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单元说明

本单元是集中识字。让学生感受汉字的神奇，感受学习汉字的乐趣是本单元教材

的主题。《十个数》在韵文中识字，感受语言的美。简洁的字词留给学生无限的想象空

间，优美的意境带给学生无穷的美的感受，而朗朗上口的韵语诗句传达着汉语言特有的

声韵美。《形象的汉字》一课体现了强烈的汉字文化意识，可谓匠心独运。这中间浓缩的

是汉字几千年的变迁，渗透的是汉字象形的造字规律，隐隐传递的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保护器官》《粮食 蔬菜》让孩子在生活情景中识字，领略真实的汉字美。本单元课文图

文并茂，为儿童创设了一个个真实的生活情景，把汉字的学习从课本延伸到了儿童生活

中，拉近了识字与儿童生活的距离，激发孩子学习汉字的兴趣，培养孩子在生活中乐于

运用汉字的习惯。

教学时要借助汉语拼音帮助学生准确掌握每个汉字的读音，做到读准字音，记住字

形，注意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和逐步提高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在设计教学时要

顺应儿童的心理，结合低段学生形象化记忆的特点，多为学生创设情景，用游戏、活动增

加学习的趣味性，使之乐意学，乐于记。学生在本单元将开始写字，教师要重视汉字书

写习惯的培养，培养学生“提笔即是练字时”的好习惯。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同时，

应关注和加强范写指导，并留给学生充分的观察时间，提高学生对汉字的观察能力，每

个笔画在田字格的什么位置要找准。

“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整合在课文学习中，教师教学时要创设情境，善于引导，

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倾听习惯，规范和发展学生

的语言表达，让他们在感悟、模仿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怎样把要说的意思表达清楚。

“积累与运用”除巩固本单元所学的生字词及相关的语言表达方式外，还重点复习

了基本笔画，为学生正确书写汉字打牢基础。要引导学生将学到的语文知识运用到生

活中去。

本单元教材课后问题的设计灵活多样，既有基础知识的巩固练习，又有启迪学生创

新思维的拓展练习。教学中，教师要借助这些开放的练习，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我的单元

安排

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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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十 个 数

教学目标

1．能借助汉语拼音学习课文，认识 20个字，会写 11个字，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

兴趣。

2．认识田字格，掌握汉字的10种基本笔画：“一”（横）、“丨”（竖）、“丿”（撇）、“ ”

（捺）、“丶”（点）、“ ”（横撇）、“乚”（竖弯钩）、“ ”（横折弯钩）、“ ”（横折）、“ ”（竖弯），找

准每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指导学生正确、规范地书写。写字时注意保持正确的

姿势。

3．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培养语感，能入情入境地朗读与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课文内容相配的教学挂图（幻灯片、课件），生字卡片，基本笔画卡片，部件卡

片；10个汉字数字卡片，10个阿拉伯数字卡片；田字格黑板。

学生：练习本、生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由含有十个数字的两首小诗组成，让孩子们从认识十个数开始学习书写汉

字。两首诗歌朗朗上口、构思巧妙，散发着独特的语言魅力，使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是

一件容易且快乐的事。我们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努力体现教材“起点适切，小步渐进”

的理念，让学生在学习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十个数字中，认识和掌握汉字的基本笔

画，在诵读古诗中识记汉字，使语文走进孩子们的心中。教学中注意借助汉语拼音帮助

学生认识汉字、学习语文。

本课教学重点是帮助学生识写生字，掌握汉字的几种基本笔画。对古诗不必讲解，

只需熟读、背诵。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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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十个数”是指本课的两首小

诗都含有一到十的数。

＊ 诗只是提供识字的语境，重

点是识记汉字，不要当课文讲解。

＊ 引导学生在语言环境中学

会生字，特别注意提醒学生读准以下

字的读音：翘舌音的字有“数”“枝”，

平舌音的字有“三”“村”，后鼻音的字

有“亭”。

＊ 生字教学时，对于结构复杂

的字，可以借助部件教学，帮助识

记。有的人对部件、偏旁、部首的认

识有些含混，现将各自的定义列出，以

供参考。

部件：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

字功能的构字单位。

偏旁：汉字形体中常出现的某些

组成部分。

部首：是字典、词典根据汉字形

体偏旁所分的门类。方便查字（词）

典使用。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

孩子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旅行，我们该和拼音王国里的字母娃娃说再见

了。准备好了吗？我们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今天，老师要带大家到一个美丽的山

村去做客。

（二）看图想象，整体感知

打开语文书，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村子。近处你看到了什么？远处还有些什么

呢？按从近到远的顺序给同桌介绍介绍这个美丽的山村。

（三）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1．古代的一位诗人，看到这里的景色这么迷人，写下了一首古诗，想来读一读吗？

让拼音娃娃帮助我们读好这首古诗吧，特别要注意读准平舌音、翘舌音、前鼻音和

后鼻音。

2．抽读，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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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 第 2题：借助数学课学到的

知识，学生独立完成。

＊ 出示笔画卡片，认识 4种基

本笔画：“一”（横）、“丨”（竖）、“丿”

（撇）、“ ”（捺）。

＊ 认识田字格及横中线、竖中

线，左上格、右上格、左下格、右下

格。仔细观察要求书写的5个字在田

字格中的位置，在观察的基础上，指

出写好这些字应注意的关键之处。

＊ 写汉字的基本顺序是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先撇后捺，要求学生

按顺序书写汉字。

＊ 汉字娃娃的话提醒了写字

时的三个步骤。老师还可以创设有

趣的情境，把汉字娃娃融入写字教

学中。

教学设计参考

3．在这首古诗中，还藏着一些戴红帽子的汉字娃娃，把它们圈出来，多读几遍。
4．开火车读生字，比赛读生字。
5．去掉拼音读一读，尝试口头扩词。
6．生字娃娃又藏进了课文里，快去大声地读读课文，同桌互相听一听：生字的音读

准了吗？古诗读流利了吗？
7．比赛读、齐读。

（四）指导写字

1．认读生字。
2．认识基本笔画。
3．书空。
4．教师范写，学生观察字在田字格中的占位。
5．生练习书写，师巡视，提醒学生注意书写姿势。
6．指导学生自主评议。

（谢婷婷 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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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教学设计参考

＊ 认识 6种基本笔画：“ ”（横

撇）、“乚”（竖弯钩）、“ ”（横折弯钩）、

“ ”（横折）、“、”（点）、“ ”（竖弯）。

＊ 认真观察要求会写的字在

田字格中的占位，找出写好这些字应

该注意的关键之处。如：“七”字，横

不能写得太平，应稍斜。

＊ 提醒学生注意正确的写字

姿势，按笔顺规则写字。注意指导

“九”“四”的笔顺。“四”字是先里边，

后封口。

＊ 关注汉字娃娃的话，鼓励学

生“生字开花”，联系生活用生字组

词，丰富学生的词语积累。

（一）复习引入

1．昨天，小朋友和老师一块儿来到汉字城堡，学习了《十个数》，开火车和这些老朋

友打打招呼吧！（出示生字卡片认读）

2．今天，调皮的十个数又钻进了另一首古诗里。听老师读一读，猜一猜描写的是

什么。

（二）看图，读文识字

1．孩子们快看，图上画了什么？你猜对了吗。

2．借助拼音，自读课文。

3．在这首古诗中，还藏着一些戴帽子的汉字娃娃，把它们圈出来，多读几遍。

4．开火车读生字。

5．比赛读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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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6．去掉拼音读一读，尝试口头扩词。

7．生字娃娃又藏进了课文里，快去大声地读读课文。同桌互相听一听：生字的音

读准了吗？古诗读流利了吗？

8．比赛读、齐读。

9．教师简单讲述诗意：冬天，瑞雪漫天飘舞，白色的雪花飞入白色的芦花丛中，雪

花、芦花混在一块，难以分辨。

10．配乐诵读。

11．背诵。

（三）指导写字

1．认读生字。

2．认识基本笔画。

3．书空。

4．师范写，生观察汉字在田字格中的占位。

5．生练习书写，师巡视，提醒学生注意书写姿势。

6．指导学生自主评议。

（谢婷婷 潘佳佳）

参考资料

★ 田字格歌

田字格，四方方，写好汉字它来帮。

左上格、右上格，左下格、右下格，

横中线、竖中线，各个方位记心间。

★ 趣味汉字儿歌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

连缀成句，顿挫抑扬。书法字体，各具特长。

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

狂草奔放，凤舞龙翔。对联形式，汉字独创。

左右工整，能简能详。既便言志，又供观赏。

（汪竹柏）

★ 变换形式——玩中学

时常让孩子们“动一动”“演一演“，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激发学生的识字兴

趣。在教学中要不断变换教学方法进行识字。如：复习生字笔顺时，可以用对口令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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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戏——什么字怎么写，这个字这样写（学生说出这个字的笔顺及笔画名称）。复习组词，

可以用“找朋友”“词语开花”“摘苹果”等游戏。“动物找食”游戏：教师在黑板一边贴上食

物图片，每个食物中包含一个汉字，另一边贴上相对应的动物图片，让学生读出各种动

物的名称，再帮助它们找出自己喜欢的食物。

★ 作者简介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著名哲学家、诗人，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

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并称“北宋五子”。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

《梅花诗》等。本课的第一首诗即为邵雍所作，原诗题目为“山村咏怀”。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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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汉字

教学目标

1．观察图画，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产生对祖国文字的喜爱之情。

2．借助拼音读准字音，图文对照，感知字形，了解字义，体会象形字的特点。

3．认识 20个生字，能正确书写 12个字。掌握“ ”（竖折）、“ ”（横折钩）、“ ”（竖

钩）、“ ”（竖折折钩）4种基本笔画。

4．学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中体会“也”的用法。

教学准备

教师：（1）本课的生字卡片、教学挂图，有条件的可准备与文中自然景象相关的音乐

片断、录像带。（2）田字格黑板。

学生：观察日、月、山、水、火、树木、庄稼，画画马、牛、羊，了解有关知识。

教 材
简 析

象形字是用模拟事物形象的方法造出的字，其形与义浑然一体。课文出现的是

“日”“月”“山”“水”“火”“马”“牛”“羊”“木”“禾”这些简化了的、结构比较简单的象形字，

这样做意在使学生从识字伊始，就知道汉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每个汉字就是一幅有

趣的图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本课分为两组：第一组“日”“月”“山”“水”“火”属于自然景物，第二组“马”“牛”“羊”

“木”“禾”属于动植物类。教材中象形文字的演变图，把具体事物与象形字（甲骨文）、篆

体字、楷书并置，清楚显示出汉字由简单的具象图形抽象到今天明朗的线条的过程，提

供了一种形象化的情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字的

意思。学生通过观察不仅易于记住这个字的形状和表示的意思，感受到象形字的构字

特点，还可以体会到汉字的字体形象生动，富有自然的美感，从而对认识汉字产生浓厚

的兴趣。演变图后是一则韵文，易读易记。学生可以借助拼音，熟读韵文，了解意思，并

且在读中强化识字，完成识字目标。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词，巩固汉语拼音，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

92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解读与提示

＊ 让学生观察象形字与实物

有哪些相像的地方，了解汉字形与义

的联系。

＊ 演变图的第一列是图，第二

列是甲骨文，第三列是篆书，第四列

是楷体。

＊ 指导学生读好“地上（shɑng）”

中第二个字的轻声（生字栏里的注音

是原调）。读准翘舌音的字：“上”“山”

“水”“出”。

＊ “可同出”是说太阳与月亮

可以同时出现在天空中。对“不相

让”，可引导学生想象水、火相遇有

些什么变化来理解。学生能说出

“水能灭火”或“火可以把水烧干”等

就行了，不必过多讲解。

＊ 了解生字的意思。如：“日”

“月”不仅指太阳、月亮，还有表示时

间几月几日的意思，如六月一日、十

月一日。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

1．猜谜：

一个球，红彤彤，

西边落，东边出。

夜晚看不见，

白日晴天有。

2．课件出示“日”字的演变过程。

古人用一个像太阳的符号来表示“日”，经过演变，最后变成了咱们现在的字。这种

根据物体的形状、样子造出的汉字，就是象形字。

3．象形字生动形象，是汉字家族里有趣的成员。今天我们就去认识这样一些形象

的汉字。

4．齐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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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要充分利用田字格指

导学生写字。培养学生正确的执笔、

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教学

生学会 3种新笔画：“ ”（竖折）、“ ”

（横折钩）、“ ”（竖钩）。引导学生观察

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特别要注意观

察关键笔画的写法。如：“水”的第二

笔横撇要注意角度，右边的撇、捺两

笔，不要写成一笔。要注意对“山”

“水”笔顺的指导。

＊ “试一试”，旨在帮助学生丰

富词汇，最终达到发展语言与思维的

目的，可鼓励孩子积极尝试。

教学设计参考

（二）掌握字形，感受汉字形体美

1．出示“日”“月”“山”“水”“火”甲骨文或篆书的卡片。

猜一猜这些是什么字。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先和同桌的小伙伴说一说，再全

班交流。

2．出示“日”“月”“山”“水”“火”楷体字卡片。

四人小组的同学一块儿认一认这些字，读准字音，互相纠正。

请会认的小老师教大家读一读。

3．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根据物体的形状、样子造出的象形字。猜一猜它们是谁。

课件或卡片出示“人”“雨”“竹”的甲骨文或篆书。孩子们课外还可以去寻找，明天的语

文课上我们来交流你了解的形象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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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猜字游戏。

5．口头练习扩词、说话。

提示：有哪些水？去过哪些山？还喜欢哪些山？

（三）熟读课文，表现美

1．生字娃娃来到了儿歌中，快去读读儿歌，从中把生字走廊里的生字圈出来，拼

一拼。

2．大声地读儿歌，说说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3．交流、讨论。

4．齐读儿歌。

5．这首儿歌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你发现了吗？

6．对口令读。

（四）书写练习

1．开火车读生字。

2．认识基本笔画。

3．书空。

4．师范写，生观察汉字在田字格中的占位。

5．生练习书写汉字，师巡视，强调和督促学生的写字姿势。

6．指导学生自主评议：书写是否正确、规范。

（谢婷婷）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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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提醒学生注意“牛”不要读

成“liú”，“禾”读“hé”，不是“huó”，

“马”读三声。

＊ “禾苗”指的是庄稼的幼

苗。“马”“牛”“羊”是人们饲养的家

畜，可以借助图画或联系生活实际

认识这些动物、植物，并启发学生

简单说说它们的用途。如：马、牛

会拉车，会耕地，还可以乘骑;牛、羊

的肉和奶可以供人们食用;羊毛可

以纺成毛线，织成毛衣、毛毯等;马、

牛、羊的皮可以制皮革，做皮衣、皮

鞋等。

教学设计参考

（一）回忆旧知，导入新课

1．教师：上节课，我们一起到神奇的汉字王国欣赏了圆圆的太阳、弯弯的月亮，还

了解了汉字王国的一些秘密，认识了一些汉字娃娃，还记得它们吗？

出示上节课所学的汉字，复习巩固读音，全班齐读。

教师：这些汉字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的，我们称它们为“象形字”。

2．这节课，我们要到汉字王国去认识动物宝宝和植物宝宝，交到更多的象形字朋

友，比一比，看谁记得最快最准。

3．齐读课题。

（二）复习象形字的演变过程，学习新字

1．教师引导学生回忆上节课学习的象形字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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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学生试着用“也”说话。

＊ 要仔细观察字在田字格中

的位置，注意关键笔画的写法。认识

掌握基本笔画“ ”（竖折折钩），一笔

写成。

＊ 自主写字练习可采取竞赛

或游戏的形式进行。

教学设计参考

在学生已有学习经验的基础上，同桌合作学习，和小伙伴一起观察新的汉字娃娃的

演变过程。

2．同桌互相学习，教师巡视指导。

3．出示本课生字，教师带领学生认读，请小老师教读，开火车抽认生字。

4．交流：这些字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5．猜字游戏：只出示汉字的图案，学生猜一猜这是什么字。

6．生字娃娃开花：教师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对汉字进行扩词。

在扩词的过程中，鼓励学生一字扩多词。

教师出示补充的词语，全班齐读，指名读，开小火车读一读。

（三）学习课文

1．借助拼音自由朗读课文，齐读，教师正音，指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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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

教师指名学生说出自己了解的课文内容。

3．学习课文中“也”的用法。

齐读这句话，思考：为什么这里要用到一个“也”字？

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句子构成的规律。

拓展：你能用“也”说一句话吗？

4．再齐读课文，拍手读课文。

（四）指导生字书写

1．教师范写生字，学生一边跟着书空，一边仔细观察每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复习4种基本笔画。

3．学生描红、临写，教师提醒学生注意写字姿势，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五）总结

形象的汉字是我们到汉字王国了解的第一个秘密，以后，我们还要了解王国更多的

秘密，认识更多的汉字娃娃，学习更多的知识。

（谢婷婷）

参考资料

★ 汉字，是世界上最为古老和特殊的文字之一。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规律的认识。中国文字源于象形，象形与绘画分不开，它起

源于对自然物象的摹写，是用交错的线条画出来的。汉字充分摄取了自然美的精华。

这使中国文字一开始就具有了美与艺术的意味，使中国人在几千年间经常用一种审美

的态度去看待文字的书写，把文字的书写当做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来看待。象形字在

汉字总数中只占5%左右，然而它是其他几类汉字滋生的基础。在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

中，象形文字大都设置在低年级。象形字具有图形化和表意的特点，应尽量让学生体会

汉字的美与艺术的意味。

★ 有趣的汉字

山 “ ”像高高、尖尖的皇冠，表示是一座座山峰，这就是古人写的“山”字。现在

的“山”字简单多了，每一竖代表一座山峰，中间那座山峰比旁边的高，代表一山更比一

山高。

月 古代的“月”字“ ”，就像半块饼干，还像一片橘子，又像弯弯的月亮。在每年

中秋节，可以看到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月亮和地球都是圆圆的。

水 “ ”是古代的“水”字，就像一条弯弯的小溪，小水珠不时地从溪流中蹦出来。

火 古代周口店的先民就使用火了，用“ ”表示火。今天的“火”字还有许多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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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火的用途可大了，但一定要安全用火。

日 “日”指太阳，我们的祖先写“日”字就是在圆圈当中点一点“ ”，像不像太阳？

后来，人们根据汉字的方形结构把“ ”写成“日”字。

马 “ ”在古代用来表示这是一匹马，有长长的脸，长长的鬃毛。马跑得很快，但

写“马”字却费劲，有时还少了笔画。现根据字的演变，不用画马头和马尾了，写“马”就

快多了。

木 古人根据树的形状，用“ ”表示“木”，它像一棵树，还有树干、树枝和树叶。把

树砍去树枝就变成了木头。木头的用处可大了，可不能乱砍呀！

牛 “ ”，很早就被人们用来表示一头牛，尖尖的牛鼻子，弯弯的牛角，它的脾气挺

野的。这头牛总爱去顶顶撞撞，人们称“顶牛”。有时还到处乱吼，人们称“吹牛”。

田 古人写的“ ”字就是指农田，这个字有许多方块，后来人们怕麻烦，就写成了

现在的“田”字。

★ 象形字举例

人体类：人、手、口、舌、足、耳、目、女；

自然类：日、月、山、川、雨、鸟、龙、虎、鹿；

植物类：禾、木、竹；

器物类：舟、刀、车、戈、斤、门、弓、几。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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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器 官

教学目标

1．能借助拼音自学汉字，识记本课生字，学习规范地书写，掌握新出现的基本笔画

和常用的部件。

2．能对感兴趣的内容提出问题，在相互交流中了解口、耳、目、牙、舌、鼻的作用，初

步具有保护器官的意识。

教学准备

教师：（1）有条件的可先组织学生观看有关保护器官的科教片。（2）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挂图。（3）根据现有的条件，设计相关的教学课件。

学生：了解人体各个器官的作用，以及简单的保护方法。

教 材
简 析

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世界……也应该学会爱自己，学习保

护自己的身体，爱护各个器官。

本课是一篇以人体器官为主题的看图识字。出现的都是人体头部的器官，学生

通过看图或看实物，可以进一步认识面部器官，了解口、耳、目、牙、舌、鼻这几个器官

的基本作用。

识字要从孩子熟悉的事物开始，口、耳、目、牙、舌、鼻正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事物。有

了这样的基础，学生认识汉字的兴趣更浓，学习起来也更容易。以认面部器官为契机，

还可发散到认识与人体其他部位相关的字，如“头”“手”“脚”等，拓展学习空间，使学生

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在指导孩子们书写时，要注意一些易错的笔画，比如“牙”的第一画是横，不是撇，

“舌”的第一画是撇，不是横。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词。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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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目”就是眼睛。让学生通

过读课文和联系生活实际，知道这些

器官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注意

保护它们，了解基本的保护方法。

＊ “说”“听”“视”“咬”“尝”

“闻”，朗读时可把这几个词稍读重一

些，以突出人体器官的不同作用。“口

说”“耳听”“目视”“牙咬”“舌尝”“鼻

闻”是主谓词组，说明这六个面部器官

的作用。

＊ 要求借助拼音反复读课文，

用“开火车”“当小老师”“找朋友”“摘

苹果”等多种游戏形式记住字音。

教学设计参考

（一）猜谜语，引入新课

1．孩子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个谜语，赶紧来猜猜吧！（读谜语，

学生猜谜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器官。

2．引入：孩子们，说到这几个器官，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你们知道它们各自的作用

吗？知道如何对待它们吗？请孩子们齐读课题：保护器官。

（二）借助拼音，随文识字，了解作用

1．“猜器官”：孩子们，老师这里有 6个字母，请你猜一猜：每个字母背后藏着哪个

器官？

2．相机认读生字，了解作用。（以“口”为例）

（1）孩子猜对就出示“口”的图片，谁能用一个字来表示这个器官？（口）谁知道它最

大的作用是什么？也用一个字来表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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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学生用生字口头组词

的兴趣，如学生出错，教师应及时

纠正。

＊ 观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分析笔画的安排分布，同时复习学过

的基本笔画。注意：“牙”字的第二笔

是“ ”（竖折）。

＊ 了解学生自写自评的情况，

并结合书写指导加以引导。

＊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能

说多少算多少。

结合本课的学习，鼓励学生联系

生活实际，互相交流怎样保护人体器

官。可以扩展开去，不要局限于只说

眼睛。

教学设计参考

（2）认读“说”，注意读准翘舌音。

3．出示文中6个器官的作用。

（1）用合适的方式读一读。

（2）扩词：我们来给它们找找词语朋友吧。

4．读句子，说保护。

（1）出示文中的句子，选择合适的方式读熟。

（2）说一说：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

请学生自由表达，老师相机引导孩子重点说说“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完成课后的

“口语交际”。（认真做眼操；不用脏手揉眼睛；不长时间使用电脑、电视；写字、读书保持

正确的姿势，做到“三个一”；不要触碰别人的眼睛；不戴别人的眼镜；等等）

102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三）巩固识字，指导写字

1．在游戏中巩固识字。

老师快速出示本课生字，学生快速地读出来，注意正确性。

2．出示本课要求书写的生字：人、牙、耳、口、目、舌。重点指导。

想一想：昨天预习时，你觉得哪个字最容易写错？

3．老师示范，学生书空，再描红。

4．老师巡视，展示后评价，学生再书写。

5．学生自主完成剩余的生字。

（四）小结

1．老师根据这六个器官的作用，自编一首儿歌，边读边出示面部器官图。（拼成一

幅人像图）

2．结合“聪”字，揭示器官的重要。

（凌雯）

参考资料

★ 谜 语

左一片，右一片，

隔座山头不见面，

猜不着听几遍。

（耳）

兄弟生来三十多，

先生弟弟后生哥，

平常事情弟弟办，

大事一来请哥哥。

（牙齿）

无底洞里造座桥，

一头着地一头摇;
百样东西桥上过，

一过桥头无处找。

（舌头）

上边毛，下边毛，

中间一颗黑葡萄，

猜不着，你就对我瞧一瞧。

（眼）

左一孔，右一孔，

是香是臭它都懂。

（鼻）

红门楼，白瓦屋，

红孩儿，打赤膊。

（口）

★ 汉字的故事

口 “ ”是古人写的“口”字。如果把“口”写歪了，就吃不好东西，也说不好话了，

所以现在的“口”字写得规规矩矩、四四方方。

舌 古代郎中看病，先观舌苔。古人写的“ ”字，上面是舌头，下面是嘴。后来变成

了“舌”字。

★ 保护眼睛两法

（1）眼睛喜凉怕热，遇到心火、肝火过盛，就会长眼垢、发干、红肿，甚至充血。经常

用流动的凉水洗脸可减少眼睛疾病，保护视力，增强眼睛对疾病的抵抗力。尤其对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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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红、发干、视物不清、沙眼等病的人更有帮助。

（2）实践表明，用茶水熏眼对保护眼睛、恢复视力有极大的帮助。方法是：把一杯刚

刚沏好的茶水放在桌上，眼睛似睁非睁地放在杯口上，同时用手捂住杯口，以防热气过

快散失；过热无法忍受时可稍事休息，但熏的时间一定要保证在10分钟左右，并要经常

坚持做，每天至少一次。

★ 器官简介

眼：眼是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之一，也是最能让人感受到其不适或病变的感觉器

官。如果眼有疾病的话，将对视觉有很大的影响。表现为视力下降，视物变形、变色、

变小。

耳：耳由外耳、中耳、内耳三部分构成。

鼻：是呼吸道的起始部分，能净化吸入的空气并调节其温度和湿度。它是最重要的

嗅觉器官，还可辅助发音。

舌是参与发音、协助咀嚼、感受味觉和吞咽等功能的重要器官，舌又是观察某些疾

病的重要窗口。

牙：人的一生共有两副牙齿，要进行乳、恒牙的交替。

★ 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2000年2月29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确定每年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

★ 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1996年，国家卫生部、教委、团中央、中残联等12个

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重新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

国爱眼日”。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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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蔬菜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识本课生字，会按正确的笔顺书写“大”“小”“心”“瓜”

“白”“米”；培养正确、良好的读写姿势。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文中介绍的粮食和蔬菜；拓展了解生活中常见的另外一些粮食和蔬菜，知

道两者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

4．懂得粮食和蔬菜都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应该珍惜，不能挑食、浪费。

教学准备

教师：（1）课前组织学生到农村、菜市场、粮店或超市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认识

蔬菜和粮食的一些实物。（2）准备本课生字词语卡片，少量大米、玉米等粮食和扁豆等

蔬菜。

学生：准备少量蔬菜实物。

教 材
简 析

收获的季节到了，粮食丰收了，大豆、玉米、小麦、稻谷装满粮仓……菜地里豆角挂

枝梢，白菜绿油油，黄瓜嫩生生，农民伯伯笑哈哈……

粮食和蔬菜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天天和孩子们见面，以此为主题的归

类识字，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生活中哪些是粮食，哪些是蔬菜，让孩子在兴趣盎然的读读

玩玩中达到识字目的。

教材给常见的几种粮食、蔬菜配的图画，能充分唤起学生对实物的想象。图画下

面的句子能帮助学生感知分类，了解粮食和蔬菜，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粮食和蔬菜与我

们息息相关。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认识常见的粮食、蔬菜。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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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一定要留足时间让学生读

书，用指导朗读的方式代替繁杂的

分析。

＊ 理解词语“都是”，并练习用

“都是”说话。

＊ 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句

子，读准字音。教师重点指导学生读

准以下字音：“食”（shi），是翘舌音，在

词语“粮食”中“食”读轻声;“卜”（bo）
读轻声。

＊ 鼓励学生用生字口头组词

语，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

＊ 可以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展

示粮食、蔬菜的样子，有条件的学校

可组织学生实地观察。

教学设计参考

（一）看图激趣，导入新课

⒈（屏幕显示课文中的粮食和蔬菜图）问：小朋友们，这些粮食和蔬菜你们都认

识吗？

学生回答后，教师追问：你们分得清图画上哪些是粮食，哪些是蔬菜吗？

⒉请小朋友看看书上的图画，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读通课文，认一认课文介绍

的三种粮食和蔬菜。

（二）再读课文，掌握生字词

⒈小朋友再读读课文，用铅笔圈出“学学写写”中的生字，并拼读它们的音节，把字

音读准。

⒉教师出示生字卡片，检查认读情况。注意强调“心”是前鼻韵音节。

⒊利用生字卡片，再进行去掉音节的认读。认读时，可用不同形式进行，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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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都是”说话，“都是”前

面有两种事物即可，不一定限定在

三种。

＊ 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

习惯。重点指导“瓜”字的书写。认

识新笔画“ ”（竖提）。

＊ 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所

写的字。

＊ “试一试”由学生自主完成。

教学设计参考

读、“开火车”读、抢读、“一字开花”读、同桌互相认读等。

⒋写字指导。教师可选取“瓜”字为详细指导的例子，引导学生观察“瓜”字在田字

格中的占位情况，指导学生在田字格里进行书写。其余的“大”“小”“心”“白”“米”可放

手让学生自己观察它们在田字格中的占位后进行书写。教师要有意识训练学生说出笔

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如：“小”字的竖钩位于田字格的竖中线上等。

⒌学生写字时，教师要强调正确的写字姿势要求，做到“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

远，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桌沿一拳远。”

⒍学生描红后，可试着写一个生字。教师巡视后，利用投影仪进行展示，让学生评

一评，提醒每个字在书写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地方，再继续完成写字。

（三）朗读课文，拓展认识

⒈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后，说说自己在生活中还认识哪些粮食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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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教师利用屏幕显示生活中常见的粮食和蔬菜，学生不认识的教师可以告知其名

字，然后与学生一起认读。

⒊教师可将“粮食和蔬菜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生活中我们不能挑食，不能浪

费粮食和蔬菜”的道理在拓展认识中自然地告知学生。

⒋教读儿歌。

蔬菜的功用

紫茄祛风通脉络，大蒜抑制肠胃炎，

番茄补血驻容颜，白菜利尿排毒素，

黄瓜减肥有成效，莲藕除烦解酒妙，

菜花常吃癌症少，韭菜补肾暖膝腰，

瓜豆消肿又利尿，芹菜能降血压高。

（四）复习巩固，提升能力

⒈口头组词，能写的写下来。

大（ ） （ ） 小（ ） （ ） 心（ ） （ ）

瓜（ ） （ ） 白（ ） （ ） 米（ ） （ ）

⒉照样子说一说，注意用上“都是”这个词语。

例句：黄瓜、白萝卜、卷心菜都是
··

蔬菜。

（余萍）

参考资料

★ 粮食指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

★ 蔬菜指可以做菜吃的草本植物，其中以十字花科和葫芦科的植物居多。如：油

菜、冬瓜、丝瓜等。

★ 世界粮食日：是世界性节日。1979年11月，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第二十届

大会上做出决定，每年的10月16日为世界粮食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人口

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不断减少，70年代，更由于气候异常，造成粮食普遍歉收，再加

上一些大国抢购粮食，导致了世界性粮食危机，使世界5亿多人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婴

儿死亡率也不断升高，是发达国家的5～8倍。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要求各会员国，在

每年的10月16日举行各种活动，以唤起人们注意当前存在的粮食问题，鼓励各国人民

努力发展生产，促进各国间团结协作，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斗争。

★ 蔬菜包括多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蔬菜有新鲜的和经保藏法处理的，例如冻藏、

罐藏或腌制的蔬菜。蔬菜一般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胡萝卜素、叶酸、维生素C、

维生素E等，它们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免受病菌感染及抵抗疾病。

蔬菜的种类：

叶菜类；花、芽及茎类；种子及豆荚类；瓜果类；根茎、球茎及块茎类；菌藻类；坚果及

干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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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具 朋 友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铅、笔、长、有、刀、书、包、肚、课、本；会写6个生字：刀、文、

长、本、皮、有；认识新笔画“ ”（横钩）。

2．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看图、朗读，了解课文的意思，积累与文具相关的词语。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文具图片、教学课件。

学生：准备好第二天学习所需要的文具，并说出它们的名字。

教 材
简 析

本课以儿歌的形式呈现，有四小节，四幅插图，分别介绍了铅笔、橡皮、卷笔刀和书

包的作用，帮助一年级学生理解文具的意思，认识铅笔、橡皮、卷笔刀、书包都是文具，与

我们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在读儿歌、看图中识记本课生字。本课的编排基于学生已

有的生活经验与学习经历，学生识字写字、积累词语、朗读课文都能与生活实践建立直

接联系，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体现了语用的意识。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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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了解文具的意思：学生通过

看图片、朗读课文、联系生活实际就能

知道铅笔、卷笔刀、书包、橡皮等都是

文具，能理解文具的意思，知道文具与

我们的学习联系紧密，引导学生养成

准备好文具的习惯。

＊ 识字：要引导学生继续巩固

汉语拼音，正确拼读生字音节：“笔”

“有”“本”是三声（调值214）），学生容

易读错，教师要注意示范、正音；“长”

“书”是翘舌音；“铅”是三拼音节，注意

引导学生拼读自然，发音流畅。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游戏激趣，引入新课

1．师开课：玩游戏，认识朋友。师出示准备好的纸盒，内装几支铅笔，抽一名学生

摸一摸，猜一猜是什么。

2．师相机出示词语“铅笔”，出示“铅”“笔”生字卡片，引导生拼读、齐读。

（二）看图识字，认识文具

1．师课件出示文具图片：橡皮、卷笔刀、书包。生说文具名，师出示词语。

2．师出示相关的生字卡片：刀、书、包、皮。抽学生拼读，正音，齐读。

3．师揭示课题：文具朋友。生齐读课题。小结：铅笔、橡皮、卷笔刀、书包都是我们

的文具朋友。

（三）朗读课文，随文识字

1．出示课件，提出读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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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教师示范朗读，引导学

生正确、流利地朗读，感知词语、句子

的节奏。

＊ 写字：“文”“皮”是复现的生

字，在汉语拼音部分学过；“长”“ 皮”

的笔顺是难点。在田字格里正确地书

写汉字，引导学生观察笔画的长短、占

位。“有”字是会意字，书写时注意“月”

字的撇画变成竖画。

＊ 识记生字要注意借助词语、

图片、实物等复现生字，引导生初步感

知汉字音形义的联系。

“综合性学习”引导学生在生活

中识字，将语文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

起来，让学生感知语文学习是生活的

需要，学会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教学设计参考

（1）小声拼读课文三遍，读准字音。

（2）用铅笔圈出生字娃娃，一边圈一边读生字。

2．生自由拼读课文、生字。师巡视，了解学情，个别辅导学生。师出示生字卡片，

抽读，将卡片交给部分学生保管。

3．抽生分小节朗读课文，师注意正音或示范朗读。学生出示生字卡片，教读。

4．师出示词语卡片，引导生读读记记。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同桌相互检查认读生字情况。集体交流，由学生提醒要注意哪些生字的读音。

师抽读生字。

2．师出示图片或做动作，学生猜生字：刀、皮、文、本、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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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出示要写的6个生字，学生借助课后第3题了解生字的笔画笔顺，师强调“长”

“皮”的笔顺。认识新笔画横钩。

4．引导学生观察田字格里的生字，交流书写时应注意的地方，如笔画长短、占位

等，引导学生关注关键笔画的书写。教师示范书写“长”“皮”“有”。师生共同评价学生

写字作业，学生再次书写生字。

（五）综合实践，拓展识字

1．总结：今天认识了哪些文具朋友？你还有哪些文具朋友？认识这些文具朋友的

名字吗？

2．朋友越多越快乐，教师出示综合性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识字。

（陈志平）

参考资料

★ 有：会意。金文字形，从又（手）持肉，意思是手中有物。本义：具有，与“无”相对。

刀：象形。小篆字形，象刀形。汉字部首之一。本义：古代兵器名。

文：象形。甲骨文字形，象纹理纵横交错形。“文”是汉字的一个部首。本义：花

纹；纹理。

长：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人披长发之形，以具体表抽象，表示长短的“长”。本义：

两点距离大。

本：指事。小篆字形，从“木”，下面的一横是加上的符号，指明树根之所在。本义：

草木的根或靠根的茎干。

皮：会意。金文字形上面是个口，表示兽的头；一竖表示身体；右边半圆表示已被揭

起的皮；右下表手。“皮”是汉字部首之一。本义：用手剥兽皮。

★ 课本：学习一个学科的教材；教科书。

文具：读书写字所用的器具。传统的如纸、墨、笔、砚等。学生文具涵盖范围甚广，

包括文具盒、笔袋、铅笔擦、卷笔刀、书包、裁纸刀、学生剪刀、多彩泥、学生用尺、学生组

合文具、涂改制品、墨水、胶水、固体胶、学生算盘、书写工具、水彩笔、油画棒等学习日常

用品，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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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操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正确书写6个生字，感受汉字的形体美，认识新笔画“ ”

（撇折）、“ ”（提）。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初步感知方位。

3．激发学生识别方向的兴趣，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1）在有太阳的早上把学生带出教室，面向太阳站好，确定学校的东方、南方、

西方、北方。（2）教学课件、生字卡片。

学生：生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是一篇文字活泼、富有童趣的韵文。青青的草地，红红的太阳，可爱的小朋

友，课文向大家展示了一幅美丽而充满生机的画面。太阳不但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温

暖，还能帮助我们识别方向，多么有趣！短文先交代了小朋友做操的时间，接着写如何

辨认方向，最后写怎样做早操。课文把识别方向的方法巧妙地融入小朋友们最熟悉的

做操活动中，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教学时可通过游戏、实践活动和动作表演让学生

初步认识方向。

本课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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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让学生在实践中领会“面

向”就是脸对着的意思，“初升”指刚

刚升起。

＊ 借助动作表演和游戏指导

学生初步认识方向，知道“东”“南”

“西”“北”“前”“后”“左”“右”都是表

示方位的词语。

＊ 课文内容及插图都能让学

生感受到做操的愉悦，可借此引导学

生要积极参加锻炼，坚持锻炼，这样

身体才能长得好，促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习惯。

＊ 识字教学：提醒学生注意

“做”“早”“左”是平舌音，“南”的声母

是n，“北”的韵母是ei，可采用认读生

字卡片、小老师教读、“找朋友”归类

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认读生字，调动学

生识字的主动性。“早”的上面是一个

“日”，太阳在早上升起，可让学生联

系生活实际记住“早”字。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景，谜语导入

1．猜谜语导入新课。

谜语：“有位老公公，满脸红彤彤，天天早早起，按时来上班。”学生猜谜（谜底：太

阳）。（学生猜出谜底后老师在黑板上画出太阳。）

2．老师提问：孩子们，有一群小朋友每天看到太阳升起时都喜欢做一件事，是什么

事呢？大家看图（书中的插图）——做操。

3．小老师教读“做”“做操”。

4．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板书课题“做操”于已画的“太阳”中）。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借助拼音朗读课文，读准字音，遇到困难请教老师和同学。老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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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指导：本课节奏鲜明，

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先让学生小

声自读，初步理解“面向”“初升”的意

思;再在老师指导下读正确、流利，借

助动作表演认识方向;最后在熟读的

基础上试着背诵。

＊ 让学生观察字在田字格中

的位置，特别注意关键笔画。注意新

笔画“ ”（撇折）、“ ”（提）。“后”的

第一笔是撇，不是横。

＊ 让学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说说自己的前后左右各是谁，以此找

到相对的方向，积累反义词。

＊ “试一试”鼓励学生自主练习。

教学设计参考

2．拼读课后生字，有困难主动请教，不熟的反复读，读到熟练为止。

3．读课文，检查。

4．看看图，这首儿歌写的什么？

（三）读文识字

1．（出示生字卡片）课文中生字娃娃看到大家学得很认真，跑出来和大家见面了，我

们来认识它们吧。

（1）出示生字卡片“做、早、左、升”，请学生拼读。说说读这些生字娃娃时要注意

什么。

（强调“升”是翘舌音）

（2）全班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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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示生字卡片“前、东、后、北、右、南”，请学生拼读。读这几个生字娃娃要注

意什么？（“前”是前鼻韵母，“东”是后鼻韵母，“南”是鼻音）

（4）全班拼读。

（5）开火车读生字，齐读生字。

2．“找朋友”。

（1）刚才我们认识的生字娃娃要找朋友一起做操了，谁能帮它们找找朋友？我们先

来认识它们的名字。

（2）做找朋友扩词的游戏。

（四）在观察中学习方位词

1．图文对照，引导学生观察插图，在图中指出东、西、南、北方位，相互交流，说说理

由。（相机板书方位词）

2．做方位游戏：师喊口令，让学生练习向左（右、后）转，再说说自己前、后、左、右各

是哪些同学，向后转再看看自己前、后、左、右各是哪些同学。

3．想一想：傍晚时，我们面向太阳，前面是什么方向?（西方）

（五）指导书写

1．教读儿歌，提问：课文中的小朋友都在什么时候做操呢？（早上）

2．谁来读读这个生字，给它找找朋友？

3．“早”这个字在古时候是这么写的： 。

4．大家看这“ ”像什么？（像一棵小草）

5．我们祖先写的“早”字，“日”（太阳）+“屮”（小草），表示草木沐浴在朝阳中的时

候。现在我们把它写成“早”。

6．汉字这么趣，我们来写写吧！要想写好字，得按顺序写。先横后竖，先撇后捺，

从上写到下，从左写到右。顺序记得牢，写字写得好。

7．出示笔画卡片，写基本笔画。

8．小朋友们要想写好字，我们一看笔顺，二看生字“早”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9．教师示范写，学生练习，教师巡视。还记得学写汉字的步骤吗？（一看笔顺，二看

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10．在“早”中我们特别注意了横折这个笔画。下面我们要写的生字娃娃也有这个

笔画，是哪个字呢？（后）

11．我们写字的笔顺还记得吗？（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写到下，从左写到右）

12．观察笔顺，再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13．教师示范写，学生练习，教师巡视。

14．生看教师板书，读笔顺歌。

15．练习书写“西”，（这个生字娃娃的一个笔画和今天我们强调的笔画横折有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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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只是折画变折勾，叫做“横折勾”，小朋友们可别弄错了）。

16．按照一看笔顺，二看生字在田字格中位置的方法，学写“天”“东”“北”。

参考资料

★ 利用自然景物辨别方向的几种方法：

1．中午时看太阳，因为正午太阳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2．黑夜有北极星出现的方向是北方。

3．阴雨天时要观察大树，记清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4．下雪时要看地上的积雪，因为南面朝阳积雪化得快，北面背阴积雪化得慢。

★ 儿歌

小星星

小星星，亮晶晶，

好像猫儿眨眼睛，

东一颗，西一颗，

东南西北数不清。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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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二）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汉语拼音，掌握所学的基本笔画。

2．复习要求学会的字，积累词语。

3．能在阅读短文、儿歌的练习中，开动脑筋识字、扩词，提高学习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相关的教学课件、教学挂图。

学生：了解日历。

教 材
简 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以掌握所学的基本笔画，了解汉字文化，复习要求学会的字，积

累词语为主要内容。“温故知新”引导孩子们根据象形字的特点认识汉字“人”“田”“鱼”

“鸟”“竹”，让孩子们知道象形字的特点，感受每一个汉字就是一幅形象的图画，感受汉

字美，感受我们祖先的智慧。“读读数数”利用拳头巧妙记忆月大月小。“读读玩玩”在一

问一答的游戏中，练习组词扩展训练。“自主识字园地”重在激励学生主动识字、乐于识

字的愿望。这些内容，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促进学生开动脑筋，使学习与生

活实践相结合，养成正确、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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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仔细观察，发现字和实物图

之间的关系，从而利用象形字的特点

识字。

＊ 学生能说出笔画名称即可。

写的要求可视学生情况而定，可以抄

写、听写，也可以出示拼音名称，让学

生拼拼写写。

＊ 提供的词语都是由前面学过

的字组成的。可以让学生自读、复习、

巩固，并有意识地积累词汇。教学时，

不要进行逐词解释。主要让学生读，

学生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能记住

多少就记多少。重点是复习巩固学过

的汉字。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引入

孩子们，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学习，相信你们已经和不少汉字娃娃成了好朋友，高

兴吗？今天，汉字娃娃们又来了！

（二）温故而知新

1．出示“人”“田”“鱼”“鸟”“竹”的甲骨文或金文。

孩子们，这几个也是汉字娃娃，你们认识吗？

2．学生自由表达。

3．老师结合孩子们的回答，相机出示匹配的图片。（老师引导：咱们的老祖宗就是

从这些实物中得到启发，发明了汉字。）

4．出示这几个汉字的楷书，引导孩子回忆笔画：“丿”（撇）、“ ”（捺）、“ ”（横折

钩）、“ ”（横撇）、“ ”（竖折折钩）、“ ”（竖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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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轻松学语文，在读读

玩玩之中感受语文的趣味，可以同桌

为一组，或自寻伙伴读读玩玩，或以

做游戏的方式读读。

＊ 启发学生自己创造，说出更

多的内容。

如：什么塔？电视塔。

什么电？发电。

什么发？出发。

什么出？日出。

什么日？红日。

什么红？花红。

什么花？鲜花。

什么鲜？……

教学设计参考

5．你还认识它们吗？

出示“看看说说”里的笔画，引导孩子们回忆，说一说笔画的名称。

（三）自主识字

过渡：孩子们，汉字娃娃跑到了星星上，我们去看看都有哪些汉字娃娃吧！

1．老师出示一个汉字，孩子们口头回答。

认识它的，赶紧在它旁边画个“√”，我们继续！

2．孩子们，现在数数你有几个“√”，把它填在下面的括号里吧！

3．鼓励：请举起你的小手，大声地告诉我你认识几个。不认识的，也不要着急，下

课后可以问问老师或者同学，相信你很快就会和它们成为朋友了。

4．“你还认识我吗”。

孩子们，这些词语你还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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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种游戏，既复习了本

单元所学的十个数，又帮助学生记忆

一年中哪些月大、哪些月小。教师可

以示范，带领学生左手握拳，用右手食

指，按照图示的顺序，边读边指。

＊ 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也是学生展示自己识字才能的舞

台。可以利用图激趣：看谁望见的星

星多？

＊ 注意给学生自主的空间，学

生认多少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自主

学习的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学设计参考

（1）学生自由读读书上的词语，想想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

（2）用多种形式读一读。

（3）口头说一说AABB式的词语。

（四）轻松一下

1．“读读数数”。

（1）学生自由地读读。

（2）请学生根据昨天的预习，说说这里的“大”“平”“小”分别指的是什么。

（3）请学生读一读。

（4）伸出拳头，师生一起边指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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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读玩玩”

（1）学生借助拼音，自个儿读儿歌。

（2）与同桌读一读。

（3）指导学生读出问答的语气。

（4）分男、女问答读。

（5）分大组读。

（6）拍着手，师生一起读。

参考资料

★ 汉字的笔画

笔画是汉字书写时不间断地一次连续写成的一个线条，它是汉字的最小构成单

位。按楷书标准，汉字有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ㄱ）五种主笔形。其中横、

竖、撇、点可细分为9种附笔形，9种附笔形即为平笔笔画，与折搭配产生折笔笔画，二者

共约四十种笔画。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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