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单元

单元说明

悠悠民族情，拳拳爱国心，诚挚朋友意，浓浓亲人情……本单元给我们带来很多感

动与启发。《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不仅使我们领略到山的雄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团

结与协作，竞争与上进；《乌鸦喝水》以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只聪明的乌鸦，想办法喝到

了瓶子里的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台湾和海南这对《姐

妹岛》“都是祖国的宝岛”，“都是祖国母亲的女儿”，寥寥数语表达了我们热爱祖国，渴

望祖国统一、亲人团聚的真情；《平平的手》扶起爷爷，为奶奶打扇，用小手传递着对亲

人的爱。细细品读这些文章，在诵读中去感受、体会，从中受到爱祖国、爱他人、爱生活

等美好情感的陶冶，从而懂得珍惜这种种美好的情感。“口语交际”鼓励学生大胆交流，

认真倾听，同时也引导学生热爱劳动；“积累与运用（六）”对前面所学的形近字进行比

较，让学生的书写更准确与规范，变换情境对所学生字再次复现，从而达到巩固识字、

积累词语的目的。

本组课文体裁丰富，有儿歌、故事、短文，充满童真童趣，易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学生在乐中识字、趣中识字提供了良好的语言材料，使低段语文教学的重点——识字

教学有滋有味。课后问题的设计具有弹性和开放性，为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认识本单元生字，辨别形近字，积累本单元的好词好句。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问号、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培养

学生仔细倾听，努力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的能力。

3．边读边展开想象，感受语言的优美，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喜爱，潜移默化地对学生

进行爱生活、爱祖国、爱他人等美好品德的教育。

我的单元

安排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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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9 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

教学目标

1．学生用学到的识字方法认识8个生字，工整地书写4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儿歌，体会问号、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3．通过诵读儿歌，让学生感受儿歌明快的节奏、真挚的情感，感受团结与协作，竞

争与上进的精神。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大山山峰的图片。

学生：观察大山（可以通过观看电视、插图等方式）。

教 材
简 析

这首诗歌短小、精致，富有韵味，一问一答的形式，充满童真童趣，富有灵性。教学

中要通过朗读，激发学生对学习诗歌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并激发学生对祖国山

河的热爱。

第一节以设问的方式开头，诵读儿歌要读出疑问的语气。学生读好“背”“扛”，互相

演示动作，从而明白什么是“背”，什么是“扛”，明白山就是这样高起来的，还能摸到天

呢，感受到山的高，体会感叹号表达的语气。在动作演示中，学生更直观认识并记住

“背”“你”等字。

第二节同样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再次体会问号表达的语气。指导学生们读好

“推”“追”这两个字，想象在游戏时推和追的动作，理解这些字的意思。想象大山像小孩

子一样做着游戏，一直跑到天边。感受山的连绵起伏，一座接着一座，一直连接到很远

的地方，从中体会到竞争上进的精神。

识记生字，朗读、背诵课文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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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解读与提示

＊ 学生初读儿歌，找出儿歌中

难读的词语，借助拼音尝试正确、熟练

地拼读。

＊ 读题目，引起兴趣，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大山怎么这么高？怎么高起

来的？

＊ 学生在认识了生字后，再次

朗读第一节的儿歌，感受语言的美，体

会团结协作的精神。

＊ 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掌

握字音、字形，在朗读课文中理解字

义。可用“比一比”的方法学习“远”和

“边”，可用“加一加”的方法学习“起”

“背”，做动作识记“推”。在学生初步

认识生字后，采用扩词说句等方法巩

固所学生字。

＊ 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诵读

儿歌，同时注意感受问号、感叹号所表

达的语气。再背给小伙伴们、爸爸妈

妈听一听。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开门见“山”，引入新课

1．教师：孩子们，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学生：认识，是“山”。

教师：孩子们，“山”能和哪些好朋友组成词语呢？

你还能用“山”组成的词语说句话吗？（如：“山城”——咱们的家乡重庆被称作“山

城”。）

2．导入新课：今天，还有很多生字宝宝等着和大家交朋友呢，它们就住在第九课

——《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这篇课文里，赶快去和它们见面吧！

3．板书：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1．自主读课文，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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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 诵读儿歌，展开想象，根据自

己的理解说说山有多高，山有多远，感

受语言的优美。

＊ 学生根据前边学的汉字的构

字规律，按笔顺规则用铅笔在田字格

里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

的形体美。注意半包围结构的“边”字

和左窄右宽的“你”字，注意“来”和

“高”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写字时姿势

要正确，字要写得规范、端正、整洁，努

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好后可进

行自评、互评。

＊ 鼓励学生自主练习，想象山

背山、山扛山、山推山的情景，就像小

朋友们做游戏一样。想象山峰重峦叠

嶂、连绵起伏的画面，并试着说一说。

还可以这么说：山举山，山叠山，山拉

山，山挽山，山接山……

教学设计参考

2．再读课文，圈出生字词语，把句子读通顺。

3．同桌之间相互抽读生字。

4．老师重点检测“你背我扛”“你追我赶”“怎么”“高起来”这几个生词的读音，练习

读问句。

5．通过多种形式，掌握生字读音，记忆生字的字形。

（三）再读课文，解决问题

1．认识了生字词，再读读句子。你读懂了吗？理解“山背山”“山扛山”，你能不能

做一做这些动作？所以，山就越来越高。（师用简笔画在黑板上画出“山背山”“山扛山”，

请孩子们观察。）那么，山有多高呢？请你想一想，说一说。

2．理解“山推山”“山追山”，请你们也想一想这些动作，试着用你的两个拳头来表

演一下“山推山”“山追山”。接着，请你们也试着在图画本上画一画“山推山”“山追

山”。所以啊，山就越来越远，那么山有多远呢？请你看图画，试着想一想，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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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3．再大胆地想一想，试着填空“山 山”，还可以怎样说？（看一看书上的黑板

上的以及你自己画的画，想一想：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山是不是这样的？还可以怎么说

“山 山”？）

（四）作业练习，指导写字

1．完成课后第一题，指导背诵。

2．指导描红、书写，完成“学学写写”。

3．同桌互评作业。

附：板书

大山是怎么高起来的

高 山背山 山扛山

山 山

远 山推山 山追山

（张露月 李晓蕾 傅云莲）

参考资料

★ 山爷爷和孩子的对话

山爷爷，您真高，

白云才到您的腰。

不，孩子，

只要你登上山顶，

就比我还高。

山爷爷，您真美，

绿树、红花把您环绕。

不，孩子，

你的双手和智慧，

能把最美的世界创造。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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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10 乌 鸦 喝 水

教学目标

1．能认识8个生字，掌握更多的识字方法；正确、工整地书写4个生字。

2．学生借助拼音朗读课文，有自主阅读的愿望；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知道遇到困难要动脑筋、想办法，有主动探究的愿望。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瓶子、小石子、水等物品。

学生：预习课文，根据课文内容动手做做实验。

教 材
简 析

这是一篇含义深刻的小故事，以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只聪明的乌鸦，它口渴了，开

动脑筋想出好办法，喝到了瓶子里的水。

故事来源于伊索寓言的《乌鸦与水罐》，已成为语文教材的经典课文，陪伴了几代

人成长。课文共 4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写故事的起因，乌鸦口渴，去找水喝。第二自

然段写乌鸦看见一个有水的瓶子，可喝不着。第三自然段写乌鸦想办法。第四自然段

交代故事的结尾，乌鸦喝到水。

通过学习课文，明白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认写生字，朗读、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是难点。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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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解读与提示

＊ 让学生找出课文中难读的

词语，自己借助拼音读熟。

＊ 第一自然段：要引导学生读

好“到处找水喝”，体会乌鸦口渴，特

别需要喝水的着急心情。可鼓励学

生用“到处”一词进行说话练习。

＊ 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话，读

好“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体

会乌鸦的高兴；第二句，读好“水不

多”“瓶口又小”“喝不着”，体会乌鸦

的为难。

＊ 重 点 指 导 读 好 第 四 自 然

段。观察图画，用图画帮助理解这段

话的内容。抓住“一个一个地衔起

来”“水渐渐升高”，体会乌鸦终于喝

到水时的心情。再通过师生共同做

“水升高”的实验，让学生理解乌鸦这

个办法真不错，乌鸦真会动脑筋。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课题质疑，导入新课

1．读了课题，你知道了什么？

2．再读课题，你想知道什么？孩子们提问，教师和学生一起梳理问题。问题主要

有：乌鸦为什么喝水？怎样喝水？喝到水了吗？你还能为小乌鸦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吗？

（二）自读课文，自主识字

自由读课文，并圈出生字，难读的多读几遍。

1．交流识字成果。可以采用同桌互读、小组与集体认读相结合的方式，分享知识，

互相帮助，掌握生字读音，记忆生字字形。

2．开火车检查认字情况，教师适时给予指导，注意“周”“石”“只”等字的读音。

3．给生字组词语。

（三）合作学习，交流释疑

1．自己读读课文，想想明白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做上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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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 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掌

握字音、字形，在读文中理解字义。

＊ 学生学习用普通话再次朗

读课文，达到正确、流利、有感情。

＊ 学生明白了乌鸦的好办法

后，也可以开动脑筋，想想还有什么

办法让乌鸦喝到水。学生发表自己

的看法，比一比谁想的巧，谁的办法

最好。从中明白，遇到困难时，要善

于观察和发现，主动想出办法解决问

题。

＊ 鼓励学生根据前边学的汉

字的构字规律，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汉

字。如：口＋八＝只，力＋八＝办。

＊ 鼓励学生自主练习。根据

所提供的词语，把这个故事较完整

地讲述给小伙伴们，或者爸爸妈妈

听。注意讲清楚故事的起因、经过

和结果。

教学设计参考

2．小组内学习交流，互相启发，弄懂不明白的地方。

3．向老师提出通过同桌交流还不明白的地方。

（四）释疑解难，指导朗读

1．教师重点引导学生通过抓重点词句来体会乌鸦喝不着水，急于想办法的心情。

结合朗读训练，重点理解词语“到处”，学会用“到处”说话。

2．乌鸦想出了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重点指导探究“乌鸦是怎么

喝到水的”这个问题。

第四段教学，抓住句子“一个一个地衔起来”“水渐渐升高”等。让学生自己在小组

内动手做实验：实验者把小石子一个一个放在瓶子里，其余学生观察水是怎么升高的。

（理解“水渐渐升高”，并用“渐渐”说一句话。）

教师小结：看来，动脑筋，想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想想现在乌鸦的心情怎样，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再读读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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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组内互读互评，教师相机指导。

4．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注意关键的词语和环节不要漏掉。

5．创设情境，组织讨论：乌鸦还有别的办法喝到水吗？和同学交流一下。（有条件

可以小组合作，把你的故事表演出来。）

（五）练习写字

1．学生在“学学写写”中读帖、书空。

2．学生在小组内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字，交流记字方法。

3．说说出书写要点，教师归纳。重点提示“只”的最后两笔要起到支撑“口”字的作用。

4．学生描红、摹写。

5．自评，同桌互评。集体评比，展示。

板书设计

19 乌鸦喝水

喝不着————喝着了

动脑筋 想办法

（何晓芬 杨静）

参考资料

★ 乌鸦喝水的新故事

乌鸦口渴极了，它发现了一个长颈小瓶里有半瓶水。可是瓶口很小，乌鸦喝不到

水。后来它想了一个办法，把一颗颗小石子投到瓶里去，瓶里的水升高了，乌鸦高兴地

喝到了水。这件事被伊索写进了寓言，传遍了全世界，乌鸦也因此出了名。

有一次，这只乌鸦外出旅游，它又口渴了，可是四处找不到水。后来它发现了一口

井，低头一看，井底有水，但井口很小，井又很深，它喝不着。它想到了自己曾经投石入

瓶喝水的光荣事迹，不禁高兴地叫了起来：“呱！呱！我怎么把这经验忘了！”于是它又

衔来一颗颗小石子，向井里投去，谁知道投了半天，井水就是不上来。

树上的喜鹊看到了，说：“乌鸦先生，这是水井，不是你原先的那个长颈瓶子，怎么还

用那个老办法？”

“你懂什么，呱呱！”乌鸦说，“我的方法是经过寓言大师鉴定了的，都上了书本，到哪

里都适用，怎么会老呢！”

乌鸦继续向井里投石子。那结果，我想大家会想得到的。

（摘自《中国20世纪寓言选》）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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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11 姐 妹 岛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工整、正确地书写4个生字，初步感受汉字的美。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积累“又脆又甜”“又甜又香”等词语。

3．了解台湾岛、海南岛的美丽富饶，知道它们是祖国的两大宝岛，台湾是祖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教学准备

教师：中国地图，教学挂图，生字词卡片，课文配乐朗读的录音带和台湾岛、海南岛

的风光片。

学生：课前收集有关台湾岛和海南岛的历史、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特产等方面的

资料。

教 材
简 析

把面积大的台湾岛比作姐姐，把面积小一点的海南岛比作妹妹，她们都是祖国的女

儿。这是多么形象的描述呀！《姐妹岛》这篇课文以拟人化的手法，生动地介绍了这对姐

妹岛的旖旎风光、丰富物产，让人不觉产生向往之情和热爱之情；也让人不觉涌出一份

期待——台湾，快回来吧，快快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篇文章，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好篇章，润物无声、浸物无痕。教学时不必作过多讲解，让学生在朗读中尽情

感受台湾、海南的美丽富饶，再通过一定的背景介绍、资料交流，激起学生心中的那份热

爱和期盼。

蔚蓝的大海，辽阔的海面，挺拔的椰树，笔直的甘蔗，再加上海鸥、海浪、海滩……课

文的两幅插图展示了台湾和海南的美丽。充分利用插图，将丰富学生的感知，加深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喜爱之情。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学会本课生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

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207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解读与提示

＊ （第一自然段）一个“都”字，

暗含了作者的巧妙心思：台湾、海南都

是祖国母亲的领土，是神圣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就像母亲不能和儿女分开

一样。注意读好长句。

＊ （第二自然段）先用拟人的方

式介绍两个岛屿的位置，接着介绍美

丽的阿里山和壮丽的五指山，它们分

别代表着台湾和海南的旖旎风光。可

以播放相关的风光片，让学生联系收

集到的图片，感受阿里山的美丽和五

指山的壮美，并相机引导学生理解“壮

丽”。最后介绍台湾和海南的物产，品

味“又脆又甜”“又甜又香”，可以引导

学生发现构词规律，仿照说词语。

＊ （第三自然段）美的事物总

是值得留恋的，这里作者又用了一

个“都”字来抒发他的情怀，再次强

调了台湾与海南一样都是祖国的领

土，并与开头照应。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入课题，学生质疑

1．齐读课题，从课题中你想知道些什么？

2．鼓励质疑，梳理学生疑问。

3．课件播放，听配乐朗读，说说你了解到什么。

（二）初读课文，初识两岛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用序号标出文中自然段。

2．学生自读课文，学生用笔圈出文中的生字娃娃，不认识的多拼读几遍。

3．指名按自然段顺序朗读，思考：姐妹岛的名字分别叫什么？

4．出示中国地图，引导学生看地图，找出台湾岛和海南岛的位置。从地理位置、地

形上理解课文中“姐妹”的意思。

208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 生字教学以自主识字为主，

读的时候注意“姐姐”“妹妹”后一个音

节读轻声，“祖”是平舌音。还可以引

导学生发现“姐”和“妹”都是女的，都

有一个女字旁；“湾”和“海”与水有关，

都有三点水。

＊ 1题：在背诵课文时，要在理

解和熟读的基础上进行，可让学生先

把握课文的思路“总—分—总”，背诵

就容易多了。

＊ 2题：指导学生读好词语，积

累语言，深化对台湾、海南岛的印象。

＊ “姐”“妹”“和”三个都是左右

结构的字，可以引导学生注意观察它

们左右两部分的占位情况，从而写好

这一类字。鼓励学生自主完成。

＊ “读读背背”，通过对课文的

学习，学生已经领悟到台湾的美丽富

饶，她和祖国骨肉情深，是祖国神圣不

可分割的领土，由此油然生出一份期

待——台湾，回来吧！此时让学生诵

读这里的句子，学生自然就能够领悟

其意思了。注意熟读成诵。

教学设计参考

（三）自主识字，合作学习

1．读准字音。

（1）出示课文中要求认识的生字，学生自主拼读。不熟悉的反复练读。

（2）齐读生字，不正确的字音及时订正。

（3）相互提醒，巩固字音。

（4）小组合作，互认互考。

（5）去掉拼音，开火车再读生字。

2．巧记字形。

（1）小组内交流记字窍门。

（2）全班交流，把小组内好的识字方法介绍给全班同学，教师及时总结和鼓励。

（3）巩固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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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文结合，理解课文内容

1．学习课文第一、三自然段。

（1）欣赏两岛风光图片，谈谈感受。

（2）读一、三段，体会两岛的美丽。教师相机板书：宝岛。

2．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过渡：台湾岛和海南岛都是祖国的宝岛，它们都有哪些宝贝呢？引入第二自然段的

学习。

（1）细读第二自然段，找出两岛之美。

①一美在风景：阿里山的美丽，五指山的壮丽。（两山图片欣赏）

二美在物产：甘蔗又脆又甜，椰子又甜又香。（教师介绍其他物产）

②练读句子“台湾岛上的甘蔗又脆又甜，海南岛上的椰子又甜又香”，感受美丽，读

出赞美之情。积累词语“又……又……”，并运用此形式的词语练习说话。

（2）美读第二自然段，表现两岛之美。

①学生自主练读，同桌评议。

②指名读，学生评价。

③推荐读，学生模仿。

④教师读，教给方法。

⑤老师引学生读，升华情感。

（五）回归整体，美读全文

再次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说说自己读后的体会。

（六）指导写字，展示评价

1．教师教写“姐”“妹”两个字。

（1）观察字的结构。

（2）说说这两个字的书写要点。

（3）教师范写。

（4）学生练习，教师巡回指导。

（5）对学生的书写进行评价。

2．引导学生观察其他汉字的书写，要求学生做到一观察，二描红，三书写，四评价。

3．学生练习，教师提醒学生注意书写姿势。

板书设计：

姐妹岛

台湾岛（姐姐）

都是祖国的宝岛

海南岛（妹妹）

（王永平 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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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祖国的宝岛——台湾

台湾四周沧海环绕，境内山川秀丽，到处是绿色的森林和田野，加上日照充足，四季

如春，所以自古以来就有“美丽宝岛”的美誉。作为著名的世界旅游胜地，台湾岛上的风

光，可概括为“山高、林密、瀑多、岸奇”等几个特征。

台湾多风景名胜，有阿里山、日月潭、阳明山、太鲁阁峡谷、清水断崖等举世闻名的

风景区，古迹有赤嵌楼、郑成功庙、龙山寺、云林港妈祖庙、台北中山（故宫）博物院等。

台湾著名旅游景点阿里山共由十八座高山组成，属于玉山山脉的支脉，现在新中横

公路已将阿里山与玉山风景区串连起来。日出、云海、晚霞、森林与高山铁路，合称阿里

山五奇。

台湾的水稻、甘蔗和茶叶，被称为“台湾三宝”。树木资源丰富，类型多达4000多

种，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木本植物种数的三分之二。木材蓄积量约有2亿立方米。比较

名贵的木材有：扁柏、肖楠、樟树、铁杉、油杉、香杉、峦大杉、台湾杉和黄桧、红桧等。台

湾出产的兰花和蝴蝶也很出名。兰花分为蝴蝶兰和柏岁兰等100多种。台湾东南的一

个岛屿，就因为盛产名贵的兰花而被人们称为“兰屿”。台湾的蝴蝶有金凤蝶、青斑蝶、

皇蛾阴阳蝶等400多种，有“蝴蝶王国”美称。许多地方都建有蝴蝶标本和蝴蝶艺术品

加工厂，利用蝴蝶美丽的翅膀制成的山水、人物、花木、鸟兽等蝴蝶画，是一种具有独特

风格的艺术品。

★ 美丽的海南岛

海南岛是中国南海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是中国陆地

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土地总面积33920平方千米，森林面积1714700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51％。约占全省森林面积一半的热带天然林，从1994年起全面停止采

伐，进行保护和恢复。人工林主要树种有橡胶、桉树、木麻黄、相思、国外松、芒果、龙

眼、荔枝、椰子、槟榔及其他热带果树。主要林副产品有热带水果、造纸木片、橡胶、松

脂、南药等。

岛上终年气候宜人，四季鸟语花香，矿物、植物资源丰富，石油与天然气蕴藏量可

观。海南岛迷人的海水、雪白的沙滩、明媚的阳光、旖旎的海底世界及富有传奇色彩的

少数民族风情定会使您流连忘返。这里四季如春，鲜花盛开，瓜果飘香，阳光、沙滩、海

水、空气，还有那多情迷人的黎族少女，无不散发着热带海岛的特殊魅力。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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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 平 的 手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能工整、正确地写4个生字。认识并书写基本笔画“ ”（横

折折折钩）。

2．通过阅读并联系生活经验体会“扶、摇、扫、送”等词语，感悟词义，并练习用“一

边……一边……”的句式说话。

3．通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形成尊敬长辈、关爱他

人和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品格。

4．在口语交际中，能围绕话题，大胆、主动地介绍自己的小手做了些什么，并仔细

倾听，努力了解小伙伴讲话的主要内容。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卡片。

学生：在音乐课上学习《我有一双勤劳的手》这首歌;在美术课上学画手。

教 材
简 析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的确，平平的手就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宝”，这双手能画

画，这双手还能扶爷爷，给奶奶扇扇子，和妈妈一起扫落叶，和爸爸一起送草料。“这是一

双怎样的手？”这是一双尊敬长辈、关爱长辈、体贴他人的手，平平就是这样一个懂得孝

敬长辈、关爱他人的懂事的孩子。或许孩子们还有许多见仁见智的想法，教师应在课堂

上引导学生质疑、探究，尽情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

本课从家庭四个主要成员的角度，分别叙述了平平的手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帮

大人们做过的事。由于课文段式基本相同，所以在理解课文时，不必逐段分析，可以通

过自由读、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的品读，去理解、感知、把握课文的内容及情感。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点是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并能正确、流利地朗读

课文。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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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质疑可以激起我们学习的

兴趣，引领我们边读边思。就本课题

目，学生或许会提出问题，如：平平的

手能干什么？平平的手是一双怎样

的手？

＊ “一边……一边……”是比

较常用的句型，课文中先后出现了四

次，可以让学生勾画出来读一读，做

一做动作，明白这里说的两个动作是

同时发生的。然后结合课后第二题

的要求，让学生练习用“一边……一

边……”说话。

＊ “扶”“摇”这两个动词，表达

了平平对老人的尊敬和关心。

教学设计参考

（一）猜谜激趣，引入新课

1．猜谜：“一棵树，五个杈，不长叶，不开花，做事情，全靠它。”猜身体的一部分。猜

到的就举起它。

2．你的手能做些什么呢？教师边听边从以下两方面作评价：一、这是一双怎样的

手？二、交流表达的能力。

有一个和你们一样大的小朋友，他叫平平，他又有一双怎样的手呢？今天，我们就

学习《平平的手》，板书课题并齐读。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自主读课文，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确。

2．再读课文，圈出生字词语，同桌互读互查。

3．全班交流会读的字，以鼻音、前后鼻韵、平翘舌分类来读记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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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和“送”表明平平跟随妈

妈、爸爸一起参加劳动。

＊ 学习课文二、三、四、五自然

段，可以引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通过自由读、分角色读等

多种形式的品读，感受平平尊敬长辈、

关爱他人、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体验

阅读的乐趣，培养学生的语感。

＊ 课文以设问的方式结束全

文，不但使这篇短文更为有趣，也巧妙

地引导孩子们回想全文，整体感知课

文。让孩子们尽情说说自己对平平的

手的看法。

＊ 生字的学习以学生自主认识

为主，再通过“开火车”、同桌互查等形

式巩固认读，在检查中，可以鼓励学生

自主提出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拿”

“奶”是鼻音，“春”“这”是翘舌音。

＊ 引导学生在感知课文内容的

基础上，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的手

都做过些什么，让老师、同伴、长辈更

了解你、喜欢你、欣赏你。

教学设计参考

4．以“开火车”的方式检查生字和词语的认读情况。老师重点检查“妈妈”“拿起”

“奶奶”“冬天”这几个生词的读音。

5．自主记字形。重点指导通过女字旁和父字头认识一类字。（利用偏旁识字）

（三）再读课文，质疑释疑

1．自读课文，思考：平平的手做过些什么？

2．全班交流，教师记录动词。回到课文，抽学生读相应的段落（目标：读通顺）。

3．同桌分角色演一演这些动作，感悟情感。分角色读。你从他们的赞美声里觉得

平平的手是一双怎样的手？交流。

4．读得美美的，谁能演一演课文的内容？（请一学生拿画来表演）课文里用了一种

句式来表示同时做两件事情或两个动作。（一边看一边说）想想我们有过同时做两件事

的情况吗？说话练习：“一边……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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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引导学生先读句子，再练

习说话。

＊ “奶”和“妈”都是女字旁，

可以在前一课学习“姐”“妹”的基础

上记住它们的偏旁，并进一步熟悉

左右结构的字的写法。重点指导

“奶”字的书写，这个字第四笔是新

笔画“ ”（横折折折钩）。“冬”和

“爸”是上下结构的字，不容易写漂

亮，写好上面部分是关键，注意要摆

在上半格的下中位置，横撇或撇、捺

开口要大一些，能盖住下面部分。

＊ 本次的口语交际训练，着重

培养学生能围绕话题，大胆、主动地

介绍自己的小手做了些什么；并能做

到仔细倾听，努力了解小伙伴讲话的

主要内容。

＊ 学习小伙伴的话提醒口语

交际的时候要注意倾听。

教学设计参考

（四）自主探究，指导写字

1．让学生观察要求写的生字，欣赏汉字的形体美。

2．重点指导写“奶”和“爸”字。以此指导左窄右宽一类字和上下相当的一类字。

“奶”字，第一画是撇点（ㄑ），与撇折（ㄥ）进行比较，第四画是新笔画横折折折钩

（ㄋ）。

“爸”字上面是父字头（父），书写时要把它摆在上半格的下中，撇、捺的开口要大一

些，能盖住下面的“巴”字。

3．学生学学写写。

4．赏评作业。先自评，把自己写得好的字做上喜欢的符号。然后小组评价，写

得好的字，小组长画面小红旗奖励。最后各组选出写得最好的拿到班上展示，全班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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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板书

12平平的手

扶摇扫送 一边…一边…

这是一双 的手。

（李晓蕾 刘云霞）

参考资料

★ 一双小手

一双小手，

十个指头，

手心向前，

手背向后，

手心向左，

手背向右。

★ 小帮手

妈妈摘瓜我提篓，

妈妈喂鸡我赶狗，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妈妈的小帮手。

爸爸挖坑我点豆，

爸爸割草我放牛，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爸爸的小帮手。

我的教学随笔

216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的生字。

2．分辨形近字，培养学生的观察、书写能力。

3．体会问号、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4．阅读儿歌，感受阅读的乐趣。

5．培养学生在课内外自主识字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相关课件。

学生：识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温故知新”，辨别形近字，培养学生善

于观察、认真书写的能力。二是“你还认识我吗”，复现前边所学的生字词，以达到巩固

生字词的目的。三是“读一读”，丰富学生的词汇，体会问号、感叹号的不同语气。四是

“读读玩玩”，感受阅读的乐趣，了解有关节气的知识。五是“自主识字园地”，激发学生

主动识字、乐于识字的愿望。这道题要求学生自己检验识字情况。通过这种训练，让学

生尝试自我评价，以激发学生多识字的兴趣。

本次“积累与运用”，既重视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亦重视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既

重视了生字词的积累，也重视了各项能力的提高。如通过形近字的比较、辨别，提高学

生规范书写的能力，通过读有趣的儿歌，培养学生语感，以其趣味性激发学生对有关节

气的了解。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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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通过比较、辨别，提高学生

准确、规范书写形近字的能力。此处

可以让学生回忆自己学过的生字，对

容易错误的生字进行梳理、分享。

＊ 这是用学过的字重组的词

语，要让学生多读、记，既巩固了生

字，又积累了词语。

＊ 鼓励学生在读正确的基础

上，读出句号、问号、感叹号的不同

语气。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学生自己读一读，认一认，比一比。

2．抽查：你发现每组中两个字的区别了吗？

3．学生将汉字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在田字格里。

4．学生互评，写得漂亮的字画个圈；师生互评，说说为什么写得好。

5．你还知道哪些形近字，小组合作，比一比，看哪一小组知道的形近字多。

（二）“你还认识我吗”

1．学生自由读词语，想一想：哪些字词在本单元课文中见过面？

2．“开火车”抽读，注意正音，特别是第二排的轻声读法。

3．组内互相抽读，互相学习提高。

4．再读读，选择自己最喜爱的词记一记，哪个词不太明白，可请教同学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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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长期流传民间的

歌谣，用简单易记的句子描写了“冬

至”开始数九后的天气变化。记住这

首《数九歌》对以后生活是很有用的。

＊ 可先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

读《数九歌》，然后由教师给学生讲解

意思。

＊ 除了这个“园地”的字外，让

学生把前面“园地”的字都再认一认，

数一数，看这学期自己一共自主认识

多少个字。相信全班学生都会有不

同程度的收获。

教学设计参考

（三）读一读

1．学生自己先试读。

2．抽读，适时引导学生发现每个句子的标点符号不一样，引导学生读出句子的不

同语气。

3．再练习读句子，读出每句话不同的语气。

4．抽学生读，学生互评，在评价中再提高。

5．全班齐读。

（四）读读玩玩

1．请学生自由读，抽读，注意正音。

2．说说自己读懂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的。

学生：“数九”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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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从冬至起，每九天为“一九”，到“九九”为止，共八十一天，“数九”是一年中寒

冷的时间。

3．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

4．同桌合作编拍手歌，边拍手边读，读读玩玩。

（五）自主识字园地

1．自己主动识字：我认识（ ）个。

2．小组内比一比，看谁识字最多，奖励一颗星。

3．自己不认识的字，问问其他同学：现在我认识了（ ）个。

4．我还会用认识的字组词呢。

5．教师抽查：采用识字游戏的方式。

（张绍容 刘云霞）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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