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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小公鸡和小鸭子
 xiǎo      ɡōnɡ       jī            hé        xiǎo       yā           zi



说一说他们哪里不一样

公鸡
 ɡōnɡ jī 

鸭子
yā   zi



读一读



yī kuài                                           zhuō mí cánɡ
一块                                 捉迷藏



xínɡ li                                              sǐ wánɡ
行李                                死亡



zháo jí                                                  zhí jiǎo
着急                                    直角



yī fēnɡ xìn                 
一封信                               



hū rán
忽然



shēn tǐ 

身体   



A B C D E

F G H I J

1.喊                       2.身体                     3.捉迷藏                  4.一块（蛋糕）                    5.着急                                                         

6.直角                    7.一封信                  8.行李                            9.跟                               10.死亡                      

                、                                          

                、                                          



                                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

                             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

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

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

Xiǎo ɡōnɡ jī hé xiǎo yā zi yī kuàir chū qu wán 

读一读

Tā men zǒu jìn cǎo dì lǐ. Xiǎo ɡōnɡ jī zhǎo dào le

xǔ duō chónɡ zi, chī de hěn huān. Xiǎo yā zi zhuō bú dào chónɡ zi, jí de zhí kū

Xiǎo ɡōnɡ jī kàn jiàn le, zhuō dào chónɡ zi jiù ɡěi xiǎo yā zi chī.



                                  他们走到河边。小鸭子说: “公

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小公鸡说:“我也去。”

小鸭子说:“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小公鸡不

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

Tā men zǒu dào hé biān. Xiǎo yā zi shuō: “ɡōnɡ

jī dì di ,         wǒ dào hé lǐ zhuō yú ɡěi nǐ chī.”        xiǎo ɡōnɡ jī shuō: “wǒ yě qù .”

xiǎo yā zi shuō : “ bù xínɡ , nǐ bú huì yóu yǒnɡ, huì yān sǐ de! ”      Xiǎo ɡōnɡ jī bú

xìn,    tōu tōu de ɡēn zài xiǎo yā zi hòu miɑn, yě xià le shuǐ.

读一读



                             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忽然，听见

                             小公鸡喊救命。他飞快地游到小公

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小公鸡上了岸，笑

着对小鸭子说：“鸭子哥哥，谢谢你。”

Xiǎo yā zi zhènɡ zài shuǐ lǐ zhuō yú, hū rán, tīnɡ jiàn 

xiǎo ɡōnɡ jī hǎn jiù mìnɡ. Tā fēi kuài de yóu dào xiǎo ɡōnɡ

jī shēn biān, rànɡ xiǎo ɡōnɡ jī zuò zài zì jǐ de bèi shànɡ. Xiǎo ɡōnɡ jī shànɡ le àn, xiào

zhe duì xiǎo yā zi shuō:    “yā zi ɡē ɡe,        xiè xiè nǐ.”

读一读



看图片，说故事

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      他们走到河边。                 小鸭子……，忽然……。

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               小鸭子说……。                  他……，

吃得很欢。                                  小公鸡说……。                  他让……。

小鸭子 ……，……。                    小鸭子说…… !                    小公鸡上了岸，

小公鸡看见了，……。                  小公鸡……，也下了水。      笑着对小鸭子说……。



     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

     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

吃得（很欢）

急得（直哭）

练一练

chī de hěn huān

jí   de zhí  kū



小公鸡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

他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

（偷偷地）跟

（飞快地）游

tōu tōu de

fēi kuài de





kuàir

kuài



写一写



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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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