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田忌赛马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结合课文理解“扫兴”、“讥讽”、“轻蔑”、“转败

为胜”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从田忌第二次赛马转败为胜的事情中,懂得

遇事要细致观察、认真思考,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取胜,要做到胜不

骄、败不馁。

教学重、难点

理解田忌用同样的马转败为胜的原因。

课前准备

学生:搜集孙膑、田忌、齐威王的材料。

教师:演示赛马用的图片。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激发兴趣

  同学们,你们喜欢看什么比赛? 为什么? (精彩、激烈、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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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那好,让我们一同去看一场比赛吧,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收

获。齐读课题“田忌赛马”。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不理解的地方用笔圈点出来。

2.小组汇报交流生字词掌握情况。

3.抽生认读生字词语卡片。

4.课题中哪个字是贯穿全文的关键字眼(赛)? 田忌同谁赛马?

赛了几次?

三、导读课文,理清脉络

1.抽学生朗读第二段,了解第一次赛马的情况。

(1)找两个学生分别扮演齐威王和田忌。

(2)由两个学生用道具演示第一次赛马的过程,其他同学仔细观

察,评一评他们表演得对不对。

学生边演示边叙述:齐威王和田忌各自把马分成上、中、下三等,

在比赛的时候上 →上,中 →中,下 →下;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

马都比田忌的强,因此田忌三场比赛都失败。(教师板书:胜 败)

2.第一场比赛结束后,文中的三个人各自的表现如何? 默读课

文3~12段,用“   


”勾出描写人物神态的词语。

(孙膑:胸有成竹;田忌:疑惑、没有信心;齐威王:得意洋洋)

(1)结合课文理解“得意洋洋、轻蔑、胸有成竹”等词语的意思。

(2)小组内说一说:此时此刻他们各自会想些什么? 假如你是×

×,此时你心里会想些什么?

(3)带着体会分角色朗读课文3~12段,要读出不同人物的思想

感情。

3.第二次赛马战况如何? 请同学们仔细阅读13~17段。

(1)孙膑用什么办法帮田忌取胜的? 小组讨论孙膑采用的战术。

(调换马的出场顺序)

(2)找两个学生到黑板上演示孙膑安排马的出场顺序,边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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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叙述。其余同学对照课文当评委。

(3)这样出场一定能取胜吗? 请学生分析。(教师板书:胜 败)

4.齐读最后一段话,思考:为什么马还是原来的马,只调换一下

出场的顺序,就“转败为胜”呢? 引导学生,再读课文,从孙膑和齐威

王的言行中寻找原因。

(1)孙膑为什么劝田忌再赛一次? 先独立思考,再同桌交流,最

后小组汇报。(从刚才的情形看,齐威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

啊……)

(2)仔细读“从刚才的情形看,齐威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

啊……”你认为孙膑是一个怎样的人? (孙膑是一个观察仔细、善于

分析的人。)

(3)除了孙膑很聪明以外,第二场赛马取得胜利还有什么别的原

因吗? 引导学生读课文,从“轻蔑”、“目瞪口呆”中体会齐威王的轻

敌、骄傲。(提示:你有办法让齐威王在第二场比赛中取胜吗? 可他

为什么失败了? 要沉着冷静,不骄不躁。)

四、拓展升华,读写迁移

1.读了这个故事,你从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学生发言只要言

之有理就给以肯定。然后老师总结:第一次赛马时,因为“齐威王每

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所以田忌三场都失败了。孙膑经过观察

和分析,认为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马快不了多少,所以在第二次比赛

中改变战术:调换马的出场顺序,结果田忌以2∶1的成绩反败为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遇到任何事情,只有仔细观察,认真分

析,才能取得胜利。)

2.充分发挥你的想象,想想第二次比赛结束后齐威王和田忌会

说些什么,并把它写下来。

五、作业超市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自主积累文中描写人物神态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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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4 田忌赛马

(陈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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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聪明的使者

教学目标

  1.认识并正确书写本课生字,联系上下文理解“梢”、“使命”、
“许配”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聪明的使者是怎样找准事情的关键,用
不同的办法解决问题的。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

给别人听。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使者是怎样动脑筋,用智慧找准事情的关

键,用不同的办法解决问题的。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
学生:搜集、阅读有关“五难求婚使”、“文成公主和亲”的资料或

书籍。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激发兴趣

  1.谈话:同学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 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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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一个智慧故事:《聪明的使者》。教师板书,学生齐读课题。

2.让我们走进课文,去体会使者遇事是怎样积极动脑,了解他

的绝顶聪明和非凡的智慧吧!
二、读文识字,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勾出本课的生字和新词。遇到

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语做上记号。(自己试着用工具书解决)

2.学生自主识字,理解词语。

3.小组内交流识字、解词情况。
提个醒:哪些生字易写错? 如:“配”左边不能写成“西”。哪些生

字易读错? 如:“拴”读翘舌音。
使命:派人办事的命令,多比喻重大责任。课文里指赞普松赞干

布派大臣禄东赞到长安求婚。
许配:由家长做主,跟某人订婚。课文里指唐朝皇帝把女儿文成

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4.教师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检查认读情况,大家相互帮助正音。

5.同桌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通顺,不加字、不减字。

6.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 皇帝向使

臣们出了哪三个问题? 分别在课文哪些段?
三、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过渡:这是一个传说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

脉,知晓它的前因后果。

1.学习第一段。
自由读文,思考:这一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交代了事情起因:

唐朝皇帝嫁女赛智慧,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到长安求婚。)

2.学习二、三、四段。
(1)齐读课文二、三、四段。
(2)分组讨论学习。

①故事中一共有三个小故事,你最喜欢哪个小故事? 按学生的

回答把喜欢相同小故事的编排在一组,四人一小组。

②小组合作,讨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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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引导学习方法:先读文,然后勾出描写皇帝出题的句子及禄东

赞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句子。最后讨论发言:禄东赞的办法好在哪里?
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把自己的体会和想法说给伙伴听听,
小组长要注意综合大家的意见。

③分组汇报,全班交流。
小组长代表小组汇报学习情况,其他同学注意倾听别人发言,及

时补充自己小组的不同意见。(按顺序,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汇

报。)
师要注意引导、点拨学生,抓住重点句子,体会禄东赞在解决问

题时是怎样抓住关键环节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从而体会他的聪明才

智。
如:第二段分辨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生的。其他的使臣从表皮

入手,而禄东赞抓住动物的本能属性:孩子饿了就要去找妈妈吃奶。
第三段是分辨木头的头和梢。这是个物理问题,别的使臣束手

无策,而禄东赞凭着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分析判断,用水的浮力分辨

出了头和梢,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第四段是丝线巧穿玉石洞眼。别的使臣凭着常规方法怎么也穿

不过,而禄东赞却用蚂蚁和蜂蜜解决了这个难题。

④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加深体会,感受禄东赞的机智聪明。

3.学习第五段。
过渡:是呀,面对唐朝皇帝一个又一个难题时,其余的使臣们一

个个目瞪口呆、无能为力,禄东赞却显得是那样胸有成竹,结果怎样

呢?
(皇帝想:禄东赞这么聪明,赞普松赞干布也一定聪明能干,就把

文成公主嫁到了吐蕃,许配给了他。)
四、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这篇课文讲了一位聪明的使者能抓住事情的关键,善于动脑筋,
急中生智,圆满地解决了三个难题,促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美好

的姻缘。通过学习,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多动脑筋,
做个聪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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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流拓展,课外结合

1.交流课前搜集到的“五难求婚使”及“文成公主和亲”资料,再
次体会禄东赞的聪明智慧。

2.课后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板书设计

15 聪明的使者

赛智慧 
1.智辨马驹和母马

2.分辨木头的头和梢

3.巧穿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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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使者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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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鞋匠的儿子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并正确、工整地进行书写。

2.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

容,学习边读边批注的读书方法。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探究林肯是怎样让羞辱他、嘲笑他的人折服并赞赏他的。

教学准备

查找、搜集美国总统林肯的资料。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谈话:有这样一位外国总统,他一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终其一

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选举八次都落败,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

崩溃一次,好多次,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也正因为他没有

放弃,才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是谁呢? 他就是美国的第

十六任总统林肯,一个鞋匠的儿子。揭示课题。

2.同学们,课前你们查找了有关林肯的资料,说说你都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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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简要说说你对林肯的印象。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借助拼音自主识字,注意读准字音,读懂课

文。思考:课文写了林肯的一件什么事情?

2.再默读课文,读读旁批,看看读了这篇课文后,有什么认识、
体会。

3.指名读旁批后,老师告诉学生,读文章就要边读边思考,并把

自己读时的体会、读懂的地方或感兴趣的地方、自己有什么问题等做

好批注,这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三、再读课文,合作探究,学习批注读书法

1.学生自由读课文,像课文旁批一样,学习在自己读懂的地方、
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或有疑问的地方批注。(教师巡回指导)

2.四人小组合作学习,交流批注内容,互相补充。
四、精读课文,理解内容,掌握读书方法

1.指名读课文第1、2段。思考:
(1)“尴尬”、“卑微”是什么意思? 谁“尴尬”? 他们为什么“尴

尬”? 谁“卑微”? 他为什么“卑微”?
(2)过渡语:林肯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迫于生计,他先后干过店

员、村邮递员、测量员和劈栅栏木条等多种工作。面对出身名门望族

的上流社会的参议员,他的表现如何呢?

2.指名读第3~6段。
(1)参议员的态度怎样? 他们因什么而“傲慢”? 为什么而“开怀

不已”? 引导学生朗读参议员的语言,注意读出他们的语气、动作态

度,可以加入恰当的动作。
(2)林肯是怎样把所有的嘲笑化成赞叹声的? 交流汇报。
(3)引读林肯的演说。
(4)从林肯的演说中,你感受到林肯是一个怎样的人? 引导学生

从林肯的智慧、真情、坦诚、对父亲的敬重、自己当总统的态度等方面

来回答,从课文的语句中找依据,做批注。
(5)再次交流批注的内容,老师注意评价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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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感悟,总结学法

1.过渡语:这样一位出生卑微的鞋匠的儿子,在他当选总统的

时候,以自己的智慧和真情,让那些想羞辱他的出身名门望族的上流

社会的参议员折服。他曾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高度评价,称赞他

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

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
(屏幕出现马克思的话)引导学生用敬仰的语气读读这段话。

2.引导学生总结批注读书的方法。

3.屏幕出现林肯的故事———《无数的失败成就辉煌的人生》,学
生自读感悟。

(赵宗瑜)

·26·



17* 生死攸关的烛光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能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

语的意思:生死攸关、绝妙、从容、镇定。

2.学会从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以及心理活动体会人物的品

质。

3.学习母子三人对祖国的热爱和机智勇敢的高贵品质。

教学重点

从人物的行为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师生都可通过上网、查阅课外书籍等方式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有关背景。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紧扣课题,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生死攸关的烛光。

2.解题:“生死攸关”是什么意思? 烛光为什么会导致生死攸关

呢? 请同学们快速默读课文,提出自己的问题。

3.学生质疑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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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总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生死攸关的烛光》这一

课,一起去体会体会母子三人的机智勇敢。
二、初读课文,感知全文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2.学生按照已经学过的方法理解词语。
生死攸关———生存或者死亡,形容事关重大或形势极端危急。
绝妙———非常美妙,非常巧妙。
从容———不慌不忙,镇静沉着。
镇定———不慌张,沉着。

3.指名轮流读课文,抽生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主要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一个普通家庭的

母子三人是如何想办法保住情报的故事。)
三、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同学们,通过初读课文,我们已经了解到,这支小小的蜡烛,
这微弱的烛光已经和伯诺德夫人一家紧密相连,更与受德国侵略的

法国这个国家生死攸关。那么,为了保住这生死攸关的烛光,母子三

人分别做了哪些事情呢? 请同学们快速阅读全文,并用最简短的语

言概括出来。

2.抽生回答,教师适当补充并相机板书。
伯诺德夫人:用油灯换蜡烛。
大儿子:端烛台被抢下。
小女儿:拿蜡烛上楼。

3.伯诺德夫人为了换蜡烛,她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
学生找出“连忙”、“轻轻”、“吹”等词语,体会夫人的机智和勇敢。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4.学生自学4~7段,小组合作讨论交流:从文中大儿子和小女

儿的哪些行为中,体会出他们的机智和勇敢?
(抓住“慢慢”、“从容”、“娇声地”、“镇定”等词语,认真体会。)

5.课文的题目是“生死攸关的烛光”,读过全文,你认为从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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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可以体会到“生死攸关”,请同学们用“———”勾出来,并反复朗

读、体会。
(“伯诺德夫人知道,万一蜡烛燃到金属管处就会自动熄灭,蜡烛

的秘密就会暴露,秘密情报就会遭到破坏,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一家三

口的生命将告结束。”
“此时此刻,它仿佛成了这屋子里最可怕的东西,伯诺德夫人的

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她似乎感到德军那几双恶狼般的眼睛盯在越来

越短的蜡烛上。”
“正当她踏上最后一级楼梯时,蜡烛熄灭了。”)
四、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同学们,通过阅读《生死攸关的烛光》这个故事,我们认识了机智

勇敢的伯诺德夫人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像伯诺德夫人那样的

英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下课之后,你们还可以通过上网、进阅览室

等途径,阅读这样的英雄故事。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像今天一样,
被他们的英雄行为所感动,那么,希望你们把受感动的故事讲给全班

的同学听,好吗?
板书设计

17 生死攸关的烛光

伯诺德夫人:用油灯换蜡烛

大儿子:端烛台被抢

小女儿:拿蜡烛上楼———蜡烛熄灭———保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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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智勇敢

(吕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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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四)

教学目标

  1.积累丰富多彩的成语和歇后语,让学生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体味其中的趣味。

2.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愿意与别人交流,并大胆地表

达自己的看法。

3.学会按顺序观察图画并写下来。

4.自主阅读,培养阅读能力。

教学重点

积累成语,从小养成善于积累、喜欢积累的好习惯。

教学准备

1.师生搜集不是四个字的成语。

2.教师准备教学挂图。

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积累有趣的成语

  1.复习导入。
同学们,我们已经和好多好多的成语娃娃交上了好朋友,谁愿意

说几个给大家听听呢? (抽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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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同学们说的成语娃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四个

字的,今天,我们还要和许多不是四个字的交朋友,你们愿意吗?

2.读成语,了解成语的意思。
(1)学生自由读书上的成语,你发现了什么? (书上的成语呈阶

梯状,字数由少增多。)
(2)你知道这些成语的含义吗? 抽生自由说,教师适时指导、补

充。
(莫须有———也许有,恐怕有。)
(3)师生交流除书上以外的不是四个字的成语。(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不分青红皂白;吃一堑,长一智等。)

3.讲成语故事。
(1)抽生读《破釜沉舟》的故事。
(2)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故事? 能讲给大家听听吗?
教师总结:同学们,丰富多彩的成语是我们祖国的宝藏,有的来

源于诗文经典,有的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我们平时注意搜集、积
累这些成语,以后说话和写作一定会受益匪浅。

二、语海拾贝

1.学生自读书上的歇后语。

2.学生合作学习,弄懂每条歇后语的意思。

3.全班交流学习结果。

4.试着用其中的一条歇后语说话。

5.引导学生在生活中积累歇后语。
三、小小讨论会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了足智多谋的孙膑、聪明能干的禄东赞、机
智勇敢的小姑娘杰奎琳……他们用智慧解决了种种难题。在生活、
学习中,我们也可能遇到过难题,你愿意告诉大家,让老师和同学们

为你解决困难吗?

1.抽学生说。

2.小组讨论。

3.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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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总结。同学们,我们生活在班集体这个大家庭里,应该

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谁有困难,我们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共渡难

关。
四、看图写话

1.同学们,你们喜欢看连环画吗? 下面,就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

几幅图。看完后,思考:(1)这几幅图讲了一件什么事? (2)图中的男

孩是怎样把皮球弄出来的?

2.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

3.指导学生将这几幅图写下来,注意把这件事情的过程写清楚。
五、自主阅读《忆读书》
同学们,你们喜欢读书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作家冰

心奶奶读书的故事吧!

1.学生自读。思考:“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读了哪些书? 读书

给“我”带来了哪些快乐?

2.讨论交流。

3.你喜欢读书吗? 谈谈自己的感受吧。

4.教师总结。正如冰心奶奶所说,读书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

快乐,从读书中还可以得到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让我们都做一个好

读书、会读书的好孩子吧!
(吕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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