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字二

加一加

教学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学写6个字,在探究汉字规律的过

程中,初步感受汉字的有趣,产生喜爱汉字的感情。

2.正确、流利地朗读短句,初步了解汉字加一笔可成新

字的构字规律,形成初步自学生字的能力。

3.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初步感知汉字的

形体美,学着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

教学重、难点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感知汉字构成的

规律。

2.正确区分生字的读音、字义。

教学准备

1.学生自己动手做活动的生字卡片(一个日字,三个笔画)。

2.教师准备“电力叉车”“灭火器”等词的图片,多媒体

课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初步感知字形

1.师出示“日”字,问: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这个老朋

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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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今天“日”要表演一个小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叫

“加一加”。

3.板书课题,读课题。

4.师:想知道“日”字可以加成什么吗? 看! 老师用活

动卡片组成“旦”“电”。好玩吗? 现在请几个同学上台摆一

摆,并讲出自己是怎样摆的。

5.其余学生用准备好的生字卡片和三个笔画摆一摆,说
一说。

二、拼读课文,寓识于读,自主识字

师:这个游戏有趣吗? 看看课文里这些字念什么。

1.学生自主学习,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读完后画出生

字,反复拼读,抽生把画出的字念出来。

2.媒体展示带音节的生字,请小老师教读,小组开火车

认读。

3.展示去掉音节的生字,抢读,男、女生分别读。

4.孩子们记性真好,现在我们来做“小猫钓鱼”的游戏。
谁能帮助小猫读准“生字小鱼”,钓上来的这条小鱼就送

给他。
三、质疑读文,掌握字音字义

师:只加一笔,就变出了这么多的字,而且模样还有点

像,那它们的读音、意思相同吗?

1.学生说书上的词语,4人小组讨论交流词义,每组抽

一名起来汇报,师适时点拨。

2.媒体展示。
(1)展示“电力叉车”“灭火器”的图片。
(2)展示“小鸟在天空飞,鱼儿在水中游”的图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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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3.引导学生用“由于”说一句话,也可以用接句的形式

来体会。(如:由于她生病了,所以不能……)
四、朗读短文,明确构字规律

1.小结方法:一个“日”字加上一笔就变出了这么多个

形不同、音不同、义不同的汉字,大家觉得汉字有趣吗? 齐

读书上短句。

2.师:学了这课,你们知道本课的生字是怎样来的吗?
引导学生说出构字规律。

3.生读短文,配上动作,边拍手边朗读短文。
五、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师:下面我们还要学会正确书写这6个字。

1.多媒体展示:厂、力、工、元、车、电。让学生欣赏汉字

的形体美。

2.多媒体展示这6个生字的笔顺,提出要求:专心看,
看谁能最先记住这6个生字的写法。

3.合作学习:讨论怎样记住这6个生字。把你记住的

字在小组内说一说,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的意识。

4.抽生说自己觉得哪个字最难记。请小老师解答。

5.师:汉字朋友都很美,我们要尽量把它们写漂亮,让
学生通过自己观察,说出这6个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多
媒体展示重点笔画:“车”中间的一竖写在竖中线上。

6.师:想试一试吗? 看书上的“描描写写”,每个字描一

个,写一个。

7.师:写完后比一比,在最好的字下画“△”,师生共同

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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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主练字:把你想写的字再写写,培养自主写字的

兴趣。
六、拓展延伸,迁移识字方法

1.师:孩子们学得真好,写得也很好,你们还能用“加一

加”的构字方法,给“日”字再加一笔,组成其他的字吗?
(如:白、目等)。

2.师:下面,我们用“加一加”的构字方法,来做加一笔

成新字的游戏,板书:“人”,学生在作业本上用彩色笔加一

笔,组成“个”“大”。接着依次用“十”“大”“二”“口”“木”等
字来做游戏。

3.总结:汉字很有趣,加一笔就成新字。
(袁轶)

减一减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认识新笔画

“”(横折提)。

2.在学习生字的过程中,自主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

律———在熟字的基础上减笔画,可变成新字。提高自学生

字的能力。感受汉字构字规律的奇妙,喜爱祖国的文字。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
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重点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区分它们的字

形,通过组词弄清新字的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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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减一笔成新字”。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本课的生字词卡片。
学生:自制一套活动的卡片(新字和熟字要减去的笔画)。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识,激趣导入

1.复习上一节课的构字规律。
师:孩子们,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汉字的又一个构字规

律———“减一减”(板书课题)。
二、观察字形,初步感知

1.师:在识字王国里,小朋友认识的“字朋友”可不少

啦! 还叫得出这几位老朋友的名字吗? (出示“午”“玉”
“子”字),并用字组词,认读后贴在黑板上。

2.师:小朋友太高兴啦!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减一减”
的游戏,请看老师演示(用活动卡片“午”字减去撇变成“干”
字)。

3.师:好玩吗? 请孩子们认真观察“午”字和“玉”字,想
想它们减去笔画会变成什么字呢?

4.抽生上台摆一摆,一边摆一边给小伙伴们讲一讲自

己的摆法。

5.学生自由观察,各抒己见。
师:这些新朋友有趣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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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识字,发现方法

1.自读课文。
(1)师:孩子们,只减去一部分就变出了与这些老朋友

如此相像的字,那它们的读音、意思相同吗? 自己读读课

文,在读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该怎么办? 请孩子们借助

拼音读一读,注意读准字音。
(2)师:去掉拼音你会读吗? 试试看。
(3)师:你们会读了吗? 会读的和你的同桌互相读一

读,比一比,看谁读得最准确。

2.检查自学效果。
(1)师:现在我们要带生字娃娃出门了,千万别喊错它

们的名字呀。出示生字,通过小老师、开火车等形式反复认

读,注意根据学生读的情况纠正读音。
(2)师:你们读得真棒! 生字娃娃回家了,看,它们已经

带着朋友排好了队,正等着你们去认识呢。认读书中的

词语。
(3)同桌讨论学习:说说你懂得了哪些词语,怎么读懂

的,还有哪些词语不太理解,交流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千
家万户:形容很多很多户。王牌:桥牌等游戏中最强的牌,
比喻最强有力的人物、手段等。)

(4)师:小朋友们既懂得观察字形,又会自己识字,真了

不起! 除了书中的词语,你能给这些生字再找一找朋友吗?
四、朗读短文,总结方法

1.出示活动卡片,教师一边演示,学生一边读,并引导

学生编成顺口溜(如“午”字减撇变成“干”,“玉”字去点变成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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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一读书中的短句,感悟方法。

3.师:现在就把你今天学到的识字方法和你的小伙伴

说一说吧! (小组交流)

4.师:谁愿意把方法介绍给大家呢? 抽生汇报后教师

总结:你们真是会学习的孩子! 汉字真奇妙,你看,在老朋

友字上减一减就成了新字。我们用这种方法还会认识更多

的新字娃娃呢!

5.师:这样好的方法你能记住吗? 试试看。
五、指导写字,把握结构

1.出示生字“干”“王”“了”字。
读一读:大家看,你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 一起来读

读。(齐读正音)
看一看:请大家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 有什么要提

醒伙伴们的? (指名说,注意“干”“王”“了”字的长横要平,
竖要写直)

师:说一说这些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谁想教大家写

好这三个字? (指名说位置)教师板书。
描一描:写这个字要注意什么?
练一练:学生认真书写。
赏一赏:自己先圈出写得比较满意的字,同桌互相看

看,相互学习。教师边深入学生中指导,边挑选有典型性的

作业,最后展示并评析。

2.指导“什”“学”“话”字。
按照以上步骤指导书写,和学生一起探讨怎样把汉字

娃娃写得美。
六、自主实践,迁移拓展

1.师:小朋友们都挺能干的,还想玩“减一减”的游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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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汉字娃娃交朋友吗? 学生自主活动,进行减笔画成

新字的游戏。(如,“目”“舌”“王”)

2.小结:小朋友们,瞧,不用费力地死记硬背,只要学会

用恰当的、巧妙的识字方法去识字,就会记得更牢固。
(阙洪义)

合一合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字。认识新笔画“”
(撇点)。

2.在学习生字的过程中,自主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

律:两个熟字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新字。

3.能自己编儿歌,归纳构字规律,提高自学能力,能够

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记忆生字,感受汉字构字规律的神

奇,增强自主学习祖国文字的兴趣。

4.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初步感知汉字的

形体美。

教学准备

1.学生自己准备熟字卡片。

2.教师准备生词卡片。

教学重、难点

1.学会本课的生字词。

2.自编儿歌,归纳构字规律,培养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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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字词,回忆构字规律,引入新课

1.出示前两课熟字的生字卡片,开火车读一读。

2.师:这些字是怎样构成的呢? 引导回忆构字规律。

3.师:孩子们真棒,掌握了两种构字方法。下面我们做

个游戏,请4个小组用桌上的熟字卡片拼摆新字,请拼摆最

快的几个学生上台摆一摆,讲解自己的摆法。师引导:这种

新的构字方法就叫“合一合”。

4.板书课题,读课题。
二、自主识字,掌握字音

激趣:合起来变成的新字念什么呢?

1.自主学习:请同学们自主地拼读课文,不会认的多拼

读几遍,读完后,勾出生字反复拼读。

2.多媒体展示课文,指名读一读,请生评一评,指出:
“尖”要读前鼻韵,“生”“正”要读后鼻韵,齐读。

3.合作学习:请组长拿出生字卡片,带着大家读一读,
互相提醒难读的字音(如:“男”声母是鼻音,韵母是前鼻

韵)。

4.“抢气球”游戏。
师:谁能又快又准地读出气球上的生字朋友,这个气球

就送给他。
三、质疑读文,掌握字义

1.师:两个熟字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新字,真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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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用这些生字来组词? 组得越多越好,你愿意组哪个就组

哪个。

2.自读词语,讨论交流字形、字义,引导用“光明”“顶
尖”来说一句话,让学生在另一种语境中理解词语。

3.多媒体展示:女—马—妈(妈妈)。配上儿歌:“女和

马,组成妈,妈妈的妈,我送妈妈一束花。”学生读两遍后,师
生共同编儿歌。

4.学生边拍手,边读自己编的儿歌:
日和月,组成明,光明的明,太阳出来放光明;
小和大,组成尖,笔尖的尖,上小下大就显得尖;
田和力,组成男,男女的男,男女老少去耕田;
户和方,组成房,新房的房,我最喜欢住新房。
四、朗读短句,明确构字规律

师:孩子们能自己编儿歌来认识汉字,真能干! 下面,
我们来学习短文。

1.师:自读短文,读了短文后,谁能总结出本课新字的

构成规律?
师生共同小结:两熟字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新字。

2.师:恭喜孩子们又掌握了一种汉字的构字方法。

3.生美美地读短文。

4.生配上动作,高高兴兴地读短文。
五、指导书写,把握汉字结构

1.多媒体出示“女”“生”“正”“合”“光”“会”6个生字。
学生认识新笔画“”(撇点),书空。

2.学生观察生字字形,找一找要把字写得漂亮的最关

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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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交流书写心得,教师适时点拨难点。

4.教师范写—学生书空—描红。

5.学生练习,师巡视指导,注意纠正书写姿势。

6.把自己认为最难,或最想写的字在田字格中再写

一写。
六、自主实践,迁移识字方法

游戏:用“日”“又”“十”“也”“土”“禾”“火”“寸”这些字

组字,看谁组的字最多。又快又多的奖励一朵小红花。
(袁轶)

叠一叠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认识新笔画

“”(斜钩)。

2.能自主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律———一个熟字重复

一次或两次可以组成一个新字。

3.能自己编儿歌归纳构字规律,提高自学能力;能够把

字形、字义相结合来记忆生字,锻炼创新思维。

4.写字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初步感知

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重、难点

1.学会本课的生字词,能正确区分字义。

2.能自主归纳构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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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学生自制熟字卡片。

2.教师准备本课的生词卡片。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发现规律

1.师:请孩子们回忆一下,前几课我们学习了哪几种识

字方法? (加、减、合)这节课我们所学的新字更有趣。

2.学生自读课文,小组共同讨论本课的构字规律。

3.全班交流。抽生到展示台演示:二个“木”相叠,三个

“木”相叠,其余字让学生在小组内拼摆,讲解自己的摆法。

4.师:这种拼摆方法,我们叫做“叠一叠”。(板书课题,
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识读字、词

1.自主学习:学生自读课文,对照生字表勾出课文中的

生字、新词。

2.运用“加一加”的方法,自学生字。

3.合作学习:请小老师讲怎样学生字。
(1)读:读准字音(抽读,齐读)。
教师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众”是翘舌音,又是后鼻

音)。
(2)讲:讲字形结构和记忆方法。
师:孩子们用什么巧办法来记住这个字? 知道“林”为

什么是两个木,“森”为什么是三个木吗? 适时引导学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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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众”、“品”和“晶”、“林”和“森”对比起来记。
(3)议: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字义。
(如:“品”是品茶的品,品茶要几个人在一起用口慢慢

地尝,所以,“品”就用了三个口。)
(4)练:口头组词、造句。

4.师:孩子们用多种办法记住了这些生字朋友,接下来

我们来做游戏。
(1)问答游戏:抽生起来问,生答。(如,问两个“又”,叠

成啥? 答:两个“又”,叠成“双”)
(2)猜字游戏:同桌互相自编字谜来猜。(如,一人跟着

一人走)
三、朗读短句,明确规律

1.齐读文中的短句。

2.师:怎样总结出本课新字的构字规律? (一个熟字重

复一次或两次就能组成一个新字)

3.师:孩子们真聪明,4人小组讨论:用不同于文中的

短句来归纳本课的构字规律。(如,汉字娃娃真有趣,叠一

叠呀成新字)

4.美读短文,配上动作齐读短文。
四、指导书写,把握汉字结构

1.多媒体展示“才”“双”“手”“不”“朋”“林”6个生字,
书空。

2.让学生仔细观察这6个字,哪些字的结构相同。板

书:双、朋、林。师强调:左右结构的字要写得左窄右宽,
“林”左边的捺变成了点。

3.指导书写“才”“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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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这两个字在田字格里的位置,讨论要怎样写

才漂亮。

4.在课后第三题中描一描,写一写,师巡视指导,提醒

学生注意这些字的笔顺、笔画和间架结构。
五、自主实践,迁移识字方法

1.学生自编字谜让同学猜一猜:三日、二月……

2.看字猜义:焱、淼、矗……
(袁轶)

分一分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字。

2.能独立发现汉字的构字规律———把一个熟字分成两

部分,就能形成两个字,培养学生自学生字的能力。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
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重点

学会生字词。

教学难点

学习由词语带出的生字。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卡片。
学生:自己制作可以拆分的熟字卡片。

581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儿歌激趣,发现规律

1.激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一开始,可用《加一加》的儿

歌导入,教师可先朗诵儿歌:“天气晴,池水清,小蜻蜓,大眼

睛,飞来飞去请客人。”对于这个儿歌,学生非常熟悉,既复

习了旧知识,又引入了新课。

2.导入。
复习了《加一加》的儿歌后,教师可直接导入新课:“今

天,我们的小朋友要自己来找到一些生字的构字规律,大家

有信心再学会本课的生字吗?”(板书课题:分一分)教学生

读两遍题目,学会“分”。

3.学生自学讨论。
师:孩子们,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掌握了不少生字的

构字规律,那么今天的生字我们能够自己找出它们的构字

规律吗?
师:请你们打开书,自己拼一拼,读一读,和同桌讨论一

下它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学生自读,讨论。

4.熟字拼摆。
师:请孩子们拿出熟字卡片分一分,摆一摆。请拼摆得

最快的几个学生上台摆一摆,讲解自己的摆法,教读熟字和

基本字的读音。初步了解这些字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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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扩词,认识生字。
师:孩子们,看,“好”对它的孩子们说,你们暂时分开一

下,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吧! 不过,“女”跟“子”都说,我到哪

儿找朋友啊? 孩子们,给它们组个词,帮它们找到新朋友好

吗? 请把你想到的词语先告诉小伙伴,好不好?
同桌互动扩词,认识生字。
抽学生上台扩词。
二、游戏交流,弄懂字义

师:刚才,大家给这些熟字的孩子找到了朋友,那么你

们都认识它们的朋友吗? 秋天是一个果实成熟的季节,今
天我们就来摘苹果,看看谁摘的苹果多。

摘苹果游戏。认读生词并说说词义,教师适时点拨。
评选摘苹果能手。
三、自编儿歌,掌握规律

师:刚才老师给大家朗诵了自己编的一首儿歌。我们

今天学习的生字是怎么来的,你能自己编一首儿歌来记住

今天学习的这些汉字的构字规律吗?
学生自编儿歌,编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关键是通过编儿

歌学会归纳总结生字的构字规律。
抽学生上台朗诵自编儿歌。
四、分析字形,练习书写

在学生充分掌握字音、字形的基础上,教师再指导学生

练习书写。重点指导本课要写的字的字形和书写规律,然
后进行描红、仿影与临写。

五、自主迁移,迁移识字方法

1.师:留心身边的汉字,你发现哪些字能够分开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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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呢?

2.师:利用本课学习的构字规律,找找书上、街上等地

方看到的字,哪些能够分开,成为两个新字,并把它们记在

自己的独立认字本上。
(李华)

综合性学习:汉字娃娃找朋友

教学目标

1.巩固所学的汉字和构字规律,能在有趣的实践活动

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汉字的兴趣,能正确表述“汉字娃娃是

怎样交朋友的”。

2.能细心观察,开动脑筋,运用已知知识解决问题,拓
宽学生学习语文的渠道,丰富知识来源。

3.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

教学准备

1.复习所学的汉字和构字规律。

2.设计汉字迷宫图。

3.制作汉字卡片和头饰。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汉字娃娃吗? 喜欢和更多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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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交朋友吗? 要想和更多的汉字娃娃交上朋友,就得运

用我们学过的识记方法,有……(师生一起回忆总结)运用

这些方法,可以让熟字变出许多新的汉字,就像魔术一样。
不相信? 今天我们开展一次活动,大家比一比,赛一赛,看
谁认得多,找得快,组得妙,写得好。

二、介绍规则

教师请4位同学(全部来自4个队)共同担任主持,任务

是监督、评判、记分、颁奖。全班同学分成4个队坐在教室

四周,中间空出来。每队队员按号入座,各队推选1名队

长。活动内容分为:认朋友、找朋友、救朋友3部分,分别是

20分、60分、20分,总分100分。得分最高者为优胜队,获
得奖品。

三、活动过程

1.认朋友。
要求:声音响亮,字音准确。(读错一字扣一分)
内容:教材中出现的基本字以及经组合后可能组合而

成的汉字。
(1)抽卡片读。由主持人出示卡片,各队按顺序开火车

读(限于基本字)。
(2)举卡片抢读。由主持人出示卡片,各队谁先举手谁

就读(限于组合字)。

2.找朋友。
(1)主持人分发几张爱心卷(每张卷上10个字),让每

队的队员为其找朋友,在规定时间内找得又多又对的为赢。
(2)每队派1人参加活动,主持人给这几人分别戴上写

有口、又、木、日……的头饰,另请一些小朋友分别戴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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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制作的头饰,拍着手在场中轻轻活动。活动开始后,其
余同学坐在位置上拍手唱《找朋友》,汉字娃娃找到朋友后

要与朋友相互问好,并说:“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组

成汉字X。”然后牵着朋友的手继续找新朋友。看看谁的朋

友多,表达又清楚,又有礼貌。
(3)运用以上方法在队内找朋友,主持人监督,计数(时

间应充分,让学生找完,全部参与)。

3.救朋友。
创设情境:“同学们,一只淘气的斑点狗跑入迷宫中出

不来了,急得汪汪直叫,我们去帮帮它,把它从迷宫中引出

来,好不好?”教师出示4张一样的迷宫图,由主持人分发到

每一个队。迷宫中有许许多多的岔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两

个汉字把关,必须把它们组合成新字才能通过这一关。以

接龙的形式,看哪一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救出斑点狗,则
该队获胜(写得又对、又快、又好的酌情加分)。

四、活动小结

1.主持人统计分数,宣布结果,为优胜队颁奖;其他队

发放纪念品,以资鼓励。

2.师:这节课大家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把学过的知识运

用于活动中,很好。老师希望下课后大家和自己的好朋友再

做做以上游戏,并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处处识字,时时识字,成
为人人喜欢的“识字大王”。

(漆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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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了解“先内后外”“先中间后两边”“先里面后封口”的
笔顺规则。

2.会认本单元生字组成的新词语,巩固本单元所学

生字。

3.学读“绕口令”,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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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前面所学过的笔顺规则。

2.认读“月、两”“小、水”“回、田”这三组生字,想想他们

又该按什么笔顺规则写才好看? 学习今天新学的三种笔顺

规则。

3.按笔顺规则写一写这六个字。
二、学习“你还认识我吗”

1.师:这一单元所学过的生字宝宝全都组成四字词语

等着我们了,来,叫叫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自己认读这12个

词语,不会认的作上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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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自己想办法,用较短的时间记住这些词语。

3.抽认词语,检查识记情况。

4.全班齐读词语,注意四字词读连贯。
三、学习“读读玩玩”

1.教师用较快的速度范读《吃葡萄》,激起学生的兴趣。

2.学生试读,提出不好读的地方,教师指导读好“皮儿”的
儿化音。

3.学生用较慢的速度读这则绕口令。

4.不断加快速度读绕口令,锻炼学生伶俐的口齿。

5.学生自读《笋子》,提出不好读的地方,指导读好“子”
的轻声。

6.学生再读《笋子》,注意字音正确,把歌谣读通顺、读
连贯。

7.师:说说你读了《笋子》,知道了些什么?
四、学习“自主识字园地”

1.师:大海底,水草间,游来了一群鱼娃娃,瞧,它们吐

出的泡泡真可爱,认认泡泡上面的字,看你能捉住几个

泡泡。

2.师:把你会认的字读给同桌听,不会的请他教教你。
都不会可以问老师,或翻开前面的课文,找一找我们曾经在

哪里见过它们,自己认识这些字。

3.师:把你的识字成果记录下来。
(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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