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好! 新年

教学目标

  1.认识生字,并能正确书写;理解“珍贵”、“诚实”等词语的意

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背诵第一、二节。

3.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意思。

教学重、难点

能借助课文理解词语,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意思。

教学准备

生词卡片,多媒体课件(新年钟声片段)。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新课

  亲爱的孩子们,当新年的脚步向我们走近,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

响,你是不是也有许多美好的愿望向大家诉说? 你是否也有许多美

好的祝福带给大家呢? 今天,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新年,聆听诗人徐鲁

的诗歌《你好! 新年》。
配乐朗读《你好!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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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1.孩子,课堂上最美妙的是书声琅琅,请自由、放声地朗读课

文,读的时候注意字字入眼,读得不顺的地方,多读几遍。

2.有没有字音容易读错的生字? (提醒注意“淙”是平舌音,“草
垛”的“垛”是四声,“雪橇”的“橇”右边是三个毛字,把学生提出的生

词写在卡片上。)

3.现在请孩子们读读这些生词。(淙淙、流淌、草垛、雪橇、滑翔等)

4.孩子,书是读出来的。请孩子们再读读课文,朗读的美感如

同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悦耳,让琅琅的书声在教室里回荡。
三、品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二、三小节。
1.读读第一、二、三小节。说说你读懂了些什么。

2.你从课文的哪些地方看出新年来了? (抓住“冰河”、“燕子”、
“冬末”、“草垛”等词语)

3.新年美吗? 让我从你的声音、表情中感觉出来吧。

4.请推荐一位你们心目中读得最好的同学示范一下。

5.有他的示范,我们都可以把课文读好。朗读接力赛,女士优

先。(女生读)

6.男孩子,不甘示弱。(男生读)

7.春雪初融,燕子归来,杨柳新枝,鲜花满园,让我也来感受新

年到来时的喜悦吧。(师范读)

8.孩子,最高境界的朗读是能与作者心心相通。这些文字出自

我的口,外在表现是把对文章的理解写在脸上,写在眼睛里。

9.学生齐读第一、二、三小节。

10.这么美的一段话,让我们把它记在心中。(学生练习背诵第

一、二小节,老师和学生一起背诵。)
(二)学习第四小节。

1.朗读第四小节。

2.说说你都读懂了些什么。

3.孩子,让我们共同欢呼新年的到来。(多媒体出示:新年钟声

敲响时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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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孩子,此时此刻,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让我们双手合十,默
默地许下心中的愿望。(停半分钟)

5.孩子,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一

年,新的开始;新的一年里,一切都是新的。孩子,把你刚才在心里默

默盘算的计划或者许下的愿望,写一写,画一画,在小组内交流交流。
(学生分组交流)

6.汇报。
(三)学习最后一节。

1.朗读第五小节。出示:
三百六十五片叶子,叶叶青翠,
请你把第一片珍贵的叶子捧在手上;
三百六十五里路,路正漫长,
请你用诚实的脚步去把它丈量。

2.你从这段文字中体会到了什么? 把你体会到的读出来。

3.“三百六十五片叶子”指什么? (三百六十五天)“珍贵”是什么

意思? 谁能用“珍贵”说句话? 你觉得“第一片珍贵的叶子”会是什么?

4.“诚实”是什么意思? 你能用它说句话吗?

5.你是怎么理解“三百六十五里路,路正漫长,请你用诚实的脚

步去把它丈量”这句话的?

6.孩子,人,以诚为本,以信为天。诚实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原

则。请看,古今中外,有很多有关诚实的名言警句: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

我的座右铭是:第一是诚实,第二是勤勉,第三是专心工作。
———卡耐基

没有一种遗产能像诚实那样丰富的了。
———莎士比亚

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和别人,就能具备最伟大才华的最高贵

品质。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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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未来的教育学家 赵苹

7.孩子,你一定也能像老师一样,写上一两句。把它当做新年

的礼物,送给你最想送的人,你也可以制作成新年卡片。

8.学生汇报。
四、小结

孩子,今天,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用最虔诚的心在这里写下

自己的心愿。请将这页纸夹在书中,等新的日历撕下第365页时,回
头再瞧,一年里的努力是否让自己满意,自己双手捧着的是否与今天

的期望相同。孩子,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心想事成!
(赵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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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因斯坦和小女孩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生字新词,能用书后的词语造句。

3.自主理解课文内容,感悟爱因斯坦潜心科学研究、不拘生活

小节的品质和关爱孩子、乐于和孩子相处的一颗童心。

教学重、难点

自主理解课文内容,感悟爱因斯坦潜心科学研究、不拘生活小节

的品质和关爱孩子、乐于和孩子相处的一颗童心。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1.名言激趣:爱因斯坦是名人,老师送大家一句他的名言:“成
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不说空话”。能向大家简单

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爱因斯坦吗? (生介绍)
师简介爱因斯坦,出示文字资料: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人,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对世界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物

质粒子可以转变为巨大能量的理论,已由原子弹、氢弹的威力得到确

证。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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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天,我们就来学一篇有关他的文章。(板书课题:爱因斯坦

与小女孩)
齐读课题后提问:看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 (他们俩是怎么

认识的? 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与一个小女孩之间到底发生

了怎样的故事呢? 从中又可看出爱因斯坦是个怎样的人?)

3.过渡: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读读课文,找找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理清思路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看看他们

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检查自读情况:谁愿意读给大家听? 愿意读哪部分就读哪部

分,其他同学可以来当小评委。(指名分节朗读课文,相机正音再读)
评议:请我们的小评委们作一番评议吧! 可以肯定值得发扬之

处,也可以指出欠缺的地方。
读的同学很认真,听的同学也真不赖!

3.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大家可自由发表观点。(指名交

流课文大意)

4.他们之间有过几次交往? (三次)请大家速读课文,找出爱因

斯坦与小女孩三次交往的起止段落。
交流:一遇(1~3),二遇(4~7),三遇(8~9)。
三、再读课文,感悟欣赏

(一)读读议议———父亲心中的“伟大”。
过渡:关于爱因斯坦是不是“伟大的人”,父亲、小女孩、爱因斯坦

自己和你有什么看法? 请孩子们分组,在小组内分成四个小主题,通
过阅读课文、查找资料来得出自己的看法。

1.读读。
自读课文第四段,找出最能表现爱因斯坦身份的一句话。
出示:“孩子,你今天撞着了一位伟大的人,他就是爱因斯坦!”
(1)请几名孩子读,读出父亲的兴奋。
(2)全班齐读。

2.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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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女孩的父亲为什么会如此兴奋?
(2)小女孩父亲心中的“伟大”是什么?
师引导: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在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
(二)想想问问———小女孩心中的“伟大”。
出示句子:“女孩直纳闷:这个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的人,怎么能是

‘伟大的人’呢?”
把反问句换一个说法:这个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的人,不可能是伟

大的人。

1.想想。
(1)想想小女孩会对她父亲或者其他人说些什么。
(2)想想小女孩的想法有没有道理。

2.问问。
(1)一个衣服也穿不整齐的人,他会是最伟大的人吗?
(2)在小女孩心目中,“伟大”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师引导:讲究穿着,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很有绅士风度。
(三)评评悟悟———爱因斯坦心中的“伟大”。
自读课文第五段。

1.课件出示:“他仍是衣衫不整,仍是一面踱步一面埋头沉思。”
(1)读第五段,思考“仍是衣衫不整”和上文的哪句话相照应。

(“他穿的衣服……拖鞋。”)
(2)“仍是一面踱步一面埋头沉思。”和上文所说的哪句话相照

应? (“他一边埋头走路,一边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3)“一面……一面……”是什么意思? (表示一个动作跟另一个

动作同时进行)
(4)什么叫沉思? 能用“沉思”造个句子吗?

2.评评。
(1)爱因斯坦为什么衣衫不整?
(2)爱因斯坦有一颗爱心吗?
出示:“爱因斯坦那深陷的眼窝里突然放射出温柔的目光……做

了个鬼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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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但愿你肯教教我。”“能记住吗?”“也许能”。
(3)阅读补充资料(感受爱因斯坦爱孩子、乐于与孩子相处的童

心):
仅仅是一把糖果

一个上午,爱因斯坦刚要走出办公室,助手过来告诉他:“有人想

请你周末去做一次演讲,报酬是一万美金。”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犹豫,
便一口回绝:“我周末有安排,没时间。”“难道你不能少为苏菲补一次

课吗?”助手知道他每个周末都去给初中的小女孩苏菲辅导数学。
“不能,我还想着她的糖果呢!”爱因斯坦笑眯眯地说道。“她的糖果

就那么甜吗?”助手想不明白。有一天,助手看到爱因斯坦从苏菲那

里回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那样高兴。爱因斯坦告诉助

手:“今天,苏菲的老师夸奖了她的进步,说她找到了一个优秀的家庭

教师。小姑娘也特别高兴,奖励了我一把糖果,让我感到特别愉快。”
原来,在这位大科学家眼里,小女孩灿烂的笑容和一把普通的糖果,
就是甜润生命的最好甘泉。许多年过去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已

经被人们渐渐淡忘了,但那一把糖果,那份一尘不染的真爱纯情,却

穿过沧桑岁月,向我们传来依然甜润心灵的缕缕芬芳。

3.感悟。
(1)爱因斯坦觉得自己伟大吗?
出示:“噢,他只讲对了一半,我是爱因斯坦,但并不伟大。”
(2)在爱因斯坦心目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呢?
引导:爱因斯坦一直认为,他只是和平常人一样,做了自己该做

的事,他觉得自己很普通。在他看来,或许伟大只是不断地在平凡中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或许伟大就是另一种平凡。
四、说说写写———我心目中的“伟大”

1.说说。
(1)你认为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呢?
(2)你是怎样理解“伟大”的?
(3)你还了解爱因斯坦的哪些故事? 或者还读过哪些伟人的故事?

2.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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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一句话表达出你对“伟大”的理解。
(2)试着描写一个片段,要突出“伟大”这一主题。
五、总结

1.学生小结: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2.自由表现:选择一个部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情朗读、角
色表演、边读边演)来表现出你对课文的理解。

(赵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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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家的园子

教学目标

  1.用学过的方法,自主学习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抓住文章关键词句感受园子里动植物的灵性与活力,体会作

者对园子的喜爱之情及对自由的向往。

4.继续运用批注的方法学习课文。

教学重点

认写生字,在朗读中感受园子里动植物的灵性与活力。

教学难点

结合生活实际,感受作者对园子的喜爱之情及对自由的向往。

教学准备

教师:摘抄词句的小黑板或多媒体课件。
学生:到大自然中观察动植物,课外搜集萧红的作品,选择性地

阅读《呼兰河传》。

教学时间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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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实际导入

  1.教师:同学们,你们家有花园吗? 都种了些什么呀? 那园子

里会招来哪些小动物呢?

2.这节课我们一起到一个园子里去看看。(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1.自读课文,说说“我家的园子”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四人小组合作学习。
要求:(1)读课文。读完后想一想:课文写了哪些事物? 它们各

有什么特点? 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勾画出来。(2)你读懂了什么? 还

有哪些不明白的? 在不懂的地方打上问号。(3)把你读后的感受和

体会简单地批注在课文旁。

3.小组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4.集体汇报。
(1)梳理难点。
如:谎花———瓜果类等植物开的不结果实的花(鼓励学生通过查

工具书解决);句子:“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

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在进一

步的学习中联系上下文理解。)
(2)理清脉络。
文章写了动物、太阳、天空和植物。动物漂亮可爱,太阳大而亮,

天空又高又远,植物自由自在。
三、再读课文,读中悟情

1.你喜欢文中的哪些句子? 找出来读一读。说一说为什么喜

欢它。
例句1: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

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抓住颜色、
声音和形态来朗读。)

例句2: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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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面来,亮得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
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对面的土

墙都会回答似的。(前一句是排比句,后一句赋予了大树、土墙以生

命,可联系下文的“一切都活了!”来理解作者对园子里的一切无比热

爱的思想感情。)
例句3: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要
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抓住“活
了”、“自由”来谈自己的体会。)

2.观看影像,教师配图朗读。

3.自由练读,再次感受园子的自由和美好。

4.师生配合朗读。教师引读:“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学生接读:
“倭瓜愿意……”

5.再读喜欢的句子。
四、积累摘抄

选择自己喜欢的词句抄一抄。
(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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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园交响乐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对校园的热爱之情。

3.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背诵。

教学重点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蜂巢图,《娃哈哈》音乐磁带。

学生:查阅资料,了解有关蜂巢的知识。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设情景,激发兴趣,引入新课

  1.放《娃哈哈》音乐磁带。

2.谁会唱这首歌? 会唱的孩子站起来唱给大家听,好吗? 还可

以边唱边跳。

3.孩子们唱得真好听。这首歌把祖国比作什么? 又把孩子们

比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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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读课文,质疑,解疑

1.自由小声读课文,借助工具书帮助理解部分词语,把不理解

的词语、句子做上记号。

2.同桌互相质疑,互相解疑。

3.全班同学质疑,师生共同解疑。
三、朗读课文,深入理解

1.借助挂图,理解“蜂巢”。文中用“蜂巢”比喻什么?

2.“鸟岛”原本是谁的家? 文中的“鸟岛”指什么?

3.文中用“花瓣”比喻什么?

4.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有感情地朗读。练读,抽读,评议。

5.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6.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四、拓展延伸

1.仿说:校园———家。

2.校园是可爱的、美丽的,校园的交响乐更是动听的。同学们,
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带着你们的爱,再去观察校园的人或物,仿照

课文的写法,写一段话。
板书设计

4* 校园交响乐

        
  
蜂巢

教室
 

鸟岛

校园
 

花瓣

信
(邱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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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一)

教学目标

  1.认识排比句,了解它的特征和作用。
2.积累成语,恰当运用成语,培养遣词造句的能力。
3.在自主阅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4.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介绍自己的想法,能认真倾听别人

的发言,能接受别人的建议,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好习惯。
5.通过引导学生追忆生活,点燃真情,引发学生的倾吐欲望,培

养习作兴趣,学会用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及心理描写来显露特点、体
现个性。

教学准备

教师:DV或照相机,应聘材料、才艺表演活动中的一些录像或照
片,实物投影仪。

教学重点

积累语言词汇,正确、恰当地运用词语。

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出示课文中出现的两个句子:
“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

面来,亮得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

·51·



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2.读一读这两组句子。
3.找出反复使用的词语做上记号。
4.再读这两组句子,体会排比句的作用。这些反复使用的词

语,使句子读起来怎样?
5.小结:用上排比句,我们的文章将更具体、更生动、更有气势。
6.再找一些这样的句子读一读。
二、语海拾贝

1.读一读成语,你有什么新发现?
2.再读成语,不懂的成语通过查工具书理解。
3.你还能说几个与此类似的成语吗?
三、开心一刻

1.自由小声读短文。说说你为什么会笑。
2.读了这则笑话,你明白了什么?
3.交流、汇报。
4.小结: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固定不变的词组或短句。

我们运用成语时,不能随意篡改。
四、自主阅读园地

1.在前面的课文里,我们一同欣赏了动听的校园交响乐,今天
我将带领大家再去欣赏校园里同学们特别喜爱的球赛———足球赛。
想知道比赛实况吗? 快打开书,自己读一读《校园足球赛的实况解
说》这篇文章吧。这是一场既精彩又惊心动魄的球赛。
2.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自由阅读文章。
3.读了文章,你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4.积累好词佳句,先勾画,再摘抄,最后背一背。
五、口语交际:应聘班级服务员

1.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教师:同学们,你们度过了愉快的寒假,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

我想大家一定忘不了前任班级服务员默默无闻的奉献。今天,我班
要招聘新一届班级服务员,把我班建设成朝气蓬勃、温暖和谐的集
体。
2.模拟情景,教给方法。
(1)出示招聘班主任及学科教师的通知。
(2)教师表演应聘情景。(发言中渗透管理理念、施行纲要,展示

才艺。)
(3)请学生评价老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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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说———清楚;听———认真;态度———大方。
3.拟清要求,激发兴趣。
(1)你认为班级服务员要为大家做些什么? 有哪些岗位? (作业

收发员、卫生委员、文娱委员、班长等。)
(2)明确这次口语交际的内容。(你有什么长处? 你想应聘什么

岗位? 你想怎样为大家服务? 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3)教师:同学们,我听到了你们热情澎湃的心声,看到了你们自

信期盼的眼神,我听到了你们在心中大声说:“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
行!”
4.小组活动,交流点拨。
(1)拟定发言思路,自己说给自己听,然后自我评价。
(2)在小组内交流,肯定伙伴的优点,善意地指出需改进的地方。
5.集体汇报,交流评价。
(1)请同学上台汇报。
(2)关注学生在说的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巧妙引导。
(3)你最欣赏哪些同学的表现? 为什么? (评价时不仅要关注那些

能说会道的学生,更要关心那些胆小但能表现的学生。)
6.总结。
亲爱的同学们,快把理想的种子播进班集体的土壤,用你的信心、

爱心、决心、责任心和进取心,带领我们的班集体驶向美好的明天吧!
六、习作百花园

1.揭题。
教师:在我们班级举行的“应聘班级服务员”的活动中,老师被你

们多才多艺的风采所折服,被勇气可嘉的班级小主人所感动,为新奇
富有创意的建议而喝彩……那一幕幕画面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那一声声诚挚的话语还在我们耳边回荡。这节课,请提起手中的笔,
记录下那难忘的一幕吧!
2.重拾记忆,筛选材料。
(1)教师:这次活动哪些地方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2)学生畅所欲言后归纳:神态上,有的落落大方,有的害羞;表

达上,有的流利清晰,有的断断续续;提出的建议,有的富有创意,有
的犀利务实;表演时,有的才艺令人叫绝……
3.播放录像或展示照片,描写片段。
(1)根据显示汇报的内容展示富有代表性的画面。
(2)自由选择一个材料来写片段。
(3)把自己写得好的地方用笔勾画出来,美美地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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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实物投影仪展示学生习作片段,师生共同评价。(重点落
实到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及心理描写的指导上,强调真情实感。)
4.由段及篇,完成习作。
提示:写“应聘班级服务员”的活动,既可以采用按事情发展的顺

序来写,还可以像照相机那样,选取你认为最值得写的镜头组合在一
起,还可以像应聘书那样写……总之,形式是多样的。
5.修改完善。
(1)同桌互相欣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自我修改完善。
(3)誊抄。

(程静、邱琼、赵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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