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军神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学习刘伯承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做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在语言运用

上的妙处,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

教学重、难点

通过人物神态、情绪变化从整体把握事件脉络,并从每个细节体

会文章传达的思想感情,与作者产生共鸣。

教学准备

CAI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1.板书课题,学生随教师书空。

2.齐读课题,简要谈谈读后的感受。

3.大屏幕出示刘伯承元帅生前的一组照片,简介元帅生平。
(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在硝烟与战火中度过了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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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春秋,戎马生涯七十多年,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新中国的建设建立

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人们不仅尊称他为“军
神”,还有人称他为“武神”、“教书先生”、“编外参谋”等,这每一种称

呼的后面,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军神》这篇课文讲了一

件什么事呢?)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看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抓住文章的

主要内容。

2.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

3.简单交流读后的感受。
三、锁定重点,品读“军神”内涵

1.再次快速浏览全文,找到沃克医生称赞“军神”刘伯承的话,
并画下来。

(大屏幕出示重点句:沃克失声嚷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一块会说话的钢板! 你是军神!”)

2.齐读这句话,体会沃克医生说这句话时带着怎样的感情?
(惊讶、激动、赞美、崇敬……)

3.带着自己的体会再读读这个句子。

4.引导质疑:此刻你最想弄明白什么? (学生问题预设:沃克为

什么会惊呆了? 为什么说刘伯承是一个真正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

钢板? 为什么称他为军神? ……)

5.引导学生自主解疑:其实这些“为什么”的答案就在课文之

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读课文,去体会,你一定会从文中找到答案! (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问题阅读讨论、合作解疑;教师参与讨论。)

四、汇报交流,解读“军神”内涵

1.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汇报自己的研读成果,进行集体交流。
(学生自由表达,老师相机点拨,把握重点。)

(1)就诊时,抓描写沃克医生语言和表情神态的词句进行体会。

①“你是军人!”沃克医生一针见血地说,“我当过军医,这样重的

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从容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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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他熟练地解开了病人右眼上的绷带,蓝色的眼睛里闪出惊疑

的神情。”

③从沃克开始的“冷冷”到“目光柔和”。
……
沃克医生的语言和神态变化足以说明刘伯承的伤势严重;而刘

伯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从容镇定,可见他的坚强、勇
敢,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正是他的坚强意志使沃克的“目光柔和

了”。
(出示刘伯承这次负伤前后经过的资料,让学生的体验更加强

烈、明晰。)
(2)手术前,抓刘伯承与沃克医生关于拒绝麻醉剂的对话,进行

体会。
(大屏幕出示沃克医生与刘伯承的这组对话。)
在学生自我感悟的基础上。重点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在读中

体会刘伯承为了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大脑,甘愿承受剧烈疼痛时的坚

毅;体会沃克医生由生气到吃惊,再到由衷佩服的情感变化。
(出示刘伯承在不同时期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资

料。)
老师小结:事实证明,刘伯承的确以自己清醒的大脑、超凡的才

智以及他的勇敢无畏,为中国革命事业、解放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此刻他将会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剧

痛! 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
(3)手术中,抓住课文里沃克医生和刘伯承的表现,体会刘伯承

钢铁般的意志。
在学生自我感悟的基础上,适时播放电影《青年刘伯承》手术台

上的片断。通过让学生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设身处地地去感

受刘伯承承受的剧烈疼痛,去体会做手术的沃克医生的心情是何等

紧张。再反复朗读课文第11和第12段,从文字中再现画面。
(4)手术后,抓住“72刀”,体会刘伯承超凡的意志。
通过让学生回忆不小心使自己受伤的经历,老师相机引出:据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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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介绍,摘除眼球手术要比割口子疼几百倍、上千倍,因为视神经和

颅内神经紧密相连……而刘伯承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整整

承受了72刀! 这样的对比使学生的体会更深刻。

2.此刻大屏幕再次出示重点句,师引读:“沃克失声嚷道……”
(生齐读)这是沃克医生发自内心深处的赞美。(生再读)

3.老师小结,升华情感,再读重点段。
刘伯承以他超凡的意志征服了沃克,也征服了我们。手术台上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更让我们每个人难忘。让我们再来读读课文第16
和第17段,永远记住刘伯承在手术台上的表现。

(生再读第16和第17段。到此,学生对“军神”已有了全面而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
五、升华情感,小结写法

1.抓住沃克医生前后情绪变化的关键词:“冷冷的”———“慈
祥”。

是什么让沃克医生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是刘伯承钢铁

般的意志)

2.从“冷冷的”到“慈祥”,沃克医生的心中充满了敬佩。那么此

刻你想对刘伯承说些什么? (生自由谈话,升华情感。)

3.小结:为了表现刘伯承钢铁般的意志,课文不仅从正面描写

刘伯承的表现,还用了大量的语言去表现沃克医生的神态、情绪的变

化,从侧面进行烘托。课后,请同学们从文中画出描写沃克医生神

态、情绪变化的词句,再读一读,好好体会。
六、延伸拓展

这节课,我们读懂了《军神》这个故事,知道了“军神”是人们对刘

伯承的由衷赞美。还有人称刘伯承为“武神”、“编外参谋”、“教书先

生”,那么这些称呼的背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请同学们利用课

余时间继续查阅刘伯承的相关资料,看看他的其他称号背后又会有

什么样的故事。
(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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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瑞恩的梦想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默读课文,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弄清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学习瑞恩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精神。

3.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和联系生活实际体会句子的含义。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和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课文。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谈话直接导入: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新课文《瑞恩的梦想》,教
师板书课题,生齐读课题。看到这个题目,你认为这是一篇写什么的

文章? 课文主要写的是谁? 写了一件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

文。

2.自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词。

3.抽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4.默读课文,全班交流: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练习抓课文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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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读课文,体会感悟

1.再次默读课文,交流:课文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瑞恩是怎样实现为非洲孩子捐献一口井的梦想的?
(2)通过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第2~3段。

2.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辩论:瑞恩的妈妈这样做好不好?
在辩论时,紧紧抓住课文的相关内容进行朗读训练,让学生一边

议,一边读,一边悟。
三、联系实际,拓展延伸

课上小练笔:瑞恩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除了他的爱心与努力外,
还有什么关键的因素? 读了这篇课文,你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们说

点什么?
(潘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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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鱼市场的快乐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词。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注意积累语言。

3.联系上下文或生活经验,理解和运用本课的新词;能品味文

中的好词佳句;运用边读边批的方法,感受鱼贩们幸福生活的快乐。

4.培养学生面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激发学生在生活中传递

快乐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品味文中的好词佳句,运用

边读边批的方法感受鱼贩们幸福生活的快乐。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与课文相配的插图。
学生:注意课前观察附近的鱼市场,说说自己在鱼市场的感受。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结合实际,谈话导入

  教师:同学们,平常你们到鱼市场买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学生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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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师带同学们漂洋过海,去西雅图一个特殊的鱼市场走

走,看看这个鱼市场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二、学习课文

1.自读课文,读通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学生反馈读课文的情况。
(3)同桌分段轮读课文,注意读通课文。

2.细读课文,理解课文。
(1)教师:同学们,在这个异国他乡的西雅图鱼市场,你最大的感

受是什么? (这里的人都很快乐)你从哪里知道的?
(2)学生自由学习课文,将自己的感受进行批注。
(3)交流感受(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学习课文相应部分)。

①鱼贩们的快乐:
“那天,天气不是很好,但市场并非……这是多么和谐的生活,充

满乐趣和欢笑。”

A.指导朗读,感受鱼贩充满乐趣和欢笑的生活,体会鱼贩的快

乐心情。

B.鱼贩们过着“和谐的生活”,还可以说过着        
           的生活。

“与其每天抱怨沉重的工作……鱼贩们创造出了鱼市场中的奇

迹。”

A.鱼贩们是怎样把苦日子过甜的?

B.“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你能说说他们会怎样创造性地工

作吗?

C.采用多种形式指导朗读。在读中体会到鱼贩们乐观地对待

生活、工作的情感。

②顾客的快乐:
“这样的工作气氛还影响了附近的上班族……心里似乎也会悟

出一点道理来。”

A.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顾客是快乐的? (抓住重点词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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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心里似乎也会悟出点道理来”,悟出什么道理?

C.指导朗读,感受顾客的快乐之情。

3.品读课文,欣赏课文。
(1)教师:自己再自由读课文,看看你特别欣赏哪些语句,有感情

地朗读出来。
(2)学生自己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朗读交流。
三、拓展延伸

教师:同学们,难道生活中就只有鱼市场有快乐吗? 想想,哪里

还有快乐?
补充:          的快乐(学生交流)。
教师小结:同学们,只要我们乐观地对待学习、生活,积极地享受

学习、生活,那咱们处处都会拥有快乐。
四、作业

1.写生字。

2.仿写: 的快乐。
(吴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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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箱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课文,了解娃丽冒着风雪把一封被邮递员送错的从

前线寄回来的重要的信及时送到了失主手中的感人事迹,使学生从

中受到“做人要有责任感”的教育。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自主阅读课文,感悟做人的道理。

2.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准备

教师:小黑板。
学生:了解信箱的功能和邮递员的职责。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引入课题

  孩子们,信箱是用来干什么的? 可是今天我们所学的“信箱”却
迥然不同,它里面还装着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什么呢?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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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画难以理解的词句,提出问题。

3.全班交流。
三、紧扣重点,体会感悟

1.文章的哪部分最使你感动? (三、四部分)为什么?

2.同桌交流,全班交流。

3.带着你的体会自读课文;抽读,评价;分角色朗读。

4.娃丽给石铁潘诺夫一家带去的仅仅是一封信吗? 还带去了

什么?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5.是啊,所以石铁潘诺夫才这样写道……(学生读信的内容。)

6.因此爸爸才让娃丽和哥哥轮流管信箱,爸爸的用意何在?
(学生自由发言:鼓励娃丽继续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暗示哥哥要像

娃丽一样做个有责任感的人等。)
四、联系生活,拓展创新

1.孩子们,学完课文以后,你认为“信箱”里究竟装着些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2.讲讲你身边的有责任心的人或者事。你从这些人身上受到

了什么启发?
(王 平  廖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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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感受汉语表达的灵活有趣,并在平时的语文学习中加以注

意。

2.积累语言。

3.感受语文学习的乐趣。

4.能在购物市场上与别人进行交际,能将自己的购物经过清楚

地讲给同伴听,并能认真听对方的讲述。

5.能把自己感受较深的一次假日生活清楚、具体地写下来,表
达自己的快乐之情。

教学重、难点

在综合性学习中提高语文素养,把自己感受较深的一次假日生

活清楚、具体地写下来。

教学准备

教师:

1.拟定活动方案和注意事项,准备有代表性的物品(如饼干、方
便面、文具等物品)。

2.有关学生假期生活的图片、影像片断等。
学生:

1.了解基本的购物知识,带一些商品。

2.回忆自己的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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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学生自主阅读三个句子。

2.同桌相互读,纠正字音。

3.自己读一读,想一想这些句子有什么规律和特点。

4.谈谈“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三者各自的意思。讨论、
交流第一句中三个短语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5.再读二、三句,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体会,“不怕辣”、“辣不

怕”、“怕不辣”三者意思有何不同? “知足者常乐”和“常乐者知足”各
自的意思是什么? 体会汉语的表达非常灵活有趣。

6.试着说一说类似的句子。
二、语海拾贝

1.学生自主读词语,不理解的通过查字典、与同伴讨论解决。

2.齐读四字词语。

3.演一演:师生互动游戏———“你来比画我来猜”,一学生背对

老师,老师选题中的一个词语,抽其他学生或全班参与,可以用动作、
表情、语言描述等来演绎,但不能说出这个词语。

4.说说这些词语的共同特点。谈表演过的体会:这些四字词语

都是表现人物交流时不同情态的词语。

5.哪些词语用在好的事物方面? 哪些又是用在坏的事物方面?

6.巩固。看谁记得快,出示词语第一个字,学生快速抢答出该

词语。

7.说说自己知道的关于“说”的词语。
三、开心一刻

1.读一读,乐一乐,再想一想,悟一悟。

2.交流读后所获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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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笑话让人发笑的地方在哪里。(准确认识“具体”和“抽象”)
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3.要求学生回家后把笑话讲给家人听。
四、综合性学习

1.提出本次活动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师:孩子们,购物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我们去书店、商店、农

贸市场等地方购物时要说些什么,如何选择商品,如何与对方打交

道。平时你都是怎么做的呢?

2.分组交流。
交流各自购物的经过,说清楚自己如何选择,怎样与对方打交

道。

3.各组推选一名学生在全班交流,老师适时评价。
如,生:我买了一包洗衣粉,这是家里需要的;买了一包饼干,这

是妈妈爱吃的;还买了一包瓜子,这是我爱吃的。

4.师随机采访学生在购买前是否心中已经想好要买哪些物品。
总结:看来孩子们真会当小主人,在购物前都做好了调查,做到

心中有数,购买需要的商品,不乱花钱。

5.老师讲解保质期的常识。
出示饼干、方便面。请学生看这些商品的保质期(其中方便面为

过期商品)。最后,请同学们看看自己买的商品是否过期。

6.文明购物的评价。
师:小朋友们在购物时是否文明呢? 让老师和同学一起来演一

演吧!
师生合作演小品:请一位学生扮演超市营业员,教师扮演购物小

朋友,去购物时对营业员没有礼貌,喂喂乱叫。接着教师再扮演另一

个学生,问营业员时较有礼貌。观看表演后,学生进行评判。请学生

自己评判购物的行为是否文明。

7.谈收获。

8.课后实践。
五、习作百花园

1.教师出示学生假日生活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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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先和同学相互说一说自己感受最深的一次假日生活,注
意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讲清楚、具体。

3.全班交流。

4.师生共同评价学生的讲述。

5.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自己准备写什么? 如何写? 老师巡

视,鼓励学生着力表现假日中自己感受到的快乐。

6.学生动笔作文,把自己所讲过的文字记下来。

7.写完后进行自我修改或交换修改。

8.再有感情地读给小组内的同学听。

9.小组推荐本组的优秀习作到全班朗读、展示。
六、自主阅读园地

1.提示本单元学习的阅读方法。

2.学习自主阅读,进行批注、勾画。

3.学生互相交流阅读感受、体会、收获。
(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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