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正确理解“聆听”“雏菊”“禁不住”“绿苞”“唤醒”“搔痒”“面颊”等词语。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一边诵读，一边展开想象，感受春天的美好。

教学准备
教师：1. 本课的生字卡片、教学挂图或课件。

2. 舒缓、优美的音乐和其他赞美春天的诗歌。

学生：搜集有关春天的信息资料。

教材简析
这首语言精练优美、富有韵味和童趣的现代诗，是著名作家金波的作品。诗人用儿童的眼光去观察

春天，用儿童的手去触摸春天，用儿童的心去体验春天，用细腻的笔去描绘春天，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春天

的热爱。

全诗共六节。第一节概述春天已经来到。春风吹绿了树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冬天过去，春天

来到。第二节承上启下，写“我们”到树林里、山冈上去寻找春天。第三至六节写“我们”聆听到的春天

的声音，追寻到的春天的足迹。

有感情地朗读是学习诗歌的主要方法。在诵读过程中领悟内容，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本课的教

学重点是在诵读过程中展开想象，感受春天的美好。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开篇勾勒出一幅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迷人春景。春风和煦，树枝泛绿；湖水清澈，小鸭嬉戏。边读边

想象，说说你看到和想到些什么。可抓住“摇绿”“漂白”等用得精妙的词语说体会，培养语感。最后一

句表达了对春天到来的惊喜。

＊ 第二节两个“飞”值得玩味：表达“我们”追寻春天，投身大自然怀抱的迫切心情。

聆：听。

＊ 第三至六节写“我”发现春天的踪影，欣喜不已。蝴蝶、雏菊、绿苞、嫩绿的小草……朗读时，宜用轻

快、活泼的语调，在对音韵美、节奏美的感受中，体验内容美。在熟读成诵的过程中，可引导讨论：诗中

描绘了哪些春天的景物？“我”为什么捉住蝴蝶又放掉蝴蝶？

＊ 牵引：牵动，吸引，拉。

雀跃: 高兴得像雀鸟一样跳跃。

＊ “我”与小花亲切对话，从“我”的长高，反映出新的一年开始了。

＊ “绿苞”指枝头长出的新叶。

＊ “唤醒”“奔跑”是指溪流解冻了。

＊ 最后两句采用设问修辞手法，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

＊ 在识字教学中，要注意识字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用不同办法记住本课生字。“聆”“搔”“颊”等字



要注意不要少写了一点。

＊ 朗读课文，要注意培养语感，培养朗读能力，激活学生思维，鼓励大胆想象。背诵课文要在感悟意境、

反复吟诵的基础上进行。

＊ 第二题先指导学生在课文中找近义词，然后再写出自己知道的，越多越好。

＊ 第三题可以结合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或自己平时观察到的情况进行。

＊ 鼓励学生把自己欣赏的词语或句子抄写下来。

教学设计参考
一、联系生活，导入新课

冬去春来，你眼中的景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捕捉到哪些春的消息？有一位著名诗人叫金波，他

也发现了一些春天的足迹，并且写了一首优美的诗，题目叫《春的消息》（板书课题）。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课文（齐读课题）。

二、读通诗歌，了解大意

1. 自由读文，认识生字新词。

（1）边读边标出新词，多读几遍。

（2）出示生字新词卡片，抽读、正音、齐读、开火车。

2. 把课文读通顺，说说金波爷爷捕捉到哪些春的消息。

（1）自由练读，抽读，生生、师生互评。

（2）相互交流，老师相机引导。

三、品读诗歌，深入感悟

1. 诵读第一节。

（1）结合课件或挂图、插图，说说诗人捕捉到哪些春的消息。从“漂白”“摇绿”，你体会到什么？

（2）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你从哪些词句中知道的？

（3）想象画面，诵读第一节诗。

2. 诵读第二节。

（1）伴随着春风春雨，我们小朋友又有怎样的变化？

（2）从两个“飞”字中你体会到什么？(追寻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急切心情。)

读诗句，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些什么。

3. 诵读第三至六节。

（1）诗人发现了哪些春的踪迹？勾画出来，议一议。这些春景给“我”带来哪些快乐？给你又带来了哪些

快乐？

（2）质疑问难。合作释疑。

四、感情诵读，背诵诗歌，教师小结

五、记忆和书写生字

1. 讨论、交流生字的记忆方法并组词。

2. 展示作业，交流写好生字的要领。

3. 抄写、积累课文中的美词佳句。

六、查阅资料，拓展延伸

看谁还能捕捉到更多更新春的消息。



参考资料
★ 金波，原名王金波，诗人，儿童文学作家。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1957 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 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回声》、《会飞的花朵》、《我的雪人》、《金波儿童诗选》、《绿色的太阳》、《红

苹果》、《雨铃铛》、《在我和你之间》、《金波儿童诗集》、《林中月夜》、《风中的树》、《我们去

看海》(十四行儿童诗集)等，童话集《小树叶童话》、《窗外飘进一朵云》、《踢拖踢拖小红鞋》、《金

波童话》、《眼睛树》、《金海螺小屋》、《影子人》等，歌词集《林中的鸟声》、《金波诗词歌曲集》，

散文集《妈妈的爱》等作品。

《春的消息》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快乐的节日》获全国第一届幼儿图书二

等奖；《会飞的花朵》获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在我和你之间》获国家教委、新闻出版

总署等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林中月

夜》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2 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 雏菊原产于欧洲，别名延命菊，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 15 厘米～20厘米，叶自基部簇生，匙形或

倒卵形。早春开花，白色、粉红色、红色、紫色或黄色。种子细小，灰白色。雏菊花朵娇小玲珑，色彩和

谐，生气盎然，天真烂漫的风采深得意大利人的喜爱，因而被推举为意大利的国花。

（张渝 乔华）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

3. 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经验，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感受小燕子的活泼可爱和明媚的春景。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燕子标本或“燕子闹春”挂图，表现欢快情绪的音乐带。

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有关燕子的资料。

教材简析
活泼的小燕子，带着春光，向我们飞来。小巧玲珑的体态，清亮圆润的啁啾声，多么可爱；在如烟

如雾的雨丝里穿来穿去，在瓦蓝洁净的天空中斜飞，多么快乐。奶奶在靠近房梁的墙上钉小竹桩，放新瓦

片，给燕子筑窝；燕子轻言细语地说：“不借你的盐，不借你的醋，只借你的屋，让我们来住”；“我”

快乐地对着燕子喊：“你们住吧！”好一幅人与燕亲密无间、和睦相处的生动画卷！全文语言优美、文字

清新，充满童真童趣，在语感培养和人文熏陶诸方面都有丰富的营养。

可以从把握小燕子的特点去感受小燕子的快乐:小燕子的外形特征，小燕子的飞翔特点，小燕子消

灭害虫的本领。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边读边思，感受小燕子的活泼可爱和明媚的春景。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注意引导学生边朗读边想象，并借助挂图或标本，抓住“小巧玲珑”“轻悠敏捷”“清亮圆润”等词语，

感受小燕子活泼可爱的形象。“敏捷”指行动迅速而灵活。

＊ 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咀嚼、品读“如烟如雾”“绿莹莹”“红润润”等词语，想象明媚的春光。小燕子在

这么美的环境中妙舞轻扬，多快乐啊！

＊ 这段是重点，在阅读过程中，要抓住“窜”“掠”“跃”“射”等词语，切实体会小燕子的轻悠敏捷、

自由自在。瞬：眼珠儿一动，一眨眼。掠：轻轻擦过或拂过。荡漾：水波一起一伏地动。联系上一段可以

体会到，这些自由飞翔的美丽小燕子，为美丽的田园春色增添了生趣。

＊ 第四至十二段主要写“我”与奶奶的对话，可以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在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两点：

一是燕子喜欢在哪儿筑窝，二是燕子是益鸟。“剪春”“闹春”的理解要重过程，要引领学生联系上下文

和生活积累去联想、想象。

＊ “小黑豆般的眼睛……”写出了小燕子的灵活、可爱。

＊ “不借……不借……只借……”多么可爱的小燕子啊！

＊ 燕子不仅是候鸟，而且是益鸟。

＊ 本课的生字字形较复杂，比如“捷”“瞬”“漾”等字。要注意引导学生探究记字形的方法，交流怎样

把字写美观。

＊ 第一题感情朗读要给足学生时间。设计的问题旨在总体感知写作思路和顺序，重在学生的讨论过程和教



师的因势利导。

＊ 第二题首先联系上下文体会带点的词语：这些描写小燕子动作、神态的词语十分准确、形象，生动地再

现了小燕子身轻、灵活、飞行速度快和活泼可爱的特点；其次引导边读边想象画面，培养学生凭借语言文

字进行再造想象的能力。

＊ 鼓励学生主动地积累描写小燕子可爱的词语。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示课题，激趣质疑

1. 激趣。

（1）播放小燕子的叫声，猜猜它是谁。

（2）出示有小燕子的多媒体课件或挂图，看看这是谁。

2. 引入课题。

（ ）的小燕子。填空后齐读课题。

3. 质疑。

（1）根据自己对小燕子的了解，说说在横线上还可以填什么词语。

（2）为什么是“快乐的小燕子”呢？

二、读通课文，认读生字

1. 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识生字，读通课文。

2. 小组内分段读课文，互相正音。认读生字并交流识记方法。

3. 检测生字认识情况，通过认读生字卡片等多种形式识记生字，鼓励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字。

4. 指名读课文，分组朗读课文。

三、再读课文，把握内容

1. 默读课文，看看从课文中你又了解到小燕子的一些什么情况。

2. 选用课文中的词语或其他合乎文意的词语填空。

（ ）的小燕子。

（如：漂亮的小燕子，妙舞轻扬的小燕子，活泼的小燕子，保护春天的小燕子……）

3. 师生共同小结。

从刚才的阅读和填空可以看出，课文是从哪几方面来写小燕子的？(外形、飞翔、筑窝、本领)

四、重点阅读，感悟“快乐”

1. 选喜欢的一个方面诵读，体会小燕子的快乐。

2. 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体会。

3. 教师重点引导学生结合课后第二题的句子阅读体会课文第二、三段，感受燕子的快乐。

五、感情朗读，品味“快乐”

1.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 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六、指导书写生字

七、课外阅读，拓展延伸

1. 说说你还知道哪些有关小燕子的知识。

2. 师生互相推荐有关小燕子的书或文章，以供课外阅读。



参考资料
燕子是一种候鸟，体小，翅膀尖而长，尾巴分开像剪刀，背部黑色，肚皮白色。常在人家屋檐下用

泥做巢居住，捕食昆虫，对农作物有益，是益鸟。在我国，燕子春天飞到北方，秋天往南飞。

燕子是人类亲密的朋友和吉祥喜庆的象征。家燕从石器时代起到今天，几乎全都筑巢于人类的建筑。

正因它与人类形成了亲密关系，又以蚊蝇等害虫为主食，虽未被列入保护动物名单，但人们仍一如既往地

珍视它，奥地利和爱沙尼亚两国都把家燕选为国鸟。

家燕身长 17 厘米，体重 15～18 克，上体蓝黑色，额和喉部呈棕色，前胸黑褐相间，下体部分呈白

色，尾基部有一行白点。它体态轻捷伶俐，两翅狭长，飞行时好像镰刀，尾分叉像剪子。飞行迅速如箭，

忽上忽下，时东时西，能在比其身躯长度还小的距离内做 90 度转弯。这些灵活运转的技巧，使它们能在未

来从事惊险旅程时解围脱困。燕子经常在空中穿梭般地飞行，速度极快，刮风下雨对它们也没有多大影响，

反应十分敏捷，张开嘴巴能在空中捕捉各种飞虫，并不时地发出几声短促、尖锐的鸣叫，蚊、蝇等各种昆

虫都是它们喜欢捕食的对象。

每年初春，家燕成群结队地迁徙到北方，雌雄家燕在房檐下或屋梁上共建“家园”。巢由泥土、稻

草、羽毛混合唾液筑成，外表呈半碗状。一个新巢筑成大约需要花 11天时间，有的燕子为了节约时间和精

力，往往使用过去的旧巢。据国外生物学家统计，老燕子回巢的比例接近 1/2，头年的幼燕回旧巢比例为

1/6，燕子能找到旧巢与它具有较强的记忆力和超常的导航本领是分不开的。

燕子一年繁殖两窝，每窝产卵 3～6枚。雏燕出世后，雌燕还要在窝中抱雏，觅食的重责自然落在

雄燕身上。雄燕平均每天往返巢中 200 次左右，捕捉数以千计的昆虫来喂养幼燕。待雏燕羽毛渐丰、食量

大增时，雌燕才帮着雄燕一起外出觅食，以喂饱一窝小燕。据统计，一窝燕子在一个夏天吃掉的昆虫达 100

万只，也有人说一只燕子在一个夏天吃掉的昆虫一个接一个地排起来，可长达 1 000 米。

树叶黄，秋天到，白天日渐变短，燕子体内的“月历”发出一个信号：该是离开农舍、南移避寒的

时候了。谁都不曾想到，那看似脆弱的翅膀，真能带燕子飞越沙漠、高山、海洋，来到印度、南洋群岛、

南非以及澳洲等地越冬，扎扎实实地一年从事两次跨洲的长程探险。来自全国各地的燕子往南飞时，喜欢

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在云南的墨江、元江及浙江的绍兴等地经常出现成千上万的家燕在城市街道两边的电

线上过夜栖宿的壮观景象。

工业化时代，密集式农耕使得乡村景观一致化，一片片昆虫栖息的原始草原正慢慢消失，农药化肥

迫使害虫逐渐灭亡，燕子赖以筑巢用的泥浆来源——池塘亦被汲干，气候不佳时充当燕子主要躲避场所用

的树木也被连根拔起……一系列隐形连环的致命杀手导致燕子的数量剧减。

（张渝 乔华）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自主学会本课生字及组成的新词。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联系课文旁批，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能对课文不理

解的地方提出疑问。

3. 了解“桃花水”的特点，感受春天的美景和勃勃生机。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三月桃花水的录像或挂图。

学生：了解和搜集春汛的有关信息和农村春耕的资料。

教材简析
阳春三月，燕子飞来了，桃花盛开了，冰雪融化了，河流苏醒了！《三月桃花水》用诗一般优美动

人的语言，描绘了春汛到来时的胜景。把河水比作竖琴，把波纹比作琴弦，把浪花比作鼓点，“三月桃花

水”弹奏出美妙动听的乐章；田野上拖拉机的轰鸣，大路上马车驶过的铃铛声，与流水声汇聚成一首和谐

的“春忙”交响曲。把清澈的河水比作明镜，映照出春天山乡的美景。

课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去把握：1.（1～2段）总写桃花水到来时动听的声音、明洁的颜色和流动

的形态。2.（3～4 段）主要采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写桃花水像竖琴，弹奏出动听的“春”的交响曲。3.

（5～6 段）用四个排比句，写桃花水的颜色明洁，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丽的“春”的身影。4.（最后一

段）写作者对桃花水由衷地赞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在朗读过程中了解桃花水的特征，感受优美的语言，想象三月桃花水给春天增添

的勃勃生机。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开篇两段写桃花水的声音、颜色和流动的形态。教学第一段要引导学生读出疑问语气，体会两个比喻句

在表达情意方面的作用; 第二段要借助旁批，引导学生揣摩和理解。绮丽: 鲜艳美丽。

＊ 空白处可鼓励学生自行批读。

＊ “竖琴”是一种弦乐器，在直立的三角形架上安有 48 根弦。

＊ 3～6段是教学重点。要给足学生自读自悟的时间，借助旁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让学生认认真真地与

文本对话，整体领悟内容，感受其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培养学生凭借语言文字进行再造想象的能

力。对其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可以从学生接受程度出发，适当告诉学生一些。朗读的过程：读通畅—读

出味—读出情，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语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 丁零：拟声词，形容铃声或小的金属物体的撞击声。

＊ 用拟人的手法写垂柳。

＊ 旁批引导揣摩、理解。

＊ “红莲”指姑娘在水中的倒影。

＊ 结尾段的学习，可启发学生借助生活积累，联系全文内容，特别是联系“农家人开犁播种”来讨论对“贵”



的理解。

＊ 生字教学时注意：“竖”是翘舌音；“裹”字上中下三部分在田字格中所占比例，尽量写得紧凑、匀称。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景，引入学习

设问引入。你们知道春天的河水又叫什么吗？为什么？揭示课题，齐读。

二、读通课文，初知大意

1.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识生字，读通课文。

2. 检测生字认识情况，通过认读生字卡片等多种形式识记生字，鼓励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字。

3. 指名读课文，分组朗读课文。

三、再读课文，了解内容，欣赏美景

1. 一、二段写了什么？填空：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 )。

2. 课文从哪几方面写了三月的桃花水？

3. 为什么说它像竖琴、镜子？

4. 小读者读懂这些内容后是怎样旁批的？

5. 把自己读懂的地方，找一处试着批一批，并交流和点评。

四、体会情感，指导朗读

1. 读课文最后一段。说说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感情。

2.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3. 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五、指导书写生字

参考资料

春 汛

春暖时节，积雪融化成水而汇流成的汛期，叫做春汛。此时桃花盛开，河水暴涨,故也叫桃花汛。

我国长江、黄河，夏汛流量最大。世界上有些河流，它们的主汛期不在夏天而是在春天，春汛是全

年最大的汛期，远远超过夏汛的规模，因为这些河流流经的平原地区有很厚的积雪，融化的雪水大量流入

河道，这是造成春汛泛滥的主要原因。我国西部地方一些内陆河，春汛也是那里最大的汛期，而且来势特

别猛，有时造成水灾。这些河流主要发源于山区，冬天降下的积雪没有融化，到春天时这些积雪受太阳辐

射而融化，形成了内陆河一年中难得一见的汛期。在一些高山地区，山顶常年存在积雪，这些积雪在一定

高度以上常年不化，这个高度叫做雪线，只有在雪线以下的积雪春天才会融化。我国内陆河大多流经干旱

区，水量少。但是在春汛期间河水来得特别猛烈集中，也要进行抗洪，所以在沙漠地区发生洪水也不是天

方夜谭。

在我国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春汛是灌溉农田的最宝贵的水源。冬天季节积雪的多少，融雪后形成

的春汛的大小和迟早，都与北方地区的农牧业生产紧密相关。总的说来，我国的季节积雪是偏少的，属于

少雪的国家，因而许多地方不是担心春汛过大，而是苦于春汛不足，发生春旱现象。华北和西北的一些地

方，春旱现象经常发生。相比之下，东北平原春旱极少出现，原因就在于那里冬天的季节积雪多，而且春

天的汛期不太凶猛却又延续时间比较长。

（张渝 乔华）





教学目标
1. 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积累理解课文内容。

2. 想象画中的美景，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趣，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段。

教学准备
抒情的配乐录音带，几幅风景名画。

教材简析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多么迷人的一幅风景油画！多么精彩的一篇赏析文章！那充满勃勃生机的春

天，那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山村真是令人陶醉；那洋溢着赞叹的词语，那浸透着喜爱的句段确实值得玩味。

全文观察顺序清楚，结构严谨，描写细腻，语言清新优美。学习这篇课文，我们既要揣摩和领会作者有顺

序、有主次地观察景物的方法，更要通过对重点词句的理解，感受文章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课文按作者的观察顺序，可以分成四部分来把握。1.（1 段）概括写这幅画景色迷人，充满春天的

生机和乡土气息。2.（2～4段）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写远处的景物。3.（5～7段）写在近处看到的景物。4.

（最后一段）表达对美景的赞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积累优美的语言。

建议本课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2～4段这部分描写远处的景物，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写：天空—大山—树—草地—野花—小木屋。其中

侧重描写了树。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自主阅读，在此基础上合作探究作者的观察顺序，再自主选择想积累的

词语、句段。

＊ 木屋的小衬托出草地的辽阔。

＊ 这段描写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把静止的画面写活了：溪流在歌唱，野花在起舞。

＊ 5～7段这部分描写近处的景物，依次写了小溪、小溪两旁的野花、笔直的石铺小路、奇形怪状的石头。

其中侧重描写了小溪的动态，并写出了自己的联想。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图文对照，展开丰富的想象，

在积累语言的过程中，学习作者的观察和表达方法。摇曳：不停地摆动。悦耳：好听。

＊ 春天是绿的世界。绿色是这幅画的基调。奇形怪状的石头使这幅画不单调。

＊ 总结这幅画中的山、水、花、树所构成的景色令人向往。

＊ 第一题要在充分默读、领悟了观察顺序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完成，也就是在整体领悟内容后，才能边读边

想象出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凭借语言文字进行再造想象的能力。

＊ 第二题既要重结果，更要重过程。尽量引导自主、生生合作发现规律，得出结论。

教学设计参考
一、 读课题，知题意



1. 揭示课题，齐读。

2. 根据课题说说自己最想知道什么。（教师注意归纳和提炼，最后形成学生的学习提纲。如：我想知道这

是一幅怎样的画，作者为什么欣赏这一幅画。）

二、自学课文，了解写什么

提出自学要求:

1. 读通课文。看看这幅画画了些什么，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2. 想一想作者为什么喜欢这一幅画。

三、检查自学情况

1. 指名读课文。分组读课文。

2. 说说课文哪些段落写了这幅画的内容。

3. 提出在自学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四、重点阅读，学习怎样写

指导阅读 2～7段。

1. 生朗读这几个段，边读边想象所描绘的情景。

2. 师范读这几段，生说说自己从课文中想象到的情景。

3. 这几段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观察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五、体会感情，知道为什么写

1. 说说作者为什么喜欢这一幅油画。

2. 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六、观察一幅你喜欢的画，写一写

参考资料
★油画、国画等画种简介

油画

用透明的植物油调和颜料，在制作过底子的布、纸、木板等材料上塑造艺术形象的绘画。它起源并

发展于欧洲，到近代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画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油画得到了普及性的发展。

水粉画

以水调和粉质颜料绘成的画。现在多用经过调配制成的锡袋装或瓶装的水粉画颜料，画在纸、布或

经过处理的板材及墙壁上。

风景画

以风景为题材的绘画，有时在其中也添画一些人物和动物。中国画中的山水画实际上也是风景画，

但不使用风景画这一概念。

现代中国画

中国画又名国画，是现代人为区别于西洋画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泛称。它包括水墨画、墨笔画、彩

墨画、工笔重彩画、白描画等。现代中国画是在近百年来引入西方美术潮流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的，出现了

诸多派别、主张和新的探索，名家辈出，在画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版画

用刀子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版、石版、麻胶版、铜版、锌版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

★世界名画资料



《蒙娜丽莎》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肖像画。作者达·芬奇是意大利人，天才画家。这幅肖像画花了达·芬奇四年

的时间。为什么《蒙娜丽莎》如此著名呢？多少世纪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她那神秘的微笑。她的微笑的确

神秘，它似乎在变化，不同的观者或在不同的时间去看，感受似乎都不同。有时觉得她笑得舒畅温柔，有

时又显得严肃，有时像是略含哀伤，有时甚至显出讥嘲和揶揄。在蒙娜丽莎的脸上，微暗的阴影时隐时现，

为她的双眼与唇部披上了一层面纱。而人的笑容主要表现在眼角和嘴角上，达·芬奇却偏把这些部位画得

若隐若现，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才会有这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的微笑”。

《提着水罐的小女孩》

作者雷诺阿，是法国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一位姑娘披着一头金发，长着一双蓝眼睛，鲜艳的圆脸蛋，

红红的嘴唇，站在画的正中央。她的衣服上有着漂亮的花边，裙子下面还有白色的褶边。青青的小草犹如

一个框架环绕着小女孩的头与手，她的手指正牢牢地抓着水罐与花。

《最后的晚餐》

作者达·芬奇。耶稣和他的 12 门徒坐在餐桌旁，共进庆祝逾越节的一顿晚餐。沿着餐桌坐着 12 个

门徒，形成 4组，耶稣坐在餐桌的中央。他在一种悲伤的姿势中摊开了双手，示意门徒中有人出卖了他。

在耶稣右边的一组中，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面容，他朝后倚着，仿佛从耶稣前往后退缩似的。他的肘部搁

在餐桌上，手里抓着一只钱袋。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叛徒犹大伊斯卡里奥特。犹大手中的钱袋是他的象征，

钱袋里装着出卖耶稣得来的 30块银币的赏钱。即使他没有拿着那只钱袋，我们也能通过达·芬奇的绘画方

式，辨别出这个罪恶的敌人犹大。

（张渝 乔华）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

2. 诵读、背诵并默写两首古诗。

3. 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想象诗句所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表现春天情调和表现凄凉情调的乐曲磁带，以便配乐朗诵。

学生：搜集与“咏春”古诗相关的信息资料。

教材简析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百花争艳。历代文人墨客，挥洒饱蘸感情的笔，留下数不清的咏春诗篇，

其中不乏千古绝唱。本课选编的两首古诗，堪称脍炙人口、代代相传的佳作。

《惠崇春江晓景》的作者是宋代文学家、诗人苏轼，这是一首著名的题画诗。竹、桃

花、江水、鸭、蒌蒿、芦笋等是画中的景物，诗人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早春江景的优美画境。诗

人不仅描绘了画上的景物，还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春江水暖”来自桃花盛开的联想；“河豚欲上”

来自蒌蒿、芦笋的联想。春天来了，鸭群在温暖的江水中嬉戏，河豚正要逆江而上……这些联想和想象富

有情趣，美妙传神，点染了初春的气息，深化了画中的意境。真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清明》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牧，这首诗被赞为吟诵清明的绝唱。诗人选取了与其他咏春诗不同的

角度，写出了清明时节诗人的所见所闻以及独特的感受。清明节是踏青、扫墓、祭祖的日子，可是偏偏天

公不作美，细雨纷纷，下个不停。雨中的行人手忙脚乱，十分狼狈，心中烦闷，慌不择路地想找家酒店避

雨休憩。好不容易拦住一个本地牧童向他问路，不料牧童也急于回家，匆匆忙忙向远处一指：有个酒店就

在那边的杏花小村。此诗最有情趣的是后两句，诗人捕捉住了赶路行人与天真牧童一问一答的生动情景，

写得绘声绘色，准确传神。

两首诗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春天为背景，抒发诗人的思想情怀。不同之处在于：《惠崇春江晓

景》表现诗人苏轼喜春惜春的情感；《清明》表现的是旅途中的人遇到连绵阴雨时惆怅、茫然的思想感情。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反复吟诵古诗，领悟诗句的内容，体会表达的思想感情。选编本课的意图是感受

古诗语言的凝练、意境的深远、音韵的和谐，陶冶情操，激发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惠崇：北宋僧人，苏轼的朋友。能诗善画，尤其喜画鹅、雁等禽鸟与河湖等水景。春江晓景：指惠崇所

画的画《春江晓景图》。这是苏轼为该画所做的题画诗。

* 竹外：竹林外面。鸭先知：指鸭子先感觉到了水温变暖。在诵读过程中引领学生想象嫩绿的竹叶、盛

开的桃花、鸭群在春水中嬉戏等初春美景。

* 边读边讨论哪些是画上的景物，哪些是作者的联想和想象。

＊ 这首诗可以按“2/2/3”的节奏朗读，要注意读出音韵美和节奏美，读出诗人喜春、惜春的感情。

＊ 诗意解说：竹林外几枝桃花初放，鸭子最先察觉到春天江水的回暖。河滩上蒌蒿满地，芦笋开始抽芽（这

些都是烹调河豚的好佐料），此时正是河豚逆流而上（从大海游到江河里来）的时候。



＊ 清明：清明节，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公历的 4月 5日前后，民间习惯在这天去扫墓或郊游。纷纷：指雨

持续不停地下着。

* 诗意解说：清明时节细雨蒙蒙，路上行人心情不由得有些茫然、惆怅，想找个酒家冲淡这种心绪。向

牧童询问何处有酒店。他用手势告诉我: 就在远处的杏花村中。

＊ 这首诗可以按“2/2/3”的节奏朗读，也可以按“4/3”的节奏吟诵。要注意把握全诗的情感基调，通过

感情朗读，体会旅途中的人心中的惆怅和茫然。

＊ 诵读古诗时，要注重对古诗内容的领悟和情感的体验。

＊ 第二题要边读边想象，读懂诗句的意思，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

＊ 第三题链接了写春景的诗句。

⑴出自南朝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一文。

⑵出自唐朝诗人韩愈的《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飞。

教学设计参考
一、 引入课题，了解作者

1. 说说你眼中的春天是怎样的。给大家介绍你看过的描写春天的文章或诗歌。

2. 想知道古人眼中的春天是怎样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两首古诗《惠崇春江晓景》和《清明》。

3. 读题。教师简介苏轼和杜牧。

二、初读课文，熟读成诵

1. 学生自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读生字。

2. 多种形式反复朗读课文，相机指导认读生字，纠正容易读错的字音。

3. 齐读。

三、理解诗意，体会情感

1. 示范引路，学会方法——学习《惠崇春江晓景》。

（1）想。自读古诗，想想有哪些不懂的地方，记下来。

（2）看。看课后注释，想诗句意思。将自己还未明白的地方与同桌讨论。

（3）猜。根据自己的理解猜一猜诗句的意思，同桌互相交流。

（4）议。师生对学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5）说。学生说出诗句的意思。

（6）悟。感悟诗中包含的思想感情。

（7）诵。感情朗读并背诵。

2. 小组合作，自学探究——学习《清明》。

（1）师生共同小结学习《惠崇春江晓景》的方法。

（2）学生小组内研读。

（3）全班交流汇报学习情况。师生共同评议。

四、背诵全课，默写古诗

1. 多种形式背诵两首古诗，并交流自己的记忆方法。

2. 指导学生书写生字。

3. 默写古诗。



五、课外延伸，学会积累

1. 说说自己知道的写春天的名句。

2. 师生互相介绍自己知道的写春天的诗歌和文章。

参考资料
★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

他可称为一代文宗，文学通才，散文、诗词、书画各方面成就都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自

然豪放而又富有理趣，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 杜牧（803—852）字牧之，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杜牧是晚唐时著名的诗人与古文

家，他有进步的政治见解，创作的许多篇诗文反映了一定的唐代历史现实，也有不少个人写意抒情之作，

艺术性是相当高的，具有独特风格。其诗歌代表作有《山行》、《江南春》、《赤壁》、《泊秦淮》等。

（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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