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单元

单元目标

走进本单元，就进入了一个充满童趣的世界。教学本单元，在带领孩子识字、写字

的同时，要注重指导朗读，培养语感，丰富想象，积累语言。同时，在教学中，要通过多

种形式的朗读，调动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儿歌的韵味、古诗的节奏；通过生动有趣

的对话，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受到热爱生活、关注自然，尊重劳动、爱惜粮食的情感熏

陶；通过开放灵动的想象，激活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与月儿亲近，和鸟儿絮语，同小动物

对话。

本单元共有3首儿歌、1首古诗，1个口语交际。《小小的船》行文流畅，充满童真、充

满想象、意境优美，易读易诵易唱。孩子在反复的读、诵、唱中，识记生字、形成语感、积

累语言，树立观察自然的意识，激发热爱生活的情感。《大树和小鸟》图文并茂，为我们勾

勒了一幅生机盎然、充满诗意的“树鸟图”。它让孩子在朗读中感受大树的慈祥和快乐，

鸟儿的美丽和活泼，感受大自然的和谐、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爱。《荒地》简洁明快、富有

哲理，可以通过情景朗读，让孩子感受对话的语气，丰富语言，受到启迪，明白事理。《悯

农》朗朗上口，富有教育意义，让孩子熟读成诵，在诵读中识字，在诵读中感受古诗的节

奏和韵律。教学课后的“口语交际”，要引导孩子联系古诗，积极交流，自由表达。让孩

子学会倾听他人讲话，学会完整表达自己意思；并在交际过程中培养孩子爱惜粮食、懂

得感恩的意识，明白尊重劳动、反对浪费的道理。

在“积累运用”中，“温故知新”梳理了左右结构、上下结构汉字的书写规则，让孩子

养成正确、规范书写汉字的习惯。“你还认识我吗”将所学生字进行重组和复现，让学生

在认读、记忆中巩固生字，积累语言，拓宽视野。“读读玩玩”选择了一则绕口令，训练学

生读准平、翘舌音，可以带领孩子由慢到快反复朗读。“读读想想”是一首有意思的儿歌，

孩子在朗读中感受儿歌的节奏美、韵味美，并从中受到诚实守信、不说谎话的教育。“自

主识字园地”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自主识字、自主检测、自主发展的平台，激励孩子学会多

渠道识字。

我的单元

安排

第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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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 小 的 船

教学目标

1．在多种形式的读、诵、唱中认识本课8个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培养学生语感，初步感受诗歌的节

奏美、韵律美。

3．结合儿歌内容，展开想象，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准备

老师：本课生字、词语卡片，用于配乐朗读的轻音乐，用于唱歌的伴奏音乐，以及多

媒体课件。

学生：观察夜空，并收集几首和月儿有关的儿歌。

教 材
简 析

《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的名作。作者以优美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描绘出夜空

的美景。课文前两行写月儿的美，用丰富的想象，把弯弯的月儿看作尖尖的小船；后两

行写“我”坐在小船里尽情地欣赏美丽的碧空和满天的繁星，表现出孩子的喜悦。诗中

有景、有情、有韵，诗画相配，内容生动，语言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饶有趣味，便于在

读中训练学生的语言，读中完成语言的积累，读中陶冶儿童美的情操。可选用配乐读、

表演读等形式，让可爱的月儿形象通过有滋有味的朗读浮现在孩子眼前，烙印在孩子

心间。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认写生字，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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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引导观察月儿的图片，并用

自己的语言说说月儿的样子。你还

知道哪些事物也是弯弯的？初步感

受月儿的可爱。

＊ 出示船儿的图片，与月儿图

片对比，并启发学生思考：这里的“小

小的船”指的是什么？再次感受月儿

的可爱。

＊ 星星是怎样的？天空呢？

它们又像什么？再次通过朗读和想象，

感知叠词的妙处，领略星空的美丽。

＊ 本课的朗读应重点指导孩

子读好叠词和轻声词，让孩子熟读成

诵，积累语言，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朗

读感受语言的美，想象画面的美，激

发孩子对大自然的热爱。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出示夏夜星空图，让孩子在柔和的音乐声中静静地欣赏，并说说看到了些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在图中相应位置贴出带音节的词卡“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并带领学生美美地读词语，初步感受星空的美和叠词的妙。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叶圣陶老爷爷看到这么美的星空，写了一首优美的儿歌，让我们一起去读读。

2．学生自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词和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3．同桌互读本课生字。读准了，就夸夸他，读错了，就帮帮他。

4．你帮助同桌纠正了哪些生字的读音？相机强化难字的读音。“船”是翘舌音，

“坐”是平舌音，“星”是后鼻韵，“蓝”是边音。

5．把这些生字送回儿歌里再读读。提示“的”“里”等的轻声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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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是翘舌音，“坐”是平舌

音，“星”是后鼻韵，“蓝”是边音。

＊ 积累语言，初步感知用叠词

描绘事物更生动形象，并能用叠词说

说身边的事物。

＊ 指导学生认真观察关键笔

画在田字格中的占格，注意笔画和笔

顺，重点指导“两”字的书写。

＊ 听唱歌曲《小小的船》，也可

以自创动作进行表演唱。还可以让

孩子分享各自收集的和月儿有关的

儿歌。

教学设计参考

（三）品读儿歌，感受情趣

1．出示月儿的图片，让孩子用自己的话说说月儿的样子。你还知道哪些事物也是

“弯弯的”？让孩子用“弯弯的（ ）”填词说话，积累语言。

2．“弯弯的月儿”可爱吧？谁能读出月儿的可爱来？指导学生读好叠词，感受月亮

的有趣和可爱。

3．出示船儿的图片，与月儿图片进行对比。用自己的语言说说船儿又是什么样子的？

4．课文中的“小小的船”真的是指船吗？月儿就像小小的、两头尖尖的小船，多可

爱呀！

5．运用配乐读、表演读等方式，带领学生有滋有味地读句子，读出月儿的可爱来。

6．让我们也和叶圣陶老爷爷一起，坐到像小船一样的月儿上去吧，此时，你看到了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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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星星像什么？蓝蓝的天空又像什么呢？

7．让我们一起美美地读一读句子。

再次通过朗读和想象，让孩子感知叠词的妙处，领略星空的美丽。

（四）熟读成诵，感受韵律

1．多种形式朗读全文。

拍手读，感受节奏。

配乐读，感受韵味。

表演读，感受画面。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全文。

3．跟着音乐听唱歌曲。

（五）仔细观察，书写生字

1．看：仔细观察关键笔画在田字格里的占位。

2．描：跟着范字在田字格中描红。

3．写：认真、规范书写生字。

4．评：同桌互评，在写得好的生字下面画上小红花。

（六）拓展阅读，积累语言

拓展阅读与月儿有关的儿歌，在读中自主识字，积累语言。

（刘泽虹 郑治）

参考资料：

★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汉族人，江

苏苏州人。叶圣陶是现代著名作家，1923年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叶圣陶

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曾当过1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他提出“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理

念，指出“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地灌输书本知识”，这些教育理念对

当代的教育仍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 叶圣陶儿童诗一首

萤火虫（节选）

萤火虫，点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飞到河边上，

小鱼在做梦。

飞到树林里，

小鸟睡正浓。

萤火虫，萤火虫，

何不飞上天，

做个星星挂天空。

★ 谜语一则

有时落在山腰，

有时挂在树梢。

有时像只圆盘，

有时像把镰刀。

（谜底：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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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树和小鸟

教学目标

1．借助图文认识本课8个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在识字和朗读中，通过“乐呵呵”“最爱”等词句感受大树的慈祥和快乐，通过“美

丽”“活泼”等词句感受鸟儿的可爱和快乐，在交流对话中感受大自然的和谐、生活的美

好和人间的爱。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生字、词语卡片，朗读磁带或课件。

学生：观察各种鸟住的地方，探索鸟与树的关系。

教 材
简 析

在美丽的森林里，住着千千万万五颜六色的小鸟，它们边飞边歌唱，树木呵呵欢

笑。这是一幅多么清新、自然的画卷，正等待孩子们去欣赏。

这首儿歌采用了拟人的手法，描绘了鸟与树的密切关系。优美的诗文、形象的图画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展开想象，感受自然界的和谐。可选用配乐读、同桌读、小

组读、表演读等形式，指导学生朗读课文，熟读成诵。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认写本课生字，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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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要求读

准字音，读通句子。

＊ “乐呵呵”一词生动形象地写

出了大树的慈祥和快活，可通过反复

朗读进行理解、体会。

＊ 抓住“美丽”“活泼”让孩子读

读议议：从哪里看出鸟儿美丽可爱？

又从哪儿可以看出鸟儿活泼快乐？可

抓住“红黄蓝绿”想象鸟儿的色彩美，

抓住“飞来飞去”“唱歌”想象鸟儿的自

由和快乐，并通过反复朗读进行感悟。

＊ “最爱”一词将树与鸟的和

谐、美好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让孩子说

说：鸟孩子“最爱”什么？为什么？树

公公树婆婆“最爱”什么？为什么？孩

子们你们又“最爱”什么？为什么呢？

从而将情感推向高潮。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导入

演示课件，让学生观察各种鸟的图片，同时老师口头作描述：一棵棵茂盛的树是小

鸟们的家，小鸟们有了家，快乐地嬉戏在林间，多开心、多活泼，就像一个个快乐的孩

子。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课文《大树和小鸟》。生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再读课文，边读边画出文中的生字多读几遍。

3．哪些字的字音容易读错，请给大家提个醒。（翘舌音“树”，边音“乐”“绿”）

4．抽读、开火车读、分组读等多种方式拼读，记住这三个易读错的字。

5．出示生字卡，抽生领读全部生字，纠正读音。

6．同桌互读，纠正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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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是翘舌音，“乐”“绿”是

边音，区别“晚”“万”的声调。

＊ 用多种形式朗读课文，通过

想象画面，提示关键词等方式引导学

生背诵。

＊ 树是鸟儿的家，树林是鸟儿

的乐园。鸟儿在树林里唱歌、玩耍、

捉虫……鸟儿离不开树林，所以鸟孩

子最爱树公公、树婆婆。可让学生自

主探讨，发表自己的看法。

＊ 重点指导“飞”“万”关键笔

画的书写，强调“乐”的笔画“ ”，注

意观察第一、二笔的占位和布局。

教学设计参考

7．用去掉拼音开火车读，抢读，做游戏摘苹果等方式巩固识字。

8．给生字娃娃找朋友（扩词）。

（三）再读课文，感受和谐

1．师范读课文，注意停顿和轻声词的朗读。学生练习朗读，把课文读通顺。

2．抽学生朗读。

3．提问。

（1）树公公、树婆婆的孩子是谁？

（2）鸟孩子为什么最爱树公公树婆婆？（树是鸟的家，树林是鸟儿的乐园，鸟儿在树

林里唱歌、玩耍、捉虫……鸟儿离不开树林，所以鸟孩子最爱树公公、树婆婆。）

4．从“乐呵呵”“唱着歌”两个词你感受到它们生活得怎样？（快乐）

5．让我们一起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读一读课文（通过齐读、抽读、分组比赛读、拍

手读等方式，让学生熟读成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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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书写

1．出示生字卡，抽生认读，齐读。

2．教给学生记字方法。（如数笔画，加笔画：“十”加撇变成“千”）

3．今天老师给大家介绍几个偏旁朋友：木字旁、日字旁、绞丝旁。

4．出示要写的四个生字：飞、千、万、乐。

5．认识新笔画横折斜钩。（老师边教读边示范，学生先书空，再练习书写）

6．观察四个生字的笔顺，抽生汇报，集体书空。

7．老师示范书写，学生书写，师巡视指导。

8．投影展评部分学生作业，引导学生欣赏、评价。

（五）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不但交上了新的笔画朋友、新的偏旁朋友、新的生字朋

友，还懂得了鸟和大树的密切关系，为了让小鸟更加快乐，让大树更加茂盛，让我们一起

来保护树木，保护鸟儿，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附：板书

6大树和小鸟

爱

树公公 树婆婆

（陶治 徐炼）

参考资料

★ 儿歌三首

树上有个家

树上有个家，

那是鸟儿的家。

鸟爸爸是蓝颜色的，

它会捉虫子。

鸟妈妈是红颜色的，

它会摘果子。

鸟宝宝是黄颜色的，

它会扑通扑通翻跟头。

大树和小鸟

大树高高，

住着小鸟。

小鸟叫叫，

大树笑笑。

大树摇摇，

小鸟跳跳。

大树小鸟，

快乐陶陶。

小鸟音符

小鸟，小鸟，

你们为什么

不坐在高高的树梢？

小鸟，小鸟，

你们为什么

在电线上来回跳跃？

明白了，明白了，

你们错把电线当成五线谱了。

小鸟音符，

呵，音符小鸟，

多么美丽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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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鸟和最小的鸟

目前全世界为人所知的鸟类一共有9000多种，光我国有记录的就有1300多种。

世界上最大的鸟是鸵鸟，它们生活在沙漠荒原地区，喜欢吃植物、浆果、种子、昆虫

等。在非洲，人们还常常把鸵鸟作为运输工具。鸵鸟既然是鸟，为何还要奔跑，而不飞

呢？原来鸵鸟不能飞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太重了，而且羽翅也发生了退化。非洲鸵鸟是

“鸵鸟之最”，它们身高达 2.75米，体重 100多千克。鸟类中的“小不点儿”应属蜂鸟。

蜂鸟约有650种，最大的有家燕那么大，最小的蜂鸟如“散缘蜂鸟”，大小似黄蜂，体重

约 2克，体长 6厘米左右，其中喙和尾占 4厘米；蛋只有豌豆那么大，重仅 0.2克，这是

“蛋中之最”了。

★ 作者简介

尹世霖：山东日照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

旗一角的故事》《少年朗诵诗》《校园朗诵诗集》《我们的祖国》《小朋友朗诵诗》《夏令

营朗诵诗集》《节日集会朗诵诗选》《让诗长上翅膀》《童话朗诵诗》《尹世霖儿童朗诵

诗选》等作品。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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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荒 地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认识新笔画弯钩，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结合课文内容，初步感知“商量”“争来争去”的意思。明白光说不做，将一事无

成的道理。

3．通过分角色朗读、表演读等方式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范读录音带，有条件的可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1）在美术课上，老师指导学生做动物头饰。（2）了解公鸡、鸭子、兔子、猴子的

生活习性。

教 材
简 析

《荒地》是一首充满乐趣的儿童诗，它把一个较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文字，以

儿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课文以儿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故事：几个小动物为在一块地上

种什么争来争去，大家只说不做，结果那块地仍然荒着。课文通过有趣的故事让学生明

白光说不做，将一事无成的道理。故事的角色都是学生熟悉的小动物，课文内容浅显，

贴近学生生活，很容易激起学生学习的愿望。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记生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难点是学会思考，

明白事理。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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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荒地：没有开垦或没有耕种

的土地。商量：交换意见。年年月

月：一年年，一月月。

＊ 可从“商量”一词入手进行

教学，设计三个问题。

1．商量什么内容？

2．小动物们各自的意见是什

么？还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小

动物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呢？让学生

在交流讨论中明白小动物不同的生

活习性，以及它们在商量事情的时候

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3．商量的结果如何？引导学生

采取小组合作讨论、全班交流的方式

弄清问题，读懂课文，感悟“光说不

做，将一事无成”以及“在团队中不能

只为自己着想”的道理。

教学设计参考

（一）图片导入，解读课题

1．出示两幅图。第一幅：荒地。第二幅：种有各种粮食和蔬菜的土地。提问：你看

到了什么？

2．根据学生的回答小结：像这块没有开垦或没有耕种任何粮食、蔬菜的土地就叫荒地。

3．出示带拼音的课题：荒地。拼读“荒”字，认识草字头。

（二）初读儿歌，集中识字

1．教师范读儿歌或听录音。过渡：公鸡、鸭子、兔子和猴子来到了这块荒地，它们

在说什么呢？

2．学生自读儿歌。要求：自由地朗读儿歌，用笔圈出带有红色帽子的生字，把你觉

得难读的生字词和句子多读几遍。

3．集中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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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前先看范字，要看整个

字，临写时要一气呵成，写完后再对

照范字看一看，发现问题并找到原

因，写下一个字的时候力求避免。认

识新笔画弯钩，强调“公”上面是“八”

字头，不要写成“人”字头。重点指导

写“年”，第三笔是横，第四笔是短竖。

＊ 朗读指导：这首儿歌充满童

趣，在朗读时要读出小动物们争先恐

后发表意见的语气，以突出它们只说

不做的特点。最后两行，则要读出遗

憾的语气。

＊ 引导学生在感知课文内容

的基础上，联系已有的生活经验，谈

自己如何使这块地不荒，想象动物们

明白自己的不足之后，将如何处理这

块荒地。激发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看

法的勇气。

＊ 带领孩子读一读，记一记，

说一说，积累词语，并试着说说同类

词语。鼓励学生自主完成。

教学设计参考

（1）出示课件或生字卡片拼读生字。读的方式有：抽读，跟读，开火车读、小组读和

齐读。

（2）纠正读音，掌握难读的字音。平舌音：子；翘舌音：种；鼻音：年。

（3）记字形：你能用什么办法记住这些字？

（4）游戏巩固识字。摘星星游戏，去掉拼音，检查认读情况。读字摘星，读拼音摘

星，组词摘星。

（三）再读儿歌，背诵儿歌

1．再读儿歌。把生字宝宝送回儿歌里读。

2．抓“争来争去”，指导分角色朗读，读出争论的语气。

让学生仿照“争来争去”一词说说其他同类的词。

3．对话：你知道小动物们为什么会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吗？

4．全班交流：你有什么办法让这块地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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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诵儿歌。

（四）指导书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1．学习新笔画弯钩。指导书写“子”字。

2．逐字指导，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每个字的关键笔画在田字格里的摆放，然后再描

红书写。

3．评价孩子的书写。师生评价，自我评价，学生互相评价。

（五）总结本课，拓展迁移

1．总结本课所学的生字、新笔画、新部件。

2．背诵课文。

3．拓展阅读：

（1）读儿歌《雪地里的小画家》等。

（2）读故事《猴哥猴弟种玉米》或《兄弟争雁》。

（黄福萍 刘均）

参考资料

★ 故事两则

猴哥猴弟种玉米

村子的小树林里住着猴哥和猴弟。这猴哥猴弟最爱吃玉米。它们一大早就钻进农

民伯伯的地里，偷了大玉米。农民伯伯看见了，拿起扁担就打，吓得猴哥猴弟赶快逃

走。猴哥说：“明年咱们自己种玉米吧！”猴弟说：“好，自己种上玉米，就不怕没有吃的了。”

春天到了，猴哥猴弟在小河边种起玉米来。它们先翻地，才干了一会儿，就觉得累

了，往河旁一倒，直到太阳下了山，它俩才起来，把种子往地里胡乱一撒就回家了。

猴哥说：“从明天起，咱们轮流下地吧！明天你先去。”第二天，猴弟下地去了。它

想：哥哥偷懒，让我来干活，我才不当傻瓜呢！它吱溜一下，跑到树林里去玩，到天黑才

回家。第三天，轮到猴哥下地。它走到地里一看，开口就骂：“真是个懒虫，它干什么活

了？它不干，让我干，我才不当笨蛋呢！”也跑到树林里去玩，到天黑才回家。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秋天，猴哥猴弟高兴地去收玉米。可地里全是

野草，玉米呢？细细再一找，才在野草丛中找到几棵玉米秆子，又矮又细，一个棒子也没

长。这是怎么回事呀？猴哥睁大眼睛看着猴弟，猴弟张大嘴巴瞧着猴哥。

兄弟争雁

兄弟俩看见一群雁在天上飞过，哥哥挽弓搭箭，说要“把雁射下来煮着吃”，弟弟一

听连忙阻止，说“雁要烧着才好吃”，于是两兄弟就开始争吵了起来。最后他们找到一位

老先生评理，老先生说：“这还不简单，一半煮着吃一半烧着吃不就得了？”可当他们再去

射雁时，雁儿早已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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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悯 农

教学目标

1．通过诵读古诗认识本课8个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4个生字，感受汉字的美。

2．正确、流利地朗诵古诗，初步感知古诗的节奏和韵律，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

古诗。

3．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懂得尊重劳动，爱惜粮食。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课件（诗文画面）等。

学生：（1）让学生访问农民或到农田体验劳动生活，或用其他方式了解粮食是怎么

生产出来的。（2）收集几句节约粮食的广告语，准备在课堂交流。

教 材
简 析

《悯农》是《古风二首》（又名《悯农二首》）中的第二首诗。作者是唐代诗人李绅。《悯

农》是一首五言绝句。诗句的意思是：中午烈日当空，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

禾苗锄草，汗珠滴落在禾苗下的泥土里。有谁知道碗里的饭，每一粒都凝结着种田人的

辛苦呢！全诗四行，两句。第一句写农民在烈日下劳动很辛苦。第二句写诗人看到农

民辛苦劳动后的感想：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粒粒饱含着农民艰辛劳动之苦。

全诗表达了对农民辛勤劳动的同情，对浪费粮食行为的愤慨，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

喜爱。特别是最后两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可引导学生对话：你知道我们吃的粮

食、蔬菜是怎么来的吗？你想对农民伯伯说点什么呢？结合课文，联系实际让学生知道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并学会感恩。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识写本课生字，背诵古诗。

我的思考与设计

161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解读与提示

＊ 悯农：同情农民；锄禾：为庄

稼锄草松土；餐：饭；皆：都。

＊ 引导学生观察课文插图：农

民伯伯在干什么呢？从图上你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吗？从而帮助学生感

知“锄禾”和“日当午”的意思。

＊ 引导学生想象：中午的太阳

那么大，农民伯伯辛苦吗？从哪一句

诗可以读出来？

＊ 诵读参考：本诗朗读基调宜

缓慢沉稳，在深沉的语气中抒发感

情。第一句，略升，“午”字应重读。

第二句，下降。第三句，升调，“盘中

餐”读时应下抑。第四句，降调，但

“皆辛苦”读时应上扬。第二、三句间

停顿稍长，以表现诗歌的层次。

＊ 带领学生有滋有味地诵读

古诗，感受古诗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让学生熟读

成诵。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引入

1．出示课件：小朋友皮皮吃饭时漏饭菜和倒饭菜的情景。

2．同学们，你们有漏饭菜或倒饭菜的时候吗？学生自由发言。

3．同学们，你知道被你们漏掉、倒掉的饭菜是怎么来的吗？

4．出示课文插图，说说图中画的是谁，在干什么。

5．出示课题，拼读课题，指导学生读准“悯”的前鼻音和“农”的鼻音。

6．解题，简介诗人。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学生看书听读，注意听清楚每个字的读音。

2．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诗句，把不认识的字作上记号多读几遍。

3．同桌互相帮助拼读不认识的字。

4．小组内交流认读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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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让学生用学过的笔画

和部件分析字形，识记生字，仔细观察

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尤其是主笔

在田字格里的占位，利用田字格帮助

写好字。重点指导写“当”字，光字头

的笔顺要先中间后两边；写“农”字时

竖提的位置要掌握好；注意区别“午—

牛”的字形。

＊ 可先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交际

活动，让学生在问、说、议中互动交流，

学会倾听、学会表达、学会分享。再在

全班进行师生对话、学生与学生对话，

引导学生大胆、大方、完整、清楚地表

达自己的意见。

＊ 口语交际要营造话题情景，

让学生联系诗中所学以及现实生活中

的现象展开交流。

教学设计参考

5．全班汇报，教师利用生字卡片相机纠正读错的地方或强调较难的字的读音，注

意读准“知”“辛”“农”的读音。

6．通过“开火车”、分组比赛等方式检查认字情况。

7．通过个别读、小组读、齐读等方式检查全诗的朗读，要求读准确，读通顺。

（三）朗读理解，感悟诗意

1．图文结合，自读自悟。

一边读诗一边看图，想象诗中描述的情境。课件出示：每一行诗句要出现在插图相

应的位置，便于学生图文结合理解诗意。

2．教师引导，感悟诗意。

（1）农民伯伯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时候?可以用书上的哪句诗来表达？（锄禾日

当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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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在为禾苗锄草的农民伯伯怎么样？（汗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可以用书上的哪

句诗来表达？（汗滴禾下土）

（3）小朋友们，农民伯伯种粮食多么辛苦啊！请听皮皮的妈妈是怎样对皮皮说的

（录音）：皮皮，我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你一定要爱惜粮食

啊！你能把皮皮妈妈的话用诗句表达出来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美读古诗，读出节奏，读出感情。

（1）听录音朗读，画出节奏。

（2）采用多种形式美读：配乐读，自由读，合作读，比赛读，齐读。在反复朗读中体会

诗意。

（3）采用多种形式背诵：自己试背，同桌互背，指名背等。

4．营造情境，口语交际。

孩子们不但记住了古诗，还懂得了要尊重劳动，爱惜粮食。生活中大家都做到了

吗？请看视频——

播放学生在食堂用餐的视频，营造话题情境，通过以下四个问题，让生生互动、师生

互动，展开交际，并随时提示学生在交际过程中要注意使用礼貌用语。

（1）你看到了什么？

（2）你想到了什么？

（3）你想对谁说点什么？

（4）以后你会怎么做呢？

小结：把今天学到的古诗和交际技巧运用到生活中，在食堂、在家里、在餐馆随时劝

导人们爱惜粮食。

（四）识记生字，扩词应用

1．说说你用什么方法记住了哪些生字。

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记忆生字。

2．一字开花，让学生选择喜欢的生字扩词。

（五）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1．学生自主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

2．学生相互提醒怎样写好这些字，老师相机指导“当”和“农”的书写。

3．教师范写，学生书空，。

4．学生自主写字，先描红再写三个。

5．评价。

（1）自评。

（2）互赏、互评。

（六）作业。（任选）

1．写写较难的生字，口头组词。

2．背背诗歌。

3．参观农民伯伯劳动的场面。

（孙仁美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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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李绅（772—846）唐代诗人。字公垂，无锡（今属江苏）人。元和元年进士，曾因

触怒权贵下狱。武宗时拜相，出任淮南节度使。他的诗短小精悍，早有诗名。与元稹、

白居易交游密切，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失传。《全唐诗》录

其《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他的诗很有名气，《悯农》最为世人传诵。

★ 悯农二首
［唐］李绅

其一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 古诗一首
蚕妇

［宋］张俞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 谚语两则
1．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2．一斤粮，千粒汗，省吃俭用细盘算。

★ 警句两则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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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运用（四）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的生字。

2．通过梳理，进一步掌握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书写规则。

3．通过读绕口令，练习读准平、翘舌音。

4．在阅读儿歌中识字、扩词，提高语文学习兴趣。

5．培养主动识字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相关课件（展示写字笔顺的动画和朗读录音等）。

学生：识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5个方面的训练内容。“温故知新”梳理左右结构、上下结

构汉字的书写规则，让孩子养成正确、规范书写汉字的习惯。“你还认识我吗”将所学生

字进行重组和复现，让学生在认读、记忆中巩固识字，积累语言，拓宽视野。“读读玩玩”

选择了一则绕口令，训练学生读准平、翘舌音，可以带领孩子由慢到快反复朗读。“读读

想想”是一首有意思的儿歌，在充满趣味的朗读中感受儿歌的节奏美、韵味美，并从中受

到诚实守信、不说谎话的教育。“自主识字园地”给孩子提供了一个自主识字、自主检测、

自主发展的平台，激励孩子学会多渠道识字。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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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江”“秋”是左右结构的字，

书写的时候要从左到右，同时注意笔

画的穿插和避让。“早”“公”是上下结

构的字，书写时要先上后下，注意上

下两部分的布局。教师可先让学生

观察，再找出同类的汉字进行书写、

验证。

＊ 这些词语均是由本单元以及

以前学过的生字组成的。建议先让学

生自读，不认识的字做上记号，问同

桌、问老师或者向书本请教，培养好习

惯。然后抽读、分组读、齐读，在读中感

悟。既复习了生字，又积累了词语。

＊ 带点字的读音都是平、翘舌

音，易错易混。教师可让学生反复拼

读带点字的读音，再用多种方式朗读

全文。力争做到由慢到快，逐渐加大

难度，训练学生的灵活性。教师还可

以再找一些训练平、翘舌音的绕口令

让学生进行反复练习。

教学设计参考

（一）新课引入

在本单元学习中，我们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又认识了很多汉字娃娃，瞧，汉字娃娃

又在聚会了！你还认识它们吗？

（二）温故知新

1．出示四个结构典型的汉字。读一读，你能发现它们在写法上有什么规律？

2．谈发现。

3．小结，把发现的规律梳理成一句话并读一读：写字要先左后右，先上后下。

4．我们之前学到的哪些字也是按这个笔顺规则写的？

5．在本子上练习写这些字，边写边想它们的规律。

6．你还知道汉字书写时需要遵循一些什么规律吗？学生举例说明。

7．师生共同小结汉字书写的规律。

167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 此儿歌贴近学生生活，浅显

易懂，朗朗上口。建议教学时分组让

学生反复朗读，在熟读的基础上拍起

手来，有节奏地朗读。在兴趣盎然的

朗读中受到诚实守信、不说谎话的教

育。也可以让学生在课后把儿歌编

成快板进行表演，实现寓教于乐。

＊ 教学时，建议先由学生自己

读一读，给认识的字做上记号，然后

在下面的括号内填写自己认识的字

数。也可以同桌互读，通过竞赛的形

式进行。在学生自主识字的过程中，

教师要关注各个层次的学生，对于识

字数多的学生，问问他是通过什么渠

道认识这些汉字的。用榜样的力量

引领其他同学自主识字。对于识字

数少的学生，也要看到他较之前的发

展和进步，鼓励他多渠道识字，从而

激发学生主动识记汉字的兴趣。

教学设计参考

（三）你还认识我吗

1．这些生字我们都见过，今天，它们带着新的词语朋友来和我们见面。你还能认

出它们来吗？自读词语，注意读准字音。

2．同桌读一读，考一考。

3．“开火车”抽读，注意正音。

4．你最喜欢哪些生字带来的新朋友？为什么？把你喜欢的新词语美美地读一读，

记一记吧。

5．小结：汉字很有趣，可以和别的字组成新朋友，表达不同的意思。同学们平时多

注意收集积累。

（四）读读玩玩

1．汉字娃娃排排站组成了一首儿歌，我们来读读玩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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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自练读，同桌对读，注意听听平、翘舌音都读准了吗？把带点的平舌音汉字和

翘舌音汉字再读一读。

3．抽读儿歌，师生评价正音。

4．能不能拍起手来，加快语速读一读，比一比谁读得又准又快！

5．读完儿歌，你知道儿歌写的是一种什么蔬菜了吗？试着画出来。

6．还想再读一则训练平、翘舌的绕口令吗？试一试吧！

（五）读读想想

1．我们再读读这首儿歌，看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2．自读儿歌，不会读的字多拼读几遍。

3．和同桌一起读儿歌，互相提醒读准字音。

4．抽读儿歌，注意正音。

5．分角色读儿歌，指导读出问和答的语气。

6．拍手读儿歌，边读边想你明白了什么。

7．交流怎样做一个人人夸的好孩子。

（六）自主识字园地

1．读了两首有趣的儿歌，我们再来做个游戏。

2．四人小组玩“摘葡萄”游戏，一串葡萄里藏着一个汉字，看那个小组中的哪个同

学识的字最多。

3．推荐本组识字最多的同学参加全班比赛。

4．给“识字大王”颁奖。交流自己平时的识字经验。

5．小结：在生活中识字是个好方法。

6．“识字大王”带领全班同学一起读字、读词。

7．布置制作“亲子识字园地”，比拼谁是新的“识字大王”。

（张朝娟）

参考资料

★ 绕口令一则

师父四十四

山里有个寺，

山外有个市，

弟子三十三，

师父四十四。

三十三的弟子在寺里练写字，

四十四的师父到市里去办事。

三十三的弟子用了四十四小时，

四十四的师父走了三十三里地。

走了三十三里地就办了四十四件事，

用了四十四小时才写了三十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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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歌两首

好孩子要诚实

小花猫，喵喵叫，喵喵叫。

是谁把花瓶打碎了？

爸爸没看见，妈妈不知道

小花猫对我叫，

喵！喵！喵！

小花猫你别叫，你别叫。

是我把花瓶打碎了。

好孩子要诚实，有错要改掉

小花猫对我叫，

喵！喵！喵！

狐狸说谎话

红毛狐狸逢人讲，

自己从来不说谎。

可怜鸡妈妈，

哭得真悲伤，

宝宝不见了，

鲜血地上淌。

大家问狐狸，

狐狸硬装相，

它说我没咬，

连连把头晃。

晃啊晃，晃啊晃，

鸡毛粘在嘴角上。

★ 故事一则

狼来了

从前，有个放羊娃，每天都去山上放羊。

一天，他觉得十分无聊，就想了个捉弄大家寻开心的主意。他向着山下正在种田的

农夫们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农夫们听到喊声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

上跑，他们边跑边喊：“不要怕，孩子，我们来帮你打恶狼！”

农夫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一看，连狼的影子也没有！放羊娃哈哈大笑：“真有意

思，你们上当了！”农夫们生气地走了。

第二天，放羊娃故技重演，善良的农夫们又冲上来帮他打狼，可还是没有见到狼的

影子。放羊娃笑得直不起腰：“哈哈！你们又上当了！哈哈！”

大伙儿对放羊娃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十分生气，从此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

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一下子闯进了羊群。放羊娃害怕极了，拼命地向农夫们喊：

“狼来了！狼来了！快救命呀！狼真的来了！”

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以为他又在说谎，大家都不理睬他，没有人去帮他，结果放羊

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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