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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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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片,激发兴趣

1.课件出示晴朗的夜空图片。师:你看到了什么? (通
过说话,让学生弄清星星与月亮的关系)

2.师:弯弯的月亮像什么? 这弯弯的月儿还像什么?
(引导学生在想象中练习说话)

3.师:多美的夜空啊! 老师要用一首歌来赞美它,想听

吗? (播放歌曲《小小的船》,让学生说说自己听到的内容)

4.师:蓝蓝的天,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夜空太美

啊!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来,我们读

一读课题《小小的船》。(出示课题,指导学生把字音读准,
把“小小的船”读得优美、连贯)

二、整体感知,学习生字

1.师:数数儿歌共有几句话,将它们标上序号。

2.师:自由地读一读儿歌,把字音读正确,把句子读

通顺。

3.师:圈出带红色拼音的字,多读几遍。

4.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1)检查生字读音,进行扩词训练。

①注意读准“船”“弯”“看”“蓝”等“ɑn”韵的字,读准

“船”(翘舌)和“坐”(平舌),读准后鼻音“星”。

②去掉拼音后再读一读。

③引导学生用“船”和“蓝”进行扩词练习。
(2)指导书写“儿”“见”两个生字。

①看———看范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看笔画的高矮。

②描———描红,笔画笔顺写到位,写流畅,做到不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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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写———照样字将每个生字写3遍,把字写对,并努力

把字写得好看。

④圈———圈出自己写得最满意的字,并赞一赞自己。
三、学习儿歌,品味画面美

1.读儿歌,议一议:

①师:“小小的船”指的是什么?

②师:你还看到过什么形状的月亮? 这样的月亮像些

什么? 一闪一闪的星星又像什么? (引导学生想象,进行说

话训练)

2.诵儿歌,积累语言。
(1)课堂对歌,积累语言。

①师生对歌。
师:什么样的月儿什么的船?
生: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师:小小的船儿怎么样?
生: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师: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什么样的星星,什么样

的天?
生: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②生生对歌。
师:谁能像老师这样来问一问大家? (抽一个学生来

问,全班同学回答)

③同桌对歌:一人问,一人答,读完后交换角色再对歌。
(几轮下来,学生对儿歌的内容就能背诵了)
(2)对比朗读,品味语言。

①师:小女孩坐在弯弯的小船里都看见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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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师:出示句子,让学生读一读,说说两个句子有什么

不一样。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③师:儿歌里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只”字? (同桌讨论:
有了这个“只”字说明了什么?)

④师:深蓝的天空里,那些闪闪的星星对着我们眨眼

睛,实在是太美了。小女孩陶醉在了其中,她顾不得别的,
只看见了那闪闪的星星和蓝蓝的天。(经过学生的讨论、交
流和汇报,引导学生体会夜空的美丽)

(3)演儿歌,展现画面。

①学生创编动作,自由演读儿歌。

②抽学生展示,个别演读儿歌。

③全班集体演读。(通过演读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再现

课文情境,增强对课文的理解,加深印象,并受到情感的熏

陶)
(4)唱儿歌,品味画面。
让学生跟着音乐学唱儿歌,一边唱一边想像美丽的夜

空画面。
四、课堂小结

师:晴朗的夜空真是太美了! 孩子们,到了晚上,约着

爸爸、妈妈,带上爷爷、奶奶去欣赏欣赏吧!
(冉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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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树和小鸟

教学目标

1.运用各种喜欢的方式认识本课8个生字。

2.能正确、工整地写4个字。

3.朗读、背诵课文,感受语言的优美,激发对大自然的

热爱。

4.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

教学重、难点

1.识字、写字是重点。

2.培养学生想象力及口语表达能力是难点。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师: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熟悉的朋友。(课
件展示:一棵枝叶茂盛的高大的树)大树爷爷自述:小朋友

们好,我是树公公,别看我年纪大,可我身体很健康,生活得

也很快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有许多美丽又

活泼的孩子———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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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生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生圈读生字。师:文中戴小红帽的字娃娃是我们今

天要认识的新朋友,我们一边叫出它的名字,一边把它们圈

出来吧!

3.师:把圈出来的生字多读几遍,把它们的名字牢牢记

住吧!

4.师:哪些字娃娃的名字容易念错,给同学们提个醒儿

吧! 当小老师,教教同学们。

5.用生字卡片抽读、开火车读、抢读等多种形式检查识

字情况。
三、细读课文,入境悟情,展开想象

1.师生齐读课文。

2.同桌互相读课文,读完一遍后再交换读。

3.抽学生读,其他学生评价。让评价的学生说说最欣

赏同学读的哪些地方,学生积极说出同学朗读的长处,再指

出不足,教育学生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4.生看课件:枝叶茂密的大树上,闪动着各种鸟儿的身

影,洋溢着鸟儿们的叫声。

5.师:你觉得鸟孩子们穿的衣服怎么样? 用“美丽”说
一句话。

6.师:你觉得鸟孩子们在树公公、树婆婆的怀抱中,生
活得怎么样? 怎样才能读出它们的快乐呢? (抽生读第三

句,赛读)

7.师:假如你是一个鸟孩子,你想对树公公、树婆婆说

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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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师:讨论交流:鸟孩子们为什么爱树公公、树婆婆?
四、赏读全文,熟读成诵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最终达到有感情

地背诵。
五、指导写字

1.读本课要求写的字娃娃,给生字找朋友。

2.师:你最有信心写好哪个字? 并说说写时应注意些

什么。

3.师指点。生练习写(先描红,再练写),师巡视指导。
(杨维琼)

7 荒 地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并能按笔顺规则正确、
工整地书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体会本课新词,学着积累和运用新词。能正确、流利

地美读儿歌。

3.明白“光说不做,将一事无成”的道理。

教学重点

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美读儿歌,学习本课8个生字,会写

4个字。

教学难点

理解、感悟儿歌所蕴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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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生字卡片和课文插图。

2.让学生在美术课上学做动物头饰。

3.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解读课题,质疑导入

1.书写课题。师:谁能说说荒地是什么意思?

2.师:想知道土地荒着的原因吗? 那就赶快打开书读

读《荒地》这首儿歌吧!
二、初读儿歌,整体感知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读儿歌。

2.学生再次读儿歌,从儿歌中勾出生字,多读几遍,记
住生字的字音。

3.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注意纠正生字的读音。

4.学生自由选择读。

5.教师范读。

6.采取多种形式读。
三、熟读课文,理解、感悟儿歌大意

1.出示围绕“商量”一词设计的以下3个问题,让学生

带着问题轻声自由读儿歌。(1)小动物们商量什么? (2)小
动物们各自的意见是什么? (3)小动物们商量的结果如何?

2.小组合作交流、讨论。

3. 汇报:你从儿歌中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地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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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懂?
(引导学生汇报、交流,相机指导)

4.师:学了这首儿歌,你有什么收获? (引导学生明白

“光说不做,将一事无成”的道理。板书:光说不做,将一事

无成)

5.教师引读。(注意:一是读出小动物们争先恐后发表

意见的语气,二是儿歌最后两行要读出遗憾的语气)

6.学生戴头饰,分角色正确、流利地美读儿歌。

7.讨论交流: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块荒地不荒? 小动

物们明白自己的不足之后,将如何处理这块荒地?
四、巩固识字

1.去掉拼音,读生字。

2.猜字游戏:请一位同学,背对着老师,教师出示一张

生字卡让他猜。如果猜错了,大家就说不是;如果猜对了,
大家就边拍手边说:“对对对,请回位。”

3.选自己喜欢的生字口头组词或说话。先在小组内相

互交流,再在全班交流汇报。

4.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出生字中难记的字,选择适

合自己的记字方法,记住生字的字形。

5.师:你是怎么记住这些汉字娃娃的? 请把你的方法

介绍给大家,好吗?
(1)小组内交流。(2)全班交流汇报。如,“兔”可以这

样记住它:“”(角字头)就好像兔子的头,“口”就好像兔子的

身体,“儿”就好像兔子的双脚,“、”就好像兔子的尾巴。
五、描描写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1.观察要求会写的4个字,说说怎样才能把这些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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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在小组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2.集体交流:要写好这些字,你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3.根据课后的描描写写,边观察边书写,写好后先自

评,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字打上点;然后进行小组交流或自

由选择某个伙伴的字进行比较;教师巡视指导,针对共性问

题,利用展示平台,师生共同评议,以点带面地加以引导。

4.请把自己想写的字,自己写得还不够满意的字再写

写。写完后,小组推荐,师生评议,写得好的及时肯定。
(王 霞)

8 悯 农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主认识8个生字,会写4
个生字,并能按笔顺规则正确、工整地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知道粮食来之不

易,懂得珍惜劳动成果,爱惜粮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

人民。

教学重点

1.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主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

生字,并能按笔顺规则正确、工整地书写。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挂图、录音带、投影仪。
学生:访问农民或到农田体验劳动生活,或查阅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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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米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借助画面,引入课题

师:孩子们,我们今天吃的米饭是怎么来的? (出示挂

图)图上画的是什么? 齐读课题,解题义。悯:哀怜。悯农:
同情农民。

二、教师范读,学生看书听读,注意听清楚每个字的读音

三、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诗句,把不认识的字做上

记号

1.师:老师有不认识的字,请大家帮帮忙。(抽学生上

台展示)

2.觉得哪些字的读音要提醒小朋友们注意,教一教

大家。

3.教师检查,注意指导读准“谁”“知”“辛”“农”的读音。

4.师:你用什么好办法把这些生字娃娃给记住了?
(1)注意区别“午—牛”的字形。
(2)教师指导学生认识“”(光字头)这个偏旁。
(3)鼓励学生用联系生活实际和“合一合”的方法记忆

生字。

5.师:这些生字娃娃都有好朋友,它们手拉手就成了朋

友,你愿意给它们找几个朋友组成词吗?
生生、师生交流,学会积累词语。
教师总结:平时注意从生活和课外读物中积累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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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读诗句,注意读通顺、流利

1.听录音带朗读。

2.读给同伴听。

3.读给老师听(跟录音带)。
五、借助画面了解古诗的意思

1.师:农民伯伯在干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 可以用书

上的哪句诗来表达? (锄禾日当午)

2.师:正在为禾苗锄草的农民伯伯怎么样? (汗水一滴

一滴地往下流)可以用书上的哪句话来表达? (汗滴禾下

土)

3.师:孩子们,农民伯伯种粮食多么辛苦啊! 请听朗朗

的妈妈是怎样对朗朗说的(播放录音):“朗朗,我们碗里的

每一粒饭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你一定要爱惜粮食

啊!”你能把朗朗妈妈的话用诗句表达出来吗? (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六、美美地朗读诗句,注意读出感情

朗读停顿参考: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
采用多种形式美读。采用多种形式抽背。
七、你学了诗句,明白了什么

口语交际:和同学议一议———生活中有哪些浪费粮食

的现象? 我们应该怎样爱惜粮食?
八、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1.仔细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看看怎样写才漂亮。

2.生生、师生交流,教师范写。

661



3.学生书空,自己写。

4.评价。
(1)自评:在你认为写得最满意的字下画颗星,以表

鼓励。
(2)互赏、互评。抽生上台展示,评好在哪儿。
九、教师推荐古诗,欣赏古诗

1.小结学习古诗的方法。(读、悟)
2.出示李绅另一首《悯农》诗,小组讨论学习,熟读

成诵。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3.师:课外你还读过哪些诗? 全班交流。
十、作业(任选)

1.写写生字或背背诗歌。
2.收集古诗。

(王平)

口语交际:爱惜粮食

教学目标

1.结合《悯农》,谈谈自己学习后的感受。
2.联系生活实际,能清楚地述说身边的浪费现象,培养

学生的节约意识。

3.在交流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倾听习惯。

教学重、难点

在交流中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和良好的倾听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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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收集相关图片,制作课件。
学生:寻找身边的浪费现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古诗《悯农》,说说学习后的感受

1.背诵古诗《悯农》,复习诗文内容。

2.通过学习,你想对农民伯伯说些什么? 学了古诗后,
你有什么感受? (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要爱惜粮

食……)
二、组织学生议一议

在生活中,你见到过哪些浪费粮食的现象?

1.出示要求:
(1)同桌说一说自己见到过的浪费现象,注意把自己看

到的浪费现象说清楚。
(2)认真倾听同学的介绍,做到精力集中,如果有什么

意见,中途不插话,等同学说完后再发言。

2.组织学生进行全班交流,比一比谁能把事情说得

清楚。
(1)在自己家里,发生过哪些浪费粮食的现象?
(2)在学校,你见到过哪些浪费粮食的现象?
(3)在餐馆、广场等公共场所,你还见到过哪些浪费粮

食的现象?
(交流后,教师组织同学进行评价,看谁说得好)
(4)我们应该怎样爱惜粮食?

3.课堂小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吃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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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我
们要增强节约意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做到珍惜每一粒

粮食。
三、课后延伸

在生活中,除了浪费粮食以外,你还见过哪些浪费现

象? 当发现这些浪费现象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冉高明)

积累与运用(四)

教学目标

1.知道左右结构的字要按“先左后右”的顺序写,上下

结构的字要按照“先上后下”的顺序写。

2.认 识 本 单 元 学 过 的 字 组 成 的 16 个 词 语,了 解

“AABB”形式的词语。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词语卡片。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学习“温故知新”

1.生认读“江”“秋”“早”“公”4个生字。

2.师:左右结构的字要按什么笔顺规则写? 认识“先左

后右”的笔顺规则。按这样的规则把“江”“秋”二字工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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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写一写。

3.师:上下结构的字要按什么笔顺规则写? 认识“先上

后下”的笔顺规则。按这样的规则把“早”“公”二字工整、美
观地写一写。

4.师:复习上个“积累与运用”里学到的“先横后竖”“先
撇后捺”的笔顺规则,加上今天所学的两种,我们就知道四

种笔顺规则了。今后我们写一个字时,如果字里有横有竖,
要按“先横后竖”的规则写;如果有撇有捺,要按“先撇后捺”
的规则写;左右结构的字,要按“先左后右”的顺序写;上下

结构的字要按“先上后下”的顺序写。只有这样,写字才能

既方便,又美观。
二、学习“你还认识我吗”

1.师:自己读读这些词语,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把不认

识的做上记号。

2.师:想办法自己认识这些词语朋友。

3.师抽认词语,反馈掌握情况,进行个别指导。

4.生分行认读词语,了解第四排词语的特点。让学生

再说几个这种形式的词语。
三、学习“读读玩玩”

1.借助拼音,自读儿歌。

2.注意带点的字,读准它们的字音。把它们分类读一

读,提醒学生要读准平、翘舌音。

3.把带点的字送回儿歌,注意读准字音,儿歌读得连

贯、通顺。
四、学习“读读想想”

1.借助拼音,自读儿歌,注意读准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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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读,指导读准难读的字音,读好长句。

3.请小老师教大家读儿歌。

4.齐读儿歌,边读边想:读了这首儿歌,你有什么收获。
五、学习“自主识字园地”

1.师:瓜架下来了一群字娃娃,你认识多少呢? 赶快给

他们打打招呼吧。

2.同桌抽认,互帮互学。

3.全班抽认,着重检查字形复杂的“餐”“猴”“颜”“盘”
“最”这几个字。

4.每个小朋友再认一认这些字,给会认的做上记号,数
一数认识多少个,把数字记录下来。

(刘冬梅)

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