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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课

 M0i l# de yu3n w3ng

美丽的愿望

场剧说听 动画

y&n d7ng yu1n
运动员

ch% sh~
厨师

k8 xu9 ji`
科学家

Xi2o ̀n zh2ng d3 h7u xi2ng d`ng j$n r9n, Hu`n hu`n
	 小 	 长大	 后	 想	 当	 军人，	 欢欢

xi2ng d`ng t3i k4ng r9n. N@ xi2ng d`ng sh9n me ne? 
	 想	 当	 太空人。	 你	 想	 当	 什么	 呢？

小任务

f8i j~ sh~
飞机师

hu3 ji`
	 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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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n su6 t3i k4ng
	 探索	 太空

t3i k4ng r9n
太空人

b2o w-i gu5 ji`
	 保卫	 国家	

j$n r9n
军人

b2 hu`n l- d3i g0i d3 ji`
	把	 欢乐	 带	 给	 大家

m5 sh& sh~
魔术师

g8 sh6u
歌手

 X~n ji` p4 de d#–y~ mi3n /o y&n hu# j~n p1i sh# sh9i d9 d3o de?

新 加 坡 的 第 一 面 奥 运 会 金 牌 是 谁 得 到 的 ？

考考你

Zh@ y3o n^ l#,
	 只 	 努力，

ji& n9ng sh! xi3n yu3n w3ng.
	就	 能	 实现	 愿望。

ji& k0 y@ ch9ng w9i......
	就	 可以	 成为……

ji& n9ng d`ng sh3ng......
	就	 能	 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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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唱唱

Ch% sh~\ hu3 ji`\ y&n d7ng yu1n,	
	 厨师、	 画家、	 运动员，

G8 sh6u\ s~ j~\ t3i k4ng r9n,
	 歌手、	司机、	 太空人，

Y~ sh8ng\ h& shi\ f8i j~ sh~......
	 医生、	 护士、	飞机师……

M0i l# de yu3n w3ng, y3o n^ l# sh! xi3n.
	美丽	 的	 愿望，	 	 努力	 实现。

Zh@ y3o q!n xu9 x!, ji& k3o j#n t` y# di2nr.
	 只 	 勤	 学习，	就	 靠近	 它	 一点儿。

Y& k&n nan, b% h3i p3,
	遇	 困难，	 不	 害怕，

Xi3ng qi1n x!ng, b% f3ng q#,
	 向	 前	 行，	 不	 放弃，

M0i l# de yu3n w3ng hu# sh! xi3n.
	美丽	 的	 愿望	 会	 实现。

Ch% sh~\ hu3 ji`\ y&n d7ng yu1n,
	 厨师、	 画家、	 运动员，

G8 sh6u\ s~ j~\ t3i k4ng r9n,
	 歌手、	司机、	 太空人，

Y~ sh8ng\ h& shi\ f8i j~ sh~......
	 医生、	 护士、	飞机师……

D4u sh# w6 men de yu3n w3ng!
	 都	 是	 我们	 的	 愿望！

 W6 men de yu3n w3ng 

我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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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6 de yu3n w3ng
	 我	 的	 愿望

我来说

D3 ji` h2o! W6 ji3o....... W6 x@ huan......,
	大家	 好！	我	 叫……。	我	 喜欢……，

zh2ng d3 h7u xi2ng d`ng.......
	 长大	 后	 想	 当	……。

W6 xi`ng x#n zh@ y3o......, ji& n9ng.......
	我	 相信	 只 ……，	就	 能……。

我能
 W6 n9ng t~ng ch$ shu4 hu3 r9n de y^ q#.	
我 能 听 出 说 话 人 的 语 气 。

 W6 n9ng shu4 ch$ z# j@ de yu3n w3ng. 

我 能 说 出 自 己 的 愿 望 。

T~ng du# hu3, zh& y# shu4 hu3 r9n de y^ q#, hu! d1 w-n t!.
	 听	 对话，	注意	 说话人	 的	 语气，	回答	 问题。

录音

  W0i w9n ji3n d3o Xi2o sh~ k`i x~n ma? 
1.	 伟文	 见到	 小诗	 开心	 吗？

  Xi2o sh~ j~n  ni1n z3i n2 y! g- b`n?
2.	 小诗	 今年	 在	 哪	一	 个	 班？

  W0i w9n xi2ng y3o  Xi2o sh~ xi$ xi sh! 
3.	 伟文	 想	 	 小诗	 休息	 时
	  l1i zh2o t`, t` sh# z0n me shu4 de? 
	 来	 找	 他，	他	 是	 怎么	 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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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写我会认

姐姐喜欢科学，将来想当科学家。
 Ji0 jie x@ huan k8 xu9, ji`ng l1i xi2ng d`ng k8 xu9 ji`.

弟弟喜欢开车，将来想当巴士司机。
 D# di x@ huan k`i ch8, ji`ng l1i xi2ng d`ng b` sh# s~ j~.

	 	 	 	
东东希望成为军人，保卫国家。

 D4ng d4ng x~ w3ng ch9ng w9i j$n r9n, b2o w-i gu5 ji`.

文文希望成为歌手，把欢乐带给大家。
 W9n w9n x~ w3ng ch9ng w9i g8 sh6u, b2 hu`n l- d3i g0i d3 ji`.

为	练 习 努当	科	将（）当	司	希	望	军
 k8 ji`ng d`ng s~ x~ w3ng j$n

卫	练	努
 w-i li3n n^

你只 常常练习，就能跑得更快。
 N@ zh@ y3o ch1ng ch1ng li3n x!, ji& n9ng p2o de g-ng ku3i.

你只 好好努力，就能学得更好。
 N@ zh@ y3o h2o h2o n^ l#, ji& n9ng xu9 de g-ng h2o.

园乐写读
读一读

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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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有一个愿望。
 W6 y6u y! g- yu3n w3ng.

我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W6 de yu3n w3ng y! d#ng n9ng sh! xi3n!

2 我认真复习每一篇
 W6 r-n zh8n f& x! m0i y# pi`n

课文。
 k- w9n.

3 我第一个举手，
 W6 d#–y~ g- j^ sh6u, 

争取当小老师。
 zh8ng q^ d`ng xi2o l2o sh~.

4

我的愿望
 W6 de yu3n w3ng

我爱阅读 强化

长大后，我 当老师。
 Zh2ng d3 h7u, w6 y3o	d`ng l2o sh~.

同学们，把书打开，翻到第十页。
 T5ng xu9 men, b2 sh$ d2 k`i, f`n d3o d#–s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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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愿望
 yu3n w3ng

记 总	

我会写我会认

愿	实	篇	复	取	举	
 yu3n sh! pi`n f& q^ j^

我爱阅读
核心

实	现 件

	 	 大家好！我叫小乐，今年九岁。我
        

喜欢唱歌、画画，也喜欢讲故事。我有		 	 	 	 	 	 	
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后当老师！		 yu3n w3ng	 	 	 	 	 	
	 	 当老师多好啊！老师的话，学生们		 	 	 	 	 	 	
都会记在心里，“这是老师说的！”我们	

总是这样对爸爸妈妈说。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老师教过的每
  sh! xi3n   yu3n w3ng  

一篇课文，我都认真复习。老师叫同学
 pi`n    f& x!    

们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争取做到最好。
     zh8ng q^   
 

老师 同学们当小老师时，我总是第一
         

个举手。
 j^         

认识标题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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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写

翻	页	
 f`n y-

我会认

样	读	

	 	 有时候，我站在镜子前，学着老师		 	 	 	 	 	 	 	 	 	 j#ng zi	 	 	 	
的样子：“同学们，请把书打开，翻到		 	 	 	 	 	 	 	 	 	 	 	 	 	 	 	 f`n	 	 		
第十页，跟我读。”这个美丽的愿望好		 	 	 y-	 	 	 	 	 	 	 	 	 	 	 	 yu3n w3ng

像就在眼前。	 	 	 	 	 	 	 	

	 	 同学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yu3n w3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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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园地

	 小 忘记带雨伞。
	 我和小 共用一把伞。
	小 忘记带雨伞，我和他共用一把伞。

	 小猫吐了。
	 我们带小猫去看医生。
	小猫吐了，我们带它去看医生。

	 我叫小乐。
	 我今年九岁。
	我叫小乐，今年九岁。

	 弟弟喜欢开车。
	 弟弟将来想当巴士司机。
	弟弟喜欢开车，将来想当巴士司机。

句子变变变

这样变，“我”
“弟弟”就不用	
写两次了。

用上“他”“它”，	
“小 ”“小猫”就不
用写两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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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放大镜

课文由标题和段落组成。

我能

我 能 指 出 课 文 的 标 题 和 段 落 。
      bi`o t!  du3n lu7

	写 段 落 时，我 能 使 用 正 确 的 格 式 。
 du3n lu7 sh@  y7ng zh-ng qu- g9 sh#

段落小练笔

段落由句子组成。段落开头空两格，标点符号一般占一格。

	

	 	 	 大	 家	好	！	 我	叫	小	乐	，	 今	 年

	 九	 岁	 。	 我	喜	欢	 唱	歌	、	画	画	 ，	 也

	 喜	欢	讲	 故	事	。

美丽的愿望
 yu3n w3ng

我爱阅读
核心

  大家好！我叫小乐，今年九岁。我
        

喜欢唱歌、画画，也喜欢讲故事。我有        
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后当老师！ yu3n w3ng      
  当老师多好啊！老师的话，学生们 
       
都会记在心里，“这是老师说的！”我们 

总是这样对爸爸妈妈说。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老师教过的每
  sh! xi3n   yu3n w3ng  

一篇课文，我都认真复习。老师叫同学
 pi`n    f& x!    

们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争取做到最好。
     zh8ng q^   
 

老师 同学们当小老师时，我总是第一
         

个举手。
 j^         

  有时候，我站在镜子前，学着老师           j#ng zi    
的样子：“同学们，请把书打开，翻到                 f`n    
第十页，跟我读。”这个美丽的愿望好    y-            yu3n w3ng

像就在眼前。        

  同学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yu3n w3ng

认识标题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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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阅读
深广

我多想
 

我多想变成一只蜗牛
 w4 ni%

，

可以背着
 b8i

房子到处旅行
l) x!ng

。

可是，

蜗牛
w4 ni%

走得太慢
m3n

了。

我多想变成一只小鸭，

在水里自由
z# y5u

地游泳玩
 w1n shu2

。

可是，

鸭子走路太难看了。

我多想变成一匹
p@

马，

在广阔
gu2ng ku7

平坦
 p!ng t2n

的草原上奔跑
 b8n p2o

。

可是，

马儿跑得再快也不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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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想变成一只海鸟，

和伙伴
 hu6 b3n

一起在蓝蓝的大海上飞翔
 f8i xi1ng

。

可是，

海鸟总是在海上飞，多没意思
y# si

！

我多想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努力学好各
g-

种本领
 b0n l@ng

，

做许多想做的事情。

这样，

还是做新的自己最有意思
 y# si

！

“我”想变成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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