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升初阅读冲刺训练

（五）不识字的老师

那个年代的留美学生，暑假打工是惟一能延续求学的方法。

仗着身强体壮，这年我找了份高薪的伐木工作，在科罗拉多，工头替我安排了一

个伙伴——一个硕壮的老黑人，大概有 60 多岁，大伙儿叫他“路瑟”。他从不叫我名

字，整个夏天在他那厚嘴唇间，我的名字成了“我的孩子”。

一开始我有些怕他，在无奈下接近了他，却发现在那黝黑的皮肤下，有着一颗温

柔而包容的心。我开始欣赏他，继而在那个夏日的结束时，他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长

者，带领着年轻无知的灵魂，看清了真正的世界。

有一天，一早我的额头被卡车顶杆撞个大包，中午时，大拇指又被工具砸伤了。

外面的烈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仍

要挥汗砍伐树枝。他走近我身边，我摇头抱怨：“真是倒霉又痛苦的一天。”他温柔地

指了指太阳：“别怕，孩子。再痛苦的一天，那玩意儿总有下山的一刻。在回忆里，是

不会有倒霉与痛苦的。”我俩在珍惜中，又开始挥汗工作，不久太阳依约下山了。

一次，两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眼看卷起袖子就要挥拳了，他走过去，在每人

耳边喃喃地轻声说了句话，两人便握了手。我问他施了什么“咒语”，他说：“我只是

告诉他俩：你们正好站在地狱边，快退后一步。”

午餐时，他总爱夹条长长的面包走过来，叫我掰一段。有一次我不好意思地向他

道谢，他耸耸肩笑道：“他们把面包做成长长的一条，我想应该是方便与人公享，才好

吃吧。”从此 我常常在午餐中，掰一段他长长的面包，填饱了肚子，也温暖了心坎。

伐木工人没事时总爱满嘴粗话，刻薄地叫骂着同事以取乐，然而他说话总是柔顺

而甜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人们能学会把白天说的话，夜深人静时再咀嚼一

遍，那么他们一定会选些柔软而甜蜜的话说。”这习惯到今天我仍承袭着。

有一天，他拿了一份文件，叫我替他读一读，他咧着嘴对我笑了笑：“我不识字。”

我仔细替他读完文件，顺口问他，不识字的他怎么能懂那么深奥的道理。那黝黑粗壮

的老人仰望着天空说道：“孩子，上帝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识字，除了《圣经》，他也

把真理写在天地之间，你能呼吸，就能读它。”

现在，路瑟也许不在了，然而，我记不得世上曾经有多少伟人，却永远忘不了路



瑟。

1. 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2.第④段中“不久太阳依约下山了”一句用了什么修辞？有何作用？

3.第④段中“再痛苦的一天，那玩意儿总有下山的一刻。在回忆里，是不会有倒霉与痛

苦的。”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4. 第④段中“外面的烈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什么描写？

什么作用？

5. 路瑟说：“如果人们能学会把白天说的话，夜深人静时再咀嚼一遍，那么他们一定会

选些柔软而甜蜜的话说。”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它写在下面。

参考答案：

1、这篇文章记叙了"我"为了延续求学，找了份高新伐木工作，和一个叫路瑟的老黑人

一起伐木，通过和他一起工作遇到了很多的事，给予了我无私的、莫大的鼓励、劝道

和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人生道理使我永远忘不了他。

2、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地写出太阳按照往常的规律和时间落山了，仿佛是预

先约定好的。

3、再大的痛苦，再多的烦恼，总会有过去的时候。不要囿于这种烦恼或者痛苦之中，

要学会解脱。

4、写法：环境描写

内容：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写出了当时的天气炎热；我的烦躁的心情；

结构：为下文路瑟开导我作铺垫

（六）迟到的牵手

风来了。城市的风，从各条巷道各个角落匆匆奔至，厮绕纠缠．．．．，拥挤一如街道上

的车和人。

母亲在看。看马路对面那家“大自在佛具店”，那是她想去的地方；看眼前的车水

马龙，那是她必须穿越的一个阵。这条马路，北端斜斜伸向一条河。南头最近的十字

路口也得走一刻钟。所以，母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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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自伏牛山，那里满眼是绿树青山和各色庄稼，没有这么多的车和人。母亲说，

车真多，这人咋都在街上哩？山村的路多是土路，坑坑洼洼，歪歪扭扭，近些年修得

像模像样了，但也没有这么漂亮。母亲说，路真宽，真平，能照出车影儿了吧？

但这美丽的路，母亲显然不敢过。她站了许久．．．．，．左右张望．．．．，没有一辆车为她停一停

脚步。我就在母亲身边，我想牵上她的手，亲亲热热走过马路去，像别的母女那样。

可是，母亲不看我，只看着马路，脸上有淡漠，还有倔强，如我幼时看惯的样子。而

我，也一如幼时，只能看着她的手而已。牵手，于我们母女，生疏至旁人无法想象的

地步。

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她独自应付生产队的活儿，抚养我们姐弟五个，还得照应外

婆一家人。白天干强壮男劳力的工作，晚上在油灯下纺棉、织布、缝衣服、做鞋子……

再苦再难也要让家人体体面面地立于人前。长期的生活磨砺，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母

亲有了刚强的性格，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她克己，律己，做事力求完满，绝

对不给人挑出错来。对自家孩子要求尤其严格，甚至于苛刻的地步，只要与人发生争

端，千错万错都是自家孩子的错，不问缘由先打骂一番，所以，我们都很怕她。

那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一切似乎理该如此。今天我却有些伤感了。母亲已经七

十，我也不再是那个跟在母亲身后的小女孩了，岁月把一切掩埋在一个叫做七里坪的

地方。

母亲的手就在眼前，青筋暴露，皴皱如树皮，老人斑星星点点，或隐或现地昭示

着苍老。这样的手，今生我还能再牵几次啊？还迟疑什么呢？我伸手过去，两寸，一

寸……将要触到时，我的女儿喊了她外婆一声，母亲回过头来看向人行道。我便就势搀

住母亲的胳膊，心里同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在，母亲的手就在我的手中了，并没有文学作品里描述过无数次的那种柔滑—

—母亲老了——那手只是一味的干燥粗糙，刺刺的，但是很温暖，是血肉相连的那种

暖，一直暖到心底最深处。

现在，我要过马路了，牵着我的母亲的手走我们的路了……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这篇文章所讲的故事。3 分

2、从第四段加点的词语中，你可以读出什么情感？联系上下文，说说母亲是个怎样的

人？2 分



3、第七段划横线的句子用了什么修辞？有什么作用？3 分

4、结合语境，品味第一段 加点字的表达效果。3 分

5、理解题目“迟到的牵手”的含义。2 分

6、文章最后一段省略了母亲在“我”的帮助下小心翼翼穿过马路的情形，请发挥想象

和联想，将这段内容补写出来。

答案：（仅供参考）

1、 母亲想去道对面的佛具店/道路上的车太多母亲不敢过/我趁机牵起了母亲的手和她

一起过马路。

2、 害怕、紧张/倔强、刚强、严格、克己

3、 比喻，把母亲的手比作树皮，/生动的写出了母亲手的粗糙、苍老/突出了母亲历经

许多磨难。

4、 拟人，把风人格化，/生动的写出了风从四面八方奔来带给人的感受/突出了街道上

车多人多。

5、 小时候从来没有牵过母亲的手，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母亲老了才想着牵起母亲

的手。/这是迟到的爱的表达

（七）飘香的生命
突然，觉得办公室内流动着一股熟悉的香味,很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香味。

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同事身上的香水味。可一个个挨着猛嗅了一番,却都不是。这时，
有人提醒：“这是桂花香吧。”

这才恍然醒悟，这确实是桂花香啊！于是，赶到室外，走到立在人行道旁的桂树



旁。果然，一股浓烈的幽香沁人心脾，激荡魂魄。再仔细瞧去，在那密密的树叶后面，
那些米粒大小的嫩黄的花儿正如天空的星星闪烁，却又十分静谧，毫无张扬之意。

瞧着瞧着，我的眼睛就湿润了。这些惹人怜爱的小东西，竟在偷偷地飘香，飘香了
还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静静地立在枝头，等着悄悄的凋零。我们如不仔细瞧，还不
知道它已经到过这个世界，已经香过这个世界。这时，我的思绪触到一个最温柔的记
忆，那是上中学时一个同学讲的故事。

那时候，晚自习的教室里很冷，城市的孩子大多是不到学校自习的，而住校的农村
的孩子也几乎九点左右就早早回宿舍钻到温暖的被窝里去了 。

当时,这个同学家里很穷,为了省电,他每天晚自习后十一点钟才回家 。
而那时,学校的大门也在他走后才缓缓地关上。他一直以为大门是要到那个时候才

关的,因此春夏秋冬,他天天如此,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他被锁在校园内过
了一夜,他才知道学校大门是十点钟就关的,而原来关门的老大爷生病住院了。直到那时
他才明白,老大爷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开着方便之门 。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为了那个默默行善的老人。我们的
心湿漉漉的，因为在那一刻，我们才醒悟，其实我们每个人身旁都有那个开门的老人，
在为我们开着方便之门，他们就像这小小的嫩黄的桂花，悄悄地释放着幽香，然后悄
悄地凋零。

他们不张扬，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本就是如此啊！
1.短文中作者回忆了一件什么事情，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下来。

中学时一个同学的家里穷，每天都在学校自习到十一点钟回家，从不觉得不妥，直
到有一天被锁才知道大门是十点就关的，原来守门的老大爷一直为他默默地开着方便
之门。
2.说说你对文章题目“飘香的生命”的理解。

飘香的生命表面上是指默默地散发香味的桂花，实际上是指像桂花一样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人，就像文中的老大爷以及生活中和老大爷一样为我们默默开着方便之门
的人，他们都做好事不求回报，令人肃然起敬。
3.分别说说文中划横线的三处句子有什么作用？

（1） 环境描写，写出了桂花芳香四溢，小小的花，开的隐蔽，开的不张扬不骄傲，突出
开门老人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品质，为下文老人默默为他人开方便之门做
铺垫。

（2） 故事开头写了城市里的孩子和部分住校的农村孩子的做法；与下文这个同学的做法
形成对比，用上面的两种学生衬托出这个同学的家庭经济条件差，家里穷；为下文他
每天晚自习十一点钟才回家和老大爷为他开方便之门作了铺垫。

（3） 这句话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写出了这个同学的家里穷，为了省电而留在学校自
习到十一点；为下文老大爷为他开方便之门作了铺垫。
4.结合语境，品味最后一段中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

湿润是指听了故事后，大家都被这个默默行善的老人感动的哭了；湿漉漉是指



大家都在那一刻都幡然醒悟在自己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为自己默默开着方便之门的人，
他们就像桂花一样默默奉献，释放幽香；给人带来美好与帮助却不求回报。
5.你怎样理解这句话“他们不张扬，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本就是如此啊！”

他们是指那些默默地为他人开着方便之门的人，他们本性善良，低调，做好事
不留名、不求回报，只是默默行善，给别人带来好处与帮助，无私地奉献着。
6.你的生活中是否有这样为你默默地开着方便之门的人，仔细回忆，写清起因、经过和
结果，字数 50 字以内。

（八）真正的慷慨

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座小城，那里的许多家庭损失惨重，报纸上一

张特别的照片触动了我的心。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一座完全被毁坏的房屋前

面，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低垂着眼站在她的身边，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用手抓着妈妈

的裙角，眼睛盯着镜头，目光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在相关的文章中，作者给出了照

片上每个人的衣服尺寸。我注意到他们的衣服尺寸与我和孩子衣服的尺寸很接近。这

是教育我的孩子帮助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的机会。

我将照片贴在冰箱上，把他们的困境向我的一对 7 岁的双胞胎儿子——布兰德和

布雷特以及 3 岁的小女儿梅格安作了解释：“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这些可怜的人现在却

什么也没有。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东西和他们分享。”我从阁楼上拿下 3 只大盒子放在地

板上。当男孩们和我一起把一些罐装食品和其他不易腐坏的食物、肥皂等装进其中一

只大盒子的时候，梅格安怀里抱着鲁西——她爱极了的布娃娃来到我们面前。她紧紧

地将它搂在胸前，把她圆圆的小脸贴在鲁西扁平的、被涂上颜色的脸上，给了它最后

一个吻，然后，将它轻轻地放在其他玩具的上面。“噢，亲爱的，”我说，“你不必把鲁

西捐出来，你是那么喜欢它。”梅格安严肃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烁着被她强忍着没有

流出来的眼泪：“鲁西给我带来了快乐，妈妈。也许，它也会给那个小女孩带去快乐的。”

我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捐赠给别人，而真正的慷慨

却是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给予别人。诚挚的仁爱，是一个 3 岁的孩子希望把一个虽然

破旧却是她最珍爱的布娃娃送给那个小女孩的行为。而我，本来是想教育孩子的，结

果却从孩子那儿受到了教育。

男孩子们惊讶地张大嘴巴。布兰德什么也没说，走进房间拿着他最喜欢的圣斗士

出来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梅格安，把它放在鲁西的旁边。布雷特的脸上露

出了温和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光，跑回房间拿来了他的宝贝火柴盒汽车，郑重地放到

盒子里。



我把我的那件袖口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的棕禢色夹克衫从那个放着衣服的盒子里

拿出来，然后把上个星期刚买的一件绿色的夹克衫放了进去。我希望照片上那个年轻

女人会像我一个喜欢它。

1、文中哪些事件体现了人物的“真正的慷慨”?

梅格安把她最珍爱的布娃娃送给小女孩；布兰德把最喜欢的圣斗士拿出来；布雷特跑

回房间拿来了他的宝贝火柴盒汽车；我把上个礼拜刚买的一件绿色的夹克衫放了进去。

2、体会下面句子的表达效果。

她紧紧地将它搂在胸前，把她圆圆的小脸贴在鲁西扁平的、被涂上颜色的脸上，给了

它最后一个吻，然后，将它轻轻地放在其他玩具的上面。

运用了动作、神态描写，表现了女儿的舍不得，同时表现了女儿想用心爱之物安慰受

灾的人的决心。

3、第五段中男孩之所以“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的原因是什么？

梅格安希望把一个虽然破旧却是她最珍爱的布娃娃送给那个小女孩的行为，带给了他

们惊讶与感动。

4、文题“真正的慷慨”的含义是什么？

真正的慷慨是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给予别人。

5、联系实际谈谈你读了选文之后的体会。

（九）故乡的桂花雨

1 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

2 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小时候，我对无论什么花，都不懂得欣

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

花”……我除了记些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

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即使开花季节，也得从绿叶丛里仔细

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其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

可以吃。

3 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4 故乡是近海县分，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一是将

收成的稻谷；二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

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刮台风，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

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



5 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

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

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

6“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

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

就知道要“刮台风”了，赶紧吩咐工人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在桂花

树下铺竹席，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7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席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

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 lǔ，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

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8 念中学时我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陇，一座小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

时那才是香闻十里。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

雨。

1. 用你学过的方法概括全文的主要容：

2. 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

云脚长毛：

香闻十里：

3.第 3 自然段是（ ）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

4.文中划线的句子用了 2 种描写方法，分别是什么，有什么表达效果。

5.文中第二段运用了对比的描写方法，把（ ）和（ ）作对比，表现了桂花不与

（ ）的精神品质

答案：

1. 用你学过的方法概括全文的主要容：

课文主要写了作者怀念故乡的桂花和小时候摇桂花时快乐的景象。

2. 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

云脚长毛：形容收桂花前预示要刮台风、下雨的景象。

香闻十里：这里指桂花开花时的香味，飘的很远。



3.第 3 自然段是（中心）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深化文章主题、点明中心 ）

4.文中划线的句子用了 2 种描写方法，分别是什么，有什么表达效果。

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生动形象的揭示了作者格外喜欢收获桂花的心情。

5.文中第二段运用了对比的描写方法，把（桂花 ）和（梅花）作对比，表现了桂花不

与（繁花斗艳）的精神品质

（十）寒夜

⑴又是一个月黑风高夜，伴随着刺耳而和谐的铃声，一大波学生从教学楼里踊跃而

出，又一窝蜂地冲进不同的宿舍楼，还有一小波在学校里的各个角落懒散地漫步……

⑵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操场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挂在

天空的月亮，在心里面默默地估计着时间，一分一秒都让他有点冲动，大脑中游戏的

界面不停地浮现，昨天的惨痛结局让他开始重新布下新的战策……

⑶学校里的枯燥生活以及乏味的学习总让人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一点点的成绩还要

被无情的抹杀，而游戏却不一样，一点点的成就就可以让人骄傲不止，所以在虚幻的

游戏中他开始沉沦，开始征服游戏。

⑷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即使还有寥寥无几的人那也许和他一样，在等待，等待一

个恰到好处的时机翻过低矮的围墙感受与众不同的滋味。

⑸又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看到宿舍楼里的灯光全都不约而同地熄灭，成群结队的

任课老师前前后后地走出宿舍楼，喧哗的噪音在漆黑的月色里一点点被吞噬，他开始

加快步伐，穿过一盏盏发着泄气的颓然的路灯。

⑹越来越近了，刚准备去翻过去，突然几束手电筒的强光刺进他的余光里，蓦然间，

他想起来昨天夜晚也有几个校友从这里被校巡给抓个正着，今天肯定是加强戒严了，

看来这里是出不去了，那些校巡一个个都是体育老师担当的，他这细胳膊细腿的，还

没刚跑就肯定被抓进教务处了。

⑺但是今天夜晚他要是碰不到电脑，不亲自感受感受游戏的快感，肯定辗转难眠，

等一会儿吧！目前也许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又过去几个焦急的等待，那些校巡还没撤，

看起来这个学校的制度果然不是盖的。

⑻他由开始的垂头丧气，再到急不可耐，最后忍无可忍，一块留着满满露水的草地

都被他给踏的干干脆脆的，甚至都能看到发白的土色。



⑼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后院那里还有一个地方，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哪里，因为那

个地方是垃圾池而且围墙还挺高，一般人都爬不上去，但凡是有个脑筋的人都不会去

那里。

⑽他三步并做两步，快步流星地就来到这个最佳地带。看看高高的围墙又脏又高的，

真不是一般人能走的地方，事到如今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搬来一个垃圾桶，费了

半天的劲。

⑾站在垃圾桶上围墙就矮的多了，他用平常用的方法，用手一撑，起跃，一个侧边

就爬上围墙，跳下去的瞬间他就有点慌了，他只想到能翻出去，却没想到这里和以前

的那个地方不一样，从这里跳下去非要把他给跌瘸不可……

⑿随着一声惨叫，他竟然安然无恙，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他

清楚地记得他从来都没有发出声音啊。想着想着，他的脚突然被人扣住，动弹不得，

差点就把他给吓死了，也快魂飞魄散了。

⒀“别动”

⒁从脚底下传过来好熟悉的声音，借着黯然的夜色，他模模糊糊地看清了脚底下的

人，那一刹那，他就有点傻眼了，地下躺着个人，一副收破烂的行装打着破乱的地铺

紧靠在墙角，那脏乱的被子一眼他就认出来了。

⒂“爸，你咋在这？”

⒃“我是来看你的，答应我以后别再这样干，好吗？”

⒄乞丐一般的男人用手撑着腰坐起来，从男人的眼睛里他看得出男人的无奈与渴求，

与此同时他流下深沉的泪……

⒅“爸……”

⒆“孩子，好好学习，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不违法犯罪，我都支

持，但是你得让别人看得起你！孩子，记住，你的路是你自己选择的。”

⒇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去过网吧，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而唯一的缺陷就是

男人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

1 第一段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

环境描写，为下文主人公的表现做铺垫，引起下文奠定感情基调。

2、赏析第八段的表达效果。

这是对主人公的动作心理描写，通过对垂头丧气急不可耐忍无可忍踏的等一系列动作

心理词语的描写生动形象写出了主人公的焦急难忍和犹豫，为下文的故事情节发展做

好了铺垫作用。



3、17 段中划横线句子你能读出什么情感？可以看出男人是个怎样的人？

从撑着腰无奈苛求深沉等词语看出男人的无奈和渴望以及坚持，可以看出男人在面对

自己儿子时的百感交集不知所措，可以看出男人是一个对孩子不放弃负责的父亲。

4、选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主人公深深沉迷与网络游戏想办法逃离学校，却被父亲发现并劝

阻后，重新认真的学习的故事。体现了一个父亲为了挽救自己孩子的伟大。

5、文中出现了多处省略号，作用各不相同。你能在最后一处省略号后接着写出“你生

活中的再也弥补不了的遗憾”？


	（九）故乡的桂花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