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认识并规范、美观地书写带有本课生字的新词。

2.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海潮的柔美与壮美，背诵喜欢的部分。

3. 学习从不同角度观察、描写景物的方法。欣赏和学习运用动词的技巧。

教学准备

课文配乐朗读的磁带，涨潮的录像。

教材简析

本文是一篇描写潮水变化的散文，作者通过不同的观察角度，细致生动地描述了海潮的千姿百态，

变幻无穷。

作者对潮水的观察非常细致，加上准确恰当地选用动词，描写十分传神。在山上看潮水时，用“叠”、

“拥”、“盖”等词语写出了潮水轻柔的动态美。在山下看潮水时，作者对初上潮的潮水用了一个非常奇

特的比喻：像将展开的画慢慢“卷”起来，形象而生动。写高潮时的潮水，作者用“跃”、“跌”、“跳”、

“飞”、“怒号”等词语写出潮水的汹涌澎湃，给人壮美的感觉。写潮水涌在石块间的情景，用“荡”、

“涌”、“落”、“窜”、“缩”、“退”等动词，突出其“情趣”。

这篇散文按方位安排写作的顺序，作者先写在山上看海潮时的情景，再写在沙滩上看潮水的情景，

最后写看潮的感慨。写在沙滩上看潮水时，先写初上潮的情景，再写高潮时的情景。写高潮时的情景时，

先写近处看到的情景，再写远处看到的情景，然后又写近处看到“潮水”涌在石块间的情趣。从不同的位

置，反映出潮水的不同情景。

学习这篇课文，除引导学生随文识、写生字外，重点要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想象，了解潮水的千姿

百态和变幻无穷，体会本文用词准确、描写细致生动的特点，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建议本课教学用 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这是全文的总起句，开门见山地指出“看海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是看上潮时的海”。

* 第 2段：“叠”与“盖”意思相近，是两种不同的动态描写，用在这里避免了用词重复，使作者

笔下的潮水更加传神。要让学生想象画面，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如果把后面两个“盖”换成“叠”便没



有这样形象生动，也没有这样准确。

* 第 3段：“仿佛是一幅展开着的画，一点儿一点儿卷起来，到沙滩高处，画便卷完了。”比喻形

象、生动、奇特，写出了潮水轻柔的动态美。

* “一大块一大块地跃过来，跌过来了，到了沙滩上，便跳起来，飞起来，轰轰地怒号。”采用拟

人的手法，将海潮的奔腾澎湃、壮观美丽呈现在读者眼前。

* 第 4段：强调“情趣”、“有味”，要引导学生读出其“趣”，体会其“味”。

* 第 5段：“近处沙滩上虽然涌动着奔腾澎湃的潮水，而那大海却还像平常一样”，可见海之大。

* 第 6段：为什么“看潮的人却永不觉得单调无味”？因为海潮看起来像是永无什么变化，而实

际上在那看似毫无变化中却有太多的变化，能带给人们太多的遐想，所以永不觉得单调无味。引导学生理

解“遐想”。假如你看到这样的潮水，你会想到些什么呢？遐想：悠远的思索或想象，这里指想象出很多

美好的画面或情景。

* 识字写字注意：不要把隙()读成（），把澎湃（）读成（），把潮汐（）读成（）。

* 课后第 1题：在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理解本文按空间顺序观察的特点，培养学

生的概括能力。要引导学生说在山上看到什么景象（一片盖过一片，永不休止，就像是一片叠在另一片的

上面），在山下看初上潮时是什么景象（就像一幅展开的画慢慢卷起来），高潮时，近处是什么景象（潮

水征服沙滩的壮观景象），远处看到什么景象（潮水像白烟，像水晶，像长明灯的美丽景象），涌在石块

间的情趣又是什么样的，并引导学生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 课后第 2题：准确恰当选用动词是本文的又一特点。让学生边读边想，体会这一特点，感受其准

确用词所描绘出的生动画面。

* 课后第 3题：既巩固生字，又让学生对词语进行积累和运用。要鼓励学生不断丰富自己的词汇。

教学设计参考

一、整体把握作者观察地点的变化

1. 学生默读课文，用“—”画出看潮时地点变化的词语，想象不同地点涨潮的情景。

山上— 沙滩—石块间

2. 让学生说出作者观察地点的变化，引出不同的场景。



二、以“愉快”为主线引导学生自读自悟，重点体会高潮时的情景

1. 读、议山上所看到的涨潮时的海。

（1）通过阅读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体会语言美：叠、拥、盖。

（2）通过想象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读出潮水“叠”、“拥”、“盖”的动态美。

2. 读、议沙滩上看到的涨潮时的海。

（1）抽生朗读，体会潮势变化的过程。

初潮—高潮—退潮

（2）齐读该部分。

（3）读、议高潮时作者用词的变化，想象并体会沙滩高潮时的场景美，直到学生读出潮势渐强的

变化美为止。

拥—跃—跌—跳—飞—怒号

3. 齐读潮水涌在石块间的情趣。

三、引导学生谈自己的遐想

四、以介绍海潮的方式引导学生背诵喜欢的段落

（王忠莲）

















教学目标

1. 随文认识本课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带有生字的词语。

2.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自觉积累优美词句。

3. 能读懂课文，想象画面，领略三峡秋天的美景，领悟描写景物的表达方法，激发热爱祖国河山

的感情。

4. 学习按时间顺序描写景物的方法，能仿照旁批，批写三峡秋景的特色。

教学准备

朗读磁带，有关三峡的图片、文字、音像资料。

教材简析

这是作家方纪的一篇美文。作者按时间顺序，抓住景物的特点写出了中秋这一天中三峡的美丽景色，

表达了作者对三峡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 1段为第一部分，通过三峡橘树、柚树树叶绿得发黑，累累果实由青变黄，

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的描写，从总体上写出了三峡成熟的气息。第 2～7段为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写

中秋这天不同时间三峡景物的不同特点。早晨，通过描写橘树、柚树上露水的变化和阳光照耀色彩的变化

展现了三峡秋天早晨明丽的特点。中午，通过对阳光照耀下江水的变化的描写突现了三峡秋天中午热烈的

气息。下午，通过描写青色透明的雾中景物的变化，显示了三峡黄昏朦胧而透明的特点。夜晚，通过对岸

边渔火、江心灯标和天上月色形象生动的描写展现了三峡秋天夜晚的宁静神秘。最后，点明了写作的时间，

使读者不由得发出由衷的感叹：怪不得，原来这是中秋的月色。

本文语句优美、简洁，比拟生动形象，仿佛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虽有壮美（中午的

热烈），但更多的是柔美（早上的明丽、下午的朦胧、夜晚的幽静）。教师要指导学生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让学生在读中想象画面，在读中感悟三峡美景的无穷魅力，在读中感受作者热爱三峡的真挚感情，在读中

培养自己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在读中体会作者按时间顺序描写景物的方法，在读中学习和借鉴作者细



致观察和具体形象描绘景物特点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此处旁批引导学生通过叶子“绿得发黑”，累累果实“由青变黄”，去领会三峡秋天的成熟气息。* 课

文的留白处，要让学生仿照文中的旁批，写出自己的阅读体会。

* 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贴切的比喻，写出了三峡秋天早晨的明丽。

* “群峰”像武士一样披上了金甲，“阳光”像顽皮的小孩一样在水面跳跃，长江变成了一条金

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腾流去。这一句把拟人、比喻、写实融为一体，将三峡中午热烈的画面生动

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读时要引导学生体会，并读出不同的语气：“群峰披上金甲”要读得庄严一点；

“阳光在水面上跳跃”要读得活跃一点；“翻滚着，呼啸着，奔腾流去”要读出气势。

* 下午，三峡披上一层青雾，变得有些朦胧。

“拥”这个动词用得很妙，使静态的景物有了动感。

* “渔火和灯标，像惊醒了一般”，把三峡夜航写得生动有趣。

* “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通过比喻、拟人来写山的陡，使

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陡。注意，此处“仿佛……”不是比喻，而是抒写感觉，也是一种常用的表达方法。

沉沉欲睡的江水、墨一般黑的山、如瀑布似素锦的月光衬托出三峡夜色的幽静。

* 第 2～6段按时间顺序描绘了三峡之秋的景色特点，显得层次清楚。

* 怪不得这般景色，是中秋的月夜。

* 识字写字教学：本课生字中，“蟒”、“驳”、“曳”都容易写错，引导学生想一想怎样记住它

们。“蟒”可以用联想记忆法：“一只虫看见一只小狗藏在草丛中”。“曳”不能多写一点。

* 课后第 1题：提倡学生自觉地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积累语言。

* 课后第 2题：要引导学生在批读时关注本文的写作顺序，同时抓住三峡秋景的特色。

* 课后第 3题：一边细读课文，一边依照第一段的旁批，写出自己感受到的三峡秋景的特色，培养

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 课后第 4题：此题是对高段教学中忽略识字的一个提醒。这些都是带有本课生字的词语，教师应

用各种方式，检查学生对生字的掌握情况。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话说三峡

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介绍搜集的有关三峡的资料。

二、快速读课文，理清思路

1. 快速扫读课文，边读边想：作者按什么顺序，写了三峡一天中哪些时候的景物？

2.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早晨、中午、下午、晚上。

3. 你觉得三峡一天当中什么时候的景色最美？请同学们认真品读最喜欢的段落，把你品读到的最

美的句子勾出来，在课文旁边批出自己的感受。

三、“游览三峡”，交流感受

1. 你认为三峡一天中什么时候最美？谈谈你的感受。

2. 学生交流。

（根据学生学习内容确定顺序。）

中午：（出示段落。）

（1）中午的三峡充满热烈的气息。（板书：热烈。）

（2）抓住课文中拟人和比喻的句子，体会长江在阳光下奔腾、咆哮的动态美。

（3） 站在长江边，你会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描绘一下长江呼啸着，奔腾流去的壮美景象。

（4）指导朗读。

下午：（以读代讲。）

（1）（出示图，伴以舒缓的音乐。）“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早起了一层青色的雾。”—（学

生轻柔地跟读。）

（2）此时，假如我们就坐在长江边上，你会有什么感受？（板书：朦胧。）

3. 你还喜欢三峡什么时候的美景？

早晨：

（1）三峡的早晨是明丽的。

（2）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三峡早晨的明亮、美丽？

（3）学生从露水、白霜、绿叶金实，从橘树和柚树闪烁着的阳光，从清凉的峡风来体会三峡早晨

的明丽的美。

（4）（出示图）此时，我们好像就站在船头，迎着凉爽的峡风，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捧着书，让

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读出三峡早晨明丽的美。

夜晚：

（1）三峡的夜晚是怎样的？（板书：静谧。）

（2）你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的？

（3）学生找句子谈感受。（渔火和灯标闪闪烁烁，长江沉沉欲睡。）

（4）指导朗读。

（5）三峡的夜晚美吗？用横线画出来，仔细体会。

（6） 作者用大写意的手法、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夜景图：黑森森的峭壁，像瀑

布一般的月光，圆圆的明月，闪闪烁烁的渔火、灯标，给人以静谧的美感。



（7） 指导学生带着自己的体会朗读。

老师：“这一天，正是中秋。”你们说说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学生讨论，谈自己的见解。（点明时间，前后照应，使景色更美丽……）

老师小结。

四、赞三峡

三峡的秋天，有时如明丽的小诗，有时如奔腾的巨龙，历来多少诗人写诗赞美过它，你们也想赞美

它吗？四人小组合作学习，选择喜欢的方式，赞美你心中的长江三峡。

小组合作—汇报。

五、总结

1. 学生总结本课的写作特点。

（1）以时间为顺序，抓住景物特点，描写生动、具体。

（2）全文结构巧妙，开头结尾相互照应。

（3）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使文章读起来更加生动、优美。

2. 教师总结。

3. 展望长江三峡美好的明天。

板书设计

三峡之秋

早晨 明丽

中午 热烈

下午 朦胧

晚上 静谧

(王忠莲)

参考资料

☆ 关于作者

方纪原名冯骥，1919 年生，河北束鹿县人，现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

事》，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长诗《大江东去》，评论集《学剑集》，散文特写集《 挥手之间》。

☆ 《三峡之秋》写于 1956 年 10 月。《三峡之秋》约万字，分三个部分，主要是写人事，写秋景

只是一个“引子”，由秋景引出人事。但这个引子有相对的独立性，选为教材，也很完整。

☆ 关于三峡



长江三峡，是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段峡谷。它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

三段峡谷组成，西起巍巍巴山脚下的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 193 千米，

其中峡谷段合长 90千米。

瞿塘峡亦称夔峡，西起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 8千米，以其雄伟壮观著称。

巫峡自巫山县城东的大宁河口起，到湖北省巴东县的官渡口止，全长 46 千米，以幽深秀丽闻名天

下。巫峡分东西两段，西段由金盔银甲峡、箭穿峡组成，东段由铁棺峡、门扇峡组成。峡中多云雾，古人

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绝唱。

西陵峡西自宜昌市秭归县的香溪口，东到宜昌城头的南津关，全长 66 千米。由庙南宽谷把它分割

成东西两段峡谷，依次为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黄猫峡等，峡内多险滩急流。

三峡的名胜古迹，源远流长。记载着多少动人的历史事迹。其中白帝城、屈原故里、昭君故里和三

游洞等，好像把人带进一座灿烂的历史迷宫；三峡的传说故事，优美丰富，从神女峰的传说到屈原和昭君

的故事，似在人们面前展开一部民间文学的瑰丽长卷；三峡的山和水，千姿百态，又似引导人们巡礼于一

条彩色画廊之中。古往今来，长江三峡曾唤起无数游客的感情共鸣，激励起对中华民族锦绣河山的无比热

爱！



教学目标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优美的文字中领略漓江两岸山峰的独特与神奇，激发对

祖国河山的热爱。

2. 自觉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并背下来。

教学准备

教师：漓江风光挂图。

学生：搜集有关漓江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教材简析

看到《游漓江》这个题目，我们一定以为作者主要描绘漓江的水，至少是山水并重，谁知作者却另

辟蹊径，着重描绘的是漓江两岸独特而神奇的山峰。先总写漓江山峰的独特与神奇：一座座矮小的山峰像

一根根竹笋、一把把宝剑、一座座屏风，在青草丛中直挺挺地冒了出来，像一个个硕大的盆景，蕴藏着许

多的妩媚。然后用优美的语言把最具代表性的象鼻山、斗鸡山、画山的独特与神奇，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

们面前，使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正把鼻子伸进漓江尽情地吸水的大象，正拍打着翅膀准备战斗的公鸡和画

山上神态各异的骏马。文章优美精练的语言、丰富合理的想象、真挚充沛的情感值得我们好好去品味、欣

赏、积累。

文章结尾说“‘阳朔山水甲桂林’，就让它成为我心中一个美丽的悬念吧”，实际上也成了读者心中美

丽的悬念，读完全文，也想去揭开阳朔山水那神秘的面纱。

学习本课要重点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激发学生对漓江的喜爱之情，并积累好

词佳句。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可利用图，帮助理解文中对象鼻山的描写。

* 第 1段：“漓江确实是美，透过绿色的水波，能数得清江底的水藻和碎石。”简单的一句话，



就把漓江水碧绿、清澈的美充分展现了出来。

翻滚的乌云，仍然遮挡不住漓江的美。阴雨连绵的天气，乌云翻滚的天空，并没有影响作者欣赏漓

江美景的心情。读时注意引导学生抓住“好在”、“依旧”这些词，去感受这种心境。

“一座座山峦的侧影，躺在淡淡的波纹里，轻轻地晃荡着”，在写漓江水的同时，自然而然就写到

了山，过渡多么巧妙！这一句描写的意境也非常美，引导学生抓住“躺”、“淡淡”、“轻轻”、“晃荡”

这些词语美美地读一读。* 第 2段：“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惊讶”，抓住“惊讶”这个词让学生质疑，激

发学生阅读兴趣，引导他们联系上下文进行想象，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体会或感悟，感受漓江山峰的与众

不同：“遍布两岸”，“像一根根竹笋、一把把宝剑、一座座屏风，在青草丛中直挺挺地冒了出来”，像

蕴藏着许多妩媚的大盆景。

* 第 3段：写象鼻山，是通过作者的感觉和一个反问句来突出它的神奇，“像是被谁挖去了整整齐

齐的一大块，那剩在江水里的一根石柱，不正是大象的鼻子，插进漓江中尽情地吸水吗？”读时注意强调

作者的感觉和反问的语气，象鼻山的神奇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了。

* 第 4段：一个“瞧”字，把我们的视线又引向了神奇的斗鸡山。“张开”、“拍打”、“窥伺”、

“啄”等动词的准确使用，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两只公鸡仿佛就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了。

* 第 5段：用“分明”，不用“好像”更加突出了作者对神奇的画山的喜爱。更神奇的是，画山随

着天气和光线的变幻，随着游人仰视角度和方位的不同，会留下许多迥然相异的印象，可以让喜欢思索的

游人去领会和创造迷人的图画。读到这里，谁不想去看看这神奇的画山呢？谁又不想去创造那迷人的画面

呢？读这部分时，要指导学生读出作者对画山的无比喜爱，读出画山的神奇，读出对画山的神往，对漓江

的神往。

* 第 7 段：“阳朔山水甲桂林”，既是作者心中的一个悬念，也是读者心中的一个悬念。这巧妙的结尾更能激起读者

对桂林山水的向往，对阳朔山水的向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 课后第 1题：紧扣“独特与神奇”，让学生默读时想象画面，再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把它展现出来。

* 课后第 2题：只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上，学生自然会自觉地摘抄文中的句

子，并把它背下来。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新课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就让我们一齐随着作者去游一游漓江吧！

二、自读课文，了解大意，理清描写的顺序

学生默读课文，通过查字典、词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让学生一边读课文一边想象漓

江两岸山峰的独特与神奇。读后带着问题思考、讨论，在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理清描写顺序，对



不懂的问题，进行质疑问难。

三、检查自学情况

1. 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 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课文描写的顺序。

3. 提出不懂的地方，由学生试着释疑。学生不能解决的，放在后面重点讨论部分解决。

四、重点讨论

1. 课文写游漓江，作者主要选取了哪些景物？重点描写了什么？

2. 漓江两岸的山峰有什么独特与神奇之处？

五、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读全文，教师可抓住一些重点词句做一些必要的指点，比如：描写漓江的水、漓江两岸的山的特

点的几个句子。如果把其中的几个关键词加以强调，就可以突出山水的特点。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进一步品味文章的神韵。

六、拓展延伸

1. 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把你喜欢的词句在书上画出来，并摘抄下来。

2. 阅读其他有关“桂林山水”的文章，了解桂林的山水为什么会如此神奇。

七、教师小结

(申立新)

参考资料

☆ 关于作者

林非（1931～），江苏海门人，1955年冬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学术论著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



史略》、《鲁迅小说论稿》、《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等，散文创作有《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等，

回忆录有《读书心态录》。迄今已出版 20余部著作。其学术论著及散文创作均追求独特个性与文化内涵，

海内外学者对其评论颇多，有些论著和作品已被国外翻译出版或发表。

☆ 关于漓江

漓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猫儿山，全长 437 千米，是桂林人民的母亲河。她像一条青绸绿带，蜿蜒

曲折，流经美丽的桂林至阳朔，然后在广西的梧州汇入珠江。 漓江两岸从桂林至阳朔 83 千米迷人的喀斯

特地貌是这个地区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绝，而且兼有“深潭、险滩、飞

瀑、流泉”之佳景。 随着天气的变化，漓江也会呈现给你不同的景色。晴天，可以欣赏漓江两岸群峰美丽

的倒影。“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阴雨天，漓江两岸漫山云雾，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仿

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因此人称“百里漓江，百里画廊”。漓江本身就是一幅山水画，青山是它的骨架，秀

水是它的血液。乘坐豪华游船顺流而下，可以欣赏到如望夫石、冠岩幽洞、杨堤翠竹、浪石风光、童子拜

观音、九马画山等著名景点。

☆ 相关作品

桂林山水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

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

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

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

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

心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

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教学目标

1. 知道描写自然景物的基本方法一是要通过细致观察，抓住特点；二是要采用多种表达方法描写，

这样才能把景物特点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并能用这种方法描写自己熟悉、喜爱的景物。

2. 通过综合性学习，培养学生搜集处理资料的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 引导学生自觉读记“语海拾贝”中的诗句和自主阅读《拉萨的天空》，培养学生的语感和审美情

趣，让学生主动积累优美词句。

教学准备

教师：拉萨的录像或挂图；检查学生资料准备的情况，并给学生以相应的帮助。

学生：搜集世界各地风景名胜的资料，包括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写上简短的解说；注意观察

身边的景物。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共安排了六方面的内容：“温故知新”让学生复习学过的佳句，并从中感悟其修辞

手法和表达效果；“语海拾贝”紧扣单元主题，积累描写景色的优美诗句；“互动平台”通过师生互动，总结

本单元课文的共同特点；“综合性学习”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口头表达能

力；“习作百花园”将学到的读写知识应用于写作实践；“自主阅读园地”激发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让学生

自主积累好词佳句。

本次“积累与运用”的内容既重视本单元重点知识的复习巩固，又重视重点知识的实践运用，还注意

知识的拓展和积累。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己发现规律，主动参加实践活动，在形成

能力的过程中提高审美情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旨在让学生在复习旧知的基础上，了解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这两

个句子既有拟人，又有比喻，一定要让学生自读自悟，并在括号中分别填入（拟人）和（比喻）。

* “语海拾贝”：旨在让学生积累写景的优美诗句。重视学生自读，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写

景佳句（名句），要鼓励学生背诵积累。

* “互动平台”：通过师生对话的形式总结了本单元的读写知识：写景要注意抓住特点，采用恰当

的修辞手法展现景物特点。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进去，从“互动平台”师生的交流中受到启发，并在学过

的课文中加以运用，以提升自己的读写能力。

* “综合性学习”：实际上是一次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锻炼提高语文实践能力的平

台。通过解说环节，让学生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美好，使学生更加热爱生活，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提

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要让学生在举办“世界风光展”之前做好充分准备。教师在布置学生做准备之前要加

以指导，之后要检查。准备的过程既是锻炼提高的过程，也是受到熏陶和感染的过程。

* “习作百花园”：旨在将本单元学到的读写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注意引导学生选择最

熟悉、最喜爱的景物写，写好后一定要仔细地读，认真地改，让学生明白，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 “自主阅读园地”：是对本单元知识的拓展，经历了“互动平台”的学习过程和习作实践后再来

读这篇文章，感悟会更深。应激发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放手让学生自主去读，提倡同学间相互交流，相

信学生一定会感悟出文章是怎样把拉萨天空湛蓝的特点写具体的。

* 对“自主阅读园地”中的文章一定要放手让学生自读（或批读），教师可作辅导。让学生在自主

读（或批）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读写能力。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学生读课题中的两句话及要求。

2. 体会两句话中分别使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分别找出拟人和比喻的地方，用自己的话说说这

样写的好处。

3. 你还在哪些文章中看见过这种修辞手法？说给同学们听听。

二、语海拾贝

1. 读古诗中的名句。

2. 指名说古诗的意思。

3. 试背。

4. 分组进行比赛，看谁记得最快最多。

5. 拓展，将自己喜欢的诗句介绍给大家。



三、互动平台

1. 学生自读互动平台内容。

2. 师生分角色读。

3. 和同桌议议《看海》、《三峡之秋》的作者是抓住哪些景物特点，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来写的。

4. 学了本单元，你还有什么感受？提出来与教师或同学一起交流。

四、综合性学习

1. 分组。学生自由组合，以 5～8个人为一组。

2. 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搜集世界各地风景名胜的图片及相关的文字资料。

3. 各组根据资料用自己的话将图片的景色描写下来。

4. 举办“世界风光展”，各组人员轮流当解说员。

5. 评选最佳解说员。

五、习作百花园

1. 学生读本题要求。

2. 本单元的课文，篇篇引人入胜，为什么作者会将景物写得那么美？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

3. 生活中美丽的景物也很多，你见到过吗？请说说。

4. 提出要求。

（1）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

（2）在习作中能恰当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5. 学生试写。

6. 评改习作。

（1）学生自己仔细读，并试着修改。

（2）示范修改。请两名学生朗读习作，组织全体学生对照习作要求进行评议。

（3）学生运用刚才的方法，四人一组，相互修改。每组推荐出一篇最好的习作。

（4）佳作欣赏。教师从各组推选出的优秀习作中选择一两篇佳作及优秀片断请学生品评欣赏。

（5）结合评议意见，学生对习作再进行修改。

（6）誊抄习作。誊抄时注意书写工整，不写错别字。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读短文思考：作者是怎样描写拉萨天空的湛蓝、透亮的？

2. 相互交流以上问题。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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