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我们爱祖国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引导学生联系诗歌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体验热爱祖国的

美好情感。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自己喜欢的诗节。

教学重、难点

1.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品读词句,体会诗歌字里行间蕴涵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我们的祖国》歌曲带;多媒体课件。

2.学生:搜集赞美祖国的诗歌。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课件配乐播放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等方面

的图片资料,教师富有激情地随着画面解说。

2.孩子们,看了刚才的一幕幕,你想说点什么?

3.是呀,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谁不为之感叹? 你看,我们的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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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和你们一样,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便写下了这首赞歌———
《我们爱祖国》(学生读课题)。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诗歌。

2.圈出生词,把自己认为难读的多读几遍。

3.这首诗主要写了哪两方面的内容? 分别是围绕哪两句诗来

写的? 读一读,找一找,并做上记号。

4.熟读诗歌,理清思路。如:教师读第1节和第5节,男同学读

2~4节,女同学读6~8节。也可以抽学生合作朗读。
三、品读诗句,体会情感

1.我们都深爱着我们的祖国,金波爷爷也不例外,请孩子们默

读1~4小节,看看他心中的祖国是什么,勾一勾,并用自己的话说一

说。

2.学生交流。

3.那么你最喜欢哪几句诗? 和自己的同伴一起读一读。

4.在读这几句诗时你想到了些什么? 和同伴一起交流交流,相
互补充。(独立学习—和同桌探讨—全班交流,老师适当点拨,体会

情感,指导朗读。)
例如:学生说我最喜欢“她是巍峨的烈士纪念塔,她是蓝天里飞

翔的白鸽”这句诗。老师屏幕显示这两句诗。
(1)你想到了些什么? (生说,其他同学补充。)
(2)教师小结:是啊,我们的祖国有着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我

们祖国的儿女有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你,作为中华儿女中的一员,读
到这里,心里感觉怎样?

(3)那请你带着你的体会去读吧! 互相评议。
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其他诗句。

5.小结:在金波爷爷的心里,祖国是什么? (老师领读,且屏幕

图文并茂,显示妈妈的摇篮、长城、黄河等。)学生回答。

6.总之一句话———(屏幕显示第一小节),学生齐读。

7.那你也思索思索,在你心中祖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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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读一读,仿写句子。
(1)祖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2)祖国是古老的神话传说。
(3)祖国是(     )。
(4)祖国是(     )。

8.既然祖国已深深地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该用什么行

动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爱呢? 齐读诗歌的5~8小节。

9.勾出你最喜欢的诗句,说说你从中想到了些什么。(学生说

到哪句屏幕便显示哪句。)

10.指导朗读,特别是第8小节。
四、配乐朗读,强化感悟

1.此时我已心潮澎湃,真想为我们的祖国送上一首赞歌。(播
放歌曲《我们的祖国》)

2.朗诵全诗。

3.你准备用什么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呢? (可以说心里话、
表演、写诗唱歌等。)

五、结合课外,拓展延伸

自由朗诵自己搜集的赞美祖国的诗文。
六、自主识字,掌握生词

1.自读勾画的生词。

2.检查自学情况:屏幕显示生词以及课后第三题的词语,抽生

读—评价读得是否准确—齐读。

3.你认为哪个字最难写? 仔细观察,然后告诉同学们怎样才能

记住它。(重点指导:巍、徽、奥)

4.写生字,扩词语。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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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山流水

教学目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能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句,了解课文内容,体会朋友之间

的深厚情谊。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理解重点词句,体会课文所表现的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高山流水》乐曲。
学生:搜集有关钟子期、俞伯牙的资料。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题质疑

  1.播放《高山流水》乐曲片段,揭示课题。(板书:高山流水)

2.孩子们,《高山流水》是一首乐曲的曲名,它也是一个成语。
我们已经学过不少成语,成语里还有很多的故事呢。有的是讲这个

成语的来历及典故,有的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不要小看这几个字,里
面却有大学问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成语“高山流水”中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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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动人传说。

3.解题质疑:“高山流水”本意指什么? 课文中又有什么具体含

义呢? “高山流水”又指代什么? 让我们带着疑问一起学习19课《高
山流水》。

二、整体感知,了解大意

1.自读课文,勾出生字新词,遇到难读的字音多读几遍。

2.教师出示生字新词,检查学生认读情况,适时正音。

3.结合课文最末一段,揭示课题疑问:“高山流水”指代什么?
“知音”又指什么呢? 那谁是谁的知音呢?

4.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课文,体会感悟

1.学习巧遇知音部分。
他们是怎样成为知音的呢? 伯牙为什么认为子期是自己的知

音? 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学习1~7段,小组合作学习。
(1)交流,学生汇报,教师相机引导梳理。
(了解伯牙觅知音的原因,抓住“琴艺高超”和“始终”两个词语,

体会伯牙“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心境。为子期的出现埋下伏

笔。)
是呀,知音难寻,乐曲无人赏识,作为一位音乐家来说是多大的

憾事,就像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伯牙只能面江对月,借曲抒情。
(2)请学生重点理解课文5~7段。
伯牙得子期赏识后,为什么激动不已? 小组学习勾画描写子期

和伯牙的神态、语言的语句,边读边体会。
(3)交流。(听到“志在高山”部分时,子期“啧啧赞叹”;听到“志

在流水”时,子期又“意味深长”;子期的两句话,令伯牙“按捺不住心

中的激动”。联系第二段中的“始终”一词,更能理解伯牙内心的激

动,从而更深地了解伯牙所说的“知音难遇”。)
(4)思考、讨论“一见如故”,体会人物内心感情。总结课后第一

题。
是呀,俞伯牙和钟子期在偶然中相遇,伯牙弹奏《高山流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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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完全听懂了伯牙琴声中蕴涵的情感。正因为这样,两人才会“一见

如故”,有了来年的约定。

2.学习凭吊知音部分。
(1)(伯牙如期来到汉阳江口。可是,左等右等……)自读课文

8~12段,想一想有什么疑问。
(2)学生提出疑问。(为什么子期要留遗言,把坟墓修在江边,听

伯牙的琴声? 伯牙为什么会失声痛哭,进而把琴摔得粉碎?)
(3)根据自读情况,全班解决问题,感受他们的深厚情谊。
(4)请学生重点理解课文8~12段,勾画感受最深的语句,边读

边体会。
交流。指导朗读,加深体会。(引导学生从伯牙“噙着泪水”、“摔

得粉碎”、“唯一的知音”等语言、行动、神态的描写中体会伯牙内心的

痛苦。)
四、创设情景,强化感悟

1.自读课文13~14段,想一想:如果你来到碎琴山,登上古琴

台,你会说些什么?

2.交流。(配乐《高山流水》)
是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知音是多么的可遇不可求。

俞伯牙和钟子期以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己,在这如泣如诉、催人泪

下的故事中,让我们品味到了友谊的真正含义。孩子们,珍惜你的朋

友,珍惜你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吧!
(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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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海军将领邓世昌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联系上下文理解“横冲直撞”、“慷慨激昂”、
“置之度外”、“乘风破浪”、“手足无措”、“同归于尽”等词语的意思。

2.通过品读重点词句,了解邓世昌的英雄行为,体会人物的内

心世界。

3.能复述这个故事,对邓世昌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高尚品质

产生敬佩之情。

教学重、难点

从读中体会邓世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捍卫民族尊严的高风

亮节。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CAI课件(电影《甲午风云》片段)。
学生:搜集有关甲午海战的图片、文字资料,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的英雄事迹。

教学课时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谈话引入:(播放CAI课件)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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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无数优秀儿女为捍卫祖国的利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留下

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其中的一位。(师板

书课题,生齐读课题。)

2.交流搜集资料:关于甲午海战,你了解哪些?

3.自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词。

4.抽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5.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哪些段落具体描写了甲午海战的经过?
二、细读课文,体会感悟

1.读具体描写海战经过的3~6段,找出最受感动的情节。

2.用心读最受感动的情节,找出重点词句,特别是从描写邓世

昌神态、动作、语言的语句中去想象邓世昌和官兵们当时的内心活

动。

3.全班交流:朗读自己最受感动的情节,说出自己的体会,教师

指导朗读,读中生情,在情中去悟。

4.(播放CAI课件)让我们再次走进“致远”舰撞向“吉野”号的

惊心动魄的场景中,一起去感受邓世昌及官兵们热血沸腾、为捍卫民

族尊严不惜牺牲个人的高尚情操。
三、课外结合、交流拓展

1.读第7段。

2.邓世昌只是无数民族英雄中的一位,你还知道哪些舍生取义

的英雄人物事迹? 学生交流。CAI课件播放一些民族英雄的影像资

料,同时提供相关的网址,拓展学生知识。
四、总结全文

回扣课题。记住爱国将领邓世昌,记住所有舍生取义的仁人志

士,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座丰碑,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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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里危险,让我来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课文,了解叶欣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的动人事

迹,感受人物无私奉献、舍己救人的高尚风范。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通过品文感悟叶欣的高尚品德,从而受到无私奉献的教育。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歌曲《爱的奉献》的磁带。
学生:搜集“非典”战场上其他英雄人物的事迹。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代背景,引入课文

  1.请学生回忆“非典”时期,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身边发

生的一些故事。

2.引出“抗非”战线上的英雄———叶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轻声地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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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里危险,让我来”这句话是谁说的? 在课文中出现了几次?
每次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你体会到了什么?

三、合作交流,点拨难点

1.小组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2.全班交流。
(1)各小组推荐一名发言人汇报学习收获,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

共同解决?
(2)教师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重点解决:

①“这里危险,让我来”这句话每次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的,从
中体会到什么?

②指导反复读叶欣写的纸条,说说你体会到了什么。

③说说你怎样理解下面的这句话:“在与‘非典’病魔的斗争中,
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她和千千万万的医护人员一样,尽到了自己

的责任!”
四、总结全文,深化感情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总结。

3.放歌曲《爱的奉献》。
五、积累运用,拓展延伸

1.为“抗非”英雄献上一首小诗,说段心里话或谱写一首歌曲等。

2.摘抄文中的妙词佳句。
(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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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了解带有比喻特点的词语,积累词语;感悟、积累名言名句。

2.能就如何进行“有效的劝阻”这一话题,展开口语交际活动,
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3.运用已掌握的阅读方法自主阅读、感悟,提高阅读能力。

4.能抓住人物特点,写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教学重、难点

积累词句;能抓住人物特点,写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教学准备

老师:多媒体课件。
学生:1.搜集带有“如、若、似”的词语,搜集名人名言。2.回忆

自己家里的小纠纷。

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积累词句,感悟道理

  1.(屏幕显示词语)自己读词语,要求读准确、读流利,不认识的

字查字典。

2.看看词语中带点的字都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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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小结:这些词语都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同桌再读一

读,交流交流词语中都把什么比作了什么。

4.全班交流。

5.如果能把这些词语放进你的作文里,你的作文定会更精彩。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吧! (屏幕显示例句)你能用哪个词语说一句

话?

6.想把它们记下来吗? 各种形式朗读,指导背诵。

7.赛一赛谁背得最多。

8.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词语? (学生交流后,屏幕显示搜集的

词语)学生读一读。

9.其实这些词语的背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呢(屏幕显示故事

动画)。学生自己读《口若悬河》,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口若悬河”的意

思。

10.你还知道哪些成语的出处或者故事?

11.好词语能使我们的文章生动具体,名言名句能陶冶我们的

情操,指引我们怎样做人。请同学们自己读“语海拾贝”中的名句,想
想你有些什么收获。

12.各种形式朗读。

13.想把它们记下来吗? 指导背诵。

14.你还知道哪些关于道德情操方面的名言? (屏幕显示搜集

的名句)学生自己读一读,记一记。
二、调动经验,交流沟通

1.家是温暖的,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插曲”。(屏幕显示家

庭发生纠纷的场面)

2.每当家里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你有些什么想法?

3.家和万事兴嘛,谁不想拥有温馨幸福的家呢? 那请同学们回

忆自己家庭的小纠纷,每一小组选最难解决的一两件事,在组内讲解

清楚,还可以表演表演,商量商量解决的办法。

4.抽一两个小组汇报讨论的情况。

5.其他同学认真观察,认真倾听,可以补充,也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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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老师根据情况,适当点拨提升。

7.老师小结。
三、抓住典型,学习写人

1.谈话激趣,启发回忆:同学们,童年生活是五彩缤纷的,有笑

有泪。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是谁帮你渡过难关? 在足球比赛场上,
是谁与你并肩作战? 在被人误会的时候,是谁和你站在了一起?

2.在这些人中,谁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他所做的哪件事给你

留下的印象最深? 自己先说一说。

3.抽学生说,其他同学认真听,议一议她(他)说的事例怎样修

改会更精彩。

4.自己构思习作,自拟草稿。

5.自读自改。

6.老师选取几篇习作,当面评改。

7.小组互评互改。

8.选优秀作文全班欣赏。
四、自主阅读,表达感悟

1.回忆已学过的阅读方法。

2.自己读一读短文,想想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你能把这个故事讲给同桌听一听吗?

4.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毛遂自荐”的意思。

5.读了这个故事,你想到了什么? 全班交流感受、体会、收获。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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