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单元

单元说明

本单元由5课“识字”和1个“积累与运用”组成。这5课识字都是在熟字的基础上，

以加、减、组合、重叠、拆分的形式来进行归类。本组教材选择的内容具有启发性，有利

于学生在探究中学习。

首先在课题上直接点明了每课中汉字的构字规律，为学生自主识字提供了具有启

发性的学习方法。

其次在课文的内容上，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选择了一年级学生较

为熟悉的汉字，并由这些汉字引出多种变化，用有趣的现象来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

趣，引起学生主动探究汉字构字规律的愿望。

最后课文以通俗易懂、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短句，对本课汉字的构字规律进行归

纳与提升，使识字方法更加明确，利于学生掌握和运用。

设计综合性学习“汉字娃娃找朋友”，目的在于启发学生运用汉字的构字规律识记

汉字，从而复习所掌握的汉字，培养学习的兴趣和动脑探究问题的习惯。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构字规律，初步感知汉字构字规律的有趣、神奇，激

发学生喜爱学习汉字的情感，产生主动学习汉字的愿望；并试着利用这种规律自己主动

识字，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独立识字的能力；要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了解

课文中字、词、句的意思，通过扩词、口头造句等形式，对所学的字、词的意思有初步的了

解，并注意积累词语；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本单元的重点是识字，感知汉字的构字规律。

我的单元

安排

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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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加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在了解汉字构字规律的过程中，感受学习汉

字的趣味。

2．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感

知汉字的美。

教学准备

学生：自己动手做活动的生字卡片。

教师：本课的生字卡片，词语卡片，以及相关的图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熟字加笔画组成的新字，新字后面是它的扩词，这

些词语有助于学生巩固识字、了解字义。这个部分又根据所加笔画的位置不同，分成了

三个板块：一是在“日”字的下面加一横，变成“旦”字；二是在“火”字的上边加一横变成

“灭”；三是在“又”字的中间加点，变成“叉”字。第二部分是两个短句，展现学习汉字的

趣味，以及这一课新字的构字规律，那就是加一笔成新字。

本课的生字都是在学过的独体字的基础上加一笔组成新字，这些新字与熟字字形

相近，可是读音和意思完全不同，要特别注意区别。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记生字。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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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借助拼音，熟读课文。读中

体会加一加成新字的规律，启发学生

思考用加一加的方法，还可以变成哪

些新字。

＊ 元旦，中国节日，即世界多

数国家通称的“新年”，是公历新年开

始的第一天。

＊ “叉”属于十八般兵器之

列，和枪一样是以刺为主，不同的是

叉的杀伤范围大，有制约敌方武器

的效果。

＊ 通过图片认识“灭火器材”

“刀叉”“电力叉车”等。

＊ 儿歌：熟读成诵，举例说一

说“加一加”成新字的构字方法。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导入，初步感知字形

1．孩子们，今天我们的课堂上来了三个老朋友，跟它们打打招呼吧！

读：日、火、又。

教师：这三个老朋友带来了一个小魔术，这个小魔术就叫“加一加”。

2．板书课题，读课题。

3．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老朋友变的小魔术吧。板书“日、火、又”加一画变成的新字

“旦、灭、叉”。

（二）拼读课文，自主识字

老朋友变出的新朋友究竟叫什么名字呢？请孩子们打开课本读读吧。

1．学生自主学习，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读完后画出生字，反复拼读。

2．分小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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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仔细观察，看看加前的字

和加后的字有什么区别。

＊ 鼓励用多种加一加的方法，

新字变得越多越好，不受已学过生字

的限制。

＊ 有部分学生容易将“厂”的

第一画写成平撇，教师要注意提醒。

“电”中间竖弯钩要靠着竖中线写。

“工”和“车”的竖要写在竖中线上。

注意“车”单独成字时的笔顺和作为

偏旁时的笔顺有所不同。

＊ 学生自主完成此题，鼓励多

识字，并用加一加的方法认识更多的

新字。

教学设计参考

（1）借助拼音读课文，认读画出的生字。

（2）口头组词。

3．检查交流。

（1）视频展示带音节的生字，抽学生读，小组开火车认读。

（2）展示去掉音节的生字，抢读，男、女生分别读。

（3）学生口头组词。

（三）质疑读文，掌握字音字义

只加一笔，字就变成了读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它们的意思相同吗?
1．小组讨论交流书上词语的意思，抽一名学生起来汇报，教师适时点拨。

2．简介元旦：元旦，也被称为“公历新年”，是指现行公历的1月1日。

3．多媒体展示“灭火器材”“刀叉”“电力叉车”的图片。

4．引导学生用“消灭”说一句话。（如：青蛙是消灭害虫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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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朗读短文，明确构字规律

1．小结方法：一个汉字加上一笔就变出了形不同、音不同、义不同的新汉字，大家

觉得“加一加”的汉字魔术有趣吗?齐读书上短句。

2．学了这课，你们知道本课的生字是怎样来的吗?引导学生说出构字规律。

3．读短文，配上动作，边拍手边朗读短文。

（五）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下面我们还要学会正确书写这6个字。

1．多媒体展示：厂、力、工、元、车、电。让学生欣赏汉字的形体美。

2．多媒体展示这6个生字的笔顺，提出要求：专心看，看谁能最先记住这6个生字

的写法。

3．合作学习：讨论怎样记住这6个生字?把你记住的字在小组内说一说，培养学生

积极参与、主动学习的意识。

4．抽学生说：你觉得哪个字最难记?请小老师解答。

5．汉字朋友都很美，我们要尽量把它们写漂亮，让学生通过自己观察，说出这6个

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媒体展示重点笔画：“厂”第一画是横，“工”“车”的竖写在竖中

线上。

6．想试一试吗?看书上的“学学写写”，每个字描一个，写一个。

7．写完后比一比，在最好的字下画“☆”，师生共同赏评。

8．自主练字：把你想写的字再写写，培养自主写字的兴趣。

（六）拓展延伸，迁移识字方法

1．孩子们学得真好，写得也很好。下面，我们用“加一加”的构字方法，来做加一笔

成新字的游戏，板书“日”“木”“人”，学生完成教材课后练习第二题。

2．总结：汉字很有趣，加一笔就成新字。

（陈方祺）

参考资料

★ 加一笔成新字

木—本 禾 术 未 末

大—天 太 夭 夫 犬

日—白 田 目 申 旧 电 甲 由 旦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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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一 减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

2．在学习生字的过程中，自主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律——在熟字的基础上减笔

画，可变成新字，提高自学生字的能力。感受汉字构字规律的奇妙，喜爱祖国的文字。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感受汉字的美。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学生：自制一套活动的卡片（新字和熟字要减去的笔画）。

教 材
简 析

本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熟悉的汉字“午”“玉”“子”等基本字，减掉其中的

笔画，由此引出 3个新字。在这个过程中，清楚地向学生展示了汉字的又一构字规律

——减一减成新字。熟字减去一笔，组成新字，新字后面是它的扩词，这样安排有利于

加深学生对字义的理解。第二部分是两个简洁明快、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短句，点出

了汉字的神奇以及这一课新字的构字特点，那就是“减一笔成新字”。

由于本课的生字“干”“王”“了”是在熟字的基础上减一减成的新字，熟字和新字

在字形上相差甚微，因此区分它们的字形，通过组词弄清新字的字义就成为了本课

的难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认写生字。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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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借助拼音，读通课文，在阅

读中体会熟字减掉笔画可以成新字

的方法。

＊ 读准字音，特别注意“活”

“什”，以及读轻声的字“么”“了”。

＊ “国王”指一国之君。古代

称诸侯封地为国，一国之长称王。

＊ “王宫”指国王居住的宫殿。

＊ 减一减成新字，要注意的地

方：字形变了，字音也有变化，字义也

不同了。

教学设计参考

（一）复习旧知识，激趣导入

1．孩子们，汉字王国的朋友们听说大家喜欢昨天的小魔术“加一加”，今天它们又

给我们带来了新魔术“减一减”。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观察字形，初步感知

1．在识字王国里，小朋友认识的汉字朋友可不少啦！还叫得出这几位老朋友的名

字吗？（出示“午”“玉”“子”）用这些字组词，认读后贴在黑板上。

2．魔术“减一减”开始了，请看老师演示（用活动卡片“午”字减去撇变成“干”字）。

3．好玩吗？请孩子们认真观察“玉”字和“子”字，想想它们减去笔画会变成什么字。

4．抽学生上台摆一摆，一边摆一边给小伙伴们讲一讲自己的摆法。（“玉”字减去点

就变成了“王”，“子”字去掉横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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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一减成新字，可以帮助我

们学到更多的汉字。

＊ “王”字减一笔成的新字有

“土”“工”“干”“三”，“自”字减一笔成

的新字有“目”“白”。

＊ 重点指导学生写好长横、短

横、弯钩、短撇和悬针竖。长横要平，

运笔要轻，起笔收笔较重，短横运笔

均匀；弯钩起笔要轻，弧度要自然；短

撇要有力；竖要写直，悬针竖收笔要

轻。提醒学生“了”字是两画写成

的。学习新笔画“ ”（横折提）。

＊ 建议学生把自己写得最好

看的字再写一写，然后互相评一评。

教学设计参考

（三）自主识字，发现方法

1．自读课文。

（1）孩子们，只减去一部分就变出了与这些老朋友如此相像的字，那它们的读音、意

思相同吗？请孩子们借助拼音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去掉拼音你会读吗？试试看。

（3）你们会读了吗？会读的和你的同桌互相读一读、比一比，看谁读得更准确。

2．检查自学效果。

（1）现在我们要带生字娃娃出门了，千万别喊错它们的名字呀。出示生字，通过抽

读、“开火车”等形式反复认读，注意根据学生读的情况纠正读音。

（2）你们读得真棒！生字娃娃回家了，看，它们已经带着朋友排好了队，正等着你们

去认识呢。认读书中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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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桌讨论：说说你懂得了哪些词语，还有哪些词语不太理解。教师适时点拨。

（4）除了书中的词语，你能给这些生字再找一找朋友吗？

（四）朗读短文，总结方法

1．出示活动卡片，教师一边演示，学生一边读，并引导学生编成顺口溜（“午”字减

撇变成“干”，“玉”字去点变成“王”，“子”字少横变成“了”）。

2．读一读书中的短句，感悟方法。

3．现在就把你今天学到的识字方法和你的小伙伴说一说吧！（小组交流）

4．谁愿意把方法介绍给大家呢？抽学生汇报后教师总结。

（五）指导写字，把握结构

1．指导“干”“王”。

（1）读一读：大家看，你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一起来读读。（齐读正音）

（2）看一看：请大家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有什么要提醒伙伴们的？（指名说，注

意“干”“王”字的长横要平，竖要写直）

（3）说一说这些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谁想教大家写好这三个字?
（4）描一描：写这个字要注意什么？

（5）练一练：学生认真书写。

（6）赏一赏：挑选有典型性的作业，展示并评析。

2．指导“了”“学”。按照以上步骤指导书写，和学生一起探讨怎样把汉字娃娃写得

美（重点指导“学”字的秃宝盖要能把“子”字盖住）。

3．指导“什”“话”。按照以上的步骤指导书写左右结构的字“什”“话”。

（六）自主实践，迁移拓展

1．小朋友们都挺能干的，还想玩“减一减”的魔术，和更多的汉字娃娃交朋友吗？

学生自主活动，进行减笔画成新字的游戏。（如：“王”“自”“方”）

2．小结：小朋友们，瞧，汉字王国的小魔术真神奇，减一减也能变成新的字，运用这

种构字规律，咱们就可以跟更多汉字娃娃交上朋友啦！

（王冬梅）

参考资料

★ 减一减，成新字

早→旦

间→问

羊→兰

王→土、工、三

自→目、白

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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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一 合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认识新笔画“ㄑ”（撇点）。

2．在学习生字的过程中，自主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律——两个熟字合在一起就

能组成一个新字。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感知汉字的美。

教学准备

教师：生词卡片，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自己准备熟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的新字都是由两个不同的熟字组成的，这些熟字是学生最熟悉的“大”“小”

“田”“力”“日”“月”等基本字。教材按从熟字到新字，新字后面扩词这样的顺序编排，使

本课的构字规律——两个熟字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新字，一目了然，便于学生归纳，

能激发起学生探究的兴趣。这些字都是会意字，部件的意思和新字的意思联系非常紧

密，如“尖”“男”“明”等。这有利于学生把字形和字义结合起来记忆，有利于学生自主学

习，提高自主识记汉字的能力。

学会生字词是本课的重点，引导学生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记忆生字，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是本课的难点。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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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读读记记，鼓励创新。举

例说一说“合一合”组成新字的构

字方法。

＊ 可以用“顶尖”“正大光明”

说话，在语言环境中初步感知这两个

词的意思。

正大光明：形容襟怀坦白，行为

正派。

顶尖：达到最高水平的。

＊ 拼摆生字卡片，在实际操作

中加强对汉字的记忆。

＊ 读儿歌，初步感知会意字。

把识字与认识客观事物紧密联系起

来，有效地建立起音、形、义的关系。

＊ 读准字音，“男”“女”是鼻

音，“生”“明”是后鼻韵。

教学设计参考

（一）复习字词，回忆构字规律，引入新课

1．出示前两课熟字的生字卡片，开火车读一读。

2．这些字是怎样构成的呢？引导回忆构字规律。

3．孩子们真棒，掌握了两种构字小魔术。汉字娃娃们听说你们喜欢小魔术，都争

先恐后地来到这里要给你们表演小魔术呢！请每个小组用桌上的熟字卡片拼摆新字。

请拼摆最快的几个学生上台摆一摆，讲解自己的摆法。教师引导：这种新的构字小魔

术，我们就叫“合一合”。

4．板书课题，读课题。

（二）自主识字，掌握字音

激趣：合起来变成的新字念什么呢？

1．自主学习：请同学们自主地拼读课文，不会认的多拼读几遍，读完后，圈出生字

反复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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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进行拼字游戏，比一

比谁组的字多。

通过组成新字的两个部件猜一

猜新字的意思，再通过扩词加强对字

义的理解和对汉字的运用。

＊ 重点指导“女”“光”“正”的

书写。“女”的起笔是新笔画“ㄑ”（撇

点），起于竖虚线上，撇要落到横虚线

下再写点，这是一个长点，一定要把

握好收笔的位置。“光”的第一笔是

竖，写在竖虚线上，上面是“ ”，不

要写成“ 小 ”；最后一笔是“乚”（竖弯

钩），竖这一部分要写在竖虚线上，弯

钩这一部分写长一点才好看。“正”要

写得横平竖直。

＊ 读儿歌，加深对会意字的理

解，用“合一合”的方法识记更多的字。

教学设计参考

2．多媒体展示课文，指名读一读，请学生评一评，强调“男”“女”是鼻音，“亮”是边

音，“生”“明”“正”是后鼻音，齐读。

3．合作学习：请组长拿出生字卡片，带着大家读一读，互相提醒难读的字音（如

“生”，声母是翘舌音，韵母是后鼻音）。

4．“摘苹果”游戏。

谁能又快又准地读出苹果上的生字朋友，这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就送给他。

（三）质疑读文，掌握字义

1．两个熟字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新字，真有趣啊！谁用这些生字来组词，组得越

多越好，你愿意组哪个就组哪个。

2．自读词语，讨论交流字形、字义，引导用“顶尖”“明亮”“明白”“正大光明”来说一

句话，让学生在语境中理解词语。

3．多媒体展示：小——大——尖（笔尖）。配上儿歌：“小和大，组成尖，笔尖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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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下大小笔尖。”学生读两遍后，师生共同编儿歌。

4．学生边拍手，边读自己编的儿歌：

“田和力，组成男，男女的男，男女同学操场玩。”

“日和月，组成明，光明的明，太阳出来放光明。”

（四）朗读短句，明确构字规律

孩子们能自己编儿歌来认识汉字，真能干！下面，我们来学习短文。

1．自读短文，读了短文后，谁能总结出本课新字的构成规律？

指名说一说，师生共同小结出：两熟字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新字。

2．恭喜孩子们又掌握了一种汉字的构字方法。配上动作，高高兴兴地读短文。

（五）指导书写，把握汉字结构

1．多媒体出示“女、生、正、合、光、会”6个生字。

2．观察生字字形，找一找要把字写得漂亮最关键的一笔。

（如：“女“的“ㄑ”有一个长点，“正”要写得横平竖直，“生”三横的长短，“会”和“合”

的人字旁的撇和捺要展开。）

3．学生交流书写心得，老师适时点拨难点。

4．教师范写，学生书空，描红。

5．学生练习，教师巡视指导，注意纠正姿势。

（六）自主实践，迁移识字方法

1．游戏：用“日、禾、鸟、火、十、口、又”这些字组成新字，看谁组的字最多。又快又

多的奖励一朵小红花。

2．读课后儿歌，感受会意字的构字特征。

（蒋秀丽）

参考资料

★ 有许多汉字是由两个或几个汉字组成的，有趣的是它的意思就是这几个汉字

意思的组合，这样的汉字有个名字——会意字。让我们一起看看它们：

明——日月齐照，大放光明。尖——上小下大，形似山尖。

休——一人倚树，立足休息。采——手在树上，采摘东西。

林——乔木丛生，成为树林。众——三人团结，众志成城。

艳——色彩丰富，鲜艳美丽。尘——小土为尘，尘土飞扬。

灾——室中失火，酿成火灾。裕——有衣有谷，富裕之家。

苗——田间长草，植物幼苗。掰——用手分物，掰为两截。

泪——眼睛流水，泪水汪汪。功——出工有力，就会成功。

歪——不端不正，东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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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一 叠

教学目标

1．认识“从”“朋”等10个生字，会写“才”“双”等6个生字。

2．在学习生字的过程中，能主动发现汉字的又一构字规律——一个熟字重复一次

或两次就能组成一个新字。感受汉字构字规律的神奇，增强学习祖国文字的兴趣。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词卡片，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自己制作熟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中“叠一叠”的“叠”就是重复或重复地堆的意思。本课有几个生字都是由熟

字重复一两次后组成的，极具规律性、趣味性，便于学生自己发现规律，归纳方法，能

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这些生字大多是会意字，字的意思和组成这个字的各部分的

意思有密切联系，有的就是各部分意思的合成。这有利于学生把字形、字义联系起

来学习，加深对本课生字的认识。本课前面部分列出了熟字及其数量，后面是组成

的新字及新字的组词，最后是两句短语，对字形或字意做了阐释，这样的安排有利于

加深对字义的理解。

学会本课的生字是教学重点。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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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借助拼音，熟读课文，在阅

读课文中体会构字规律。

＊ 左列是熟字重复一次构成

的新字，右列是熟字重复两次构成的

新字。一个独体字可以因为重叠的次

数不同而构成不同的新字。

＊ 引导学生根据基本字猜一

猜新字的意思。如：“品”为什么是三

个“口”？原来“品”是“品茶”的品，品

茶要几个人在一起用口慢慢地尝，那

才有意思，所以就用了三个口。“森”

是“森林”的“森”，有很多树木的地方

才是森林，所以就用了三个木。

＊ 读读记记，鼓励创新，自编

儿歌，识记生字。

＊ 品味：尝试滋味；品尝。

＊ 可采取用词口头说话的形

式让学生理解词义。

教学设计参考

（一）复习导入，发现规律

1．出示前一课的生字卡片，学生开火车认读。引导学生回忆构字规律。（加、减、合）

2．教师：今天老师带来了3个“人”字，你们摆一摆，看一看能组成什么字。（学生可

能会拼出“从”“众”。）

3．老师板书课题引导：这种新的构字方法就叫做“叠一叠”。（板书课题：叠一叠）

4．老师出示“月”“又”“木”“口”，让学生自己练习叠一叠，组成新字。同时引导学

生观察组成的新字寻找组合的规律。比如三个字叠成的字基本上是“品”字形。

（二）识读字词，巧记字形

1．根据组成的新字，出示课文中的词语。

2．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构字方法，自学词语中的生字。

3．小组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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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的读音是（pénɡ），不要

读成了（pónɡ）。

＊ 书写指导：由两个相同的字

组合成的左右结构的字，左右写法

不尽相同。如“林”，左边部分比右

边小，而且捺变成了点。“双”字左边

的“ 又 ”要 写 窄 点 ，而 且 捺 变 成 了

点。“朋”的两个“月”也是左边的要

稍小一点。

＊ 提醒学生正确的读书、写字

姿势。

＊ “ 试 一 试 ”由 学 生 自 主 练

习。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字也是

运用“叠一叠”的方法构成的。

如：二习→羽 二口→吕

二夕→多 二匕→比

三日→晶 三直→矗

三金→鑫 三水→淼

三牛→犇 三火→焱

教学设计参考

（1）读：读准字音（抽读、齐读）。

小组内互相读字，并提出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众”是翘舌音、后鼻音，“品”是前

鼻音）。

（2）讲：讲字形结构和记忆方法。自己谈谈用什么巧办法来记住这个字。

（3）议：结合字义巩固字形。

（如：“品”是品茶的品，品茶要几个人在一起用口慢慢地尝，所以，品就用了三个

口。“从”表示跟随，当然就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了，所以是左右两个“人”。）

（4）练：口头组词、造句。

4．汇报学习情况。

各小组长汇报自己小组学习的情况，从字音、形、义三方面来谈，各小组可以互相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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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活动

（1）问答游戏：抽一个学生起来问，其他学生答。（如问：两个“又”，叠成啥？答：两个

“又”，叠成“双”。）

（2）猜字游戏：同桌互相自编字谜来猜。（如：一人跟着一人走。）

（三）朗读短句，明确规律

1．齐读文中的短句，随文学习“不”“才”两个生字。

2．请学生尝试能总结本课新字的构字规律。（一个熟字重复一次或两次就能组成

一个新字）

3．孩子们真聪明，四人小组讨论：用不同于文中的短句来归纳本课的构字规律。

（如：汉字娃娃真有趣，叠一叠呀成新字）

4．美读短文，配上动作齐读短文。

（四）指导书写，把握汉字结构

1．多媒体展示“才”“双”“手”“不”“朋”“林”六个生字，书空。

2．让学生仔细观察这六个字，哪些字的结构相同。板书：林、从、朋。教师强调：左

右结构的字要写得左窄右宽，“林”和“从”左边的捺变成了点。

3．指导书写“才”“不”“手”。

4．在课后第二题中描一描，写一写，教师巡视指导，提醒学生注意感知这些字的笔

顺、笔画和间架结构。

（五）自主实践，迁移识字方法

看字猜义：焱、淼、矗……

（齐丽）

参考资料

★ 独体字与合体字

从形体结构上说，汉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类。象形字和指事字为独体字，会

意字和形声字为合体字。独体字如“木”“目”“心”等。这些字在分析字形时，除了分析

它们的笔画外，一般不能再把字分拆为部件来分析。合体字则可以分拆构字的部件，例

如：“和”字可分为“禾”和“口”两个部件，“明”可分为“日”和“月”两个部件。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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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一 分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

2．能发现汉字的构字规律——把一个熟字分成两部分，就能形成两个字，提高自

学生字的能力。

3．在写字的过程中，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笔画，感受汉字的美。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卡片，制作课件。

学生：自己制作可以拆分的熟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课所展示的构字规律是把熟字分成两个部分，分成的两部分又各是一个字，规律

性很强，便于学生自己发现规律，归纳方法。有的“分一分”形成的两个字中有一个字的

读音和熟字很相近。教师应注意指导学生发现其中的异同。在“分一分”后所形成的字

的后面，是由这些字组成的两个词语，以帮助学生理解字义。课文的最后是一篇小韵

文，对本课的构字规律做了小结。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会本课生字。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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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借助拼音，熟读课文。在读

中体会“分一分”成新字。

＊ 引 导 学 生 观 察 女 字 旁 与

“女”字的不同之处。

＊ 根据字的结构可以将基本

字左右分开，内外分开，也可以上下

分开。

＊ 读读记记，鼓励创新，自编

儿歌总结构字规律。如：“学汉字，真

有趣，分一分，又变字。”

教学设计参考

（一）儿歌激趣，发现规律

1．激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一开始，可用《加一加》这首儿歌导入。

2．导入。

复习了《加一加》这首儿歌后，教师可直接导入新课：“今天，我们要自己找到生字的

构字规律，大家有信心学会本课的生字吗?”（板书课题：分一分）教学生读两遍题目，复

习“分”。

3．学生自学讨论。

孩子们，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掌握了不少生字的构字规律，那么今天的生字我们

能够自己找出它们的构字规律吗?请打开书，自己拼一拼，读一读，和同桌讨论一下它们

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学生自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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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司”是平舌音，“灯”的

读音是dēnɡ，“立”的读音是 lì。

＊ 鼓励学生选择书中的词语

进行口头造句。

＊ “分”的上面是“八”，不要写

成 了“ 人 ”，下 面 是“ 刀 ”，而 不 是

“力”。注意“雨”字四点的写法。

＊ 激励学生学以致用，自主学

习，能用“分一分”的方法多识字，如：

“新”可以分成“亲”和“斤”等。

教学设计参考

4．熟字拼摆。

请孩子们拿出熟字卡片分一分，摆一摆。请拼摆最快的几个学生上台演示，讲解自

己的摆法，教读熟字和基本字的读音。初步了解这些字的组合方式。

5．扩词，认识生字。

“好”对它的孩子们说，你们暂时分开一下，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吧！不过，“女”和

“子”都说，我到哪儿找朋友呢?孩子们，给它们组个词，帮它们找到新朋友，好吗?
同桌互动扩词，认识生字。

抽学生上台扩词。

（二）游戏交流，弄懂字义

刚才，大家给这些熟字的孩子找到了朋友，那么你们都认识它们的朋友吗?秋天是

一个果实成熟的季节，今天我们就来摘苹果，看看谁摘的苹果多（摘苹果游戏）。认读生

词并说说词义，教师适时点拨。评选摘苹果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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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编儿歌，掌握规律

刚才老师给大家朗诵了一首儿歌，这是老师自己编的。我们今天学习的生字是怎

么来的？你能自己编一首儿歌来说明今天学习的这些汉字的构字规律吗?学生自编儿

歌，编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关键是通过编儿歌学会归纳总结生字的构字规律。

抽学生上台朗诵自编儿歌。

（四）分析字形，练习书写

在学生充分掌握字音、字形的基础上，教师再指导学生练习书写。重点指导“分”

“立”“雨”等字的字形和书写规律，然后进行描红、仿影与临写。

（五）自主迁移，运用识字方法

1．留心身边的汉字，你发现哪些字能够分开成为新的字呢?
2．利用本课学习的构字规律，找找书上、街上等地方看到的字，哪些能够分开，成

为两个新字，并把它记在自己的独立认字本上。

板书：

分一分

女 门 广

拉手成一体 好 间 庆 分开能独立

子 日 大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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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搞好组织工作，面向全体学

生，尽可能地丰富活动的内容。

＊ 交朋友时表述清楚，如：我

是“禾”，我的朋友是“中”，我俩在一

起就是汉字“种”。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组成词语和说句子。

＊ 教师关注活动的整个过程，

及时评价，以表扬鼓励为主，把活动

落到实处。

＊ 汉字娃娃所找到的朋友，和

自己组成的字不一定是学过的，也可

能是没有学过的。能认识没有学过

的汉字的学生，老师要加以表扬。

＊ 老师也可以根据本班学生

认字的实际情况，再设计一些汉字部

件，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教材只是

设计了一个方案，教师应结合实际情

况设计出更多的活动方案。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导入

夏日里，一朵朵向日葵张开了笑脸，金灿灿的，多美呀！让我们一起进入这片花海

中欣赏欣赏吧！咦，这些花朵上还有咱们认识的汉字呀，来，喊一喊它们的名字吧！

（二）活动过程

1．第一关：认汉字或部件。

（教材中出现的基本字以及经组合后可能组合而成的汉字。）

（1）抽读。由老师出示向日葵图片，各队按顺序“开火车”读（限于基本字）。

（2）抢读。课件出示卡片，各队谁先举手就由谁来读（限于组合字）。

2．第二关：组合新字。

孩子们都与向日葵花朵交上了朋友了，真不错！瞧，可爱的小蜜蜂也来到了花丛

中，它们辛勤地采花蜜，可是花儿们却有一个要求（出示要求），要小蜜蜂提着的字，与花

儿头上的字组合成汉字，才允许采这朵花的蜜呀，孩子们，你们愿意帮帮小蜜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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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忆学习过的构字方法：加一加、减一减……

（2）请七个同学头戴“又”“中”“禾”“鸟”“日”“月”“口”的小蜜蜂头饰，其他同学分成

七个小组，组内的同学手持独体字或汉字部件的花饰，让戴小蜜蜂头饰的同学各自去到

一个小组。

老师教给方法：小蜜蜂到每朵花上停留，能组合成新字，就写在纸上；如果不能，就

飞到另一朵花上。

（3）各小组比一比，哪一组组合的字最多。

3．第三关：找朋友。

小蜜蜂将花蜜采走了，可有的花儿还没有被采到，感到有点孤单，我们来为它们找

找朋友吧！

要求：组内的花儿能组合在一起的，站在一起，说：我是x，我是x，我们一起组成x结
构的x字。

组内交流玩游戏，然后再在班中展示。

如果还有花儿没有找到朋友，就让全班同学思考，为它寻找一个能组合在一起的朋友。

（三）活动小结

教师：这节课大家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把学过的知识运用于活动中。老师希望下

课后大家和自己的好朋友再做做以上游戏，并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处处识字，时时识字，

成为人人喜欢的“识字大王”。

（周虹辉）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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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单元所学的生字。

2．通过梳理，进一步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则。

3．通过读绕口令，练习说好普通话。

4．培养学生在课内外自主识字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字词课件。

学生：识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共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书写中揣摩书写汉字的笔顺规

则，做到能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激发学生对汉字书写的兴趣，有主动写字的愿望。

二是复习本单元及以前会认的字，积累词语。三是练习读绕口令，区分平翘舌音，练习

儿化和“子”的轻声读法，逐步提高学生正确、流利地说普通话的能力。四是自主识字，

要求学生给自己会认的字画上圈。这是一个自我检验、自主识字的语文实践活动，题中

的这些字教材中出现过，但不要求学生会认。同时，这道题要求学生自己检验。通过这

种训练，让学生尝试自我评价，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培养学生自我检测的能力，扩大学

生的识字量。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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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这是对汉字书写笔顺的梳

理，适用于大多数字的书写，但也有

一些字不在这个书写顺序之内。

＊ 这是用学过的字组的词语，

可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让学生识记，

既巩固了生字，又积累了词语。

第二排的词语是AABB式的。

＊ 绕口令是我国一种传统的

语言游戏，它将若干双声、叠词词汇

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词语有意集中在

一起，组成简单有趣的韵语，要求快

速念出，读起来使人感到节奏感强，

妙趣横生。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

孩子们，学习完五单元，让我们进入快乐的智力闯关游戏吧！在大家面前有四个难

关，每答对一道题就成功闯过一关。

（二）温故知新

1．这是一列有三个车厢的小火车，第一个车厢要求：在卡片上端正地写出“月”和

“两”，说说书写规则。

2．一个学生在展台上写，其他学生观察、思考、交流。

3．总结：写这类字要先外后内。

4．所有学生书写这两个字，体会书写规律。

5．说说“小”“水”和“回”“田”的笔顺规则。

6．请学生上台比较，谁的字书写得正确、好看，谁能清楚讲解书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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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可指导学生先将绕口令

中难读的字找出来读准。先由学生自

己试读，在读正确、通顺的基础上适当

加快速度。

＊ 读的时候要区分平翘舌音，

读准轻声“子”的读音。

＊ 了解笋子是如何长成竹子的。

＊ 把自己认识的字圈出来，数

一数有几个，填进括号里。

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多识字。

教师统计出大家都认识的字，齐读。

让学生当小老师，把自己认识的

字教给其他同学。

教学设计参考

（三）你还认识我吗

1．刚才大家闯过第一关，迎来了第二关。只要读准这些优美的词语就可以过关。

试试好吗？

2．出示词语，学生自读。

3．“开火车”抽读，注意正音。

4．男女生分组比赛读。

5．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词语记一记，哪个词不太明白，可以请教老师和同学。

（四）读读玩玩

1．大家凭着自己的智慧读准了每一个字音，闯过了第二关，真了不起！下面看谁

能把句子读得准确又流利，闯过第三关。

2．自主练习绕口令，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请学生读，大家一起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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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男女生竞赛，开谁能读得又准又快。

（五）自主识字园地

1．孩子们读绕口令读得很准确，闯入了第四关。这些小鱼泡泡想让你抓住它，只

要你读准字音就可以。

2．开火车读，正音。齐读，赛读。尽量让更多学生参与。

（六）课堂延伸

孩子们闯关成功，获得奖励（美丽的葡萄和笋子图片）。希望我们学习的快乐能延

伸到课外。大家还可以把本单元的一些字词组合成四字词的形式或变成小鱼泡泡的样

子，自己认认或考考同学，看谁最能干。

参考资料

★ 笔顺歌

学好笔顺写字快，

按序写字才不乱。

先上后下左到右，

先横后竖才顺手，

撇在先来捺在后，

写完外面写里头，

等人进去再封口。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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