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灵活运用。

2. 理解课文内容，从秋色和建筑两方面，感受北京的美丽，激发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3. 领悟作者的细致观察，体会词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4.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４、７段，积累描写色彩的词句。

教学准备

师生一起搜集北京的风景名胜图片。

教材简析

北京，在每一位炎黄子孙心目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歌颂北京的文章数不胜数。本文独辟蹊径，

从“北京的色彩”这个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北京的美好，激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

课文先用“壮丽而辉煌”五个字写总体感受，然后从层林尽染的秋林和风格各异的建筑两方面，

以细腻的刻画，展现了北京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和谐统一。作者观察细致，描写生动，语言优美。在

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品味词句，体会情感，积累语言。

本课的重点在“色彩”，要引导学生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体会北京的特点，受到情感的熏陶。

建议 1～２课时完成。

解读与提示

* “四季常青”是本课出现的第一个描写色彩的词语。一个“飘”字，表现出作者轻松愉悦的

心情。

“红色的海洋”“红彤彤”写出了北京城在作者心目中色彩单调的印象，反衬了后来北京色彩

的丰富。

“壮丽而辉煌”，是对北京色彩的总体感觉，在课文第４～８段中，作者用详尽的笔墨，从北

京的秋林和建筑两方面具体描写了北京的色彩。“偏见”：片面的见解，不公平的见解，成见。

* 第４段用细腻优美的语言描写了秋天的树叶，学习这一段时要和课后第２题联系起来。第一

句是总写句，概括了秋天的树叶带给作者的感受，作者用了“征服”一词。征服：本义指用强力使别的国

家、民族或自然屈服，在这里指北京的树叶令作者感到心旷神怡。第２、３、４句具体地描写了在从机场

进入市区的路上，作者欣赏到“绿色”时“又惊又喜”的感觉。教学时要紧扣作者的感受，作者“惊”的



是居然在绿色中又呈现出“千百种奇妙的色彩”，一连串“ＡＡＢＢ”式的词语（“深深浅浅”“闪闪烁

烁”“团团簇簇”）点缀在句子中，语言显得靓丽；作者“喜”的是北京的色彩虽纷繁但又十分“和谐”。

和谐：配合得适当和协调。第 5、6句则用了两个比喻表现了银杏树叶的曼妙。裱制：用纸、布等衬托、装

饰字画、书籍等。“纷纷扬扬”突出了树叶的轻盈，“黄绢裱制的小扇面”突出了树叶表面的细腻、光滑。

尽量多朗读，以读代讲，边读边想象画面，体会北京之美和作者被“征服”的惊喜。背诵这一段时让学生

理清层次，逐层背诵。

* 第５段，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香山红叶的色彩，金黄、橘红、曙红、猩红、赭石……引导

学生在读句子的基础上，抓住两处省略号展开想象，还有哪些颜色。在想象中让香山红叶的色彩在学生的

脑海中更加丰富起来，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作者所说的被“征服”的原因。这段中提到的“黄栌”是落叶

灌木，花黄绿色，叶子秋天变成红色，木材黄色，可制器具，也可做染料。

* 第６段是对第４、５段的一个小结。三个“并非”，是对第４段中“征服”一词的再度照应。

* 通过对第４、５、６段的学习，教师要引导学生从自然风光方面，体会北京色彩纷繁而又和

谐的美。而在学习第７、８段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人文景观方面，体会北京色彩凝重、深沉而又

热烈明快的意蕴。

* 第７段展示了北京城中“古迹”与“现代建筑”两种不同风格对立而又和谐的美。第１、２

句突出了“黑灰色”的长城“凝重而又冷峻”，“朱砂色”的故宫“深沉而又威严”。第３、４、５句突

出了新楼宇和立交桥色彩的“热烈明快”之美。“拔地而起”的本义指山从地面突然高起，在这里指楼宇

高高矗立。“纵横飞扬”形容立交桥纵横交错，造型美观的样子。教学这段应在反复朗读中，让学生熟读

成诵，并和课后第３题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抓住“紧贴”“不断”“寻找”等关键词语，体会作者内心的

喜悦、激动。

* 第８段是对第７段内容的小结，和第６段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 第９、10、11 段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课文第１、２、３段相照应。要注意抓住这种写

作方法，体会层次清楚、线索明晰的结构美。“毫不犹豫”：非常坚决，不迟疑，不动摇。从文中体会到

作者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 在教学生字“裱”“褪”时，注意提醒学生认准“衣”字旁；书写“栌”字时，右边要注意

和“户”字区别。

“砂”与“沙”在字义上有细小的区别：“沙”指的是细小的石粒，如“风沙”“沙土”，而

“砂”指的是颗粒比沙稍大的石粒，如“砂岩”“砂矿”。“朱砂”指的是一种红色的矿物，可做颜料和

药。

* 课后第 1题：旨在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品读课文，边读边想象北京的色彩，在想象中进一步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让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第４、７段，有意识地积累语言。

* 课后第 2题：注意培养学生在阅读时把握线索，理清层次，同时，也提示在背诵第４段时可

按写作顺序逐层记忆。由此启发学生在背诵第７段时也可以先拟出层次。

* 课后第 3题：注意对学生读书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品词赏句，体会情感。可让

学生通过换词或去词等手段进行对比，感悟、理解词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紧贴”“不断”“寻找”表达了“我”想看到北京色彩的急迫心情。“毫不犹豫”表达了“我”

的自豪(为首都北京感到自豪)。

* 选做题：目的是丰富学生色彩描绘的词语，积累语言。

教学设计参考



一、紧扣题眼，初步感知

1. 读课题，找准题眼“色彩”。

2. 默读课文，找到课文中能概括北京的“色彩”的句子。

启发学生在首尾段落中，找总起句和总结句。

总起句：深秋时节的北京城，很快便以她那壮丽而辉煌的色彩驱除了我的偏见。

总结句：大自然有的，北京都有。

3. 根据总分结构，理清课文层次。

二、紧扣题眼，体会理解

1. 课文主要是从哪些方面突出北京“壮丽而辉煌”的色彩的？

（第４、５、６段从“自然风光”，第７、８段从“人文景观”）

2. 自读描写“自然风光”的部分，勾画出自己感兴趣的句子，感悟北京色彩的“壮丽而辉煌”。

3. 自读描写“人文景观”的部分，对比古迹与现代建筑的不同色彩与风格，进一步感悟北京

色彩的“壮丽而辉煌”。

三、紧扣题眼，深化主题

1. 再读勾画出的概括全文的句子，想一想：这样的开头、结尾有什么作用？

2. 理解“大自然有的，北京都有”这句话的含义。

（董小宇）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百草园带给“我”的快乐，感受课文表现的儿童情趣。

3. 学习作者观察百草园景物的方法和用词的精当。

4.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印象深刻的句子，自主积累。

教学准备

了解鲁迅生平，课外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教材简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回忆性的叙事散文，是鲁迅先生 42岁时“只剩了回忆的时候”

用一颗童心去回忆的童年生活。通过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里枯燥无味的生活的比较，表现了

儿童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的情趣，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的束缚和损害。教材节选

了这篇散文的前半部分，该部分描写了百草园的景物和童年生活的情趣，处处表现出儿童好奇、求知的心

理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开篇“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缓缓开始了深沉的回忆，接着用新鲜好奇的语气描述百草

园的美丽景致，后来又眉飞色舞地讲述捕鸟的经历。讲完了百草园的乐，叙述人语气一转，变得沮丧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埋怨、疑惑、自责、懊悔都没有用，只好满腔遗憾地告

别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

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习作者观察百草园景物的方法，和在描写时以准确的词语来表

现景物特征的方法。在对春天的百草园的描写中，作者不露痕迹地使用了许多技巧，显得浑然天成：一是

罗列了许多事物，但有主有次，有详有略。两个“不必”是简略列举，表现百草园的景象繁复多变，美不

胜收。“单是”之后，重点表现儿童的探奇欲望。二是观察角度不断变化，动态静态描写得错落有致。作

者手中的笔引导我们的目光从地面上的菜畦向上望到空中的桑葚，再由树上的鸣蝉落到菜花上的黄蜂，又

随云雀直射向云霄；而泥墙根一带先介绍动物再说明植物。三是描写层面各异，用词简洁形象。文章从颜

色、形状、声响、体态、动作、味道等不同方面描写事物；用“碧绿”“紫红”“肥胖”修饰菜畦、桑葚、

黄蜂；用“鸣”“长吟”“窜”“伏”描写动物的声响和动作；用“光滑”“高大”“缠络”形容静物的

外表形状；用“肥胖”“臃肿”表现体态；以“低唱”“长吟”“弹琴”再现百草园的静谧和动物们的安

详自由；“又酸又甜”的滋味叫人仿佛正含着桑葚或覆盆子，满口生津。学习冬天捕鸟部分则提示学生抓

住动作描写,引人入胜,使平时无味的百草园也显得生机盎然，趣味无穷。

建议本课教学 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破题，以成年人的语气讲出百草园在作者记忆中的亲切感觉。

* 第 2段描述了一个生机盎然的百草园。鲁迅先用概括的方法写百草园的物什之多。“……菜

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这一层是静物描绘，以各种静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进行粗线条的描写。

“也不必说”引出百草园里的动物，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简单地选取三种动物，各

以其“叫”“伏”“窜”的代表性动作来描写，说明这些动物在百草园中的生活是多么的自在。这里虽然

用的也是铺开的写法，但是鲁迅用得却很简明。“也不必说”也是欲扬先抑，为下文作铺垫。鲁迅这寥寥

几十个字，百草园里各物的形影声色便如活了一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极为出色的描写能力。要引

导学生读句子，想象画面，体会词语在表达上的作用。接下来“单”字一转，引出园子的泥墙来写。不写

园子而写墙，墙竟然也是能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场所，用的是烘托旁衬法。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既是

拟人状物，又暗示出园子里既是各种小生物的天堂，也是孩子的乐园。从蜈蚣、斑蝥到何首乌、覆盆子，

这里的动物和植物都让孩子感到新鲜。单是泥墙就有如许的乐趣，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百草园会给孩子

们带来多少快乐了。

* 第 3段写冬天的百草园。先指出它比较无味，然后写下雪带来的乐趣，写捕鸟，又先写不宜

拍雪人，塑雪罗汉。这样写费字不多，却把儿童爱玩的特点都写出来了。教学“捕鸟”一情节时让学生先

读课文，找出文中写捕鸟方法的动词，分析这些词语的作用。作者用“扫开”“露出”“支起”“撒些”

“系”“牵”“看”“走”“拉”“罩住”等一连串的动词，清晰准确地写出捕鸟的全过程，表现了儿童

好动的性格，对捕鸟的喜好。这个环节可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适当加以点拨；通过讨论让学生合作学习，

既发挥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又可以使学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 第 4段回忆了闰土的父亲教“我”捕鸟的事，表现了儿时天真与贪玩的个性。

* 在回忆了百草园的乐趣以后，鲁迅用了一种情境突转的手法，引出了文章的第二部分，讲述

他的学生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 作者先以儿童哀伤的语气发问，

家里大人为什么送他入学？然后，连用三个“也许是”来加强儿童对成年人意图的揣测和不信任。

“再见，我的蟋蟀们！再见，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的语气是孩子式的，强烈地表达了

作者离开百草园时依依不舍的心情。 * 本课生字字形比较复杂，让学生自主识记。

注意“攒”的读音是，与“赞”字区别。

* 课后第 1题和第 2题与教学同步进行。既要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内容，又要学习作者用词的准

确、生动。

* 课后第 3题旨在引导学生积累语言。

* 选做题可在学习完全文后和大家交流，感受童年生活的美好。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

童年的岁月是如诗的岁月，童年的季节是梦幻的季节。童年就似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永不消失。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童年生活，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说起鲁迅，人们常常会想到他的严肃、

庄重。但是打开他的童年之窗，我们会发现，那里却是另外一道风景。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鲁迅的童年，

去领略那道风景。



二、默读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内容

三、精读“百草园”这部分内容，品味作者的传神描写，感受其愉悦的情感

1. 针对第 2～4段交流各自喜欢的理由。

2. 分组（分节）活动，品味其中准确传神的描写。

选第 2段的：

要求了解景物特点，什么季节，作者写景的角度、顺序、详略等。

选第 3、4段的：

要求抓人物动作描写，了解捕鸟的过程。

注：小组活动有人作归纳记录。如第 2段归纳出写景的顺序，第 3、4段摘出关键的动词等。

3. 交流分享。教师适当板书，再次归纳学生的认识。

4. 教师小结并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情。同时明确:成功的描写应该是在有感

情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选择适当的角度,按一定顺序，有条理地进行描写。

四、学习第 5段，体会作者情感

1. 自读第 5段。

2. 交流体会。

五、作业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我的百草园》这篇文章，共同分享了鲁迅先生的童趣，那就是灿烂的

春光中有童真，无味的冬天也有童趣，自由的玩耍中充满幻想。我们都经历过童年，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

趣事，那么请你也准备一个自己的童年故事片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要有一定的描写,可以仿

写。让我们看看谁的那道风景最美。

有条件的上网查询资料，更多了解作者。

（董小宇）

参考资料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 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

企图借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 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

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 年５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

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 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

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文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 年

12 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 年８月，因支持北京学生

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 年１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很受

震动，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 年 10 月到达上海。



1930 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

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1936 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

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27～1936 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

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等文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

“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

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

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

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病逝于上海。

《朝花夕拾》一书为鲁迅 1926 年所作回忆性散文的结集，共 10篇。前 5 篇写于北京，后 5篇

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1927 年 7 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

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 1928 年 9 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

编的《未名新集》之一。这 10 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

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

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和新词。

2. 了解七月天山雪峰高耸，水美、林幽、花艳的特点，学习作者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进行表

达的方法。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文章的语言美，能用旁批的形式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教学准备

1. 教师：音乐磁带一盒，曲调柔和舒缓，用于配乐朗诵。

2. 学生：搜集天山风光图片。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读后令人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描绘了

七月天山与众不同的美。进入天山时，欣赏到神奇的雪山；往里走，领略森林的幽深；再往里走，满眼烂

漫的鲜花。

在引导学生学习描写雪山、森林、花海部分时，要注意品味优美的词句，体会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在表

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要让学生通过反复阅读来感悟和体会七月天山不同寻常的美。

在教学时，除了引导学生注重品读词句，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关注谋篇布局方面的特色和抓住特

点进行描写的方法。要借助课后练习的提示，启发学生运用以前在批读文中学到的方法，把自己的阅读感

受批在旁边。

建议本课教学 1～２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简要交待了骑马上天山的时间及原因。

炎暑逼人：形容酷热难耐。

* 第 2段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雪峰高大而又色彩淡雅，雪水晶莹而又充满动态美。第二句着重

描写了雪峰的“高矗”“巨大”，并着力渲染了色泽之美：以蓝天为背景，白缎似的雪峰耸立着，白云投

下的云影如几朵银灰的暗花。第３～７句着重描写了雪水之美。在描写时，作者抓住雪水“飞泻下来”到

“汇成湍急的溪流”，再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到“清澈的水底”这一由动到静的变化，用了“千百

条闪耀的银链”“千万朵盛开的白莲”等比喻，写出了雪水形色兼美的特点。



* 第 3 段描写雪峰下翠绿的原始森林。注意抓住“密密的”“重重叠叠”“斑斑点点”等叠词

和“像撑天的巨伞”这个比喻，体会原始森林的茂密。抓住能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和“偶

尔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体会从侧面衬托出的森林的“寂静”；从林外“阳光灿烂”和密林中“难见

天日”这种对比描写中体会森林的“幽静”。教学时，引导学生分别找出直接描写和间接烘托这两种不同

手法在文中的运用，边品读边感悟，体味语言文字中蕴含的美妙意境，并把体会批在旁批栏里。

* 可以引导学生从画中欣赏天山的美。名副其实：名声或名称与实际相符合。* 第 4段主要

描写了天山的花海。教学时，可抓住“名副其实的春天”这一说法提问：从这段的什么描写中表现出七月

的天山是“名副其实的春天”？让学生自读课文，勾画最能体现“春天”这一特点的描写，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特别要注意体会“像不断的织锦……像天边的彩霞……像高空的长虹……”这一连串的比喻，想象

花海的广阔无边、高大茂密、五彩缤纷。正因为花海有这些特点，所以作者说人是“浮”在花海上的。一

个“浮”字，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了人徜徉在鲜花丛中的潇洒与悠闲。* 第 5段用反问句结尾，进一步突出

了七月的天山繁花无边，不是春天，胜似春天。可以把反问句改为陈述句，通过朗读对比体会作者对天山

的赞美之情。

* “矫”字注意和“娇”“骄”等形近字作比较。

“涧”的意思是山间流水的沟。

* 课后第 1题旨在让学生通过朗读品味文章的语言美，积累语言。

* 课后第 2题旨在引导学生注意文章的写作顺序，体会“移步换景”写法的特点。“这些景象

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一问，要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提倡自读自悟，把体会批在旁边，以交流的方式分享。

* 课后第 3题重在让学生体会描写手法和角度的多样性。可让学生结合课文中的有关描写体会

意境，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课文第 3段）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冰山上的来客》，优美的旋律激起对天山神奇景色的向往与追求，让我们一起走进

七月的天山，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揭示课题）

二、自主读书，自主体会

1.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记叙的？可以分为几部分？

2. 默读课文，思考：每一部分主要描写了哪些景象？这些景象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尝试边

读边批。

3. 交流阅读感受。

三、品味语言，揣摩表达方法，领悟美境

1. 有感情地朗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说说为什么喜欢。

2. 讨论：作者是怎样描写七月天山的美景的？有哪些表达方法值得借鉴？

四、拓展延伸，练习写作

1. 思考：假如让你记叙一次游览经过，你会写什么？怎样写？

2. 试着拟一提纲，交流讨论并进行修改。

（董小宇）



参考资料

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伸入哈萨克斯坦。长约 2500 公里，

宽 250～300 公里，平均海拔约 5000 米。最高峰托木尔峰海拔为 7435.3 米，汗腾格里峰海拔 6995 米，博

格达峰海拔 5445 米。这些高峰都在中国境内，峰顶白雪皑皑。新疆的三条大河——锡尔河、楚河和伊犁河

都发源于此山。

天山的雪峰——博格达峰上的积雪终年不化，人们叫它“雪海”。在博格达的山腰上，有一个

名叫“天池”的湖泊，海拔 1900 米，深约 90 米。池中的水是冰雪融化而成，清澈透明，像一面大镜子。

洁白的雪峰，翠绿的云杉倒映湖中，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是新疆著名的旅游胜地。

天山山脉把新疆分成两部分：南边是塔里木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这两大盆地虽是一对孪

生“兄弟”，但自然特征却大不一样。塔里木盆地被高山团团围住，气候特别干燥，大多是沙漠地带，只

有在边缘地区的绿洲上才能种粮、棉和瓜果。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山地不是很高，而且有很多缺口，大

西洋、北冰洋的气流能够进入，所以气候比较湿润，除了盆地内有一些绿洲可以种春小麦、棉花、瓜果等

外，这里的草场优良，畜牧业发达。著名的克拉玛依油田也在这块盆地上。



教学目标

1.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大榕树为什么被称作“鸟的天堂”。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鸟的天堂”的神奇与美丽。

教学准备

师生共同搜集关于广东新会“鸟的天堂”的图片、文字资料。

教材简析

《鸟的天堂》是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的作品。文章记叙了作者和他的朋友两次经过“鸟的天堂”

时所见到的不同景象，表现了大榕树的庞大、茂盛，以及“鸟的天堂”的名不虚传，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

中这种生命现象的热爱和赞美。全文按游览顺序可以分为 4部分：第 1部分写作者和朋友们划船出去游玩，

第 2部分写第一次经过“鸟的天堂”时看到的情景，第 3部分写第二天又一次经过“鸟的天堂”时看到的

情景，第 4部分写作者对“鸟的天堂”的留恋和赞美。

本文重点是写作者两次去“鸟的天堂”所看到的景象。作者第一次经过“鸟的天堂”，没有看

到鸟，重点写了大榕树的硕大无比和充满生机的美丽。作者按由远及近的观察顺序，先写它占地面积大，

并通过争论榕树的多少，说明这株榕树是孤木成林，表现榕树之大；接着写近看榕树，通过对枝干和绿叶

的描写，展示了大榕树的勃勃生机。在饱含情感的描写之后，作者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第二次经过鸟的天堂，作者着重写了众鸟活动的热闹场面。从作者的描写中，我们不仅知道了这儿鸟的数

量多、种类多，而且分明感受到了它们生活的自由、快乐。写作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抓住景物

特点，进行静态与动态的描写；第二，借景物描写表达感情与直接表达感情相结合。

该篇文章用词优美，语句精辟、简练，引导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鼓

励学生相互交流朗读的感受，说说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读。学生置入文章的情境中，是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的最佳时机。

建议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从“披着晚霞”一处，明确第一次是在傍晚时分去“鸟的天堂”。



* 第 2 段是作者远远地望见榕树的感受，“我”认为是“许多株”，一个朋友说是“两株”，

一个朋友说只有“一株”，从这些不同的意见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榕树的大。

* 第 3段中榕树的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榕树的“大”，这是一种壮观之美，奇特之美。

榕树的枝干不可计数，枝上生根，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盘根错节，当然会在远观时让人误会是“许

多株”。这里要结合榕树的生长特点来理解。据资料介绍，榕树枝干上会生出很多气根，气根吸收空气中

的水分，伸入地下，会长出新的根。二是榕树的“茂盛”，这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蓬勃之美。“茂盛”一

是体现在绿叶的“多”：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一个“堆”字，突出绿叶层层叠叠、挨挨

挤挤的样子。还体现在叶的“绿”上。本段的第７句是个重点句，要引导学生边读边议边想象，叶子绿得

发光，绿得鲜亮，每一片绿叶都焕发着活力，带给人一种蓬勃旺盛的生命之美，怎能不让作者发出赞叹：

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 “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这是作者第一次到鸟的天堂后发出的感叹。引导学生从“仿佛

听见”“注意去看”“却不见一只鸟的影儿”等描写中体会作者为什么这样想。

* 第 5～6段点明作者第二次经过“鸟的天堂”时间是在“早晨”，和第 1段中“披着晚霞”

形成对比。

第 7段描写了由“静寂”到“热闹”的过程。第二次到鸟的天堂，作者看到了百鸟纷飞的壮观场面，“到

处……到处……”“有的……有的……有的……”等句子，质朴无华，却能让人想象到群鸟齐飞的奇特景

象。

应接不暇：人或事很多，应付不过来。本课指小鸟太多，眼睛看不过来。

* 第 8段除了对群鸟纷飞有一个整体描写之外，着重写了一只小画眉的活泼表现。可启发学生

想象：还有哪些鸟也像小画眉一样可爱，在大榕树上幸福地生活着？

* 教学第 7、8 段时，要和第 3、4段对比。在内容上，要让学生明白，两次到鸟的天堂，时间

不同，看到的景象不同，感受也就各不相同。在表达方法上，要让学生明白，3、4段侧重于静态描写，7、

8段侧重于动态描写，两个部分一静一动，相得益彰，带给人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 最后一段要重点理解最后一句话。第一个“鸟的天堂”指的是那棵大榕树，加上引号，这是

引用别人的话；第二个“鸟的天堂”指的是鸟儿们的乐园，没加引号，这是作者自己亲眼所见，确确实实

是鸟的天堂。引导学生把第二次去鸟的天堂的感受和第４段中写的“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的感受对比

起来理解。

* 课后第 1题要在学习了写大榕树和众鸟活跃场面两部分之后，让学生联系这两部分内容理

解，一是大自然赐予了小鸟一个快乐的家园，二是要想到人们保护榕树、爱护小鸟的自觉行为，感悟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美。

* 课后第 2题旨在引导学生积累语言，可让学生从静、动态描写中分别摘抄精彩语句，对比体

会。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今天老师和你们跟随著名作家巴金爷爷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鸟的天堂”。

1. 板书课题：鸟的天堂。

2. 释题：天堂指什么？鸟的天堂又指什么？



二、检查预习情况

1. 通过预习课文，你读懂了什么？

2. 师：聪明的孩子都善于提出问题，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再快速读一遍课文，谁有问题，

请提出来，大家一起解决。

3. 学生读课文，提问题。

三、学习重点部分

1. 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勾画出描写榕树的句子，思考这到底是一株怎样的榕树，为

什么？

2. 生自读课文。

3. 让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4. 出示重点段：“榕树正在茂盛的时期，好像要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

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树叶

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啊！”

（1）师：从上面的描写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2）生交流。

（3）让生通过读书体会大榕树叶子的“密、绿、亮”。

（4）师：下面请大家张开想象的翅膀，飞到大榕树上，边读这一个片段边想象大榕树的样子。

5. 游览了大榕树那迷人的风光，面对着这株大榕树，你想说些什么？

假如你是一只鸟，你会在树上安家吧？鸟在大榕树上又是怎样生活的？

6. 出示重点句：“我们继续拍掌，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

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1）师范读。

（2）生读，感受一下课文中描绘的是怎样一幅画面。

（3）生边体会边读，读出众鸟纷飞的场面。

（4）师指导朗读。

（5）生谈感受。

四、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师：学习了这篇课文，长大后想当导游的同学，写一篇导游词；想当画家的同学就画一幅画；

想当播音员的同学就有感情地读一读……大家可以根据所学的课文内容，选择自己喜欢的做法。

（董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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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天堂”是广东省的一个闻名中外的旅游风景区。在距广州市 100 公里外的新会县天门河

的河心沙洲上，有一株 500 多年历史的奇特的大榕树。这棵树的树枝垂到地上，扎入土中，成为新的树干。



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棵大榕树竟独木成林。林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鹤、麻鹤、灰鹤和其他鸟雀。

白鹤、麻鹤早出晚归，灰鹤则夜作昼息，它们相互更替，井然有序，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鸟的天堂”。

榕树为常绿乔木，树干分枝多，树冠大。叶子椭圆形或卵形，花黄色或淡红色。生长在热带和

亚热带。多年生的榕树，树枝可长出黑色的根须直垂地下，当它扎入土中时，又成为树干。榕树的叶、根、

树皮均可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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