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牧场之国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荷兰独特的牧场风光之美。

3.体会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所展示的诗情画意,摘抄自己喜欢的

词句。

4.感受荷兰美丽的风光。引起小朋友的赞美和向往。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理清文章的结构;通过朗读,体会课

文所展示的诗情画意,并有意识地积累优美词句。
难点:将优美的语言通过积极的想象变成美丽的生活画面,激发

学生对荷兰风光的憧憬之情。理解文章词句,体会词句的美、文章的

美。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
学生:搜集一些有关荷兰的资料、图片等。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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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说话练习,导入课文

  今天三分钟说话的话题是“各国风采”,说说你所了解的一些国

家情况。
我也知道一个国家,它在欧洲西部,是一个水之国,花之国,牧场

之国,那就是荷兰。它又叫尼德兰,是一个低地之国。(板书:牧场之

国)大家了解荷兰吗? 请拿出课前搜集的资料说一说。荷兰有着这

么美丽的景色,今天我们就去游览一下,去感受真正的荷兰。(画面

展示荷兰风景)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说说在这个迷人的国

度里什么最吸引你。

2.再来读读课文,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自己喜欢的语

句。
三、学习生字词

1.出示本课的生字,指名学生朗读。
2.辨析生字,组词并理解词义。

3.出示下列词语,指名学生朗读。
极目远眺 剽悍强壮 憨态可掬 悠闲漫步

默默无言 万籁俱寂 辽阔无垠 悠然自得

四、熟读课文,领略美景

1.再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你最喜欢的地方,并多读几遍。边

读边想象,边读边体会情趣。

2.小组交流:把你最喜欢的地方读给小伙伴听,把你最深的感

受与组内同学分享。等会儿请小组代表把你们看到的、感受到的说

给同学听。

3.小组交流反馈:读读自己喜欢的句子或段落,并说说为什么。
同学互相评价、补充。

五、细读课文,感悟积累

1.出示:“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深入品味文章,让学生体会四句

·511·



相同的话,要用不同的语气来读。

2.齐读,思考讨论:真正的荷兰是指怎样的荷兰? 从“真正”这
个词中你体会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相机教学。

(1)出示奶牛图,观察:你觉得图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A.奶牛的颜色。

①用曲线画出描写奶牛颜色的句子。

②指名朗读,你体会到了什么?

B.奶牛的姿态。

①用横线画出描写奶牛姿态的句子。

②交流并出示:牛犊卧在草地上,憨态可掬;老牛悠闲漫步,仿佛

在思考什么。

③指名朗读句子,想象:在这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上,奶牛会思

考些什么呢?

④有感情地朗读句子(陶醉、喜爱)。
(2)除了奶牛,你觉得还有什么也吸引了你?
(3)出示骏马图,指名学生有感情地介绍。
(4)出示绵羊图,指名学生有感情地介绍。
(5)人、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①播放课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人、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

②思考:找出分别描写人、奶牛和自然共同点的一个词语。
人———默默无言   奶牛———沉默安详  自然———寂静

③默读,思考:从这五、六段中哪些地方你读出了它们之间的融

洽?

④交流并相机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3.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荷兰,是水之

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六、拓展迁移,记忆背诵

1.聘请小导游,带领大家去荷兰旅游。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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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选一个景点介绍荷兰的美丽风光。
(2)要加进导游的口头语。

2.学生在小组自由介绍,并推荐一名上台介绍。

3.指名学生介绍,评价。(配相应荷兰风光片)
七、总结

真美呀! 我们又一次陶醉在诗情画意的风光中,感受到那份宁

静悠闲和富足安逸,感受到作者对这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的赞美与

向往。建议大家:

1.选择自己喜欢的美词美句反复诵读,展开想象,积累背诵。

2.继续搜集描写各国风光,或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景象的文章

来读读、比较、感受、积累。

3.向学生推荐一篇具有异域风情的文章,如《威尼斯的小艇》。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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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河的主人

教学目标

  1.正确读写和理解下列词语:湍急、浏览、万马奔腾、浊浪排空、
惊涛骇浪、如履平地、胆战心惊、谈笑风生。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结合编者的批注,准确找出最能体现课文中心的句子,理解

“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

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这句话的含义。

4.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明白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战胜

艰难险阻的道理。激发学生勇于挑战生活、学习上的困难,成为生活

和学习上的主人。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感受黄河的险恶和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漂流的惊心动魄。

2.体会艄公的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难点:

1.帮助学生弄清课文各部分和中心之间的有机联系。

2.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明白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战胜艰难险

阻的道理。

教学准备

教师:有关黄河的VCD、幻灯片(文字)。
学生:搜集一些有关黄河的资料、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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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媒体开篇,导入课文

  1.出示黄河波浪滔天的情景,欣赏美景。
2.师: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你可以用哪些词

句来描绘眼前的情景? (生说后师出示:汹涌澎湃、惊涛骇浪、奔腾咆

哮、波涛滚滚,“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师:是啊!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

每日就是这样奔腾不息,掀起万丈狂澜,它那磅礴的气势令人震惊,
令人折服。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感受黄河那磅礴的气势,领略黄

河主人的动人风采。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快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后用一

个词语或几个词语说出黄河和艄公给你留下的印象。

2.学生交流,教师相机评价。
三、紧扣中心句,展开学习

1.出示中心句:“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惊涛骇

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

2.自由朗读中心句,抓住重点词说说你对中心句的理解。

3.理解后指名读、齐读。
四、合作学习,熟读课文

1.再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你认为最能体现艄公的勇敢、智慧、
镇静、机敏的地方,并多读几遍。边读边想象,边读边体会。

2.小组交流:把你找到的这些段落或句子读给小伙伴听,把你

最深的感受与组内同学分享。

3.组织交流:结合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理解并读好有关句子。
五、读访结合,领略艄公的风采

1.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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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发、体验情感:如果是你在这黄河的羊皮筏子上,你的感受

如何? 作者的心情又是怎样呢? (细读课文2~6段)
(2)选择你最喜欢的一段练读,把作者的心情读出来,让别人能

充分感受到。
(3)黄河的主人又是怎样的风采? 说说你觉得应该怎样读。(练

读第6段)

2.访。
(1)假如艄公来到了我们的课堂里,你对他进行现场采访,你会

问什么问题?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2)现场采访艄公。教师或学生扮演艄公,创设问题情境,让学

生进行现场采访。采访过程中,注意突显艄公勇敢、智慧、镇静、机敏

的特点。
六、走进课文,再识艄公

师:面对汹涌澎湃的黄河,再看这又小又轻的羊皮筏子,你敢不

敢去坐? 下面请同学们充分读课文,说说你敢坐的理由,再劝劝你不

敢去坐的好朋友同你一齐上船。

1.学生读课文,和好朋友商量商量,教师巡回指导。

2.艄公是如何掌舵的? 为了反衬艄公,作者又写了乘客,两种

乘客乘羊皮筏子又有什么不同感受? (指导朗读,学生感觉自己是哪

一种乘客就读哪一种。)

3.表演:“实况转播”。

4.此时此刻,你最想对艄公说什么?
七、总结

师:同学们,艄公凭借着勇敢、智慧、镇静、机敏,征服了黄河,成
为黄河的主人,只要我们像黄河上的艄公一样,勇于去克服生活中遇

到的种种困难,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生活的主人。这里老师想送给

同学们一句爱迪生的名言:坚强者在命运的风暴里奋斗。

1.拿出你们的笔,也来学着写写我们自己的名言。鼓励自己成

为生活的主人。

2.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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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题目———《黄河的主人》。奔

流不息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她的智慧和精神不仅孕育了千千万

万中华儿女的生命,而且塑造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和精

神品格。黄河上的艄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愿艄公的形象能给我

们启迪,愿艄公的智慧和精神能在我们中华的大地上代代相传,就像

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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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音乐之乡

教学目标

  1.学会自主阅读。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维也纳的音乐之美。

3.体会作者对音乐的热爱,对音乐圣殿的向往。

4.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5.感受维也纳的美,激发对音乐的热情。

教学重、难点

学会自主阅读。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
学生:搜集一些有关维也纳的资料、图片等。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欣赏音乐,感受维也纳

  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音乐,看你是否能说出这些名曲的名字

或创作者。
(出示:《命运交响曲》、《月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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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读提示,自主阅读

1.出示“自读提示”:
(1)画出生字多读两遍,遇到长句子、难读的词再多读两遍。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试着读出韵味,读出感情。
(3)不理解的地方,运用学过的符号画出来。尝试边读边批注,

记录自己的阅读感受。
(4)勾画下你认为文中最美的句子。
(5)思考《音乐之乡》一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2.自由读文。

3.小组交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自己喜欢的语句。

4.全班交流,评价朗读。
三、学习词语,积累好词

1.出示本课的词语,指名学生朗读。
恬静而神秘   动人的旋律   悠扬的乐声

郁郁葱葱的森林   蜿蜒多姿的多瑙河

2.勾画出你自己找到的好词佳句,小组交流。

3.将收集到的好词佳句摘录到“采蜜集”中。
四、提出问题,自主学习

1.讨论:维也纳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乡”?
(1)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象,边读边体会情趣。
(2)小组讨论,自主解决。
(3)小组反馈:读读认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句子或段落,并说说

为什么。同学互相评价、补充。
(4)齐读找到的段落或句子。
(5)比赛读。

2.小组交流:你还可以提出哪些问题?

3.小组交流反馈,同学互相补充、解决。
五、记忆背诵,感悟积累

1.再读读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句子,与同桌、好友交流学习。

2.背背喜欢的段落或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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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名背诵。
六、拓展迁移,热情献艺

1.学生在小组内自由介绍自己的音乐特长,并推荐一人上台表

演。

2.想对“音乐之乡”说点什么?
七、总结

师:真是太棒了! 相信你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在这音乐的

圣殿中去演奏出你们的精彩!
(邱娟)

·421·



33 古诗两首

题西林壁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能借助注释理解生词。

2.借助字典和课后注释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写的意境,
体会诗人的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默写古诗。

4.理解诗中所含的哲理。

教学重、难点

重点:借助以前学过的读诗方法,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的

心境。引导学生把握好朗读的节奏。
难点:理解苏轼富有哲理的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并联系生活获得启示。

教学准备

教师:1.课件或教学挂图;2.铅笔、一杯水。
学生:搜集有关苏轼的资料和与《题西林壁》题材相类似的诗歌。

教学时间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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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游戏,导入主题

  师:世间之物丰富多彩,美不胜收,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
果细心观察,用心思考,就有可能发现万物的奥秘,认识万物的联系。
下边我们就来做个实验。

1.观察铅笔在自然状态、水中的不同形态。

2.抽学生说说观察到了些什么。
师: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是作者细心观察、用心思考发现万物奥

秘的一首好诗,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二、初读感知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古诗,读通、读正确。

2.让学生课前查阅有关苏轼的资料,课上互相交流。

3.结合注释理解题目的意思。
三、合作学习,理解诗意

师:我们来领略一下庐山的风光。我希望同学们边看边想我们

学的这首诗的内容,找一找片子中的峰、岭。

1.出示“庐山风光片”,可让学生在看片时自由朗诵《题西林

壁》。

2.画画峰、岭,帮助理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分组合作学习,在组内各自交流自己对诗句的理解。

4.全班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启发、小结等,并与朗读有机结合,
使学生在朗读中加深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情感。

四、诵读古诗

1.范读古诗,讲读法。
师:同学们朗诵得不错,如果能注意一下停顿就更好了。可别小

看停顿,在古诗中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一句诗中每两个字一停

顿,最后三个字连着读。大家愿意听老师按照这个规则朗诵一遍吗?
(1)师配乐朗诵古诗,请学生在每句诗的停顿处用“/”做上标记。
(2)生齐读古诗(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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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诵读,悟诗情。
老师有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描写庐山? (作者喜爱庐山)作

者从多个角度细致地观察了庐山,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庐山的奇特

景象,可见他对庐山的奇丽景色流连忘返。你们能不能把作者那赞

美之情用优美的嗓音朗读出来? 好,现在让我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

朗读这首古诗。谁还记得读古诗的方法有几种? (齐诵、轮诵、唱诵、
表演读……)好,现在就请你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读这首古诗。

(1)自由合作读。
(2)四人小组表演读,并进行评比。
五、领悟哲理

师:作者为什么说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呢? 他不是已经说庐

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了吗? 这首诗写了庐山的千姿百态,身处山中

也难以看清它的真实面目,你从中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
(1)出示“庐山风光片”,让学生想象诗歌意境,领悟诗人的思想

感情。
(2)引申:我们评价一个同学时,应该怎样看?
六、背诵

1.出示课件。

2.生背诵《题西林壁》。

3.师检查背诵情况。
七、总结

师:《题西林壁》这首古诗,不仅是对庐山雄奇壮观、千姿百态景

象的赞美,更是诗人苏轼通过观赏庐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了

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全面观察,不能只看一面。其实,许多道理就存在

于我们的生活、学习中,希望同学们也做个有心人,从生活、学习中找

道理、学道理,好吗? 向大家推荐一个故事《盲人摸象》,看完故事后

要想一想故事中的人物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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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田园杂兴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诗句,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引导学生想象意境,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

4.感受初夏的美好,感受农民勤劳简朴的生活,体会富有情趣

的村居生活。激发学生热爱农村、热爱美好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古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难点:指导学生理解诗意、领会感情,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激发

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
学生:搜集有关范成大的资料和与《四时田园杂兴》题材相类似

的诗歌。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说话练习,导入诗文

  师:今天来说说童年是什么。对于童年,我们都倍感亲切。一定

有许多话想说吧!
师:老师带你们在古诗文中去发现古代同龄人的生活,去聆听他

们的欢笑,去体味他们童年的欢乐,看看古代乡下孩子们的童年是怎

样多姿多彩。让我们一齐走进《四时田园杂兴》。
二、知诗人,解诗题

1.自读古诗,自学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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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自由读古诗。
(2)小组合作,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生字。

2.让学生课前查阅有关范成大的资料,课上互相交流。

3.结合注释理解诗歌题目的意思。
三、抓字眼,明诗意

1.学生在小组内再读古诗,选择自己喜欢的诗句读,读准确、流
利。

2.学生结合图画,说说诗中所描写的事情。

3.交流讨论,弄懂诗句。
(1)哪些诗句你读懂了? 哪些诗句你还不懂?
(2)同学之间互相解答,说说每句话的大意。

4.理解诗意后,让学生来读自己喜欢的诗句,并评价。
四、想意境,悟诗情

1.出示古诗配图。
《四时田园杂兴》是诗人退居家乡后写的一首田园诗,描写农村

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图上画了谁?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逐句体会。
(1)自己吟诵小诗,体会诗人的情感。
(2)指名逐句读,思考每句话作者都着重讲了什么。
(3)分组议论:后两句描写孩童天真可爱的行为,目的是什么?

引导学生观察图画,描述画面内容。(抓住儿童神态、动作,想象其语

言)

3.放声自由读诗,想象其意境,体会农民一家辛勤劳动的生活。
五、创设情景,配乐朗诵、背诵

1.出示课件。
2.指名读,师相机范读。

3.学生对读、齐读。

4.背诵(可采用个人背、同桌互背、分行背、分男女背等方法)。
六、总结

师:今天我们在《四时田园杂兴》这首古诗中,看到乡下孩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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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充满了乐趣。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游戏就是一种劳动,游戏

就是一种学习,游戏就是我们生活本身。喜欢这样的童年生活吗?
喜欢这首诗吗? 古诗中有许多这样描写儿童生活、捕捉童心童趣的

诗词,送几首给你们吧! (出示《小儿垂钓》、《宿新市徐公店》、《所
见》、《村居》)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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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八)

教学目标

  1.巩固旧知,发现语文学习规律。

2.背诵各国谚语,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

3.阅读成语故事,积累词语,拓宽知识面。

4.学会办报,在实践中锻炼听、说、读、写能力。

5.激发学生不拘形式地写下所见所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

6.培养个性化阅读,从不同角度有所获,有所得。

教学重、难点

重点: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生活,表达真实情感。
难点:培养个性化阅读。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
学生:搜集有关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的资料。

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迁移运用

  1.学生自由读句。同桌相互读。

2.小组讨论带点词的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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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名读,注意指导带点词的理解。

4.在实践中去运用、感悟。
二、读读记记,语言积累

1.小组内读,读准确。

2.比一比谁读得正确。

3.同桌“对背”。

4.全班交流搜集到的类似俗语、谚语,并把这些句子记在“采蜜

集”中。
三、积累成语,体会内涵

1.学生自由读,读准确。

2.观看《刮目相看》动画。

3.理解故事中蕴涵的哲理。

4.小组内交流相关的成语故事,将这些成语收集到“采蜜集”
中。

四、综合学习,提高能力

1.说话练习,话题“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

2.小组内交流资料,互相补充,并选一名成员上台演说。

3.小组间评比,相机指导。

4.小组中讨论如何办报,交流办报方案。

5.指导写作。
五、自主阅读,拓展延伸

1.出示课件“澳门风光片”。

2.学生自由朗读。

3.小组中互相帮助学习。

4.交流学习经验。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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