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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1. 小蝌蚪找妈妈
一尧孩子 肚皮 头顶 连忙 宽嘴巴 一蹦一跳 二尧略 三尧榆盂淤虞于 四尧略
2援 我是什么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汽 极小极小 云 2.越升越高 小水滴 雨 3.打下来 冰雹 4.小花朵 雪
四尧盂于淤虞榆 五尧略
3援 植物妈妈有办法
一尧长大 娃娃 皮毛 知识 更多 如果 只要 办法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孩子 肚皮 海洋 知识 雪花 如果 什么 办法 二尧略
三尧1援追上去 2.迎上去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略

第二单元
1. 场景歌
一尧花园 一群 队旗 铜号 一孔石桥 飞鸟 红领巾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y伲ng 2.略 3.略
2援 树之歌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1.小心 轻轻 2.渊1冤伊 渊2冤姨
3援 拍手歌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朋友 2.家渊家园尧世界冤 3.保护动物 四尧略
4援 田家四季歌
一尧田家 农事 归来 辛苦 二尧略 三尧1.美丽的笑脸 2.飞舞 3.阵阵芳香
四尧1.榆于盂淤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花园 石桥 队旗 铜号 木棉 金桂 松柏 丛林 朋友 深处 熊猫 四季 农事
归来 辛苦 一年
二尧sh佶n 身 伸 j侃n倮 惊 经 y佼u 尤 游 x佻 细 戏 三尧略
四尧1援略 2.小容 小宇 小容 3.略 4.略

第三单元
4. 曹冲称象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淤早上 于上午 盂中午 榆下午 虞傍晚 愚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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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1.略 2.把 再把 然后 写话略 3.第一步院赶大象上船袁做记号
上岸袁装石头上船 第三步院称石头的重量 4.略
5. 玲玲的画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袁 袁 遥
2.袁 院野 袁 遥
遥 袁 遥 冶
四尧1.田野 高山 绿水 2.略 3.略
6援 一封信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1.略 2.快排好队袁一个接一个地过桥
对岸 4.略
7援 妈妈睡了

第二步院把大象赶

3.它们听从老猴子的话袁一个接一个地到了河的

一尧先后 明亮 弯弯的 讲故事 汗珠 响声 全部 美丽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沉 匀称 2.散步 沙沙 听
六尧1.略 2.野火烧不尽袁春风吹又生 3.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4.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三冤
一尧大船 柱子 果然 课桌 老师 窗外 电灯 圆珠笔 二尧略
三尧1.于 淤 2.淤 于 3.淤 于 4.于 淤 四尧略 五尧略

第四单元
8. 古诗二首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依山尽 入海流 飞流直下 银河落九天 四尧略
9. 黄山奇石
一尧略 二尧中外 一动 秀丽 金光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略
10. 日月潭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最大的一个湖 2.许多名胜古迹 3.风光秀丽 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四尧略 五尧略
11. 葡萄沟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伊 2.姨 3.伊
四尧1.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遥 2.我真想去葡萄沟看一看遥
五尧1.一大串一大串 五光十色
2.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四冤
一尧 黄河 山川 南部 金光闪闪 巨石 美丽 展现 名胜古迹
二尧兴
三尧略

百 齐 形 状
四尧略 五尧略

人 目

不 淤

飘香 川

于

第五单元
12. 坐井观天
一尧略 二尧1.井口 无边无际 2.井底之蛙
三尧1.略 2.知难而退 适可而止 知难而进

3.略 四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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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寒号鸟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1. 他飞快地跑到小河边遥
北风像狮子一样怒吼遥
2.略 四尧略
14. 我要的是葫芦
一尧略 二尧1.叶子上的虫不用治疗遥
2.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袁不用飞那么远遥
三尧1.细长 绿叶 雪白 谢 挂
2.盯 蚜 奇怪 叶子 葫芦 黄 落 四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五冤
一尧略 二尧井沿 喝水 口渴 无边无际 邻居 将来 奇怪 自言自语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于 淤 榆 盂 六尧1.略 2.它张开像百叶窗一样的鳞片遥

3.略

第六单元
15. 大禹治水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于 榆 淤 盂
四尧1.3 2.耳朵 胡子 花纹 爪子 尾巴 可爱
16. 朱德的扁担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1.亲爱 敬爱

3.略

4.略

2.坚持 坚守 五尧略

17. 难忘的泼水节
一尧略 二尧1.周恩来总理 2.四面八方赶来了 3.一条条龙船 一串串花炮
三尧略 四尧1援略 2.星回 农历六月二十四 彝族 白族 纳西族 3.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六冤
一尧洪水 扁担 难忘 安居乐业 灾难 队伍 战士 泼水节 二尧略
三尧1.事竟成 2.不在年高 3.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 四尧略

第七单元
18. 古诗二首
一尧 略 二尧略
19. 雾在哪里
一尧略 二尧1.略

三尧1.原野

好像

2.略

四尧略

2.渊1冤红球 渊2冤一个一个红灯笼 渊3冤略

三尧略

20. 雪孩子
一尧略 二尧李明会唱歌和画画遥 三尧略 四尧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七冤
一尧无论 船只 海岸 同时 出现 散步 回家 赶快 浑身 水汽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自己能做的事不用别人做遥
2.天上的风筝被风娃娃吹得无影无踪遥

3.略

六尧略

第八单元
21. 狐假虎威
一尧略 二尧活现 半 半 头 尾 东 西 三尧1.袁 曰 袁 遥 2.遥
22. 狐狸分奶酪
一尧略 二 尧1.略 2.片 辆 篇 只 位 个 3.略 4.略 三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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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纸船和风筝
一尧略 二尧漂 挂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1.小猴 小蜜蜂 小白兔 小牛 百灵鸟 黄鹂
24. 风娃娃
一尧略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2.B

3.略 4.略

五尧1.猫头鹰的叫声特别难听袁每天晚上人们要睡觉的时候袁它就尖叫起来 2.略 3.略
我们学得怎么样渊八冤
一尧食物 往常 开始 快乐 纸条 田野 屋顶 神气 二尧略
三尧1.老虎跟着狐狸朝森林深处走去遥
2.熊哥哥和熊弟弟在路上捡到了一块奶酪遥
3.小熊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遥
四尧正 真 批评 结束
五尧1.狐狸把奶酪拿过来袁掰成了两半遥

2.小猴子来到山上袁摘了几个桃子遥

六尧略

这学期袁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一冤

一尧晴朗 非常 幸福 海岸 告诉 操场 灾难 欢乎 唱歌 广场
二尧员 元 清 青 从 丛 牢 劳 台 抬
三尧略 四尧略 五尧略
六尧1.黄河入海流
七尧1.盂 虞
八尧略

于

2.手可摘星辰 高声语 天上人 3.青蛙 告诉 无边无际
淤 榆 2.纷纷扬扬 茫茫 眉开眼笑 3.略 4.略

这学期袁我们学得怎么样渊二冤
一尧灾 读 轮 乘 保
五光十色 神气活现
二尧略 三尧略 四尧略

已经 变化 亲切 好客 波浪 秧苗 城市 公平

五尧1.甲天下 2.生紫烟 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银河落九天
六尧1.果园 连声 朝 逃跑 可爱 2.安全 快乐 连忙 高兴
七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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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野茫茫 见牛羊
3.略 4.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