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至第三十課)

讓孩子認識四五十字就能進入自主閱讀

四五歲就開始自主閱讀

四五快讀
第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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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蟲 把 鵝 河 禮 背
拿 裡 後 謝 邊 貌
班 幼 園

蟲子 一把 把手 把戲
天鵝 白鵝 小河 大河
河水 黃河 河馬
背心 背上 手背
背著 拿著 拿來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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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

齊來讀句子

• 下雨了，媽媽把我背在背
上，飛快地跑回了家。媽
媽對我真好！我要好好地
愛我的媽媽。

• 就要下大雨了，天上的雲
變得很黑。白馬媽媽很著
急，就在家門口大叫：
“小白馬，小白馬，快快
回家來，就要下大雨了！”
又叫了一會兒，還是不見
小白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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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

齊來讀句子

• 過了一會兒，小牛跑來對
白馬媽媽說：“小白馬在
河邊，帶著小山羊過河去
了。河裡的水很大，小山
羊過不了河，回不了家。
小白馬就帶他過河了。 ”

• 白馬媽媽高興地說：
“小白馬真是個好孩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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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照 婆 甜 夢
老 盒 尺 刀

家裡 裡頭 手裡 心裡
後天 後來 後頭 後門
後背 謝謝 禮貌 後邊
裡邊 東邊 西邊 河邊
大班 中班 小班 上班
下班 幼兒 幼稚園
幼小 幼蟲 公園 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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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齊來讀句子

• 小鴨、小雞和小鵝是
好朋友。一天，小鴨
和小鵝在河裡游泳，
他們一邊游泳，一邊
吃水草， 玩得很開心。
小雞不會游泳，就在
河邊吃蟲。後來，小
雞要過河去玩，小鵝
就把小雞放在背上，
遊過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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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齊來讀句子

• 幼稚園裡有很多小朋
友。幼稚園裡有大班、
中班，還有小班。我
在中班學習。

• 一天，小白兔到小山
羊家裡去玩。小山羊
和山羊媽媽都很高興。
山羊媽媽拿來很多好
吃的東西，請小白兔
吃。小白兔很有禮貌
地說：“謝謝小山羊
和山羊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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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時 正 文 具
筆 畫 長 放

照著 照看 照明 甜的
做夢 夢見 夢游
老人 老家 尺子 盒子
刀子 小刀
老公公 老奶奶 老人家
老婆婆 老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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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齊來讀句子

• 我夢見我飛到了天上，
和星星、月亮、白雲在
一起玩“捉迷藏” 的
遊戲。

• 爸爸的盒子裡有一把刀
子和一把尺子。他叫我
不要玩刀子。

• 太陽高高照，寶寶起得
早，來到幼稚園，見到
大家問“你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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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齊來讀句子

• 早上，在公園裡，有很多
爺爺、奶奶，還有老婆婆、
老公公。他們有的在遊玩，
有的在看書，還有的又唱
又跳。很開心！我和媽媽
看著，也很快樂。

• 爺爺、奶奶老了，爸爸、
媽媽對他們很好。有好吃
的東西，有好看的書，都
要他們吃，要他們看。爺
爺、奶奶的心裡甜 甜的。
我也要學我的爸爸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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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用 總 尾 巴
玉 尖 竹 苗

小時 正在 正是 正好
中文 文字 文人 文明
文學 文具 文具盒 玩具
傢俱 畫畫 畫家 畫筆
筆頭 長大 長高 生長
成長 放著 放開 放大
放火 放心 放學 放牛
放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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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齊來讀句子

• 我們把筆、尺子、刀子
都叫做“文具”，放文
具的盒子，就叫做“文
具盒”。

• 方方的文具盒裡放著很
多文具，有尺子、筆，
還有小刀。他用畫筆畫
了很多好看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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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齊來讀句子

• 天上有太陽、月亮、星
星。太陽公公一出來，
天就亮了。他照著爸爸、
媽媽去上班，照著我去
幼稚園。太陽公公一回
家，天就黑了。月亮婆
婆出來時，我正做著一
個甜甜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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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課

齊來學生字

聽 話 猴 猩
給 進 告 電

齊來讀詞語

有用 不用 用來 用心
總是 尾巴 巴不得
玉米 玉石 玉兔 寶玉
尖的 尖刀 刀尖 筆尖
尖子 竹子 竹馬 竹葉
小苗 竹苗 苗兒 青苗
綠苗 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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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課

齊來讀句子

• 幼稚園的小朋友畫了很多
好看的畫。有快樂的小兔
子，小羊和小牛，有正在
看書的小朋友，有長著尾
巴的玉米，還有尖尖的竹
苗。真好看！

• 苗苗的大盒子裡放著好多
玩具。有小山羊、小黃牛，
有小花貓、小白狗，還有
會飛的小鳥、會吃米的小
雞、會游水的小鴨子。你
愛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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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課

齊來讀句子

• 小兔子白白學畫畫，總是
畫不好，白白急得哭起來，
兔媽媽對他說：“不要著
急，不要哭。只要用心畫，
很快就會畫好的。”白白
不哭了，用心地畫起來，
真的畫好了一隻小花貓。
白白笑了，兔媽媽也高興
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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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齊來學生字

訴 念 飯 乖 想
面 住 前

齊來讀詞語

聽見 聽說 聽話
好聽 說話 猴子
猩猩 給你 給我
給他 不給 進來
進去 進出 進門
進口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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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齊來讀句子

• 小猴子給小猩猩打電話，
請小猩猩到他家去玩，還
說有很多好朋友也都來玩。
小猩猩很高興，不一會兒
就來到了小猴子家。小猩
猩一進門，就看到了小山
羊、小白兔、小黃狗和小
花貓。大家在一起開心地
玩“過家家”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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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齊來讀句子

• 春天，我和爸爸、媽媽一
起到公園去玩。公園裡有
很多高高的大樹，在青青
的草地上還有很多好看的
花。有紅花，有黃花，有
藍花，還有白花。小鳥在
樹上唱著很好聽的歌。小
朋友們在遊樂園裡快樂地
玩。還有不少爺爺、奶奶
也在公園裡說話 看書。
我愛公園裡的花草、樹木，
愛和我一起玩遊戲的小朋
友，也愛公園裡的爺爺和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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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齊來學生字

從 同 沒 送
果 工 廠 產

齊來讀詞語

告訴 念書 念頭 想念
吃飯 早飯 午飯 米飯
飯盒 乖乖 乖孩子 乖寶貝
乖巧 想你 想不到 想得到
上面 下面 正面 對面
前面 後面 面具 住房
站住 住家 住口 住手
前後 前邊 後邊 面前
前天 前方 前頭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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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齊來讀句子

• 我給爺爺和奶奶打電話，
告訴他們我學會了好多生
字，會念好多書了。又告
訴他們，我吃飯吃得又多
又快，媽媽說我會長得很
高很高。爺爺和奶奶聽了
後，都說我是個愛學習又
聽話的乖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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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齊來讀句子

• 小山羊愛叫“媽媽”。想
媽媽時，叫“媽媽”；想
吃飯時，叫“媽媽”；生
氣想哭時，也叫“媽媽”。
小牛愛叫“門兒，門兒”，
不愛叫“媽媽”。我說小
牛好，他長大了，不是天
天都叫“媽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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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動 關 找 按
年 節 桃 荷

從來 從前 從頭 從小
一同 同學 同班 同時
沒有 沒來 沒了 沒用
沒去 送給 送去 送來
送東西 果園 果樹 果子
水果 乾果 工廠 工人
工地 工具 廠長 出廠
生產 產生 出產 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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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齊來讀句子

• 我的爸爸、媽媽都在工廠上
班。工廠很大，有很多工人。
他們生產了很多對人們有用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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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齊來讀句子

• 小山羊、小白兔、小黃牛和
小花狗是好朋友。小山羊住
在山下邊，小白兔住在山上
邊，小黃牛住在山的前面，
小花狗住在山的後面。他們
天天早上都從家裡出來，到
山下面一同玩遊戲，有時還
一同念書，一同唱歌，到了
吃飯時，就都回家了。

• 有一天，小白兔沒有來，
小花狗就去他家找他。白兔
媽媽告訴小花狗說，小白兔
到爺爺家，給爺爺、奶奶送
水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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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菊 梅 冷 它
怕 躲 勇 敢

動工 動氣 動手 動聽 動心
找東西 找不到 找到 找人
動用 出動 開動 開關 關門
一年 四年 青年 年月 明年
去年 過年 年年 節日 季節
春節 過節 桃樹 桃花 桃子
桃紅 荷花 荷葉 關心 關照
按時 節約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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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課

齊來讀句子

• 春節到了。爸爸、媽媽
都不去上班，我也不去
幼稚園了。天天都能和
小朋友們玩遊戲，還能
和爸爸、媽媽一起去找
他們的朋友。還有很多
很多好東西吃。真開心！
我天天都想過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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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課

齊來讀句子

• 小猴子的工廠開工了。
工廠生產電動玩具。人
們只要一按開關，玩具
就會動起來。小鳥會
飛，小狗會跑，小雞會
吃米，小鴨會在水中游
泳。你想要會動的玩具
嗎？快快到小猴子的
工廠去找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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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課

齊來學生字

齊來讀詞語

堆 仗 柳 農
民 伯 種 最

菊花 秋菊 梅花 梅子
冷天 很冷 冷的 冷水
冷風 冷氣 冷笑 天冷
它的 它們 不怕 怕人
怕生 怕冷 躲藏 躲起
躲雨 勇敢 勇氣 敢想
敢說 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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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課

齊來讀句子

• 一年有四季：春季、夏
季、秋 季、冬季。一
年四季都會開花，不同
的花在不同的季節裡開。
春天桃花開，夏天荷花
開，秋天菊花開，冬天
梅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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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課

齊來讀句子

• 冬天到了，下大雪了，天
氣好冷好冷。小猩猩、小
猴子、小山羊、小白兔、
小馬、小牛、小狗、小貓、
小雞、小鴨、還 有小鵝，
都躲在家裡。

• “我也不出去，天氣太冷
了。”小朋友們也都躲在
家裡。

• 只有梅花不怕冷，他在樹
上笑。從天上飛下來的雪
花也對著梅花笑，還對他
說：“你真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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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複習

我學會了的詞語

一堆 土堆 堆雪人
柳樹 柳葉 農村
農民 農田 人民
民歌 民工 伯伯
種地 種花 種樹
種草 種田 種子
最大 最小 最多
最少 最高 最好
最快 最後 打仗
打雪仗
對不起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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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複習

我能讀短文

• 一年四季開的花裡面，桃
花是大姐，荷花是二姐，
菊花是三姐，一年裡最後
開的是梅花妹妹。桃花姐
姐對荷花姐姐和菊花姐姐
說： “最小的梅花妹妹在
最冷的冬天裡開，它最不
怕冷。我們都要向梅花妹
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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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複習

我能讀短文

• 下雪了，明明怕冷，躲在
家裡。開門時，看見樹上
開了很多梅花，很好看。

• 明明去問媽媽：“梅花不
怕冷嗎？”媽媽說：“是
的，只有梅花在最冷的冬
天裡開，它最勇敢。你也
是勇敢的孩子，去找找你
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雪，
看誰不怕冷。你說，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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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複習

我能讀短文

• 明明找到了東東、貝貝和
羊羊，大家在一起堆雪人、
打雪仗。玩了一會兒，真
的就不冷了。後來，明明
對大家說：“從明天起，
我們再也不要怕冷。我們
來學梅花，好不好？”大
家都說：“好！好！我們
學勇敢的梅花，再也不怕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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