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描写面对危急情况，小于连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语句，感受小于连的勇敢、机

智和可爱。

2. 能说说从小于连的行为表现中产生的感想、获得的认识。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卡片。

学生：搜集与故事相关的资料或图片。

教材简析

一提到“机智”、“勇敢”这些词语，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小兵张嘎、王二小等一串串熟悉

的少年英雄人物，这些都是中国的小英雄。而本课《一座铜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外国小英雄

于连智灭导火线救护整座城市的故事。

故事先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座铜像引入，再追溯到五百多年前的比利时反侵略战争胜利后的

一幕：背景是布鲁塞尔人民在中心广场欢庆胜利，前往广场途中的小于连发现了正在燃烧的导火线，他急

中生智，撒尿浇灭了导火线上的火，保住了全城老百姓的性命。最后是比利时人民为感谢和纪念小于连，

塑造了铜像。

课文以倒叙的形式讲述故事，由铜像引入，最后又回归到铜像上，首尾呼应。把一个不足十岁的小

男孩机智勇敢、调皮可爱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读来非常亲切，觉得小主人公既可爱又可敬，尤其

是读到撒尿灭导火线时，让人忍俊不禁。

学习本课，重点是让学生自主学习生字词，引导学生弄清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体会人物的机

智、可爱。

建议本课用 1课时。

＊ 开篇点明铜像坐落的位置。第二句话是对铜像外形的描写，作者由整体到局部、从上到下地打量，抓住

了人物的外貌、动作等特点，运用“卷卷的”、“翘翘的”叠词的形式，突出了小男孩的调皮与可爱。

＊ 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

“侵略”的意思是以武装入侵、政治干涉或经济文化渗透等方式，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掠夺别

国财富，奴役别国人民，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的行为。

“抗击”的意思是抵抗并反击。

可结合八国联军或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战争的前后对比，指导学生读出赶走侵略者的高兴与激动心

情。

＊ 这部分简短的语句把事情的起因—小于连去广场的途中闻到火药味交代得清清楚楚。“浓烈”的意思是

浓重而强烈；“夺目”的意思是耀眼；“迸”的意思是向四处溅射或爆开；“干涸”的意思是（河道、池



塘等）水枯竭; “断定”的意思是做出判断；“急中生智”的意思是在紧急的时候，突然想出解决困难的

好办法。

从“连蹦带跳”、“跑”可看出小于连的可爱，他终于可以自由地玩耍了，读出他的兴奋。

小于连观察情形，沉着思考，果断决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通读第三段，小于连机智、勇

敢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印在读者的脑海中。

从“又长又粗”、“‘吱吱’地燃烧着”、“连着市政厅地下室的大火药库”看出情况危急。想象

如果导火线继续燃烧，将会有什么后果？导火线系着市政厅的安全，系着布鲁塞尔城的安全，系着全城老

百姓的生命。从“沿着”、“发现”看出小于连爱动脑筋，善于观察。从“断定”一词不难看出他小小年

纪已经懂得识破敌人的阴谋，沉着老练，见多识广。

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摆出了解决问题的困难：一是地方受限，二是灭火材料紧缺，三是时间紧迫。小

于连是多么焦急啊！

读到小于连机智果断地撒尿这里，你的心情怎样？你想到了什么？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

开交流。＊ 小于连立下了大功，比利时人民世世代代感激他，敬仰他。全世界人民都喜爱他。如果你来到

这座铜像前，你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 课后第 1题：这是理解本文的重点，透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人物的机智、果断。

＊ 课后第 2题是培养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应尊重学生的见解，可以鼓励学生想出其他解决问题的办

法。

教学设计参考

一、看图引入

1. 出示画有铜像的图画。观察画面人物，说说这个小男孩给你什么印象。

2. 质疑。他是谁？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给他塑像……

3. 揭题，读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读课文，初步弄清质疑的问题。

2. 小组合作，学习生字词。教师巡视，看看学生是否能把生字字音读正确。



3. 检查是否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相机理解部分词语。

4. 再读课文，找出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三、指导读书，深入感悟

1. 带着问题读第一段。这是一座怎样的铜像？

2. 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观察铜像的？从中悟出写人如何描写人物的外貌特点。

3. 有感情地读第一段。读出对这个小男孩的喜爱。

4. 自由读第二、三段。说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从哪些地方看出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

5. 勾画相关句子：小于连面对危急情况时心里想些什么？怎么做的？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6. 读出小于连的焦急和解除危险后的如释重负。

7. 带着对这个机智果敢的小男孩的喜爱、感激和敬佩读最后一段。

8. 小结：一个不足十岁的小男孩用他的机智勇敢赢得了比利时人民的感激和敬仰，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

爱和敬仰。他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他那鲜活可爱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次齐读课文，

为他的机智喝彩，为他的勇敢叫绝！

四、总结全文，复述故事。

1. 你喜欢小于连吗，小于连的做法让你想到了什么？和同学交流交流。

2. 交流一下你还知道古今中外有哪些机智勇敢的小英雄。



参考资料

☆ 小于连的自白

我叫小于连，因为用铜铸成且常常一丝不挂撒尿不止，所以很多外国人特别是中国朋友形象地称我

为撒尿的小铜人。别看我个头只有 50厘米，我可是布鲁塞尔第一公民。

我生于 15 世纪勃艮第王朝时代的布鲁塞尔，由于我的出生档案不幸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因此我的

生卒日期已无法考证。我之所以闻名遐迩，仅仅因为我为布鲁塞尔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而已。当年，当外

国入侵者点燃炸药引线准备炸毁布鲁塞尔时，我急中生智撒尿浇灭了导火索，才使布鲁塞尔幸免于难。布

鲁塞尔市民为了纪念我，为我立了一座石像。后来到了 1619 年又专门塑造了一尊铜像取而代之。因此，我

便成了比利时 500 多年历史的忠实见证者。

比利时人民在屈辱中挣扎的历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自我记事起的 15 世纪

到 18世纪，比利时先后经由勃艮第、西班牙和奥地利统治。到 1794 年，法国又占领了比利时，直至 1815

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然而，拿破仑的失败并未结束外国统治比利时的历史。拿破仑的敌人担心法国扩张

势力卷土重来，于是决心在法国东北边界建立一个具有缓冲作用的“屏障国家”，结果 1815 年列强在维也

纳会议上将比利时移交荷兰统治。直到 1830 年比利时才摆脱荷兰统治而独立。至此，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才

终于结束了外族统治的屈辱历史。

我也有我自身的苦恼。白天还好，游人如织，他们一边与我拍照一边听关于我的历史和传说，我也

把他们看个清清楚楚，站在各色人中，倒也陶然自乐。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寒气袭人的漫漫冬夜，留下

我一人孤苦伶仃，好生凄凉。幸好，经好心人提议，布鲁塞尔市政府终于在 20 世纪后期为我雕塑了一个年

龄相仿的异性同伴，虽然隔了几条街道，但我终究有伴了。

此外，还有令我十分痛心的事，那就是我多次被盗。首次被盗发生在 1774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的士兵将我掳走，险些引起布鲁塞尔市民的骚动；路易十五令士兵将我物归原主后，愤怒的市民方得以平

静。在此后 200 余年里，我又陆续被盗过 10多次，好在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失而复归。所以，我痛恨那些

仅以一己之私利而欲将我占为己有的唯利是图之辈。

如果参观者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我穿着他们本国服装的模样，因为遇到外国国庆时我便会穿上该

国的民族服装。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1698 年，巴伐利亚总督见我常年风餐露宿、日晒雨淋，

心有不忍，便赠我一套礼服，这是我塑像以来的第一身衣服。从此，各国政府都以赠送不同的民族服装来

表达对我的爱心和对比利时人民的友好情谊。我的衣柜里至今还摆放着北京市于 1979 年在布鲁塞尔建城 1

000 周年时赠送我的一套中国民族服装呢。



教学目标

1. 用自己掌握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生字。

2. 借助旁批，读懂课文内容，了解作者是怎样观察和记写的。

4. 学习写日记的方法，了解写日记的好处，产生写日记的愿望和兴趣。 试着写一则日记。

教学准备

1. 学生动手制作生字卡片。

2. 预习课文，想想这篇课文表达方式与前面学习的课文有什么不同。提示学生读文时把课文内容与旁批对

照起来学习。

3. 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小鸡等小动物繁殖的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搜集一些动物繁殖的图片。

教材简析

世界著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坐在鸡蛋上孵小鸡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吧！爱迪生小小年纪就喜欢观

察，长大成了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像爱迪生一样遇事好奇、喜欢观察、喜欢探究的同学。

《日记两则》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喜欢观察的小朋友，他在外婆家玩耍时，看见母鸡孵小鸡，产生

了观察的欲望。第二天他仔细而又耐心地观察小鸡出壳，并及时把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写了下来。两

则日记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也能分享他的观察收获。你看，这位同学小小年纪就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用

日记记下来，真有意思。读完课文，我们也拿起笔来，试着学写一则日记吧！

这篇课文属于精读课文，由于要求边读边批，我们也把这类课文叫做“批读课文”。本课的旁批旨

在引导学生了解课文内容和如何记写日记。教师要指导学生借助旁批了解内容，学习写日记。

建议 1～2课时完成。

＊ 旁批指出了写日记的基本要求。

＊ 第一则日记记下了“我”到外婆家去玩，在玩中的所见所疑和所想。

＊ “我好奇地问”、“真想亲眼看看”表现了“我”遇事好问为什么，这不失为一种好习惯，值得我们学

习。

＊ “孵”就是鸟类伏在卵上，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本课指母鸡用鸡蛋孵小鸡。

＊ 旁批提示我们日记的内容可以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教学到这里，放手让学生展开讨论：“我”为什么要

记下这件事？讨论之后，师生归纳：日记可以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日久之后再读日记，能唤起自己对往事

的回忆，久而久之，还能帮助自己提高表达能力。

＊ 从第二则日记的内容可以看出小作者观察小鸡出壳的兴趣十分浓厚。表现在：

一是观察的时间长。可以从“一大早”、“等了半天”、“吃过午饭”这些词语体会到。



二是观察得仔细认真。把小鸡出壳的过程写得详细具体。

“雏”是幼小的（多指鸟类）。本课指幼小的鸡。

＊ 小作者带着情感在观察，心系着小鸡的生命。把观察中发现的变化也写出来了。

＊ 旁批内容不仅引导学生读懂“我”观察小鸡出壳的过程，还帮助学生明白日记就是要把自己看到的、听

到的、想到的以及收获记下来，把这些都记下来，日记就具体了。

＊ 为了帮助学生会读批读课文，可以引导学生把课文与旁批的内容对照起来阅读。教学设计建议：自读第

二则日记，把你读懂的内容变成问题提出来，考考你的同桌，看看谁的问题问得好。如有不懂的词句，想

办法自己解决。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专心阅读的习惯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 学完两则日记，试着自己小结：写日记是怎么一回事？写日记有哪些要求？教师在学生自我小结的基础

上给予提示和总结。让孩子们认识到，写日记（作文）就是这么简单。

＊ 本课生字易读错的有：“傻”是翘舌音，不要读成平舌音；“孵”的声母是“f”,不要发成“h”；“拨”，

要与“拔”区别，可以通过观察字形与组词语来区别。

＊ 识字教学坚持自主学习，教师检查，矫正。写字教学可学文后进行，引导学生先易后难，先自己观察，

写写自己认为易写、好写的生字，然后集体讨论，找出大家都认为难写的字，明确写好字要注意的事项。

如“孵”字，左右部分要紧靠竖中线，左边的“卵”笔顺是： 。不要把两点写掉了。写完后，在学习小组

内展评，提出改进意见，最后再把自己没写好的字练习写一下。

＊ “小练笔”—写一则日记。可以在学习课文之后，趁着学生学习的激情，对日记的好奇感，布置写一则

日记。写好后，一定要组织学生交流，感受初写日记的成功与快乐。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 看挂图：同学们，瞧，大母鸡在干什么？

2. 讨论谈话：你还知道哪些动物是怎样生宝宝的？



3. 导入新课：小鸡是怎么从蛋壳里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二、自读课文，学习生字词

1. 自读课文，随文识字。

2. 抽读生字、课文，集体矫正。

3. 自由读课文，找出不理解的词语，想办法解决。

好奇：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觉得新奇而感兴趣。观察：仔细察看客观事物或现象。喙（）：鸟禽的嘴。

艰难：困难。

三、借助旁批，仔细读文

1. 自由读课文，看看日记与前面学习的课文有什么不同。

学生充分学习、交流总结：

（1）日记不必写题目。

（2）在文章的第一行有事情发生的日期、星期、天气。

（3）内容是记一天之中发生的、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2. 默读课文，了解每一天的日记都写了什么内容。可以通过读懂课文，用提问的方式学习。

第一则：我到外婆家玩，看见母鸡孵小鸡，想亲眼看见小鸡是怎么出壳的。



第二则：我观察小鸡出壳的过程。

3. 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说说“小鸡是怎么出壳的”。

（1）默读课文，用“”勾画出作者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句子。

（2）小组交流。

（3）全班讨论：小鸡是怎样出壳的？

（4）把你最大的收获说给我们听一听。

教师小结：小鸡出壳这么一件小事情原来也这么有趣！看了日记，我仿佛听见了“嗒嗒”的啄壳的声音，

仿佛看见了小鸡那尖尖的嘴、湿漉漉的脑袋……这都是小作者用他的笔，把他看见的、听见的和想到的写

出来，给我们带来的享受。

4. 学了这篇课文，你想对别的小朋友说些什么？

四、小结提炼，了解写日记的好处

1. 小作者是多么了不起呀！小小年纪就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用日记记下来。

2. 翻开“自主阅读园地”，读读作家任溶溶谈写日记的内容。

五、巩固生字，学习写字

六、学习写日记，尝试写日记的快乐



（郭利勤）

参考资料

日记：就是把你自己做过的、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事情写下来，事情无论大小、好坏，只要

自己觉得有意义，都可以写。

写日记要注意格式。日记前面要写下哪一年、几月几日、星期几，还要写上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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