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自主识写本课生字，理解重点词语“垂头丧气”“胸有成竹”“目瞪口呆”。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 读懂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学习他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录音、生字卡片。

教材简析
这篇课文生动地记叙了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第一次比赛，田忌输了，孙膑仔细地

观看了这场比赛，巧用智谋，用相同的马调换一下出场顺序，就转败为胜，表现了孙膑的足智多谋。原来，

转败为胜的法宝就是“变”。在这里边我们不难看出科学思想方法的巨大作用。世间的万物无不处于运动

发展和变化之中，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能发生向对立面的转化。

文章不但情节曲折，人物神态描写更是传神。文中用“扫兴”“垂头丧气”，把田忌输后情绪十分

低落、无心再战、准备离开的情形刻画得淋漓尽致。当孙膑献言时，田忌“瞪了一眼”，表示“怀疑”，

没有“信心”；而齐威王则由胜利后“得意洋洋”“讥讽”“轻蔑”的目中无人到“有点儿心慌”，直至

“目瞪口呆”，毫无思想准备的失败。作为比赛的双方，作者把人物的神态描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

见一般，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又相映成趣。因此，可以让学生积累描写神态的词语。

学习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两次赛马时双方出场顺序的异同，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学习

认真观察分析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一、二段交代了事情的起因，以田忌赛马的失败而引发话题。田忌的失败不难看出是马的速度的失败、

马的力量的失败。

＊ 扫兴：正当高兴的时候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而兴致低落。

＊ 垂头丧气：形容情绪低落、失望懊丧的神情。

＊ 第三至十二段是故事的精彩部分。孙膑的出场使这个故事出现波澜。通过对刚才赛场上赛马情形的仔细

观察，他已发现端倪——好朋友田忌是有希望获胜的，只不过不是用马的速度，而是改变马出场的顺序。

这既是帮好友出谋划策，又是展示自己才能的一个机会，岂能随便放过？孙膑不但了解了马的实力，还通

过对话摸清人物性格，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一部分人物的神态、对话，教师可引导学生体会。

＊ 挖苦：用尖酸刻薄的话讥笑人。

＊ 胸有成竹：画竹子时心里有一幅竹子的形象。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盘的考虑。

＊ 讥讽：用旁敲侧击或尖刻的话进行指责或嘲笑。

＊ 轻蔑：轻视；不放在眼里。

＊ 第十三至十七段，可重点抓住比赛时马的出场顺序，思考：与以前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你还有什么顺

序能让田忌取胜？引导学生重点思考这两个问题，通过思考讨论，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这一部分是故事

的高潮。

＊ 齐威王从“轻蔑”到“心慌”，可见他已预感到这一场比赛要输了。

＊ 目瞪口呆：形容受惊而愣住的样子。



＊ 最后这一段画龙点睛地揭示出赛马取胜的原因。“……只……就……”让我们再次为孙膑的智慧折服。

赛马的胜利不是马速的胜利，而是运用智慧的胜利。

＊ 复述课文时，教师提醒学生要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

＊ 第二、三题要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

＊ 本课这类词语比较多，要鼓励学生积累。

教学设计参考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喜欢赛马。赛马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马奔跑的速度，把马分成上、中、下

三等。比赛时，这三种马各赛一场，谁的马赢的次数多，谁就获胜。《田忌赛马》一课讲的就是田忌参加

赛马的事。这场赛事的经过和结果如何呢？请同学们借助字典朗读课文，并画出不理解的字词和句子。

二、检查预习，扫除课文中的生字、生词障碍，读准“讽”字的读音。

三、学生初读全文，思考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内容

四、抓住重点段落精读课文

1. 学习第一部分(第一、二段)。

（1）找一位同学朗读第一段，把学生带入故事情节中。

（2）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质疑问难：

田忌为什么会失败？“垂头丧气”说明什么？

“各自”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文中说明什么？

（“各自”是各人自己的意思。这个词说明比赛前参赛双方都给自己的马分等级，决定出场顺序。）

2. 学习第四部分(第十八段)。

齐读最后一句话，然后启发学生思考：马还是原来的马，第二次比赛田忌为什么能二比一取胜呢？

3. 学习第二部分(第三～十二段)。

请学生小声读第二部分，画出三个人物说话时的动作、神态，体会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

找同学说一说文中三个人的表现。

孙膑凭什么说“齐威王的马比你的快不了多少呀”？请同学再读一读这一段，再看一看齐威王的表

现。

（“齐威王正在洋洋得意地夸耀自己的马”，还讥讽田忌，从这里可以看出齐威王根本就没有把田

忌放在眼里，表现得非常骄傲自满。）

还有一处是这样写的：齐威王轻蔑地说：“那就来吧!”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齐威王自信能再次

取得胜利，没有失败的思想准备。

让同学们讨论分析以上内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膑正是抓住了齐威王骄傲自满的弱点，才决定安

排田忌与齐威王再赛一次，使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齐威王毫无失败的思想准备。

请同学们分角色朗读这一段，要读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第二次战况如何呢？我们继续学习第三部分。

4. 学习第三部分(第十三～十七段)。

孙膑是用什么办法帮田忌取胜的呢？请同学们仔细读课文，前后桌讨论一下孙膑采取的战术。

请一位同学在黑板上画一画孙膑安排的马的出场顺序，或在投影机上用不同颜色的棋子代表双方的

马，摆出孙膑安排的马的出场顺序，以加深学生对这一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多请几位

同学用不同的方法演示。教师可选取与课文中讲的内容相同的方法进行板书。

五、总结，进一步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

田忌和齐威王的赛马第一次失败是“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所以三场比赛田忌

都失败了。孙膑经过观察和思考，认为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马快不了多少，所以采取了新的方法，田忌转



败为胜。前后两次比赛的区别就在于斗力和斗智。因此可以说，田忌和齐威王的赛马不是力量的比赛，而

是智力的比赛，田忌的胜利是孙膑智慧的胜利。

（板书：斗力 0∶3 斗智 2∶1）

六、齐读全文，进一步理解两次比赛的不同结果

参考资料
☆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早年孙膑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投奔魏国，任魏将军。庞涓自知能

力不及孙膑，荐膑于魏，庞涓又恐孙膑位过于己，反而加害孙膑，断膑两足使其终生残疾不得为将。齐国

使臣惜膑之才，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将田忌善待之，荐于齐威王，威王问兵法，拜膑为师。公元前 353 年，

魏将庞涓率军攻打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依照孙膑的

谋划，没有直接去邯郸救赵，而是引兵直取魏都大梁，攻敌必救，迫使庞涓弃赵回救。孙膑在桂陵设伏，

战胜庞涓。孙膑一举既解赵国之急，又败魏国之师。公元前 341 年，魏国以庞涓为将大举攻韩，韩告急于

齐。齐宣王问救早与晚孰利。孙膑指出，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韩而受魏之兵。不如阴固韩之志，

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齐王善其策，在魏韩交兵五战五不胜之际起兵攻魏，庞涓以疲惫

之师与孙膑战于马陵，兵败自刎。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反映了孙膑的军事思想。《孙膑兵法》认

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突破前人速战速决的理

论，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适应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强调攻城；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

灭战的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

☆ 齐威王，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妫姓，田氏，名因齐。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

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

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马陵两

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又礼贤重士，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稷门外建稷下学宫，广招

天下贤士议政讲学，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教学目标
1. 自主识写本课生字新词。

2. 读懂课文内容，体会使者是怎样找准事情的关键，用不同的办法解决问题的。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各段的主要意思，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课文内容）、录音、生字卡片。

教材简析
很多问题都有办法解决，但需要开动脑筋，运用智慧。聪明的使者禄东赞就是这样，运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了不同的问题，圆满地完成了赞普松赞干布交给使者的任务，促成了一桩美好的婚姻。

学习这篇文章，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和同伴合作学习。在体会人物的智慧方面，可以让孩子们结合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同伴一起探究禄东赞在解决问题时针对不同的问题，抓住哪一个关键环节，运用什么方

法，如何解决问题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想一想你还有哪些方法同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培养孩子们解决

问题的能力、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 第一段交代了事情的起因。智慧是个永恒的话题，你看，唐朝皇帝

嫁女也考智力，赛智慧。

参考文献
＊ 吐蕃：我国古代民族，在今青藏高原。

＊ 第二、三、四段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讲了三个小故事。第一道难题是分辨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生的。禄东

赞抓住动物的本能属性：孩子要吃妈妈的奶，饿极了就会去找奶吃。他采用的方法和其他使者的方法就是

本质和表面的区别。

＊ 第二道难题是分辨木头的头和梢。同样大小的物体，物体的密度越大就越重，这是物理基本知识之一。

禄东赞凭着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分析判断，用水的浮力来区分檀香木棍的轻重，从而分辨出头和梢。第二

个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 第三个难关其他使者没法攻破，而聪明的禄东赞在冥思苦想后急中生智，凭借巧力，用蚂蚁和蜂蜜解决

了这个难题。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其他使者的无能和禄东赞的聪明能干形成鲜明的对比，越发衬托出禄东

赞的机智。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禄东赞解决问题采用的方法去体会人物智慧，并说出自己的感受。

＊ 第五段总结禄东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促成了一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婚姻。

＊ 生字教学注意引导学生利用形声字的特点识记生字。本课生字都是左右结构，提醒学生在写字时恰当安

排左右两部分的比例。＊ 默读课文，引导学生思考：面对难题，禄东赞是怎样去解决的。

＊ 第二题可以仿照对第二段的归纳写出第三、四段的主要意思。

＊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讲这个故事。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发兴趣

1. 同学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

2.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一个智慧故事：《聪明的使者》。



二、初读课文

1. 学生默读课文，画出生字新词。

2. 学习生字：婚、配、驹、棍、拴、糖、嫁。

（1）这些字有什么共同点？

（2）你有什么巧妙的方法来记忆这些生字？

3. 齐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分为几个小故事？

三、精读课文

1.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2. 提出方法：提问—讨论—再读—体会。

3. 逐次学习，提出问题；

（1）你从哪些地方看出禄东赞是一位聪明的使者？读文，体会。

（2）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4. 比一比，看哪组同学学得最认真，发言最积极，最会动脑筋。

5. 全班交流。

6. 结合课后 2题，写出二、三、四段的主要意思。

7. 你想怎样夸夸这位使者？

8. 朗读练习。

四、总结全文

1. 这篇课文讲了一位聪明的使者抓住事情的关键，善于动脑筋，能急中生智，圆满地解决了三个难题，促

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美好的姻缘。

2. 布置作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参考资料
☆五难求婚使

公元 640 年，松赞干布派了个能干的使者禄东赞带了一百人的出使队伍，备了五千两黄金和许多珍

宝，到长安去求亲。

唐太宗接见了禄东赞。禄东赞传达了他们年轻的赞普想跟唐朝友好的心愿，说得娓娓动听。唐太宗

心里挺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中，挑选一个美丽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把她嫁给松赞干布。

据说，使者禄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五难求婚使”的

动人故事：

禄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地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

答五个难题。哪个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他的和亲要求。

第一道题目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

腰部。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也就带过来了。

第二道题目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儿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儿是哪匹母马生的。

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

马驹儿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也就认出来了。

禄东赞通过了一道道考试，最后一道是要从 2500 名美貌年轻的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禄东

赞凭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公主认出来了。

这些传说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蕃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

美。

☆文成公主和亲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就其态势而言不外乎两种情况：一



种是国力衰弱，以和亲委曲求全，以结好番邦；另一种则是国力强盛，威震四海，以和亲安抚边远之邦，

有赐婚的意味。前者是持卑微之姿，利用女性的美貌和柔媚，来缓和战场上的冲突；后者却是宣展大国之

姿，用亲戚关系来笼络感化疆外边邦。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后一种和亲情况的典范。

公元 641 年，24 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赶

到柏海迎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 40 年，她为汉藏两族

人民的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

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曾达静、杨蔚）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并正确、工整地进行书写。

2. 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借助旁批，了解课文内容，学习边读边思边批的读书方法。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师生：查找、搜集美国总统林肯的资料。

教材简析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曾有过 42位总统，林肯是第 16 任总统。他殉难以后，美国人为他建的

纪念地最多、最宏伟、最神圣。他一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选举八次都落败。

好多次，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也正因为他没有放弃，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马克思这样评价他：“一位达到伟大境界而仍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罕有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

人是那样谦虚，以致当他作为殉道者倒下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鞋匠的儿子》正是写的

这样一位英雄，一位出生卑微的鞋匠的儿子，在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以自己的智慧和真情，让那些想羞辱

他的出身名门望族的上流社会的参议员折服。本课讲的就是“堪称合众国之父”，有着“人性的光辉”的

总统林肯的故事。

课文按事情的发展顺序，首先写林肯当选总统，参议院的议员们感到尴尬，因为他的父亲是鞋匠。

然后写在林肯首次演说时参议员羞辱他，林肯以自己的智慧和真情，让所有的嘲笑声化成赞叹的掌声。

这是一篇批读文，重点是让学生探究林肯是怎样让羞辱他、嘲笑他的人折服，并赞赏他的。同时应

该引导学生学习边读边思边批的方法，注意加强指导，让学生掌握这种读书方法，逐步养成习惯。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2段写林肯当选美国总统，由于父亲是鞋匠，整个参议院的议员都感到尴尬，认为林肯出身卑微。

旁批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尴尬”进行理解、思考。

＊ 尴尬：（1）神态不自然；（2）左右为难，不好处理。旁批引导学生思考参议员们感到尴尬的原因。

＊ 卑微：地位低下，没有权势。

＊ 第 3～6段写林肯的首次演说，议员羞辱他，林肯不卑不亢，以睿智的演说和大度的风采，以及对父亲

浓浓的真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让所有人为之叹服。这部分教学可抓住参议员和林肯的态

度，以及他们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疑问和体会，学着书上的样子进行批注，并知道

批注的好处。

＊ 傲慢：轻视别人，对人没有礼貌。

＊ 旁批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参议员要抓住“鞋匠的儿子”去羞辱林肯。

＊ 课文写参议员的态度是“傲慢”的，因为能“羞辱”林肯而“开怀不已”。引导学生去理解参议员因什

么而“傲慢”，为什么而“开怀不已”。引导学生朗读参议员的语言，注意体会其中的语气和态度。

＊ 林肯把对他的羞辱看成是对自己的忠告。既展现了他的风度和肚量，又反映出他的平民思想。

＊ 旁批引导学生从林肯的应对中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

＊ 林肯面对参议员的羞辱和傲慢态度，他的态度出人意料，他首先“感激”参议员让他永远记得自己是鞋

匠的儿子，记得自己的父亲，并高度地、充满真情地赞美父亲是“伟大的鞋匠”，以此向众人表明：父亲



虽然地位卑微，但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他因此是伟大的，值得尊重的。林肯说自己“做总统无法

像父亲做鞋匠那样做得那么好”，还说自己“无法像他那么伟大”，既表明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也表明当

总统的态度。所以最后林肯以自己的真情和风度征服了所有的人。引导学生朗读，体会林肯是怎样让“所

有的嘲笑声全部化成赞叹的掌声”的。旁批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 识字、写字教学：本课有 5个生字，引导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注意读准“嘲”的字音。认清字形，

注意“尴尬”两个字的写法。

教学设计参考
一、信息反馈，揭示课题

1. 谈话：同学们，课前你们查找了林肯的资料，说说你都了解到一些什么。简要说说你对林肯的印象。

2. 教师与学生交流资料，出示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读一读，然后引入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 自读课文，有生字的地方停一停，多读两遍，读准字音。思考：课文写了林肯的一件什么事情？

2. 默读课文，看看别人读了这篇课文，有什么体会、认识？读读旁批。（老师适时告诉学生，边读边思考，

把自己读的体会、读懂的地方或感兴趣的地方、自己有什么问题等做上批注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值得认

真学习。）

三、再读课文，合作探究，学批注读书法

1. 学生自由读课文，像课文旁批一样，学着在自己读懂的地方、自己喜欢的词或句子、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作批注。（老师注意巡视指导）

2. 学生自主合作，交流批注内容。

四、细读课文，合作交流学习情况

1. 自由读课文（或指名读课文），思考:

（1）“尴尬”“卑微”是什么意思？读这两个词语，你想提出怎样的问题？

（2）林肯是怎样把所有的嘲笑声化成赞叹声的？

2. 交流汇报。

3. 重点引导读林肯的演说。

4. 交流自己学习后批注的内容，老师注意评价引导。

五、回读课文，深化感悟，总结学法

1. 默读课文，对照课文内容和马克思的评价，再谈你读课文后的感受。

2. 引导总结批注读书的方法。

六、识字、写字教学

1. 比一比，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记住生字的读音，认清字形，正确书写。

2. 学生交流，老师重点指导“尴尬”和“卑”字的写法。

3. 学生练习，老师相机评价。

参考资料
☆1809 年 2 月 12 日，阿伯拉罕·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伐木工人的家庭，迫于生计，他

先后干过店员、村邮务员、测量员和劈栅栏木条等多种工作。1834 年，他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才开始

了他的政治生涯。

当时，美国奴隶制猖獗，1854 年南部奴隶主竟派遣一批暴徒拥入堪萨斯州，用武力强制推行奴隶

制度，引起了堪萨斯内战。这一事件激起了林肯的斗争热情，他明确地宣布了他要“为争取自由和废除奴

隶制而斗争”的政治主张。1860 年他当选为总统。南方奴隶主对林肯的政治主张是清楚的，他们当然不愿



坐以待毙。1861 年，南部 7个州的代表脱离联邦，宣布独立，自组“南部联盟”，并于 4月 12 日开始向

联邦军队发起攻击，内战爆发初期，联邦军队一再失利。1862 年 9 月 22 日，林肯宣布了亲自起草的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解放黑奴宣言》草案（即后来的《解放宣言》），从此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北部军队很快地由防御转入了进攻，1865 年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此时，林肯在美国人民中的声望已愈来愈高了，1864 年，林肯再度当选为总统。但不幸的是，1865

年 4 月 14日晚，他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剧时突然遭到枪击，次日清晨与世长辞。

革命导师马克思高度地评价林肯说，他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

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

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罕有人物”。

（蒋华、杨蔚）



教学目标
1. 了解成语形式的多样性，积累成语；积累歇后语。

2. 能清楚地述说自己碰到的问题，能倾听别人的述说，并替别人出谋划策，从中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3. 能看图展开想象，把事情清楚、有条理、具体地写下来。

教材简析
本单元“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练习。

“温故知新”的内容是学生熟悉的成语，成语按照字数的多少，呈塔形排列，其目的是让学生读后

发现：成语多数是由四个字组成，但也有三个字的、四个字的、五个字的、六个字的、七个字的、八个字

的、九个字的等。

“语海拾贝”选编了歇后语。旨在让学生了解并积累祖国丰富的语言。

“点击成语”给我们介绍了“破釜沉舟”这个成语的由来，了解有的成语来源于历史故事，言简意

赅，源远流长。

“口语交际”从本单元的课文引入话题，让学生回想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互相帮助，出谋

划策，开启思维，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习作百花园”呈现的是同学们喜欢看的连环画，共三幅图，但有一幅图空缺。本次习作就是要引

导学生仔细看图，补充图中的男孩是怎样把皮球弄出来的，然后习作。

“自主阅读园地”选编的是著名儿童文学家冰心的《忆读书》。这篇文章讲述了冰心小时候读书的

一些故事，读来十分亲切。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出示了七个成语，呈塔形排列，从三个字的成语一直排到九个字的成语。可让学生自由

读熟并了解到成语不只是四个字的。

＊ “语海拾贝”：重在感悟和积累。歇后语语言生动简练。表达的时候，用上恰当的歇后语，会更有意味。

＊ “点击成语”：告诉我们有的成语来源于历史故事。在人们长期使用过程中， 形成了简洁而意义精辟

的固定形式。

＊ “口语交际”：话题从本单元学生熟悉的课文引入，旨在让学生有话可说，培养学生乐于交际的好习惯。

＊ “习作百花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形式呈现，让学生围绕主要内容“图中的男孩是怎样把皮球

弄出来的”展开想象，把事情按一定的顺序清楚地写下来。

重点是发挥想象，把将皮球弄出来的经过写清楚。

＊ “自主阅读园地”：以学生自己阅读为主，引导学生运用已学过的阅读方法，自己读懂《忆读书》一文，

从文中感受读书的乐趣。

＊ 《三国演义》、《红楼梦》是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两部。

一

（一）温故知新

1. 自己读成语，作比较。

2. 合作交流，发现规律。

3. 总结拓展。

（二）语海拾贝



1. 学生自己朗读，读熟歇后语。

2. 课中可鼓励学生针对歇后语的内容提出问题，师生互动解答。

3. 学生熟读成诵。

4. 拓展：交流自己积累的歇后语。

（三）点击成语

1. 借助工具书，自己阅读短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2. 说说“破釜沉舟”这个成语的意思。

小结：有的成语来源于历史故事。要多读、多积累成语。

3. 拓展：

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来源于历史故事？能讲给大家听听吗？

（四）自主阅读园地

1. 自主学习的方法很多，让我们看看“自主阅读园地”给我们介绍了什么好方法。学生自由读短文，边读

边思考。

2. 讨论：读了短文后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

3. 开一个学习方法、经验交流会。

学生交流自己搜集的或已经掌握的读书好方法和经验，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4. 再读短文，积累好词佳句，可先勾画，再摘抄，最后记忆。

二

（口语交际：小小讨论会）

（一）教学目标

1. 能提出自己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并能千方百计地解决。

2. 在与别人的交流中，认真倾听，能围绕别人的问题作答。

3. 能热情、大方地与人交往。

（二）教学准备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你遇到了什么难题？请提前思考。

（三）教学过程

1. 出示本次“口语交际”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足智多谋的孙膑、聪明能干的禄东赞、机智勇敢的小姑娘杰奎琳……

他们用智慧解决了种种难题。在生活、学习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告诉大家，请大家为你出谋划策。

（1）自读“口语交际”内容要求。

（2）全班交流：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是什么？

2. 学生按要求先在小组交流：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你遇到了什么难题？

3. 全班交流。

4. 集中学生交流中的二至三个问题，再组织学生在小组交流如何解决问题。

5. 全班交流：如何解决问题？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评价。

6. 小结：通过今天的交流，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三

（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1. 按正确的方法观察多幅图，准确把握图意，培养仔细观察的能力。



2 能围绕图中的男孩是怎样把皮球弄出来的这一中心事件，合理地展开想象。

3. 能口头表达图意，再按一定顺序、清楚地写下来。

（二）教学重、难点

1. 能围绕中心事件合理地展开想象。

2. 准确把握图意，再按一定顺序、清楚地写下来。

（三）教学准备

1. 带领孩子们玩皮球。

2. 展开想象把图中的故事讲给妈妈听，请她给你提提意见。

（四）教学过程

1. 观察图画，把握图意。

（1）书上一共画了几幅图？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观察？

（2）每幅图讲了什么？谁来讲给大家听听？

2. 展开想象，分组讨论。

（1）图中的小男孩是怎样把皮球弄出来的呢？

（2）小组讨论：把你的方法讲给大家听，看谁的方法巧妙，谁讲得清楚，讲得生动。

3. 代表汇报，自拟草稿。

（1）仔细倾听，互相学习。

（2）理清思路，拟出草稿。

4. 习作讲评，誊写草稿。

5. 同桌交换习作，互相欣赏，提出意见和建议。

6. 自我修改完善。

7. 全班赏析成功习作。

（董晓宇、杨蔚）



教学目标
1. 自读课文，了解伯诺德夫人和她的儿女的机智，感受他们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爱国情怀。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1. 引导学生在网上或图书馆查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关资料。

2. 引导学生多渠道搜集表现人物机智勇敢的故事。

教材简析
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多少爱国志士在自己的祖国蒙受灾难的时候，“祖国至上”

就是他们心底最强烈的声音，爱自己的祖国让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去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歌。《生死

攸关的烛光》这篇课文就向我们娓娓地讲述了这样一个热爱祖国、机智勇敢的故事：二战中，一位普通的

法国妇女伯诺德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为把德国入侵者赶出自己的祖国，参加了秘密情报工作。当藏着情

报的蜡烛被德国军官点燃，眼看就要暴露，一家三口生命危在旦夕，而伯诺德夫人和她的儿子想办法却没

能拿回情报的时候，小女儿机智地端着藏有情报的烛台上了楼，安全地保住了情报。

小小的烛台，内藏的情报，系着秘密情报站的安全，系着盟军作战的成败，系着祖国解放的大业，

也系着母子三人的生命。课文紧紧围绕着情报的安全，先写藏情报，骗过搜查，再写遇险，机智设法，保

护了情报。课文叙述层层推进，扣人心弦，让我们在为主人翁的命运紧张、担忧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他们的

机智勇敢而赞叹。

教学的重点是读懂主要内容。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见参考资料）可作简介。

＊ 第 2段主要写了伯诺德夫人为了把情报藏好，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决定把装着情报的金属管藏在蜡烛中，

骗过了敌人的搜查。教学时可抓住“绝妙”一词，引导学生体会为什么说这个办法是绝妙的，或“绝妙”

在什么地方。感受伯诺德夫人的智慧和精明。

＊ 第 3～7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具体讲了德国军官点燃了蜡烛，伯诺德夫人和她的儿子都没能拿回蜡烛，

千钧一发之际，小女儿拿着烛台回到了楼上，安全地保护好了情报。这部分内容具体地描写出“生死攸关”

的紧张场面，教学要抓住“生死攸关”一词，引导学生自读，勾画描写情势万分危急的句子，边读边感受。

＊ 一是写伯诺德夫人的：“伯诺德夫人知道……将告结束”，关键时刻她想到的是什么？她想了什么办法？

“连忙……取出……轻轻地把蜡烛吹熄”，从她的一连串动作体会到什么？“……最可怕的东西”“……

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似乎感到……越来越短的蜡烛上”，她的心为什么提到嗓子眼上？“微弱的烛光”

为什么那么可怕？引导学生仔细品读这些句子，感受她机智地想出办法后的轻松心情，同时更要感受她的

计谋受挫后那种紧张的心情，从而体会她的机智、沉着。

＊ 二是写儿子的：“……儿子杰克慢慢站起来，端起烛台……”儿子见母亲的计谋没有获得成功，他想出

的办法是什么？重点要引导学生体会为什么他“慢慢地站起来”？情况这样紧急，为什么不快点？当蜡烛

被德军军官抢下，他为什么“没有说什么”，还“从容”地搬回木材生火？从而体会儿子在母亲的影响下，

既勇敢又很有计谋，面对困境而不惊慌。

＊ 三是写小女儿杰奎琳的，她娇声对德国人说道：“……天晚了，楼上黑，我可以拿一盏灯上楼睡觉吗？”



“……镇定地把烛台端起来，向几位军官道过晚安，上楼去了。”在母亲和哥哥的计谋都没有成功的千钧

一发之际，她表现出来的沉着、镇定，让人叹服，读到“正当她踏上最后一级楼梯时，蜡烛熄灭了”，悬

着的心才平静下来。

＊ 读这部分内容，要引导学生反复有感情地朗读，从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体会当时的危急情势和三个人的沉

着机智。并引导学生讨论、体会、分析、理解“此时此刻，它仿佛成了这屋子里最可怕的东西”这个句子

的意思，从而进一步体会课题的含义，感受三个人物的精神品质。

＊ 课后第 1题：因为是略读课文，必须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读懂课文，了解课文讲述的事件。此题旨在检查

学生是否读懂了课文，要让学生自读自悟。

＊ 课后第 2题：此题是一个拓展练习，可结合课外阅读，达到阅读交流的目的。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示课题，引入新课

1. 板书“生死攸关的烛光”，理解“生死攸关”的意思。

2. 学生看课题质疑。

3. 根据学生质疑情况，谈话：为什么小小的烛光关系这样重大？引入读书。

二、学生自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 小声读课文，读准字音，特别是注音的字，读通课文。

2. 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读后交流，同时交流前面谈话的问题。

三、自读 3～7段，读中悟主题

1. 默读 3～7段，勾画出自己认为最能表现“生死攸关”的句子，多读几遍。

2. 学生交流：

（1）说说自己从哪些句子去体会当时万分危急的情势。

（2）讨论对重点句子“此时此刻，它仿佛成了这屋子里最可怕的东西”的理解。

（学生交流时，教师适时引导，注意与上文的联系，注意抓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体会人物内心活动和思

想感情。）

3.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读勾画的句子，进一步体会当时的危急情势和三个人的机智沉着。

四、再浏览全文，深化感悟

1. 浏览全文，你从母子三人的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2. 读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五、拓展练习

随文小练笔：“我眼中的伯诺德夫人”“我眼中的杰克”“我眼中的杰奎琳”（自选一个完成）。

参考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德、意、日轴心国集团侵略扩张的反法西斯战争。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空前惨

重的灾难。全世界共有 61个国家、80%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军事行动是在 40 个国家的领土和海战

区及大洋战区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冲突，其特点是军事行动规模巨大、军事生产空前发展、

人员物资损失惨重。战争持续了 2194 天(6 年)；参战国人口达 17 亿；军事行动遍及欧、亚、非洲陆地和

大西洋、北冰洋、太平洋、印度洋广阔水域，被征入伍者达 1.1 亿人以上。在战争年代(1939 年 9 月 1日～

1945 年 9 月 2 日)，仅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就生产飞机 58.8 万架(其中作战飞机 42.5 万架)，坦克 23.6 万辆，

火炮 147.6 万门，迫击炮 61.6 万门，德国生产飞机约 10.9 万架，坦克和强击火炮 4.6 万辆，火炮和迫击



炮 43.5 万余门以及其他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仅在欧洲，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质损失即达 2600

亿美元(按 1938 年价值)，各交战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的 60%～70%。5000 余万人丧生。牺牲

最大的是苏联，损失达 2000 余万人。苏联 1710 座城市、7万个乡村遭破坏，32 万个工业企业被摧毁。在

反对侵略者斗争中遭受巨大牺牲的还有波兰(损失约 600 万人)、南斯拉夫(损失 170 万人)等国。美国损失

40 万人，英国损失 37 万人。德国被毙、伤、俘 1360 万人，其欧洲盟国损失 150 余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取得对法西斯集团的胜利，是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作出了共同努

力，各被占领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其英勇斗争支援了整个同盟。在战争年代，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

的国家可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原理，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苏、美、英、法及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之间

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和巩固，就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希特勒当局离间反法西斯力量

的战斗同盟，使其无法协同行动的算盘完全落空了。法西斯集团各国的军事政治组织在战争中垮台了。法

西斯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武装力量的惨败，标志着这些国家的冒险政策、战略以及军事政

治领导和战略领导体制的完全破产。

☆ 更详的资料可查阅：http：//www.cbe21.com

（蒋华、杨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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