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文

1 我们都是中国人
(A)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初步了解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

和睦、幸福的大家庭,从而激发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

2.借助拼音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

3.指导朗读课文,培养语感。

教学重点

借助拼音识字,朗读课文,培养语感。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音乐磁带、能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多媒体课

件、生字卡片。
学生:收集各民族的图片资料,了解相关知识。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1.师:同学们今天坐的姿势真漂亮,老师奖励你们一首

歌曲,请认真听歌曲里唱了什么。(播放歌曲《大中国》)

2.提问:歌曲里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生补

充:名字叫“中国”)在这个家里的人是……(生:中国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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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右手食指伸出来跟着老师一起写“中国人”(板书部分课

题:中国人)。(生1:我是中国人。生2:我是中国人。生3:
我也是中国人。生4:……)我们一齐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板书:我们都是)。

3.自豪地读一下课题:我们都是中国人。
二、初读理解,整体感知

师:歌曲里说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很多,有哪些兄弟姐妹

呢? 请小朋友们自由地读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自

己拼一下拼音,也可以请同桌帮助,还可以请教老师,然后

多读几遍,争取把字音读准确,把课文读通顺。

1.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自由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

内容。

2.抽学生读课文。

3.多媒体出示生字(“们”“中”“国”“华”“汉”“爱”“自”
“己”),做摘苹果、开火车的游戏。

4.赛读课文,给予评价。
引导学生从优点、缺点两方面进行评议,必要时教师可

示范,注意师生互评,生生互评。
三、品读感悟,情感熏陶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 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又认识了

很多汉字娃娃,把课文也读得通顺、流利了。我们中国这个

大家庭到底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呢? 听听这首歌曲就知道

了。(播放《爱我中华》)

1.提问: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共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生
答)

2.课文只告诉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的名字,你们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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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了哪些? (根据学生回答,多媒体相应出示这些民族的

汉字名称和图片,选择一两个民族用一句话简单介绍,并用

一句话解释“少数民族”和“祖国”的含义)

3.课件出示各民族手拉手、齐欢乐的场面。

4.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四、个性练习,指导书写

师:作为中国人,我们骄傲、自豪,我们都应该热爱自己

的祖国,特别是我们小学生应该从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做起,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爱。现在就请你们拿起

手中的笔,把本课的生字在书上的田字格里认真地描描写

写(强调“回”的笔画顺序)。
(黎兴梅)

(B)
教学目标

1.会认8个生字,会写4个字。

2.认识句号。

3.学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积极主动、愉快地参与学习。

教学准备

教师:《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VCD、生字卡片、
中国地图。

学生:收集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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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

二、谈话引入

师: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下面先请同学们听一首

优美的歌曲。
三、播放《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音乐

师:请你说说我们祖国有多少个民族。你知道哪些民

族? (同桌互说,小组交流)
四、借助拼音自读课文

1.用横线画出文中的生字。借助拼音,反复地读。

2.检查生字认识情况。

3.提示:“中”是翘舌音,“自”是平舌音。
五、投影展示图画,以图助读

1.看图。师:四人一个小组说说图上有哪些民族的小

朋友,他们在干什么。

2.读课文,进行句子训练,认识句号。
(1)教师范读。
(2)用提问方式引读句子。
(3)练习用“……是……”说话。

3.分角色表演。
甲:我是汉族人。
乙:我是回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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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是苗族人。
……
全班(合):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4.理解“祖国”一词。
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师: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首儿歌,以表达我们对

祖国妈妈的爱。(屏幕显示)
星星是太阳的孩子,
浪花是大海的孩子。
花朵是春天的孩子,
小草是大地的孩子。
雄鹰是蓝天的孩子,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

5.自主识字,交流评议。
电脑显示生字书写顺序。
(1)“己”字的笔顺。
(2)“回”字先外后内再封口的书写规则。

6.提出问题,讨论互答。
(1)师:你从这一课中学到了哪些知识?
(2)师:你还知道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
(3)师: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师:关于这些问题,下课后,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也可以

读读有关的书籍,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的知识。
六、小结

(刘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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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阳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4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对太阳的喜爱、
赞美之情。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想象,说出太阳

还会从哪些地方出来。

4.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初步树立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

1.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

2.理解课文内容,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想象,说出太阳

还会从哪些地方出来。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想象,说出太阳还

会从哪些地方出来。

教学准备

教师:学生熟悉的歌曲《种太阳》、太阳形状的生字卡

片、多媒体课件、太阳头饰。
学生:找合适的时间观察太阳从哪些地方出来。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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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播放学生熟悉的歌曲《种太阳》,带领学生跟唱。师:
小朋友,咱们为什么要种太阳呢? (因为太阳的作用可大

了,太阳照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它
是咱们的好朋友)那你们知道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吗? 今天,
咱们就一起来找一找吧。

2.板书课题:太阳。

3.生齐读课题。
二、师配乐范读课文

伴随着美丽奇妙的画面、优美的音乐背景(多媒体课件

展示:大海边,太阳慢慢升起,跳出海面;草原上,太阳悄悄

地从草丛里冒出来,光芒四射;山村里,公鸡“喔喔”一叫,天
亮了;森林里,鸟儿的叫声唤醒了太阳公公;最后太阳照出

了美丽的世界。画面停留在此,慢慢展示出课文),教师有

感情地范读课文,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让学生仔细

听,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听清每个生字娃娃的读音。
三、学习生字

1.师诵读完后,问:小朋友,你们也想试试吗? 老师建

议你们先自己读读课文,对戴小红帽的字可以依靠拼音,多
和它们打打招呼,然后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记住它们。

2.再读课文,要求学生边读边把戴小红帽的生字娃娃

做上记号,再和这些生字娃娃交朋友,呼叫每个生字娃娃

两遍。

3.让学生仔细观察每个生字娃娃,然后在小组里交流,
看哪些生字娃娃容易被咱们记错,需要向大家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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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火车认读生字卡片,看谁读得最快、最准。

5.做读生字的游戏。

6.读一读,比一比“大—太”“木—村”“鸟—鸡”“白—
的”的音和形,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交流。师巡视,指导。

7.指导书写“太”“平”“鸟”“在”,田字格画面出示生字

书写过程,注意要求学生观察整个字和每一笔在田字格的

位置。师范写一个,生在书上漂亮地写两个。
四、品读课文,指导朗读,续写诗歌

1.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找一找太阳是从哪些地方升

起的。

2.引读。师读诗句的前面部分,生接着读后面部分。
师:边读边想:你喜欢哪里升起的太阳? 为什么?

(1)大海上:多媒体演示“大海边,太阳慢慢升起,跳出

海面”。

①师:你能说说大海上的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吗? (出示

词组“从水里跳出来”)
生读,再互评。重点指导读“跳”,小老师读,全班齐读。

②师:你能当当小太阳做做这个动作吗? (带上太阳头

饰表演)

③全班表演读。
(2)用同样的方法学习草原上、山村里、森林里的太阳

是怎么升起的,重点指导读“冒”“叫”“闹”。

3.让学生跟着课件齐读这四句,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
注意读好“跳”“冒”“叫”“闹”。师:用你们动听的读书声带

老师到这几个地方去看看太阳。

4.续写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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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听了你们的朗读,我觉得这首诗太美了。老师

也情不自禁地想写一写。你们听听。老师写得好不好?
(在黑板上先画一些密集的高楼大厦,再在楼与楼之间画一

个太阳,说诗句:在城市,太阳是从高楼大厦里挤出来的)
(2)师:谁愿意当小诗人,也来说一句?
出示句式:“在 ,太阳是 出来的。”学生发挥

想象说诗句。引导学生自己多说一些诗句,鼓励有创意的

学生,把好的句子作为范句让学生跟读,续写诗歌。

5.师:太阳真了不起,它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光

明,我们美丽的世界就是太阳照出来的。让我们站起来,面
向太阳齐读最后一句,赞美这神奇伟大的太阳!

6.师:太阳公公听到孩子们的赞美可高兴了。我们大

自然也因为太阳的存在而更加美丽。让我们每个人都做环

保小卫士,更好地保护好环境,让太阳公公永露笑脸! 现在

我们就用最动听的声音把这首儿歌送给太阳公公吧! (指
导学生看着课件画面背诵课文)

五、拓展学习

课后作业:把你心中美丽的太阳画出来,在班上交流。
(李金秋)

3 秋娃娃

教学目标

1.能借助拼音认识8个生字,能口头运用,会按笔顺规

则书写4个生字。

2.能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在朗读过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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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秋天的一些特征,产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

3.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发散思维训练。

教学重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认识本课生字8个。

教学难点

1.在朗读儿歌过程中,了解秋天的一些特征。

2.按笔顺规则书写“下”“方”“衣”“秋”4个生字。

教学准备

教师:(1)按笔顺规则书写的4个生字的演示课件;(2)
秋娃娃写信、秋天风光、大雁南飞、树叶落了等情境的课件;
(3)课文内容的课件。

学生:(1)到大自然中去考察:秋天到了,身边的事物发

生了什么变化? 植物有什么变化? 动物在干什么? (2)收
集有关秋天的资料:图片、实物(菊花、黄叶、果实等)。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新课,学生质疑,教师了解学情

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秋娃娃》这一课,齐读

课题。
学生说预习方法,如读三遍;画画;认字;收集资料……

提出预习中遇到的问题(关于字、词、句、内容的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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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识8个生字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仔细听,听清生字的读音。

2.教师朗诵全文后,问:你们想来试试吗? (学生纷纷

举手)
教师建议:先自己读读课文,边读边用“ ”画出生字,

选择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方式记一记生字。
教师桌间巡视,指导。

3.开火车读生字,并相机指导记忆。用加一加的方法

记“方”“下”(万—方、卜—下)。用合一合的方法记“秋”
“好”(禾—火、女—子)。

三、初读课文,正音

1.师:小朋友们已经认识了这些汉字娃娃,真能干! 现

在它们回到课文中,你还认识它们吗? 谁愿意来读读课文?

2.读书后,帮助纠正不正确的读音;读错的地方,全班

齐读正音。
四、自主阅读

1.师:刚才大家都读了课文,你们喜欢秋娃娃吗? 那能

用自己的朗读来表达喜欢的感情吗? 先分小组试着读一

读,练一练。

2.生练读后教师出示第一句,问:哪个组愿意读第一

句? 他们读得怎么样? 评价:好在哪里? 然后一起练读。

3.师:你们的朗读让老师感受到你们非常喜欢秋娃娃。
是呀,秋天来了,好心肠的秋娃娃忙着用落叶写信呢。秋娃娃

的信都写给了谁? 信上写了些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

4.(出示课文第二、三句课件)教师引读。
师引:写给谁? 生接:给大雁。师:信上写了什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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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动身飞南方。师引:秋娃娃的信还写给谁了? 生接:给
松鼠。师:信上写了什么? 生:快快准备过冬粮。

师引:秋娃娃的信还写给了谁? 生接:你我他。师:信
上又写了什么? 生:多穿衣服别着凉。

5.解疑。
师:秋娃娃是谁? “好心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飞

南方? 为什么要准备过冬的粮食? “你 我 他”是 什 么 意

思? ……
让知道的学生说,教师补充,并引导解疑方法:你是怎

么知道的? (联系生活实际、查资料、问父母等)

6.(播放用书上插图制作的动态课件)师:“写给这,写
给那,红叶黄叶都写光。”要是你是秋娃娃,你还会给谁写

信? 信上会写些什么?
给青蛙,快快准备冬眠吧。
给菊花,乘着秋风开放吧。
给小树……
给老师……
师:孩子们的想象多么丰富! 谁愿意用有感情的朗读

表达出对秋娃娃的喜爱? 抽个别读。
五、深入理解课文内容,读一读,说一说,演一演

1.师:读得多好哇! 看来秋娃娃的好心肠打动了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你愿意用读一读、说一说、演一演等方式,把
这惹人喜爱的秋娃娃展现出来吗? 分小组开始准备吧!

2.师:孩子们表现得真不错,说得好,演得妙,朗诵的孩

子更棒。来吧,展示你们小组学习的成果吧!

3.师:看着你们这热闹劲儿,老师也想加入。我把收集

741



的资料和你们交流交流,可以吗?
(课件展示教师搜集的资料。植物:葡萄、橘子、苹果、

稻谷。动物:蟋蟀排卵,蚂蚁松鼠备冬粮,大雁南飞。)
六、指导书写4个生字

1.(出示4个生字课件)师:老师想问一问,要求掌握的

这4个生字中,你认为哪个字最难写?
(师课件演示关键笔画,课件闪现)

2.师:要想写好其他几个字,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

的吗?
生指出字的关键压线笔画、书写笔顺。师随机出示

课件。
师请生边仔细观察,边在书上自己书写。

3.展评:哪个字写得好? 好在哪儿?

4.师:孩子们多么能干,看着小朋友们这么能干,这4
个汉字娃娃想和你们成为永远的好朋友,你们愿意吗? 那

就让我们记住它们是怎么写的吧! 请跟着电脑一起写

一写。
七、师小结全文

有人说金黄是秋天的特征,有人说火红是秋天的特征,
还有人说收获是秋天的特征,聪明的孩子,你认为呢? 让我

们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用心去感受吧!
(黄清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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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 南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

2.复习巩固汉语拼音,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

3.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江南水乡的美景。培养学生

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借助拼音和课文插图,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

文,借助拼音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初步具有阅读古诗的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课文放大彩图,生字卡片,画有小鱼、荷叶、
东南西北图案的头饰。

学生: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利用课件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江南夏季的荷塘中人们采莲和水中鱼儿戏

游的情境。(学生一边看画面、听音乐,一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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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朋友,看了刚才屏幕上的画面,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美吗? 想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想不想

到那里去游玩呢? 今天,老师就带你们到那里去游玩一番!
(师板书课题,生借助拼音齐读课题两遍)

教师讲解:江南就是我国的长江以南一带,那里风景优

美、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二、初读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自由地轻声读课文。要求:先读读拼

音,再看看下面的字,遇到难读的字多读几遍,特别要读准

生字的音。

2.数一数,课文共有几行,是由几句话组成的。

3.检查自读情况。师:谁愿意读给大家听?
抽几个同学读课文,其余同学边听边用“.”画出生字,教

师抽查。

4.教师范读,领读。
三、学习生字

1.指名分句朗读,结合学习生字词。(出示生字卡片)
第一 句:江、可、采 莲;第 二 句:叶、何;第 三 句:鱼、

戏、间。

2.学生拿出生字卡自读,教师相机正音。
注意“江”“间”的读音:一个是后鼻音,一个是前鼻音。

“采”的读音是平舌音,不要读成翘舌音。“可”和“何”韵母

相同,“叶”和“鱼”的读音是自成音节。

3.检查识字情况。先打乱顺序认读生字,师出示生字

卡,抽读,开火车读,齐读;再朗读包含这些生字的句子。

4.指导写字:可、叶、江、鱼。

051



(1)记住字形。
分四人小组合作学习,讨论如何识记生字。可启发学

生用学过的笔画和熟字来分析、记忆字形。
“可”:有五笔。口头组词:可爱、可口、可以。
“叶”:有五笔。口头组词:树叶、落叶、枫叶、叶子。
“江”:三点水加“工”。江与水有关,所以有三点水。口

头组词:江水、江边、江上、长江、江岸。
“鱼”:下边的一横是“鱼”的尾巴,利用课件展示。口头

组词:鱼儿、鱼尾巴……
(2)指导学生按笔顺提示描红。
(3)学生练习描红,教师巡回指导,及时纠正写字姿势。
(4)指导学生在田字格中书写。
(5)学生练习写生字后教师点评。
四、精读课文

1.学习诗的第一、二行。
(1)指名朗读诗的第一、二行。
(2)指导学生看图,观察荷叶,荷花长得怎样。“何”:表

示感叹,惊讶。“田田”:指荷叶长得层层叠叠,茂盛鲜亮,非
常可爱。

(3)指导反复朗读,展开联想。师:从这两行诗中你知

道了什么? 从中感受荷叶茂盛鲜亮、非常可爱的样子。

2.学习诗的后五行。
(1)指明朗读诗的后五行。
思考:在荷塘里除了荷叶、荷花、莲蓬之外,还有什么?

(鱼儿)鱼儿在干什么? (游水嬉戏)
(2)鱼儿在莲叶间是怎样游动的? 哪些地方写出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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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快乐和自在?
指导反复朗读:“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北。”
课件展示鱼儿在莲叶下面游水嬉戏的情境,让学生展

开联想,感受鱼儿的快乐和自在、逗人喜爱的样子。
理解方位词:东、南、西、北,并让学生动手画出方位图。

这里的东、南、西、北是指荷叶的四周。
展开想象:鱼儿在莲叶间游玩,它们会想些什么? 说些

什么? 同桌互相描述鱼儿在莲叶间游玩的欢快情境。
教师揭示:鱼儿在莲叶间,一会儿游到东面,一会儿又

穿到西面,一会儿钻到南面,一会儿又滑到了北面。五个

“戏”字写出了鱼儿的快乐和自在,“东、南、西、北”则写出了

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逗人喜爱的样子。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诗句。
师:小朋友,当你看到鱼儿那样欢快,你的心情怎么

样呢?
怀着高兴的心情朗读鱼儿游戏的句子,注意重音和

停顿。
五、背诵课文

1.尝试背诵。(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练习背诵课文)
2.抽生背诵,说说你用的什么方法背诵课文。(看图

记、根据重点字词记、想象记)
六、戴上头饰表演鱼儿在荷叶中游水嬉戏的欢乐情境

4个同学戴着东、南、西、北的头饰扮演东、南、西、北,3
个同学戴着小鱼的头饰扮演小鱼,6个同学戴着荷叶的头饰

扮演荷叶,边背诵边表演。
七、总结

师: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们学会了本课的生字,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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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的意思,看到了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色,感受到了大自然

是多么美好,我们以后要更加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从

本课的学习中,我们还体会到了阅读古诗的乐趣,希望今后

继续努力,多阅读、多积累一些优秀的古诗。
(田益)

积累与运用(三)

教学目标

1.了解要按基本的笔顺规则写字,字才能写得工整、
美观。

2.复习本单元所认识的生字,读好短句子和儿歌。

教学准备

词语卡片。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学习“温故知新”

1.师出示带田字格的“十”“八”“下”“木”这几个字,让
学生认一认。

2.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字写得工整、美观呢? 要按一

定的笔顺规则写。出示“先横后竖”和“先撇后捺”的笔顺规

则,让学生认一认,读一读,记一记。

3.师再出示刚才的四个字,引导学生思考:写哪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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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先横后竖”的笔顺规则写? 写哪几个字要按“先撇后

捺”的笔顺规则写?

4.生按这样的笔顺规则书空,写一写这几个字。

5.生在习字本上,按这样的笔顺规则把这几个字美观、
工整地写下来。

6.师:想一想,我们前面学过的哪些字也是按这样的笔

顺规则写的?
二、学习“你还认识我吗”

1.师出示词语卡片,抽生读一读。

2.生自读,有困难的做上记号,多读几遍。

3.分小组读,齐读。
三、学习“读读玩玩”

1.冬天,天冷极了,北风呼呼地吹,空中彤云密布,不一

会儿,洁白的、鹅毛般的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用不

了多久,大地就成了一片银妆素裹的世界。看,雪地里谁来

了? 听老师范读儿歌《雪地里的小画家》。

2.学生借助拼音,自己把这首儿歌读一读。

3.看着书,想象画面,再读读儿歌。

4.抽读儿歌,检查长句子是否读正确、读通顺了。

5.再读儿歌,说说你读懂了些什么,还有什么不明

白的。

6.全班有感情地读儿歌,把这有意思的儿歌积累在我

们的脑子里。
四、学习“自主识字园地”

1.师:自己认读大灯笼上的汉字,会认的作上记号,数
一数你认识了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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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对于不认识的字,你可以用什么办法记住他们

呢? (引导学生向同桌、教师和书本请教,自己想办法认更

多的字)

3.师:再统计认字的结果,把自己认识的个数写在空格

里。注意用上我们前面学过的表数字的汉字。把字写正

确、工整、美观。

5 小小的船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能按笔顺规则正确、工整地书写“儿”
“见”“头”“两”4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初步培养学生的想

象能力。

3.在朗读中培养学生欣赏晴朗夜空美景的情趣,激发

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重、难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初步培养学生的想

象能力。

2.在朗读中培养学生欣赏晴朗夜空美景的情趣,激发

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歌曲《小小的船》。

教学时间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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