看，这石头一层一层的，不就像一册厚

厚的书吗？”

川川不禁笑了起来，说：“这书上有字吗？”

“有哇，你们来看：这是雨点留下的脚印，叫雨痕；这是波浪

留下的足迹，叫波痕；还有那些小不点儿，黄的，黑的，红的，闪

光的，透明的……叫矿物。这些都是石头书上的字。”

磊磊问：“这书上有画吗？”

叔叔说：“有。这是树叶，这是贝壳，那块石头上还有一条小

鱼，这些都是化石。”

“化石？化石能说明什么呢？”川川和磊磊一起问。

“它告诉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密林，地上

有花有草，还有许多昆虫。后来，这里变成了大海。又过了很多

很多年，地壳慢慢上升，这里又变成了高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的这座山。”

“看懂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川川特别爱刨根问底。

“用处可大了。这本书会告诉我们，哪座山下埋着煤炭，哪

块地下藏着矿石……”

川川和磊磊高兴地说：“石头书里的学问可真多呀，我们也

要学会读这本书。”

1.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

（1）聚精会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刨根问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石头书上的“字”指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石头书

上的“画”指的是 _________。

3.“学问”的意思是 ___________；“石头书里的学问”指的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了短文，你还有哪些不懂的问题，请提出来，结合上下

文解决，并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了这篇短文，谈谈你有什么启示或者收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观赏花开花落———习作展台。

在信息化的时代，科技飞速发展，未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

的呢？请你以“未来的 _________”为题，先把题目补充完整，再

写一篇不少于 400字的习作。

中华龙鸟化石与复原图

供稿 勇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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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考查范围：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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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y佻n hu伽 g伽n

zh佟 xi佗ng m佴i

m佗n ju伲n

2.晌 辣 辣 鸽 翼

详 态 笨 谈

3.（1）盂 （2）淤

二、1.（1）靠近

（2）猜测

（3）演示

（4）开拓

2.（1）俯 茹 斑 凌

若 睛 异 骄

（2）示例：左思右想

大同小异 上蹦下跳

眉飞色舞 欢天喜地

喜上眉梢

三、1.一大滴松脂从

树上滴下来，刚好落在

树干上，苍蝇和蜘蛛被

一齐包在里头。 因为

最后琥珀里有一只蜘蛛

和一只苍蝇。

2.这句话中的“一

支”是指恐龙的某一个

分支，而不是全部；“漫

长的演化”指经历了长

时间的演变过程，而不

是突如其来的变化。

3.作比较 秦兵马俑

已发掘的三个俑坑，差

不多有五十个篮球场那

么大。

四、1援苍蝇 蜘蛛

2.我们可以看见它

们身上的每一根毫毛

它们的腿的四周显出好

几圈黑色的圆环。

3.C

4.因为它们的腿的

四周显出好几圈黑色的

圆环

5援一只蜘蛛正要捕

食一只苍蝇，一大滴松

脂从树上滴下来，刚好

落在树干上，把苍蝇和

蜘蛛一齐包在里头。两

只小虫在松脂里前俯后

仰地挣扎着。后来松脂

不断滴下，形成了松脂

球。松脂球又经历了漫

长的岁月、地质的变迁、

泥沙的掩埋而成了化

石，也就是琥珀。

五、略

24期 1版部分参考答案

《菌儿自传———我的

名称（节选）》

1.列数字 作比较

小 轻

2.C 3.略

24期 2版部分参考答案

《这件事“必需”

亲自抓吗》

（员）必需 （圆）必须

（猿）必须 （源）必需

姓名：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
恐龙变成鸟啦

走进多姿多彩的大自然这
件
事
﹃
必
需
﹄

亲
自
抓
吗

你
就
不
能

麻
烦
我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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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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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诊

“一问三不知”是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但“三

不知”究竟是哪“三不知”，却不是谁都知道。《左

传·鲁哀公二十七年》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荀

瑶带领大军伐郑，齐军前去增援郑国。晋军派人去

威胁齐军主帅陈成子，陈成子不为所动。齐军中一

个叫荀寅的人对陈成子说：“晋军有个人告诉我，

他们打算出动一千辆战车袭击我们，把我们全部

消灭。”陈成子听了大怒，责怪荀寅壮敌人威风，灭

自己志气，并说回国后要把此事告知国君。荀寅自

知失言，感慨地说：“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

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意

思是说，聪明人谋划一件事，对其开始、经过、结果

三方面都要考虑到，然后才向上报告。而我对这三

方面都不清楚就急着向上汇报，难怪会没有好结

果了。据此可知，“三不知”意思是对事情的开始、

经过、结果都不了解。但现在“三不知”已经泛指对

实际情况事事不知。

口
语
空
间

李东是班级里的“电脑高手”，教室里的多媒体

设备由李东负责。有天课上，语文老师不想麻烦李

东，于是就对他说：“李东，每次都麻烦你，真是不好

意思，这次老师自己操作。”可是，语文老师弄了好久

依然没有顺利打开设备。这时，李东说道：“老师，你

就不能麻烦我一次吗？”听了他的话，老师只好说道：

“看来真得麻烦你啦！”虽然电脑打开了，可是大家却

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李东，从此都刻意地疏远他，而李

东竟然不知道原因。

其实，语文老师对李东说麻烦他，分明是一种

客气的话语，然而李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

理解成是老师和大家在麻烦他，因此他把自己置身

于很高的位置。这自然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他直接

把老师的客气话引用过来，这分明就是不得体的。

李东应该正确看待自己为大家服务这件事。他可以

这样说：“老师，这个多媒体有点怕生，用不用我来

帮您呢？”这样岂不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吗？

因此，我们大家在说话之前，一定要注意，千万

不要让未经思考的话随便出口，特别是有些话不能

随便引用，要考虑不同的语境下话语不同的意义和

效果。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

发展之中，因此，恐龙变鸟，不是不

可能的。早在 19世纪，英国学者

赫胥黎就发现恐龙和鸟类在骨骼

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20世纪

末期，我国科学家在辽宁西部首次

发现了保存有羽毛的恐龙化石，定

名为“中华龙鸟”，这引起世界古生

物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于是鸟类是

由恐龙演化而来已有定论。

恐龙是怎样演变成鸟类的

呢？目前发现的化石表明，在 1援45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最早出现

的是不长羽毛的华夏龙；接着是

第一个长有羽毛的中华龙鸟；接

着是长有 5耀6厘米长的原始羽毛

的北票龙；接着是尾巴上长有羽

毛的尾羽鸟、中国鸟龙（属奔龙）；

接着是翅膀与后腿等长、飞行羽

毛不对称且长着光滑牙齿的始祖

鸟；之后是尾巴缩短形成尾综骨、

飞行羽毛超过身体、没有牙齿但

有角质喙的孔子鸟，以及类似孔

子鸟的长城鸟。

中华龙鸟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是紧跟在华夏龙之后，第一个

长有原始羽毛的似龙似鸟的生

物，是鸟类的始祖。尾羽鸟是最早

长有飞行羽毛的生物，是目前发

现的最古老的鸟。始祖鸟会滑翔，

但不会飞行。孔子鸟以后的鸟类

才会飞行。

到这时，由于鸟类与恐龙的关

系太密切，人们已很难在鸟类与恐

龙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了。

1.病句挂号。

这件事关系重大，各

单位的领导必需亲自抓。

2.把脉诊断。

同音词混淆，“必须”

误用成“必需”。句子应为：

这件事关系重大，各

单位的领导必须亲自抓。

3.预防处方。

词语运用张冠李戴，

往往是由于对词语的意思

不理解或没有掌握应用范

围所致，因此我们要正确

理解词语。

“必须”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的必要，是“一定

要”或“应当”的意思，有强调或命令的语气。如：笨

鸟必须先飞。

而“必需”是表示“一定要有”“必不可少”的意

思。如：出门在外，必需的换洗衣服还是要带的。

病例中的“这件事”是重要的，从事理上看，

“领导”“亲自抓”是必要的，因此要用“必须”。

4.练练内功。

请你在下面的句子里填写“必须”或“必需”，

使句子合理。

（员）看这天可能会下雨，带把伞还是（ ）的。

（圆）作为学生，学习成绩好固然重要，思想道

德品质也（ ）要培养好。

（猿）我们（ ）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保卫

我国的海疆不受侵犯。

（源）手套是人们冬天时的保暖（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