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文

9 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感悟大山是怎么高和远起来的,了解大自然,激发对

大自然的热爱。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课件。
学生:了解和观察你周围的大山。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出示课件:各种高山。

2.师:小朋友,你看到了什么?

3.师:那你们知道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吗?

4.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件出示带拼音的生字词,学生认读,教师适时纠正

读音。

3.描红,临写,组词。(在写时,应让学生看清楚每画在

田字格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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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情朗读,体会感悟

1.生再读课文,思考: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 大山是怎

么远起来的?

2.生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读课文,回答上面的问题。

3.师指导学生表演。

4.师:同桌讨论,还有哪些原因让山高起来,远起来?
用上这样的词组:山背山、山扛山、山推山、山 山、山

山。

5.背诵课文。
四、拓展迁移

想想山有多高,山有多远,再说一说。

五、板书设计

9.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

山高

山背山  山扛山
  

山远

山推山  山追山

(戴文娟)

10 乌鸦喝水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8个生字和写4个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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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课件,生字卡片,做“乌鸦喝水”实验的用具、
材料。

学生: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揭示课题

教师讲乌鸦喝水的故事,留下乌鸦怎样喝水的悬念。
教师相机揭示课题,学生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教师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初读课文,提醒学生借助拼

音认读不认识的字。
2.学生自由读,互相帮助解决碰到的问题。教师巡视,

注意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3.4人学习小组用生字卡互相检查生字的认读情况。

在此基础上,同学之间互相听读课文,比比谁读得最准确。
4.教师用生字卡抽查学生对生字的掌握情况,并让读

得好的同学谈谈自己是怎样识记生字的。注意鼓励学生的

进步。
三、细读课文,理解文意

1.朗读课文第一、二自然段。
抽学生读,其他学生评价。读后出示实验用的瓶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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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观察,以帮助学生理解“水不多,瓶口又小”的意思。
学生扮乌鸦表演喝不着水的情形,学生通过看表演理

解“十分着急”的意思。
2.朗读第三、四自然段。
读完课文后,让一个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做“乌鸦喝水”

的实验。用实验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和动手,理解“衔”“放”“渐渐升高”的
意思。
3.朗读全文。
4.想想乌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喝着水,再和同学

交流。
四、练习写字

1.课件演示字的笔顺,学生跟随书空。
2.教师指导关键笔画。
3.学生先描红,再临写。
4.展示学生写的字,师生共同评价,注重鼓励学生的

进步。
(冉艳琼)

11 姐妹岛

教学目标

1.认识本文8个生字,会写4个字,并按笔顺规则正

确、工整地书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利用优美的

语言文字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3.了解台湾岛、海南岛的美丽富饶,知道它们是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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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宝岛,初步认识台湾岛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

教学重、难点

1.正确认读本课8个生字,渗透识字方法。

2.通过朗读,激起学生对姐妹岛的喜欢、赞美,对祖国

统一的殷切期盼。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件、生字词卡片。
学生准备:课前收集台湾和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风

景名胜、特产等资料。生字词卡片。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课件出示中国地图。
师:孩子们,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地图吗? 它像什

么呀?
这就是我们祖国妈妈的样子。在祖国妈妈的怀抱中有

两个可爱的女儿,想不想认识它们?

2.点击地图上的海南岛(出现海南岛配乐、配画面的自

我介绍)。
(我是幸福的海南岛,四周被南海的海水包围着,温暖

着,我 这 里 终 年 气 温 较 高,盛 产 水 果,有 菠 萝、椰 子、山
竹……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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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地图上的台湾岛(出现台湾岛配乐、配画面的自

我介绍)。
(我是台湾岛,是祖国妈妈的另一个女儿。我住在东海

上,我的面积比海南岛大,所以是姐姐,这里有美丽的阿里

山,风景如画的日月潭,欢迎大家到台湾来做客。)

4.师:听完了介绍,你知道什么叫“岛”了吗? 今天呀,
我们就一起到《姐妹岛》去玩一玩,好不好? 师指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配乐范读课文,生看配文插图。

2.生试读课文,初步感知。思考: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些

什么?
三、自主识字,合作学习

1.读准字音。
(1)学生自读课文,圈出不认识的字。
(2)课件出示要认识的8个生字。学生自主拼读,不熟

悉的生字反复练读。
(3)相互提醒。师:哪些生字娃娃的名字最容易叫错,

你给大家提个醒。
(4)4人小组合作,互认互考生字。(组内的4个同学,

都拿出生字卡片,由组长领头,互读互考)
(5)去掉拼音,再读生字。
(6)回文识字。师:这些调皮的生字娃娃藏到课文中去

了,还认识吗? 课件出示生字所在的句子,抽生读,评价。
(7)生齐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2.抓住生字特点,巧记字形。
(1)课件出示8个生字。师: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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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娃娃的样子? 大家先在小组里交流一下,请教一下。
(2)把小组里好的识字方法推荐给全班同学。师根据

学生的回答,及时总结和给予鼓励。
如,“姐”“妹”都是女的,所以是“女”字旁。

3.巩固识字。课件出示:海南岛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圆的椰子,每个椰子上写有一个生字。读准

字音并正确组词,就能摘下椰子,你能行吗?
四、反复练读,读通课文

1.师:这些生字娃娃大家都认识了。那么,它们和文中

的哪些字又交上了朋友呢? 请大家再读课文,用自己喜欢

的符号勾出生字词并连起来读读。
教师出示词语卡片,用指名读、抽读或开火车读的形

式,检查学生认读词语的情况。

2.学生试着练读生字词所在的句子。然后请学生选择

自己喜欢的句子给大家汇报读。读得好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带着大家读。

3.学生自由练读全文。

4.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自然段读读,让学生们

都能正确、流利地通读全文。
五、描红感知,书写生字

1.出示要书写的4个生字,让学生观察生字的每一笔

在田字格中所在的位置。

2.学生提醒哪个字不容易写好,教师相机指导。

3.教师范写。点拨、强调书写要点。

4.学生完成“描描写写”。教师巡视指导,及时纠正不

正确的写字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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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示学生优秀作品。学生自评,师生、生生互评并给

予激励。
六、细读课文,读中悟情

1.学习课文第一、三自然段。
(1)师:欣赏两岛风光片,谈谈你的感受。
(2)师:文中哪些句子,集中表现了你的感受? 引导朗

读课文第一、三自然段,体会两岛之美。师相机板书(宝
岛)。

2.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过渡:台湾岛和海南岛,都是

祖国的宝岛,它们都有哪些宝贝呢? 引入课文第二自然段

的学习。
(1)生细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找出两岛之美。
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让学生在台湾岛、海南岛的简笔画

地图上添上东海、南海、阿里山、五指山、甘蔗、椰子等简笔

画图;随机指导,通过说话练习和文中“又……又……”的词

语朗读,感受两岛之美。积累词语“又……又……”。
(2)美读课文第二自然段,表现两岛之美。

①生自由练读。

②同桌互读(读得好的竖大拇指夸夸他)。

③推荐读,自荐读;读后学生评价。

④师范读,告诉朗读小秘密(读的时候展开想象,做到

眼中有物,心中有情)。

⑤生再练读,分组比赛读,男女比赛读。

3.回归整体,美读全文。
七、发现规律,指导背诵

1.引导学生发现行文规律:《姐妹岛》每个自然段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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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姐”(台湾岛)后“妹”(海南岛)的顺序来写。

2.根据板书,指导背诵。

3.自由练背。

4.能背的孩子自豪地站起来背,不会背的可以看书读。
八、交流资料,拓展延伸

将收集到的有关两岛的历史、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特
产等资料,先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

九、教师总结、升华主题

(张炯)

12 平平的手

教学目标

1.喜欢读课文,有主动阅读课文的兴趣。

2.能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主认识本文8个生字,学
会书写4个字。初步认识父字头,学习新笔画“ㄋ”(横折折

折钩)。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联系生活经验

体会文中的一些动词。

4.通过学文,初步形成尊敬长辈、关爱他人的品格和热

爱生活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1.识字、写字教学。

2.读课文,了解平平的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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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师: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生:和家长谈谈手的作用。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激趣,引入新课

1.学生读课题,质疑。师:读了课题,说说你想知道些

什么。(平平有一双怎样的手? ……)

2.师:读了课文,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二、自读课文,了解大意

师: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平平画

了一双小手,长辈们都夸平平的手真能干)
三、自主识字,互相评议

1.师:用你喜欢的符号勾出这课的生字。

2.学生自学生字,同桌互查互评。

3.学生当小老师巩固识字。提醒大家注意“拿”“奶”是
鼻音。

4.学生用生字口头组词语。

5.学生自主识记生字。
师:你能用哪些巧方法记住这些生字? 在小组内交流

交流。(如,“奶”是个形声字,左边的“女”字旁代表奶奶是

女的,右边的“乃”字代表读音)

6.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1)让学生观察要求写的生字,欣赏汉字的形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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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指导写“奶”和“爸”字。
“奶”字左窄右宽,第一画是“ㄑ”(撇点),与“ㄥ”(撇折)

进行比较,第四画是一个新笔画“ㄋ”(横折折折钩)。
“爸”字上面是父字头(父),书写时要把它摆在上半格

的下中,撇、捺的开口要大一些,能盖住下面的“巴”字。
(3)学生描描写写。
(4)赏评作业。先自评,把自己写得好的字标上喜欢的

符号。然后小组评价,写得好的字,小组长画小红旗奖励。
最后各组选出写得最好的拿到班上展示,全班交流。

(5)自主练字:把自己想写的字写一写。
四、精读课文,质疑释疑

1.指名读课文,大家评议。

2.学生质疑,自主释疑。
(1)了解平平的手做过些什么。(扶爷爷到田里看过麦

苗,给奶奶摇过扇,和妈妈扫过落叶,和爸爸一起送过草料)
(2)扮演角色,边表演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中体会

“扶”“摇”“扫”“送”等表示动作的词的意思。
(3)读完后,说说自己的感受,这是一双怎样的手。(感

悟平平对老人的尊敬、关心以及他勤劳的美德)
(4)学生通过读文,感悟“一边……一边……”这组关联

词指的是同时做事。师:你能用“一边……一边……”练习

说话吗? (通过学生用词说话,巩固对这组词的理解)
五、升华情感,总结方法

1.师:你能想象平平的手还做过些什么吗? 表演表演。

2.师:你怎样向平平学习?

3.“夸夸我的小手”:可以介绍自己用双手做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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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展示自己用小手做的作品。

4.师:孩子们都有一双勤巧的手,让我们一起唱一唱

《我有一双勤劳的手》这首歌吧!

5.师:通过这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阅读方法? (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

六、总结激励

(周尚芬)

口语交际:我的小手做了什么

教学目标

1.有主动表达的信心和勇气,对本次话题有兴趣,乐于

与同学交流。

2.能用恰当的语言介绍自己用手做了些什么。

3.培养学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意识,引导他们养成

仔细倾听的良好习惯。

4.培养学生养成勤于动手,乐于动手的好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收集关于手的图片资料。
学生:回忆自己平时用手做了哪些事情。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教师出示关于手的图片,引导学生说说这些小手都在

干什么。(出示课文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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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情境,激趣交流

1.同桌互说,自己平时都用手做了些什么。分小组说,
鼓励学生人人参与,大胆与同学交流。

2.在小组充分说的基础上,请学生上台介绍,锻炼当面

说话的勇气,并注意说话时态度要自然大方。

3.要求发言的学生使用普通话,其余学生注意听清楚

别人讲了什么,并进行补充。
三、教师小结

1.表扬勇于发言的学生,同时渗透说话、听话的要求。

2.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养成多动手、勤动手的好习惯。
四、拓展延伸

回家帮父母做一件家务事。
(戴文娟)

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能区别字形相近的字,培养学生敏锐细致的观察力。

2.正确认读本单元生字组成的词语,积累词汇。

3.知道“。”“?”“!”表示不同的语气,能根据句子的内

容,读出不同标点表示的语气。

4.读通、读顺数九歌,了解传统节令的天气特点。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词语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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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学习“温故知新”

1.认读“石-右”“午-牛”“工-土”“刀-力”这四组

字,引导学生观察每组字中两个字的区别。

2.师:通过这样一比较,你有什么收获?

3.师:仔细观察,注意笔画的长短和是否出头,把字正

确、工整、美观地写在田字格里。

4.同桌相互评价。
二、学习“你还认识我吗”

1.自读词语。遇到不认识的,向同桌或教师请教。

2.分横排抽读词语,引导学生发现第二、三排词语的特

点,自己说说你还积累了哪些这种形式的词语。

3.读一读,记一记,把这些词语积累在脑子里。
三、学习“读一读”

1.自读这三个句子,注意读准字音,句子读连贯、读
通顺。

2.关注每个句子后面的标点,读出句子的不同语气。

3.抽读,仔细听他是否读出了不同的语气。

4.听老师说另外几个句子,根据语气想想该用什么标

点符号。

5.自己说三个句子,分别用上“。”“?”“!”等标点符号。
四、学习“读读玩玩”

1.教师简介人们冬天数九的习俗,引入学习《数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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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借助拼音自读《数九歌》。

3.抽读,检查字音读准没有,句子读通顺没有。

4.师:说说你读了《数九歌》,都知道些什么。

5.同桌赛读《数九歌》,把它记在脑子里,回家读给家

长听。
五、学习“自主识字园地”

1.师:大树是小鸟的家。瞧,鸟儿们带着汉字宝宝向我

们飞过来了。你能认识多少个字宝宝? 赶快认一认。

2.同桌抽认,互相帮助。

3.师:认一认,数一数,把自己认识的个数记下来。
(刘冬梅)

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