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了解纳米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3. 学会在课外查阅资料，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教学简析
这是一篇介绍现代高科技纳米技术的课文。纳米科技的神奇力量令人赞叹不已。你看：

长期以来，汽车尾气的污染总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而纳米科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汽车尾气的污染问

题。高层建筑擦玻璃是件很难办的事，而用纳米技术制成的自清洁材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

“是药三分毒”，药在治病的同时会产生副作用。而利用纳米靶向技术制成的药就可以直达病灶，不产生

副作用……

纳米，真不愧是 21 世纪的亮丽新星。

学习这篇课文，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代最新的科技成果，培养其对科学、科技的兴趣。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能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积累一些新词。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本课涉及的科技术语及成果，让学生知道有这么回事即可，不必深入讲解。

＊ 从对纳米的误解引出纳米不是米，而是一个长度单位。

＊ 第三、四段写纳米科技对治理和改善环境所起的作用。

＊ 有关“碳材料”“氢气”等都不用去讲解。

碳：非金属元素。化学性质稳定，在空气中不起变化，是构成有机物的主要成分。

氢气：氢分子组成的气态物质。

只让学生了解用纳米科技就能解决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

＊ 用纳米技术制成的“自清洁材料”解决了高层建筑擦玻璃的难题。

＊ 纳米在医疗上可以做到对疾病的早期检测，早期医治。

＊ 早期发现病情，进行早期治疗，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纳米技术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 联系前面讲的纳米的长度，可以想象纳米机器人是如何的微小。

＊ 缓释：缓慢释放。

靶向：定向。

＊ 从“衣食住行”可以看出纳米科技运用的广泛。

＊ 第一题要在了解纳米神奇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理解。

＊ 第二题，课文主要从环保和医疗两个方面介绍了纳米。

＊ 第三题，让学生积累新词，掌握本课生字。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纳米吗？你们能猜想出纳米是什么吗？让我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事吧。北

京大学纳米科技中心的刘老师曾经接到一个电话，问他纳米贵不贵，产量有多高。刘老师却告诉他说，纳

米不是米，它是个不能吃的长度单位。听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纳米是什么呢？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我们一起来学习新课《纳米新星》。

二、初读课文，读准读顺

1. 自读课文，注意生字的读音。

2. 同桌相互听读，纠正字音。

3. 抽学生分段接读课文，评议。

三、再读课文，初知大意

1. 结合课后第一题，学生再读课文。

2. 抽生简单说说对纳米的印象。

四、细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

1. 联系课后第二题，让学生边读边思，边勾画。

2. 提问：课文从哪几方面介绍了纳米？（治理和改善环境，医疗制药）

3.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问：在环保方面，课文列举了哪些例子？根据学生的回答，老师进行点拨。

4. 让学生自读课文，列举出纳米技术在医疗方面发挥神奇作用的例子。

5. 再读全文，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6. 说说你还知道的纳米技术的其他作用。

五、作业

1. 读记课后第三题的词语。

2. 听写词语。

参考资料
☆纳米常识解答

1. 纳米

纳米是单位长度量词。1纳米即十亿分之一米，大约三四个原子的宽度。纳米技术是在微观世界里

对原子、分子直接操纵从而创造新的物质。当材料加工到纳米级的尺寸时，物质会发生惊奇的变化，具有

意想不到的功能。纳米物质具有四大效应：即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表面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这些效应都是产生功能的因素。

2. 纳米科学技术

纳米科学技术是用单个原子、分子制造物质的科学技术。纳米科学技术是以许多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它是现代科技（混沌物理、量子力学、介观物理、分子生物学）和现代技术（计算机

技术、微电子和扫描隧道显微镜技术、核分析技术）结合的产物。纳米科学技术又将引发一系列新的科学

技术，例如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纳米机械等。纳米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世纪之交出现的一项高科技。

3. 纳米材料与纳米粒子

纳米材料又称为超微颗粒材料，由纳米粒子组成。纳米粒子也叫超微颗粒，一般是指尺寸在 0.1 纳

米到 100 纳米间的粒子，是处在原子簇和宏观物体交界的过渡区域。从通常的关于微观和宏观的观点看，

这样的系统既非典型的微观系统亦非典型的宏观系统，它具有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当人们将宏观物体细分成超微颗粒（纳米级）后，它将显示出许多奇异的特性，即它的光学、热学、电学、

磁学、力学以及化学方面的性质和大块固体时相比将会有显著的不同。

☆纳米科技发展史



1959 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预言，人类可以用小的机器制作更小的机

器，最后将变成根据人类意愿，逐个地排列原子，制造产品，这是关于纳米技术最早的梦想。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开始从不同角度提出有关纳米科技的构想，1974 年，科学家唐尼古奇最早

使用“纳米技术”一词描述精密机械加工。

1982 年，科学家发明研究纳米的重要工具——扫描隧道显微镜，提示了一个可见的原子、分子世

界，对纳米科技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0 年 7 月，第一届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在美国巴尔的摩举办，标志着纳米科学技术的正式诞

生。

1991 年，碳纳米管被人类发现，它的质量是相同体积钢的六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 10倍，成为纳

米技术研究的热点。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莫利教授认为，碳纳米管将是未来最佳纤维的首选材料，也将被

广泛用于超微导线、超微开关以及纳米级电子线路等。

1993 年，继 198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搬走原子团“写”下斯坦福大学英文名字，1990 年美国国际商

用机器公司在镍表面用 36个氙原子排出“IBM”之后，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自如地操纵原子成

功写出“中国”二字，标志着我国开始在国际纳米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97 年，美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地用单电子移动单电子，利用这种技术有望在 20 年后研制成功速度

和存储容量比现在提高成千上万倍的量子计算机。

1999 年，巴西和美国科学家在进行纳米碳管实验时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秤”，它能够称量十亿

分之一克的物体，即相当于一个病毒的重；此后不久，德国科学家研制出能称量单个原子重量的秤，打破

了美国和巴西科学家联合创造的纪录。

到 1999 年，纳米技术逐步走向市场，全年纳米产品的营业额达到 500 亿美元。

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战略或者计划，投入巨资抢占纳米技术战略高地。日本设立纳米材

料研究中心，把纳米技术列入新 5年科技基本计划的研发重点；德国专门建立纳米技术研究网；美国将纳

米计划视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美国政府部门将纳米科技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从 1997 年的 1.16 亿美

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4.97 亿美元。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

2. 通过查字典，理解本课新词语的意思。

3. 熟读课文，体会想象的神奇，培养想象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一些有关宇航员、潜水员、嫁接植物的图片等。

教材简析
这首诗歌描写了假设记忆可以移植后种种奇特而有趣的情景，激发儿童展开想象的翅膀，探索未来。

诗歌极富想象力，语言生动，富有情趣。

全文共 7节。第一节总写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生活该是多么有趣。第二至第四节描写了假设记忆

可以移植后种种奇特而有趣的情景：我移植了爷爷的记忆，爷爷移植了我的记忆，多么神奇；我移植了博

士叔叔的记忆变得博学多才；我移植了诗人爸爸、教授妈妈的记忆，能吟诗做题，变得出类拔萃；宇航员

和潜水员相互移植记忆，都知道了如何上天入地；蝴蝶移植了蜜蜂的记忆，酿出了甜甜的蜜。第五至第六

节描写了生活中植物嫁接后创造的奇迹。第七节总结记忆移植能不能实现、何时能实现要依靠我们不懈地

探索、努力，激发孩子努力学习、探索未来的决心。

本课教学重点：启发孩子大胆想象，培养探索科学、探索未来的浓厚兴趣。

建议教学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移植：把播种在苗床或秧田里的幼苗拔起或连土掘起种在田地里。本文指把一个人的记忆转移到另一个

人的大脑里。

＊ 第一节：开门见山，直接点明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生活该是多么有趣。

＊ 第二节至第四节描写了假设记忆可以移植后种种奇特而有趣的情景，由于这三节极富儿童情趣，可引导

学生反复朗读，找自己最喜欢的部分朗读，引导想象、表演。

＊ 出类拔萃：出，超过；类，同类；拔，超出；萃，草丛生的样子，比喻聚集在一起的人或物。形容品德、

才能超出一般人。

＊ 第五至第六节描写了生活中植物嫁接后创造的奇迹。可出示图片资料，让学生感受嫁接的好处。

＊ 嫁接：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生长的植株。

嫁接能保持植物原有的某些特性，是常用的改良品种的方法。

＊ 第七节总结记忆移植能不能实现，何时能实现要依靠我们不懈地探索、努力，激发孩子努力学习、探索

未来的决心。

＊ 识字写字教学：识字教学在中年级仍不能放松，可注意检查识字的效果。

＊ 课后第一题：通过朗读体会想象的神奇。

＊ 课后第二题：用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解词语意思。

教学设计参考
一、题目激趣，引入新课



1. 请同学们齐读课题，以课题激趣，提问：你喜欢这个题目吗？为什么？

2. 提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请自己读读课文。

二、自主学习，扫清障碍

1. 自读课文，借助拼音把本课生字字音读准，特别是“授”“萃”“涩”的读音要读准，同桌可以互相合

作，把生字读给对方听听，让同学检查、矫正。

2. 在自读课文中把弄不明白的地方做上记号。

3. 同桌或四人小组讨论一下自己不懂的地方，查字典理解不明白的词语。实在弄不明白的向老师提出。

4. 找出自己最感兴趣的地方多读几遍。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选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读课文。读后回答：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四、感悟课文，体会神奇

1. 学生自读课文，找出最感兴趣的地方多读几遍。

2. 说说你为什么对这部分感兴趣。

（1）当学生说到第二节“把爷爷的记忆移植给我，我就能看到爷爷的爷爷长的是什么模样”，老师提问：

假如你见到爷爷的爷爷，想象一下，祖孙俩见面该是什么样的情景？表演出来。“把我的记忆移植给爷爷，

爷爷也会看到我在操场上多么顽皮”，假设你是爷爷，你会说些什么？ 指导感情朗读。（指名读—挑战读

—再指名读—齐读）

（2）当学生说到第四节，“把宇航员的记忆移植给潜水员，把潜水员的记忆移植给宇航员，他们就都知道

了怎样‘上天入地’。”

①出示宇航员或潜水员工作时的图片或图像。假设他们都移植了对方的记忆，他们见了面，会说些什么？

情景表演。

②感情朗读。（指名读-挑战读-齐读）

（3）当学生说到第五节，“那又涩又硬的山梨树，如果嫁接上甜梨枝，就结出了又黄又大的甜梨；那枝繁

果密的‘茄子树’，也是山茄和家茄嫁接后出现的奇迹。”

①出示山梨嫁接了甜梨后结出的果实图片与山梨对比。由于受生活所限，城市的孩子对“嫁接”感到陌生，

教师可在讲解的基础上做示范演示。

②孩子们，你们感到神奇吗？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自由练读—抽生扮演解说员读—齐读。

五、拓展延伸，大胆想象

1. 同学们，移植哪里仅限于植物呢？瞧，人体骨髓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肝脏移植不知挽救了多少人

的生命。（播放一段医学移植发展历史的图像或图片资料，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2. 记忆移植能不能实现，要靠谁呢？齐读最后一节。

3.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你会想些什么呢？让同学们大胆想象，能说多少说多少。

六、完成作业

1. 书写生字，重点写好“涩”、“懈”。

2. 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

参考资料
☆硕士：学位的一级，大学毕业后在研究机关学习二至三年，成绩合格者，即可授予。

☆博士：学位的最高一级。

☆宇航：宇宙航行的简称。指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在太阳系内外空间航行。

☆宇航员：指担任宇宙航行任务的人。

☆潜水员：穿着潜水衣在水面以下工作的人员。

☆梨树：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子卵形，花一般白色，果实是普通水果。品种很多。



☆茄：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椭圆形、花紫色。果实球形或长圆形，紫色，有的白色或浅绿色，表面有光

泽，是普通蔬菜。

☆推荐网址： http:www.zhonglin.com.cn/jishu/content.asp?id=454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

2. 借助旁批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内容，想象“神舟”五号发射升空的过程，感受壮观的发射场面，体会人

们期待、紧张、激动、幸福等心理活动。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神舟”五号飞船和航天员杨利伟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准备

图像资料。选取几段激昂的音乐，准备配乐朗诵。

学生：预习课文；搜集有关“神舟”五号飞船的资料。

教材简析
这篇课文用动情的语言，记录了 2003 年 10月 15 日，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

上太空，中华民族几千年飞天梦变成现实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教材选编了这篇课文。 课文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个重要时刻。全文共 7个段。第一段介

绍了“神舟”五号航天飞船升天的时间；第二段至第六段描写了“神舟”五号升天前和升天时的情况；最

后一段描写了飞船胜利归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本篇课文教学重点：理解内容感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体会人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一段介绍了“神舟”五号航天飞船升天的时间，点明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 遨游：漫游；游历。

＊ 旁批引导学生理解内容。

＊ 酒泉是我国卫星发射基地之一。

＊ 第二至第六段按时间顺序描写了“神舟”五号升天前和升天时的情况，文中记录了凌晨 4时、6 时 15

分、7时 30 分、9时 02分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其中尤以零号指挥员开始最后 10 秒倒计时，飞船发射那

一刻最为激动人心。

＊ 引导学生利用旁批深入理解课文，同时让学生尝试在文中空白处进行批读。

＊ 气宇：气度；气概。

轩昂：形容精神饱满，气度不凡；高大。

＊ 旁批引导学生抓住词句联系上下文理解内容。

＊ 教学时可在理清顺序的基础上，紧紧抓住 4、5、6段重点体会有关词句，再现情景，反复朗读，体会、

感悟，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 可以借助媒体的演示，体会倒计时的心情。

＊ 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飞船升空的情景。

＊ 借助旁批，细细品读。欣赏这段的描写。

＊ 旁批引导学生联系课题进行回扣。

＊ 旁批引导学生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



＊ 第七段描写飞船胜利归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通过引读课文，展示杨利伟胜利归来

的图片，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 识字写字教学：“聋”是边音;“穹”字上面是“穴”，不能写成宝盖头。

教学设计参考
一、了解背景，感知内容

1. 交流资料：你知道哪些关于飞天的故事呢？（神话、前苏联、美国……）

2. 引入课题：我们中华民族也实现了飞天梦，是哪一天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板书课题。

3. 检查预习，字词认读，注意“沸”字的读音。

4. 初读。

二、理清脉络，直奔重点

1. 自读勾画：默读课文，用“”把你感到激动的地方标出来，大声读一读。

2. 讨论交流：哪些地方让你激动？从 15 日凌晨 4 时到 16 日 6时 54 分长达 21 个小时的时间里，作者写了

哪几个时刻呢？在这些时刻里，你觉得最让你激动的又是什么时刻呢？（从倒计时开始到火箭升空）

三、切入重点，自读自悟

1. 根据旁批提示默读 4、5、6段，边读边想，标出让你感动的词句，读一读，反复体会。

2. 根据学生反馈，相机引导重点词句的学习。

3. 第四段。

（1）10 秒倒计时。 引读 10 秒倒计时，抽读，出示“神舟”五号高耸在发射架上的图片，引导想象。想

想人们会想些什么。再读。

（2）火箭点火升空瞬间。 配乐播放火箭升空录像，再现场景。 朗读表现火箭升空场景的重点句（抽读、

评议—自读—齐读—为录像配解说词）

4. 第五段。 飞船在天空中的变化。 同桌对读，闭眼想象，互提意见。抽一学生读，其余学生闭眼想象。

理解“银练”。自读，齐读。

四、总结全文

1. 引读最后一段。

2. 师生共同总结本文的写作顺序。

五、汇报资料，拓展视野

1. 展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举国欢庆的场景，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2. “嫦娥奔月”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你还知道哪些梦想成真的事例，给大家说一说。

3. 介绍一下你所知道的“嫦娥一号”绕月卫星的情况。

参考资料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二号 F”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送上太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进行的首

次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

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航天员杨利伟，中校军衔。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优秀歼击

机、强击机飞行员，驾机飞行达 1350 小时。1998 年由空军飞行员选拔为航天员，经过 5年刻苦训练和学

习，各项成绩达到全优。在此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杨利伟和翟志刚、聂海胜

组成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飞船发射前，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决定，由杨利伟执行首次载人航

天飞行任务。按计划，杨利伟乘坐飞船环绕地球飞行 14圈后返回地面，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着陆。





教学目标
1. 了解表达相同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语。

2. 积累词语。

3. 自主阅读短文，感悟良好的学习方法。

4. 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讲述喜欢的电视节目。

5. 能展开想象不拘形式地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练习。

“温故知新”把与“看、望”有关的几个词语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让学生去理解，感受词语的丰

富。

“语海拾贝”选择了一段电视解说词，让学生在朗读中积累精彩词语，并从中感受词语的运用。

“点击成语”编排了一个成语故事“入木三分”，让学生在阅读中有所思考，有所感悟，从而理解

成语的意思。

“口语交际”安排的话题是“我喜欢的电视节目”。这一话题贴近学生的生活，也是学生很感兴趣

的话题，每个学生都有话可说。

“习作百花园”为学生安排的是“展开想象的翅膀，拿起手中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自

己的美好愿望。”本次习作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没作要求，只是用大家熟悉的孙悟空形象切入本次习作，

点燃学生想象的火炬，激励学生放开手脚，大胆想象，真实地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

“自主阅读园地”安排了一篇探讨学习方法的短文，引导学生体会在学习中用心听、用口说的好处，

教给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激发求知欲，对学习习惯的培养起着启迪、引导作用。

解读与提示
＊“温故知新”：让学生读一读词语，然后说一说这些词语所含的意思，最后让学生找一找像这样表示“看、

望”的词语还有哪些。

＊ “语海拾贝”：这是一段电视解说词，解说词中运用了一连串精彩的词语。可以让学生大致了解这段电

视解说词的意思，然后积累词语。

一决雌雄：雌雄，比喻胜负。决一胜负。

座无虚席：虚，空；席，座位。座位没有空下来的。形容听众和观众很多。

一饱眼福：看到珍奇或美好的事物，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远道而来：来自遥远的地方或从遥远的地方而来。

十拿九稳：比喻很有把握。也说十拿九准。

先声夺人：声，声势。先张扬自己的声势以压倒对方。也比喻做事抢先一步。

不甘示弱：甘，甘心，情愿。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

针锋相对：锋，刀剑等锐利的部分。针尖对针尖。比喻双方在策略、论点及行动等方面尖锐对立。

鹿死谁手：以追逐野鹿比喻争夺天下，“不知鹿死谁手”表示不知道谁能获胜，现在多用于比赛。

拭目以待：拭，擦；待，等待。擦亮眼睛等着瞧。表示盼望或确信某件事情的出现。

＊ 让学生读一读《入木三分》这个成语故事，并理解其意思。

＊ 可抓住“我喜欢的电视节目”这一学生很感兴趣的话题，为学生创设口语交际的情境，鼓励学生大胆地

说，充分地展示自己，认真地倾听和接纳别人的发言和意见，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 “习作百花园”：可以先请学生观看《西游记》片断，然后从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切入，点燃学生创造

和想象的火花，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题目自拟。

鼓励学生打开思路，具体地写出自己的想象。

＊ “自主阅读园地”：让学生自主阅读，边读边思考，不明白的地方多读几遍，读后交流自己的收获。

＊ 多参加演讲，可以增强勇气。“我”感受到了口语表达的乐趣与魅力。

一

（一）温故知新

1. 学生自主学习，读中感悟加点词语的意思，注意发现这些词语的特点。

2. 说说表示“看、望”意思的其他词语，比比谁说得多。

（二）语海拾贝

1. 课件出示足球赛片断，老师扮演电视解说员进行精彩的解说。

2. 说一说看了画面，听了解说后的感受是什么。

3. 找出自己喜欢的词语，读给大家听一听。

4. 你积累过这样的词语吗？大家交流一下，看谁积累得又多又好。

5. 竞赛活动：评选优秀解说员。

（1）学生自己进行看画面配解说词的练习。

（2）分四人小组评选优秀解说员。

（三）点击成语

1. 自由读读成语故事。

2. 说说这个成语故事的主要内容。

3. 谈谈你从这个成语故事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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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交流展示自己搜集的或已经掌握了的学习好方法和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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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电视节目）

（一）播放电视，激发兴趣

播放孩子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片断，教师配上解说词，创设情境，点燃学生学习的兴趣之火。

（二）自主练习，小组交流

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什么？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大家？ 根据这

个话题，先想一想，自己进行口语练习，然后讲给同桌听。讲的时候口齿清楚，听的同学要注意听，听后

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小组交流，全班评比

分小组进行交流。提示学生说话时态度大方，声音洪亮，讲清楚节目好在哪里。其他同学认真倾听，然后

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认真评比。 每小组推荐一名优秀者，代表本小组参加全班交流，再推选一位评委，

参与评比。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方法，进行认真评比。评选出电视好节目 10 部以及好

节目推荐手——冠军、亚军和季军。让大家分享快乐。 （这一评选活动可穿插小记者采访，活跃课堂，培

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四）总结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通过自主练习、相互交流，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评比，

评出了我们喜欢的电视节目 10部和 3名好节目推荐手。在交流中我们还懂得了与人交流时要大胆说，抓住

要点说，要善于倾听别人的发言，并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相信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经过自己的不

懈努力，一定能成为能说会道的人。

三

（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1. 能展开想象，不拘形式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出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

2. 能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的词句。

（二）教学准备

1. 教师准备三篇想象丰富、大胆的范文。

2. 学生搜集一篇自己欣赏的、想象特别突出的作文。

（三）教学过程

1. 导入习作。 用孙悟空上天入地、降妖伏魔的画面加上教师精彩的描述，引入习作，打开学生想象的闸

门。

2. 读懂要求。 放手让学生读懂习作要求，培养独立探究的意识。

3. 引导选材。 想一想：你的所思所想是什么？你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谈一

谈：学生交流选材内容，互相启发，让思维活跃起来。 拨一拨：发现学生选材中的闪光点，教师及时点拨，

注意启发学生选出新颖、独特、具有个性的材料。

4. 学生习作。 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5. 师生评改。 师生合作，当面评改，以点带面，教师注意点拨习作修改的方向和方法。

6. 互评互改。 引导学生在小组互评的过程中，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在评别人的

习作时自己学会思考，争取得到一些启发，养成良好的习作习惯。

7. 精彩回放。

小组推选精彩片断让全班欣赏，增强学生习作的兴趣和信心。大家取长补短，产生习作的互动效应。

8. 自评自赏。

在互评互改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欣赏自己的习作，再次进行修改，修改好后自己给习作评上等级，使每

一个学生都尝到成功的喜悦。



教学目标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表演自己喜欢的对话。2. 能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从中了解新型

玻璃的特点、用途，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新型玻璃的图片、文字资料。

学生：搜集有关新型玻璃的资料。

教材简析
课文把有关新型玻璃的科学知识，以童话故事的形式，用生动的笔调介绍出来。 全文以玻璃公公

回乡参加“玻璃节”这一事件为线索，逐次介绍了各种新型玻璃。

第 1部分是第 1、2段，点明了故事的起因：玻璃家族举行玻璃节，派泡沫玻璃接玻璃公公回乡参

加。

第 2部分，第 3到 11段，是故事的发展，通过玻璃公公与泡沫玻璃的对话，介绍出泡沫玻璃轻巧、

耐压的特点和造浮桥的用途。此种玻璃的与众不同，极大地勾起玻璃公公的好奇心，一心想探个究竟。其

实这也是学生阅读至此的想法。

第 3部分，第 12段到 24 段，是故事的高潮。通过玻璃公公在玻璃节上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抗

震力强的夹丝玻璃、能调节室内气温的隔热玻璃、能调节室内光线的变色玻璃、能减弱噪音的吃音玻璃，

简略介绍了电子玻璃、自洁玻璃等 6种玻璃。每认识一个新成员，玻璃公公说话就有不同的表情、语气，

“深情地说”—“称赞道”—“赞叹着”—“夸赞道”，使整篇文章显得生动、活泼、有趣，富有感染力，

很容易激起学生对新型玻璃的向往之情，从而激发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热爱。

第 4部分，即最后一段，是故事的结尾，通过玻璃公公对新型玻璃的由衷赞叹，表达作者对现代科

学技术的赞叹。

本课教学重点是：通过朗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感受新型玻璃的神奇。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部分，是故事的起因，直接写明玻璃家族举行玻璃节，派泡沫玻璃接玻璃公公回乡参加。它既可作

为全文的切入点，也可作为学生的质疑点。

＊ 这部分对话引出了泡沫玻璃的特点介绍。

＊ 第 2部分，是故事的发展，通过玻璃公公与泡沫玻璃的对话，介绍出第一种泡沫玻璃轻巧、耐压的特点

和造浮桥的用途。这一部分与后面的课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引导学生充分地自读自悟，体会玻璃公公和

泡沫玻璃的心理活动，并用多种方式练习朗读，将自己的体会在朗读中表达出来。最后通过分角色表演，

将朗读与动作、表情结合起来，表达自己的体会。

＊ 第 3部分，是故事的高潮。通过玻璃公公在玻璃节上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抗震力强的夹丝玻璃、能

调节室内气温的隔热玻璃、能调节室内光线的变色玻璃、能减弱噪音的吃音玻璃，简略介绍了电子玻璃、

自洁玻璃等 6种玻璃。这里可放手让学生自由选择一部分去学习、体会、朗读、表演。特别注意体会玻璃

公公感情的变化。

＊ 通过隔热玻璃之口，写出了变色玻璃的特点：自动调节光线强弱。

＊ 吃音玻璃实际上就是隔音玻璃。



＊ 引导学生联想这些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

＊ 课后第 1题，可作为学生预习课文时的“预习提示”使用，帮助学生了解课文大意。

＊ 第 2题可作为学完课文以后的拓展练习使用，帮助学生打开思维，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他们的创

新意识。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谜语引入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谜语：“看看没有,摸摸倒有,似冰不化,似水不流。” 师板书“玻璃”，

并引导谈话：你看到的玻璃是什么样的？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 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词的音，勾画出玻璃家族中新成员的名字。

2. 再读课文，同桌合作试着概括五种玻璃的特点，填表。

三、学习课文，落实语言文字训练

1. 朗读能力的训练。

(1)学生快速自读课文，勾画玻璃公公说的话。引导抓住“试探”“嘀咕”“深情”“称赞”“赞叹”“夸

赞”“感叹”等词语，体会其心情的变化。

（2）结合学生的体会，指导读好对话。

2. 想象能力的训练。

（1）细读课文，了解玻璃性能。 再读课文，选择一种自己最欣赏的玻璃，仔细地研究它们的性能，想想：

如果你是工程师，会把它用到什么地方？

（2）激励想象，说设想。 玻璃厂的设计师们设计了这么多神奇的玻璃，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如果有朝一

日，你成了玻璃厂的设计师，你还想为玻璃家族增添哪些成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呢？

3. 谈谈自己设计的“神奇玻璃”。

参考资料
☆一种会发光、能记忆的新型玻璃，最近在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研制成功。此玻璃被高能光照射

后，受光部分就能以光能的形式将文字或图像储存下来，一段时间后，用能量小的光照射它，在黑暗的条

件下，就能看到原先储存进去的文字或图像。

☆聪敏彩色玻璃：这种玻璃在空气中出现某些化学物质时会改变颜色，这使它在环境监视、医学诊

断以及家居装饰等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激光玻璃：在玻璃或透明有机涤纶薄膜上涂敷一层感光层，利用激光在上面刻画出任意的几何光

栅或全息光栅，镀上铝（或银），再涂上保护漆，这就制成了激光玻璃。它在光线照射下，能形成衍射的

彩色光谱，而且随着光线的入射角或人眼观察角的改变而呈现出变幻多端的迷人图案。它使用寿命可达 50

年，而且正向家庭装潢发展。

☆呼吸玻璃：同生物一样具有呼吸作用，它用以排除人们在房间内的不舒适感。日本吉田工业公司

应用德国专利稍加改进后，已研制成功一种能消除不舒适感的呼吸窗户，命名为 IFJ 窗户。经测定，装有

呼吸玻璃房间内的温差仅有 0.5 摄氏度左右，特别适合人们的感官。不仅如此，呼吸玻璃还具有很高的节

能效果。按常规，其空调负荷系数为 80，装上呼吸窗户后，下降为 51.9（系数愈小，节能性愈好）。据报

道，这种呼吸窗户框架是以特制铝型材料制成，外部采用隔热材料，而窗户玻璃则采用反射红外线的双层

玻璃，在双层玻璃中间留下 12毫米的空隙充入惰性气体氩，靠近房间内侧的玻璃涂有一层金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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