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 2012012012017777 年秋季课程表年秋季课程表年秋季课程表年秋季课程表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Week 1 第 一 周第 一 周第 一 周第 一 周     Week 2 第 二 周第 二 周第 二 周第 二 周     Week 3 第 三 周第 三 周第 三 周第 三 周     Week 4 第 四 周第 四 周第 四 周第 四 周     Week 5 第 五 周第 五 周第 五 周第 五 周     
 

September 

 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         
    

10101010    第十册 课文 一．小丽长大了 阅读材料 愚人买鞋 酸的和甜的 写“万”字 **狐狸和乌鸦(1) 
17171717    第十册 课文 二．生肖歌 阅读材料 望梅止渴 猫为什么要捉老鼠 属狗和属虎 *乌鸦和狐狸(2)    

22224444    第十册 课文 三.蔡伦造纸 阅读材料 嫦娥奔月 蚕姑娘 “此地无银三百两” *乌鸦和狐狸(3) 
    

 

 

October 

 十 月十 月十 月十 月         
1111    第十册 课文 三.蔡伦造纸 阅读材料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 可爱的大熊猫 六只脚更快 *萝卜回来了(上) 

8888    

(NC)(NC)(NC)(NC)    

    

Columbus DayColumbus DayColumbus DayColumbus Day    11115555    第十册 课文 四. 田忌赛马 阅读材料 常用的汉字有多少 献给亲爱的妈妈 小方的新发现 *萝卜回来了(下)    
22222222    第十册 课文 四. 田忌赛马 阅读材料 鼠牛争第一 一鼓作气 谁赢了 *整天唱歌的蝈蝈 

29292929    第十册 课文 五．东郭先生和狼 阅读材料 父子俩和他们的驴 南郭先生 钱不会丢的 *埋蛇的孩子    
 

November 

 十 一 月十 一 月十 一 月十 一 月      
5555    第十册 课文 五．东郭先生和狼 阅读材料 我会变 神射手 刻舟求剑 **骆驼和羊    

12121212    

第十册第十册第十册第十册    

((((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    

复习复习复习复习        (认读生字 104字，累计 1139 字)        
19191919    

    

第十册第十册第十册第十册    

((((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    

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22226666    

    

(NC)(NC)(NC)(NC)    

    

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  

        
 

December 

 十 二 月十 二 月十 二 月十 二 月      
3333    第十一册 课文 一.时光老人的礼物 阅读材料 小水滴和斧头 挂钟和镜子的对话 时间的歌 **小弟和小猫    

11110000    第十一册 课文 二．第一次跳伞 阅读材料 人们骑哪些动物 小虫和大船的故事 山上山下 **小壁虎借尾巴 
11117777    第十一册 课文 三．地震仪 阅读材料 数星星的孩子 排字盘 阿凡提买酒 *狮子和老鼠    

22224444    

(NC)(NC)(NC)(NC)    

    

ChristmasChristmasChristmasChristmas        31313131    

(NC)(NC)(NC)(NC)    

    

New YearNew YearNew YearNew Year    

    

        
 

January 

 一 月一 月一 月一 月      
7777    第十一册 课文 四.神医扁鹊 阅读材料 神农尝百草 路旁苦李 奶奶住在哪里 **铁棒磨成针 

14141414    第十一册 课文 四.神医扁鹊 阅读材料 治肚痛 李时珍写药书 猜字谜 **植物妈妈有办法 
21212121    第十一册 课文 五．捉鱼 阅读材料 菜单 钓熟鱼 蛇谷遇险 还剩几只苍蝇 *动物过冬 

28282828    春季开学春季开学春季开学春季开学        第十一册 课文 六．万圣节之夜 阅读材料 猎人海力布(上下) 原来书是印出来的 *老鼠偷蛋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教材中的教材中的教材中的教材中的课文课文课文课文，，，，****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教材中教材中教材中教材中的阅读材料的阅读材料的阅读材料的阅读材料，，，，####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教材中的教材中的教材中的教材中的课文课文课文课文，，，，########三年级教材中的阅读材料三年级教材中的阅读材料三年级教材中的阅读材料三年级教材中的阅读材料。。。。    



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牛頓中文学校《《《《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马立平中文》》》》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春春春春季课程表季课程表季课程表季课程表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Week 1 第 一 周第 一 周第 一 周第 一 周     Week 2 第 二 周第 二 周第 二 周第 二 周     Week 3 第 三 周第 三 周第 三 周第 三 周     Week 4 第 四 周第 四 周第 四 周第 四 周     Week 5 第 五 周第 五 周第 五 周第 五 周     
 
February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4444    第十一册 课文 六．万圣节之夜 阅读材料 聪明的孩子徐文长 不倒翁 我赢了冠军 *从墙里偷来的光    

11111111    

第十一册第十一册第十一册第十一册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单元单元单元单元))))    

复习复习复习复习    

 (认读生字120字, 累计 1259 字) 
18181818    

(NC)(NC)(NC)(NC)        
FebruaryFebruaryFebruaryFebruary    

VacationVacationVacationVacation    22222222    

(NC)(NC)(NC)(NC)        
FebruaryFebruaryFebruaryFebruary    

VacationVacationVacationVacation 
 

 
March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4444    

    

第十一册第十一册第十一册第十一册    

((((第二单元第二单元第二单元第二单元))))    

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11111111    第十二册 课文 一. 月亮姑娘 做衣裳 阅读材料 到底哪天是 中秋节（上下） 阴历月亮歌 #称象    

18181818    第十二册 课文 二．河神和海神 阅读材料 “学问”的故事 程门立雪 猜字谜 ##盲人摸象    
22225555    第十二册 课文 三．放风筝 阅读材料 中国的“holiday season” 元宵灯会 月牙儿 #锯是怎么发明的 

    
 

April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1111    第十二册 课文 四．长城的回忆 阅读材料 神农炎帝的故事 黄帝的故事 “懒惰的阿凡提” #狐假虎威    
8888    第十二册 课文 四．长城的回忆 阅读材料 孟姜女的传说 钥匙 量词用错了 ##汤的汤    

15151515    

(NC)(NC)(NC)(NC)    

    

SpringSpringSpringSpring    

VacationVacationVacationVacation    
22222222    

(NC)(NC)(NC)(NC)    

    

((((orororor    mmmmakakakakeeee    uuuupppp    

for snow day for snow day for snow day for snow day ))))    
 

29292929    第十二册 课文 五．草船借箭 阅读材料 妈妈的眼睛 诸葛子瑜之驴 戒酒 ##盘古开天地    
 

May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6666    第十二册 课文 五．草船借箭 阅读材料 空城计 塞翁失马 风 雪花 ##女娲补天    

11113333    第十二册 课文 六．捞铁牛 阅读材料 汉字偏旁趣谈 老船工巧找石狮子 比吹牛 ##女娲造人 
20202020    

    

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    

((((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    

复习复习复习复习    

 (认读生字85字, 累计 1344 字)    
22227777    

    

(NC)(NC)(NC)(NC)    

    

MemorialMemorialMemorialMemorial    

DayDayDayDay    
        

 

June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3333    

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    

((((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    

朗读口试朗读口试朗读口试朗读口试    

课文理解开卷课文理解开卷课文理解开卷课文理解开卷考考考考    

 

11110000    

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第十二册    

((((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第三单元))))    

    

闭卷闭卷闭卷闭卷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17171717    

    

Last DayLast DayLast DayLast Day    
 

    

    

HaveHaveHaveHave    a Greata Greata Greata Great    

Summer!Summer!Summer!Summer! 

    

    

DDDDon’t forgeton’t forgeton’t forgeton’t forget    

ddddoooo    yyyyoooourururur    

homeworkhomeworkhomeworkhomework!!!! 

Note:  4/22/2018 are reserved as snow make-up day. If no make-up is needed, it will be No-Class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