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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文学校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本课学习七个部首：攵、氵、冖、宀、欠、士、又，要

求会认会写。

3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我在中文学校学习。
4援 能够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反映了中文学校的学习生活。介绍在中文学校可以学

汉语、写汉字、读儿歌、画画儿，意在培养学生对中文学校的

感情，希望学生能喜欢中文学校。全文三句话：第一句是“我

在中文学校学习”，第二句是介绍学习的内容，第三句是“我喜

欢学中文”。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汉（h伽n）”、“欢（hu佟n）”是前鼻音，要读准。
“喜欢”的“喜”的声母是“曾”，不要读成“c”，“欢”在

这里读轻声（hu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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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倮佶 倮侉 hu伽 hu佟 曾佾 曾侃 曾侏
歌———个 画——花 喜——西———习

2援 部首教学
攵（攵部）：教、放、收

氵（氵部）：汉、河、海

冖（冖部）：写、军、冤

宀（宀部）：家、字、它

欠（欠部）：欢、次、歌

士（士部）：喜、吉、士

又（又部）：欢、双、观

3援 字形教学
在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土”。注意复习“土”字，对照

“左”字。

教 左右结构，左边上半部分与“老”的上半部分相同，

下半部分是“孑”，部首是“攵”。注意笔画书写，第七画是提

( )，不是横。
汉［漢］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繁体字为“漢”，共

14 画。
语［语］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繁体字为“語”，部

首为“言”，共 14 画。
写［寫］ 上下结构，部首是“冖”。注意笔画书写，第三

画是横，第四画是竖折折钩（）。繁体字为“寫”，上中下结

构，部首是“宀”，共 15 画。注意中间是“臼”，不是“白”，
笔顺是： 。

字 上下结构，注意笔画书写，第四画是横钩（ ），第五

画是竖钩（ ）。

读［读］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繁体字为“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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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为“言”，共22画。
歌 左右结构，部首是“欠”，共 14 画。注意左边“哥”

字的笔顺是： 。

画［畫］ 独体字，部首是“凵 ”。繁体字为“畫”，共 12
画。

喜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士”。注意上边是“士”不是

“土”。

欢［歡］ 左右结构，部首是“又”。繁体字为“歡”，部

首是“欠”。注意左下角“隹”有四横，不是“住”。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我们］ （代词）称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

例：我们明天去北京。

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家。

［汉语］ （名词）汉族的语言，是中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

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

例：我在中文学校学汉语。

我喜欢学汉语。

［汉字］ （名词）记录汉语的文字，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

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

例：我在写汉字。

汉字很有趣。

［喜欢］ （动词）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后可跟名词

或动词。

例：我喜欢中文。

方方喜欢读儿歌。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在］淤（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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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妈妈在家。

我在学校。

于（介词）表示处所、位置。
例：爸爸在花园里画画儿。

方方在家写字。

在本课中，“在”是第二种用法。

［教］淤（动词） 躁蚤佟燥，把知识和技能传给人。
例：教儿歌

老师教我们写汉字。

于（动词） 躁蚤伽燥，教导，教育。
例：因材施教

我向老师请教问题。

在本课中，“教”是第一种用法。

［画］淤（动词）用笔或类似笔的东西做出图形。
例：画山水

云云喜欢画白云。

于（名词）画成的艺术品。
例：画儿 油画 壁画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我在中文学校学习。“在”与表

示处所的名词一起构成介词词组，在句子中作状语。句子的结

构形式是：

主语 +“在”… + 谓语 + 宾语
例：云云在学校学习汉语。

妈妈在家工作。

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从词语逐步扩展到句子练习，还

要多注意词语替换练习。

例：爸爸在家。寅 爸爸在家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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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寅 我在学校学习。

另外，教学时，老师应强调“在…”是放在“谓语”前面

的，只能说“在学校学习”，不可以说“学习在学校”。可以通

过多读多说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语感。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有三句话和一幅图，表现了中文学校的学习生活。可

以让学生观察课文的插图，采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

同学们在干什么？

同学们在哪儿学习？

老师在干什么？

老师教同学们什么？

同学们喜欢学中文吗？

注意加强动宾短语的搭配练习。

例：说中文 写汉字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6 （2） 11
（3） 5 （4） 8

3. 在 校 写 字 师 教 我 爱 画 画

5. （1）在 教 写 （2）在 教 读
（3）在 教 画儿 （4）在 教 说

星期二

2. （1）二 （2）二 （3）五 （4）一
4援 汉字 画画儿 喜欢

星期三

2. 汉 中 喜 校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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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 汉 语 歌 教

6. （1）爸爸在家写汉字。
（2）方方在花园里画画儿。
（3）老师在学校教汉语。

星期四

2. （1） 12 一 （2） 6 欠 （3） 11 攵

（4） 6 宀 子 （5） 5 冖 与

3. 喜 欢 汉 语

5. （1）老师教我们说汉语。
（2）冬冬在学校写汉字。
（3）云云喜欢画画儿。

星期五

2援 教 写 汉 欢 对 语 喜 字

4. （1）在 （2）教 （3）喜欢
（4）在 读 （5）在 写

阅 读： 中文学校真是好

一、课文简析

儿歌讲的是儿童在中文学校里的活动，主要意图是让学生

喜欢中文学校，喜欢在中文学校学习和活动。

二、字词解析

跑、跳 注意“足”作偏旁时，第七笔是提不是横，要写

成“”。它们的部首都是“足”，都和脚的动作有关。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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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跑”的右边“包”里面是“巳”，不是“己”，也不是

“已”；“跳”右边的“兆”的书写顺序是： 。

笑 上下结构，部首是“ ”。可以组成“笑哈哈”“笑

容”等词。

以后［以后］ （副词）指现在或者所说的某个时间之后

的时期，反义词是“以前”。也可以单独使用。

例：五年以后 早饭以后

以后，我要去很多地方。

本领［本领］ （名词）技能、能力。

例：有本领 本领很强

三、课文教学

学习这首儿歌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学生自身的生活来理解

所学内容。朗读时注意让学生感受汉语的韵律美，可以引导他

们发现这首儿歌每句最后一个字的发音有什么共同之处，告诉

他们这是押韵，让他们感受汉语的音韵美。也可以结合手势边

表演边朗读，直到会背诵。

另外，也可以让学生列举他们在中文学校做些什么，有什

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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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室里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本课学习四个部首：里、 、阝、，要求会认会写。

3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这是你的书吗？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对话体的小短文，通过简短的对话介绍用“…吗”

表示提问的询问方法。掌握并学习一些在学校生活中常用的词

语，如“书”“笔”“本子”等。重点学习带“吗”的疑问句。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室”（sh佻）、“书”（sh俦）的声母是翘舌音，要读准。
“本子”的“子”（zi）、“教室里”的“里”（li）、“吗”

（m倩）是轻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佻 sh佻 sh侏 sh侏 sh侃 s佻 l佾 l佻
室———是——十———石———师———四 里———立
m倩 m伲 m佟 t佟 t佟 z佾 z佻
吗———马———妈 她———他 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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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部首教学
里（里部）：里、量、童

（ 部）：书、习、也

阝（阝部）：那、院、防

（部）：笔、笑、筷

3援 字形教学
教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

室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

书［書］ 书写时注意不要忘记第四画的“ ”。繁体字为

“書”，注意上面部分最后一竖下面不出头，不是“聿”。

那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注意笔画的书写，第五画是

横撇弯钩（ ）。

她 左右结构，可以对照“他”“地”字。

本 注意对照“木”字和“禾”字。

笔［筆］ 上下结构，部首是“”。繁体字为“筆”，共

12 画。
讲［講］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繁体字为“講”，部

首是“言”，共 17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教室］ （名词）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

例：我们的教室很干净。

我在教室上课。

［本子］ （名词）把成沓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成的东西。

例：我有很多本子。

我在本子上写字。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里］ （方位名词）与“外”相对，用在地点名词后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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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位。

例：家里 教室里 学校里 房间里

［吗］ （助词）用在句末表示疑问。

例：你去学校吗？

这是你的书吗？

你喜欢中文学校吗？

［不］ （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和其他副词前面表示否

定。注意提示学生“不”字的变音：在第一、二、三声的前面

读 b俅，在第四声字的前面读成 b俨。
例：不多 (b俅du侪) 不行 (b俅x侏n倮) 不好 (b俅h伲o) 不去

（b俨q俅） 不是 (b俨sh佻)
［那］ （指示代词）指示较远的人或事物，与指示较近的人

或事物“这”相对应。

例：这是书，那是笔。

这是我的老师，那是我的同学。

［讲］ （动词）说。

例：讲故事

他高兴得话都讲不出来了。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这是你的书吗？

这个句子是带“吗”的疑问句。带“吗”的疑问句是在陈

述句（肯定或否定形式）句尾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

如果你希望得到肯定或否定答复，就可以用这种带“吗”的疑

问句。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 谓语 + 宾语 + 吗？
例：他是你的同学吗？

你是小学生吗？

你喜欢中文学校吗？

10



中文第二册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可以调动学生用该句型对不同内容进行

提问。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是方方和冬冬的对话。方方问了冬冬三个问题：“这

是你的书吗？”“那是她的笔和本子吗？”“你在家里讲中文

吗？”通过这三个问句的学习，教会学生用带“吗”的疑问句

提问。

可以让学生用带“吗”的疑问句互相提问。练习时教师可

以先给出大量的词语，让学生用这些词语提问。或者教师先问

学生，学生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之后，让学生作为问

话者，重复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7 夔 （2） 4 （3） 4 夔
（4） 5 （5） 3 （6） 10

3. （1）那 我 本 （2）那 笔 吗

（3）她 （4）室 里

4援 喜欢 教室 汉字 本子 儿歌

星期二

2援 室 吗 教 讲 那 笔

4. （1）教室 （2）牛奶 （3）笔 （4）本子
星期三

2. （1） 11 孝 攵 （2） 14 哥 欠

（3） 6 女 也 （4） 6
（5） 10  毛 （6） 6 讠 井

3. 子 室 汉 我 里 欢 花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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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这是老师的书。辕 这书是老师的。
（2）那是我的教室。
（3）这不是云云的笔。辕 这笔不是云云的。
（4）那不是冬冬的本子。辕 那本子不是冬冬的。
（5）这是爸爸的车。辕 这车是爸爸的。
（6）那不是方方的玩具。辕 那玩具不是方方的。

星期四

5. （1）冬冬喜欢讲中文。
（2）云云喜欢写汉字。
（3）方方不喜欢读儿歌。
（4）我不喜欢画画儿。

星期五

2. 字 室 妈 她 欢 歌 语 记 那 阳 喜 吗

4. （1）那是云云的书。辕 那书是云云的。
（2）那是云云的本子吗？辕 那本子是云云的吗？
（3）这不是云云的笔。辕 这笔不是云云的。
（4）冬冬在家里讲中文。辕 在家里冬冬讲中文。
（5）冬冬喜欢讲中文。

阅 读：我长大了

一、课文简析

文章以书信的形式，说出了孩子希望爸爸、妈妈对自己放

心的愿望，列举了“我”的进步，把以前的“我”和现在的

“我”进行了对比，说明“我”懂事了。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对照

自己看看是不是也“懂事了”，是否能让爸爸妈妈放心。

12



中文第二册

二、字词解析

请［請］ 是常用的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繁体字

为“請”。

例：请坐 请进

叫 （动词）是，称为。

例：我叫云云。

这叫电脑。

都 （副词）表示总括，总括的内容一般放在“都”前面。

例：中文、英文我都会说。

云云和方方都是我的好朋友。

还［還］ （副词） 课文里读h佗i，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
增加或者在某个范围之外有所补充。繁体字为“還”。

例：他会英语，还会中文。

妈妈要做饭，还要工作。

注意：“还”的笔顺是先写“不”，再写“辶”。

亲爱［亲爱］ （形容词）关系密切，感情深厚。

例：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

已经［已经］ （副词）表示事情完成或时间过去。

例：我已经学了很多汉字。

一定 （副词）这里的“一”读变调 y侏。表示坚决或确定，
必定。

例：一定去 一定好好学习

知道 （动词）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懂得。

例：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们的中文老师。

放心 （动词）心情安定，没有忧虑和牵挂。

例：请你们放心，我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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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云云回来，妈妈就放心了。

三、课文教学

这封信正文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是总括地

说“我”的希望，中间通过列举事例说自己真的长大了。教学

时可以在学习第一层以后提问学生：“你的爸爸、妈妈常常说

你是小娃娃（小孩子）吗？你喜欢他们这样说你吗？”学习第二

层的时候要让学生想想自己是不是像“我”一样，以前不懂事，

乱丢东西，现在懂事了，不但不乱丢东西，还懂得要学中文。

学习最后一层的时候注意学习用“请”的句子。

14



中文第二册

3.放学了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3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学会笔画： ，要求会认会写。

3.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月，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他是谁？
5. 能够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是一段对话，主要训练学生学会用疑问代词“谁”来

提问，同时介绍“星期”的表达法，学了“星期五”，要会举一

反三，会说一星期中的每一天。课文还介绍了小朋友放学后的

互相交流，也告诉学生可以互相去对方家里玩儿，以增进友谊，

丰富课外生活。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放 （f伽n倮）”、“星” （x侃n倮）、“朋” （p佴n倮）、“听”

（t侃n倮）是后鼻音韵母，要求读准。
“诉”（s俅）的声母是平舌音，“谁”（泽澡佴蚤）的声母是翘舌

音，要注意区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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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泽澡佴蚤），也可念为泽澡怎侏。
“朋友”的“友”（you）、“告诉”的“诉”（su）要读轻

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f伽n倮 f佟n倮 w俪 w俪 y侬u y侬u y侔u
放———方 午———五 友———有———又

w侉n w佴n x侃n x侃n
问———文 心———新

2. 笔画、部首教学
（卧钩）：心、必、思

月（月部）：朋、胖、肥

3. 字形教学
放 左右结构，注意复习“方”字和已学过的部首“攵”。

今 独体字。注意不要多出一点，写成“令”。

星 上下结构，部首是“日”。写的时候，注意“曰”写得

扁一点。

期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

告 上下结构，上边是“牛”的一部分，下边是“口”。

“一口咬掉牛尾巴”就是“告”。部首是“口”。

诉［訴］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注意不要忘记写右边

的一点。繁体字为“訴”，部首是“訁”。

朋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

友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又”。

问［問］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门”。繁体字为“問”，

注意“門”的笔顺是： 。

谁［誰］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讠”。注意右边是四横，

不是“住”。繁体字为“誰”，部首是“言”。

听［聽］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繁体字为“聽”，注

意右边部分不要少了中间的一横。可利用“十四个人一条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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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诀帮助记忆。

心 独体字，第二画是“ ”（卧钩）。

注意区别字形相近的字：

“午”的竖（夔）不要出头，要注意与“牛”相区别。
“友”和“有”外边是相同的，里边一个是“又”，一个是

“ ”。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放学］ （动词）学校里一天或半天课业完毕，学生回家。

也指放假。

例：放学了，我和云云一起回家。

放学后，我在家写汉字。

［今天］ （名词）

淤 说话时的这一天。

例：今天我去中文学校。

今天我和爸爸去公园。

于 现在，目前。

例：今天的我已经长大了。

今天的你会说汉语了。

在本课文中，“今天”是第一种用法。

［星期］ （名词）淤跟“日（天）、一、二、三、四、五、
六”连用，表示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

例：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四。

于把这样连续七天作为学习或工作日期的计算单位，称作
星期。

例：我一个星期去一次中文学校。

［告诉］ （动词）注意用法上常见的形式是：告诉某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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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消息）。
例：告诉我（你是谁） 告诉朋友（一个好消息）

［下午］ （名词）一般指从正午十二点到日落的一段时间。

例：昨天下午我在学中文。

下午，明明来我家玩儿。

［朋友］ （名词）彼此有交情的人。

例：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开心］ （形容词）指心情快乐舒畅。

例：今天真开心。

来到中文学校我很开心。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谁］ （疑问代词） 用来指人，可以作主语，也可以作宾

语，还可以作定语。

例：谁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谁？

这是谁的书？

［听］ （动词）用耳朵接受声音。

例：听音乐

你的话我已经听清楚了。

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他是谁？这是一个疑问句，疑问

代词“谁”作宾语。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 + 判断词 +“谁”？
例：那是谁？

他又是谁？

教师还可以适当变换句型，教学生用“谁”作主语、定语

的句型。

例：谁是你的老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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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你的好朋友？

谁喜欢唱歌？

谁喜欢画画儿？

这是谁的书？

那是谁的本子？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从词语逐步扩展到句子练习，

还要注意词语替换练习。

6. 课文教学
指导学生分别扮演“爸爸”和“我”，让他们表演课文内

容。可以通过分组的方式进行比赛，以活跃课堂气氛。教学中

老师可以领读，通过多读让学生熟悉课文的生词及句型。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方 攵 （2）其 月 （3）曰 生

（4） （5）口 斤 （6）门 口

5. （1）这是我的好朋友。
（2）那是我的同学。
（3）这是方方的书。
（4）他是谁？

星期二

2. 听 告 语 谁 是 星 教 放 朋 期 问 间

4. 星 诉 午 友

星期三

2. 谁 放 听 星 期

3. 今天 告诉 朋友 放学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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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 （1） 6 （2） 10 一 （3） 7 （4） 4
4. （1）那是谁的本子？
（2）小朋友真开心。
（3）那个人是谁？
（4）同学们喜欢听中文歌。

星期五

3. 下午 放学 朋友 告诉 星期

4. （1）放 方 （2）友 有

（3）心 新 （4）午 五

阅 读：云云画画儿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了云云的爱好———画画儿。云云每天放学回家都画

画儿，她可以画很多东西，画得也非常好。

二、字词解析

拿 （动词）注意声母是“n”，不是“l”。讲解字形时可以
通过部件中的“手”和手势启发学生识记字义。

先、再 （副词）表示时间或者次序，两个词常一起用。

例：先听老师说再练习。

先洗手再吃饭。

听话［听话］ （形容词）听从长辈或领导的话。

例：我在家里很听话。

我家的小猫真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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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1. 在进行儿化音的教学时，可以增加一些儿化词语让学生
练习。

例：花儿 画儿 小孩儿 玩儿 一会儿

2. 注意教学句型“先…再…”，让学生进行替换练习，教师
可以先给出一些词语，让学生选用。

3.教师教课文的时候要准备一两支画笔，可以一边读课文
一边做动作表演，然后让学生一边表演一边念儿歌。

4.课文最后一句“小小画笔真听她的话，云云是个小画家”
点明了云云的画画儿水平高。教学时可以让学生对比：看看

“你”有什么爱好，你的水平怎么样。如果你也喜欢画画儿，画

得跟云云一样好吗？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组织一次小小的绘画

比赛。

综合练习（一）答案

1援语 记 请 话 唱 听 告 欢 次 爸 爷 字 室

5. （1）我在中文学校里学习。
（2）云云在家里写字。
（3）冬冬在花园里画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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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讲礼貌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礼、貌，但不要求会写。
3.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走、糸，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小朋友讲礼貌。
5. 能够流利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篇课文主要教学生集中学习常见的礼貌用语，培养学生

养成讲礼貌的好习惯，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请”（q佾n倮）是后鼻音韵尾，要读准。
“谢谢”的第二个音节“谢”（xie）、“对不起”的“不”

（bu）、“没关系”的“系”（xi）、“孩子”的“子”（zi）是
轻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z伽i z伽i xi侉 xi侑 xi佶 x佻 x佾 x侃
再———在 谢———写———些 系———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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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首教学
走（走部）：起、赶、赵

糸（糸部）：系、累、紧

3. 字形教学
用 独体字，部首是“用”。

记［記］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注意不要把右边的

“己”写成“已”。繁体字为“記”。

请［請］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繁体字为“請”，部

首是“言”。

谢［謝］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讠”，中间是“身”，右

边是“寸”，注意“寸”不要少了一点，共 12 画。繁体字为
“謝”，共 17 画。

对［對］ 左右结构，部首是“又”或“寸”。繁体字为

“對”，部首是“寸”，共 14 画。
起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走”，注意里面是“己”不是

“已”。可以和“记”的右边结合记忆。

没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不要错看成“讠”。注意右

下角是“又”，不是“口”。

关［關］ 独体字，部首是“丷”。繁体字为“關”， 半包

围结构，部首是“門”，共 19 画。注意里面有两个“幺”，不是
两个“纟”。

系［係］ 独体字。注意书写时不要丢掉第四画“丶”。繁

体字为“係”，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9 画。
再 独体字。注意笔顺： 。注意与同音字

“在”区分。

做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亻”。注意右边是“攵”，不要

写成“文”。

孩 左右结构，部首是“孑”，注意笔画的写法，第三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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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不是横（一）。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谢谢］ （动词）对别人的好意表示感谢。

例：谢谢你帮我。

［对不起］ （动词） 对人有愧，常用作表示抱歉的客气用

语。

［没关系］ （动词）不要紧，不用顾虑。

［再见］ （动词） （客气话）用于表示分别。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用］ （动词）使用的意思。

例：他用铅笔写字。

老师用图片教我们汉语。

［记］ （动词）把印象保持在脑子里。

例：记住

我记不清你的话了。

［请］ （动词） （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

例：请坐 请看 请来我家

［礼貌］淤（名词）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
例：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

小学生要讲礼貌。

于（形容词）有礼貌。
例：他很礼貌地跟我说话。

在本课中，“礼貌”是第一种用法。

5援 句子教学
重点学习的句子是名词宾语句：小朋友讲礼貌。

这个句子的结构是：

主语 + 动词 + 宾语（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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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们学习汉语。

我去中文学校。

我爱同学和老师。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教师可以给出学生不同的词语，如：

你、我、老师、云云、学习、爱、去、来、做、中文、汉语、学

校、作业、汉字等已学过的词语，让学生用这些词语组成句子。

6援 课文教学
可以设计不同的情景，让学生用学过的礼貌用语对话。可

以先由教师引导师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用互动的形式进行。

还可以让学生两个一组，自己用本课所学的礼貌用语组织对话，

看谁/哪个组表演得最好。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5 （2） 6 夔 （3） 6
（4） 7 （5） 10

6援 你好 谢谢 请坐 没关系 再见

星期二

2援 讠 走 亻 氵 孑

5援 孩子 告诉 朋友 再见 关系

6. （1）你在家讲中文吗？
（2）方方不喜欢读儿歌。
（3）有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家。
（4）今天是星期五吗？

星期三

2. （1） 7 氵 殳 （2） 9 孑 亥

（3） 10 讠 青 （4） 5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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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 对 起 没 谢 做

3. 没 没有 对 对不起 请 请坐 起 起来

做 做作业 孩 孩子 讲 讲话 歌 儿歌

星期五

2. 语 请 记 讲 欢 对 汉 友

汉 没 孩 学 起 赶

阅 读：拍手歌 找朋友

一、课文简析

本文以儿歌的形式，告诉学生，小朋友之间要讲礼貌、团

结友爱，这是对主课文已学的礼貌用语的补充。

“找朋友”是一首非常有名、通俗的中文歌。教学中可以

教学生唱这首歌，既增强了趣味性，也加深了学生的记忆。

二、字词解析

拍 （动词）用手掌打。

例：拍手 拍球

着 （助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用在可表示持续的

动词后面。注意它是个轻声字。

例：我们正唱着歌呢。

方方拉着我的手。

门开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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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课文是两首生动形象的儿歌，可以结合动作进行教学。例

如，教师先领读，在小朋友熟读儿歌以后，再指导他们在课间

休息的时候相互问候，或者一边拍手、互相拉手问候，一边学

儿歌。也可以结合游戏进行课文教学，最好能教学生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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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买东西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糕，但不要求会写。
3.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纟、勹、王，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妈妈买了面包。
5. 能够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一篇以学生家庭生活为内容的小短文，写因为“我”

昨天过生日，所以一家人一起去买东西，并介绍了家里不同的

人给“我”买了不同的礼物。要求学生掌握生活中较常用的一

些词语。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兴”（x佻n倮）是后鼻音韵尾，要读准。
“东西”的“西”（xi）、“买了”的“了”（le）是轻声，

不标声调。可综合第四课中“谢谢”的“谢”、“对不起”的

“不”、“没关系”的“系”、“孩子”的“子”，复习巩固轻声。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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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佻n倮 x侃n x侃n 倮佟o 倮伽o 糟澡伽灶倮 糟澡伲灶
兴———新——心 高———告 唱———产

2. 部首教学
纟（纟部）：给、红、纪

勹（勹部）：包、旬、勺

王（王部）：玩、玉、主

3. 字形教学
买［買］ 上下结构，部首是“买”。繁体字为“買”，上

下结构，部首是“罒”，共 12 画。注意上面的是“罒”，不是
“四”。

岁［歲］ 上下结构，部首是“山”，共 6 画。繁体字为
“歲”，上下结构，部首是“止”，共 13 画。注意里面的部分是
一横下面一个“ ”，不是“少”，不要多出一点。

昨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书写时，注意左边的“日”

写长一点，与“星”中的“ ”相对比。

给［給］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繁体字为“給”，部

首是“糹”。注意“糹”四个点的位置，不要写成“ ”。

蛋 上下结构，部首是“虫”。

包 半包围结构。笔顺是从外到内，部首是“勹”。注意里

面是“巳”，不要写成“己”或“已”。可以和“记”“起”相

对照。

果 独体字。第六画是竖，第八画是捺，不是点。注意

“木”中的“ ”要穿过上面部分，不要写成“杲”。

具 上下结构，部首是“具”。注意里边有三横。

哥 上下结构，部首是“口”，也可归“一”部。

姐 左右结构，部首是“女”。右边部分里面是两横，不是

三横。

张［張］ 左右结构，部首是“弓”，共 7 画，注意第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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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繁体字为“張”。

卡 上下结构，部首是“卜”。

唱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东西］ （名词）泛指各种具体的或者抽象的事物。

例：买东西

你还要什么东西？

注意这里的“西”读轻声，如果读成“曾侃”，词义就变了，
表示方向：东方和西方。

［今年］ （名词）指说话时的这一年。与“去年”“明年”

等相对。

例：今年我学习汉语。

去年你五岁，今年六岁，明年你几岁？

［昨天］ （名词）今天的前一天。与“今天”“明天”等相对。

例：昨天星期五，今天星期六。

昨天我和妈妈去商店了。

［生日］ （名词）（人）出生的日子；也指每年满周岁的那一

天。

例：今天是我的生日。

明天是谁的生日？

［面包］ （名词）用面粉加水等发酵后烤制的食品。

例：这种面包很好吃。

我中午吃了两块面包。

［牛奶］ （名词）牛乳。

例：每天喝牛奶有利于身体健康。

［水果］ （名词）可以吃的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通称，

如苹果、桃、香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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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昨天妈妈买了很多水果。

我喜欢吃水果。

［玩具］ （名词）专供儿童玩儿的东西，如布娃娃、积木等。

例：我有很多玩具。

你的玩具多吗？

［哥哥］ （名词）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年纪比自

己大的男子。

例：我有两个哥哥。

我的哥哥会讲中文。

［姐姐］ （名词）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年纪比自

己大的女子。

例：姐姐在中国旅游。

我的姐姐喜欢学中文。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买］ （动词）拿钱换东西，跟“卖”相对。

例：我买了两本书。

他买了很多花儿。

［岁］ 淤（名词）年。
例：岁末

辞旧岁迎新年

于（量词）表示年龄的单位。
例：孩子今年三岁了。

本文中，“岁”是第二种意思。

［给］淤（介词）使对方得到某东西，后面是接受对象。
一般的结构是：

主语 +“给”+ 对象 + 谓语
例：姐姐给我买生日卡，妈妈给他买玩具。

我常给妈妈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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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词）给予，后面直接加宾语。
例：哥哥给他一支笔。

方方给我一本书。

在本课中，“给”是第一种用法。

［张］ （量词）用于纸，皮子，床，桌子，嘴，脸，弓等。

例：我睡这张床。

他写了两张纸。

［卡］ （名词）卡片。

例：资料卡 病历卡

［高兴］ （形容词）愉快而兴奋，与“开心”是近义词。

例：见到你很高兴。

云云给我买礼物，我很高兴。

5. 句子教学
重点学习的句子是：妈妈买了面包。动词后边加“了”表

示一个动作的实现或完成。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 + 谓语（动词） +“了”+ 宾语
例：姐姐去了学校。

爸爸买了生日卡。

我学了汉语。

注意：“了”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不是表“过

去”。有“了”的句子也不一定是以前发生的，不要误认为是英

语的“过去时”。

例：我买了东西再回家。

我做完了作业再吃水果。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从词语逐步扩展到句子练习，

还要注意词语替换练习宾语的前面常常带定语。

例：爸爸买了生日卡。寅爸爸买了一张生日卡。寅 爸爸买了

一张生日卡和一个本子。寅 爸爸给我买了一张生日卡和一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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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文教学
教学时，教师可以问学生：

你们家人常常一起去买东西吗？买东西时你最喜欢妈妈给

你买什么？上次过生日时，妈妈/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家里别的
人过生日时，你送了什么礼物？你希望过生日时得到什么礼物？

让学生在回答时注意使用“了”。教师也可以把课文改成对

话，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进行表演。

例：爸爸：你想要什么？

我：玩具。

爸爸：我给你买了玩具、笔和本子。

我：谢谢！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5. （1）今天是谁的生日？
（2）妈妈去买东西。
（3）爸爸和哥哥明天去买书。/哥哥和爸爸明天去买书。

/明天爸爸和哥哥去买书。/明天哥哥和爸爸去买书。
（4）他们去买面包。
（5）我们一起唱生日歌。

星期二

2. （1） 5 （2） 8 （3） 8 （4） 8 一 （5） 11
4.岁 包 给 哥 唱 玩

星期三

2. （1）方方是我的好朋友。辕 我的好朋友是方方。辕 我是方
方的好朋友。辕 方方的好朋友是我。

（2）哥哥给我买了一张生日卡。辕 我给哥哥买了一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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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卡。

（3）我的姐姐今天真高兴。辕 今天我的姐姐真高兴。
（4）我们一家去买东西。

6援玩具 生日 牛奶 水果

星期四

2. （1） 8 且 （2） 7 弓 长 （3） 6 山 夕
（4） 9 日 乍 （5） 11 喊 昌

4. （1）哥哥买了三个本子。
（2）姐姐买了一张生日卡。
（3）妈妈买了面包、牛奶和水果。
（4）爸爸买了书和玩具。

6. （1）牛奶 （2）买 （3）水果 （4）上去
星期五

2援期 姐 玩 昨 张

4援给 红 绿 姐 妈 奶 语 记 请

欢 对 昨 星 玩

6援面包 水果 蛋糕 东西 喜欢

阅 读：加横歌

一、课文简析

课文通过朗朗上口的儿歌告诉学生汉字的一些奇妙变化。

一方面帮助学生记住一些汉字的写法以及字与字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也引导学生初步感受汉字的奇妙，激发学生对汉字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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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加 （动词）使数量比原来大或程度比原来高。汉语中常用

“加上”。

例：“1 + 1 = 2”中“ +”读成“加”。
再加上云云，我们班有 13个人。

横 （名词）左右结构，注意右边的中间部分是“由”不是

“田”，是汉字笔画的一种。

干 有两种读音，两种词性，读“倮佟n”时，是形容词，可
以组成“干净”［乾净］；读“倮伽灶”时，是动词，表“做”的
意思，可以组成“干活儿”［干活儿］。

坏［坏］ （形容词）“好”的反义词。

例：坏孩子 好孩子

这个鸡蛋坏了。

三、课文教学

教学中老师可以先以问题和板书的方式提问学生：“一”

“二”“大”“十”这四个字加上一横以后，分别可以变成什么

字？让学生积极发言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引出“帅”和“坏”

的变化。学生基础好的，则同样以问题形式提出，稍差一点儿

的，则转而学习课文。

另外，教师还可以补充一些汉字变化的例子，如：

口寅日寅旧寅目寅田寅由寅旦
十寅木寅米寅来
干寅王寅主
人寅大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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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会做的事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澡、猫、喂，但不要求会写。
3.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扌、户、饣，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我会收拾小房间。
5. 能流利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用儿歌的形式展示了一个“会做不少事情”的小朋友，

表现了儿童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旨在鼓励学生多做自己可以做

的事，学会生活自理，培养学生自己动手做事的好习惯。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房” （f佗n倮） 是后鼻音韵母。“事” （sh佻）、“收”

（sh侪u）、“拾”（sh侏）的声母是翘舌音，要读准。
“收拾”的“拾”（shi）是轻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佻 sh佻 sh佻 f佗n倮 f佟n倮 f伽n倮 x佾 x佾
事——是———室 房———方——— 放 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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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首教学
扌（扌部）：拾、抬、扛

户（户部）：房、肩、启

饣（饣部）：饿、饺、饭

3. 字形教学
会［會］ 上下结构，部首是“人”，注意与“今”对照。

繁体字为“會”，注意“會”的中间是“ ”。

事 独体字，部首是“一”。注意，下面的“ ”，不要写

成“彐”。

别 左右结构，部首是“刂”。

收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

拾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注意与“给”对照。

房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户”。注意不要丢了“户”头上

的一点。

间［間］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门”，注意对比字形相近

的字“问”“闹”。繁体字为“間”，共 12 画。
还 ［還］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里面部分不是

“文”，注意与“这”相区别。繁体字为“還”。

洗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饿［餓］ 左右结构，部首是“饣”。繁体字为“餓”，注

意左边的“飠”不要写成“食”。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可是］ （连词）表示转折。

例：我的房间很小，可是很干净。

我的小猫很淘气，可是我很喜欢它。

［收拾］ （动词）整顿；整理。

例：收拾小房间 收拾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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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名词）房子内隔成的各个部分。

例：爸爸的房间很大，我的房间很小。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会］ （动词）表示懂得做或有能力做。

例：我不会滑冰。

孩子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

［别］ 表示禁止或劝阻，跟“不要”的意思相同。

例：别说 别看 别走 别去

别玩儿了。

［还］ （副词）表示在某种程度之外有所增加或在某个范围

之外有所补充。

例：今天比昨天还冷。

改完作业，还要备课。

［洗］ （动词）用水或汽油、煤油等去掉物体上的脏东西。

例：洗脸 干洗 洗衣服

［饿］ （形容词）肚子空，想吃东西，与“饱”相对。

例：他很饿了。

饿虎扑食。

［喂］ （动词）淤 给动物东西吃；饲养。

例：我会给小猫喂饭。

我每天喂我的小狗。

于把食物送到人的嘴里。
例：喂奶 给病人喂饭

［不少］ （形容词）表示数量比较多。

例：我们班有不少同学。

我学了不少汉字。

在本课中，“喂”是第一种用法。

5. 句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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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我会收拾小房间。“会”是助动

词，表示懂得怎样做或有能力做某事。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 +“会”+ 动词 + 宾语
例：方方会洗衣服。

我们会说汉语。

表示否定时，“不”加在“会”的前面。

例：我会写汉字，他不会。

我会画画儿，小猫不会画画儿。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老师可以问学生：你会做什么？让学

生用“会”字造字，回答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考虑到学生的生

词量有限，教师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如：洗衣服、收拾桌子、

扫地、写汉字、唱歌等，让学生有所选择。

6. 课文教学
本课是一首儿歌。写了小学生会做的事：小学生会收拾

自己的房间，会洗衣服，会洗澡，还会喂猫。最后一句表现

了小学生对自己会做这么多事而产生的自豪感。

教学时可以用师生对话的形式让学生说一说他们会做的

事和不会做的事，比一比谁会做的事多。如果不会，老师可

以鼓励他们学会做一些事。教师还可以给学生布置任务，让他

们回去以后帮爸爸妈妈做一件事或者学习做一件事，下次上课

时问学生是否真的学会了新本领。

教学中注意指导学生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复述课文。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6 （2） 8 （3） 5
（4） 7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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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 洗澡 房间 可是 收拾 做事

星期二

2. （1）四 （2）一 （3）七 （4）六
星期三

2. 房 放 还 间 别 饿 洗

6. （1）姐姐会讲中文。
（2）哥哥会写汉字。
（3）云云会收拾房间。
（4）我不会唱中文歌。
（5）他不会画画儿。

星期四

2援 会 开会 给 给书 放 放学 星 星期

还 还会 洗 洗手 饿 饿不饿

3援 书 看见 收拾 孩子

星期五

2援 冬 夏 还 这 别 到 汉 洗 问 间 饿

5. （1）我会收拾小房间。
（2）我会唱中文歌。
（3）你会写汉字吗？
（4）妈妈会开车吗？
（5）冬冬不会说汉语。

阅 读：绕口令

一、课文简析

课文是个有故事情节的绕口令，训练学生语音能力的同时

又增添了生活趣味，教学时可以两者结合进行，帮助学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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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抱 （动词）用手臂围住。

例：云云抱着一个娃娃。

我抱着我的小狗。

猫 （名词）左右结构，部首是“犭”，不要写成“彳”。

破 （动词）左右结构，部首是“石”。

抓破 “抓”和“破”的结合，“破”是“抓”的结果。

赶［赶］ （动词）半包围结构。书写时注意，“走”最

下面的“ ”拉长一点儿。

赶跑［赶跑］ “跑”是“赶”的结果，“赶”还可以和

“走”结合，组成为“赶走”。类似“抓破”“赶跑”这样结构

的词，都表示后一个动作和前一个动作有因果关系。

例：打倒 打破 吃饱

三、课文教学

本课出现了几个表示动作的动词“抱”“戴”“抓”，教学

时可结合以前学过的动作动词“拍”“拉”“找”等一起对照

学习，并区分这些动作的不同。

本文是绕口令，教学时注意多读，让学生感受汉语的音律。

综合练习（二）答案

1援 弓 7 饣 10 纟 9
孑 9 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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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我们一家去买东西。
（2）妈妈买了玩具。辕 妈妈买玩具了。
（3）我会收拾小房间。
（4）我会做的事真不少。

42



中文第二册

7.人有两件宝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心、老，要求会认会写。
3. 重点学习的句子：用手不用脑，工作做不好。
4. 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儿歌，告诉小朋友双手和大脑的用处：双手会做

工，大脑会思考。要想把事情做好，必须既用手又用脑。教学

中可以举一些具体事例，让学生懂得干什么事情都要既用脑又

用手的道理，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动脑的好习惯。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两”（li伲n倮）、“双”（shu佟n倮）、“工”（倮侪n倮）、“用”

（y侔n倮）是后鼻音韵母，万 （w伽n） 是前鼻音，要读准。“双”
（shu佟n倮）的声母是翘舌音，“思”（s侃）的声母是平舌音，要
注意区别。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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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伽n ji伽n ji佟n b伲o b佟o zu侔 zu侔
件———见———间 宝———包 作———做

w伽n w佗n y侔u y侔u
万———玩 又———右

2援 部首教学
心（心部）：思、想、感

老（老部）：考、老

3援 字形教学
两［兩］ 部首是“一”，共 7 画。繁体字为“兩”，书写

时注意第四画是一竖，按照先中间后两边的书写顺序，两边各

一个“入”字。

件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注意右边是“牛”不是

“午”，最后的一竖要出头。

宝［寶］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8 画。繁体字为
“寶”。

双［雙］ 左右结构，部首是“又”，共 4 画。繁体字为
“雙”， 上下结构，部首是“隹”，共 18 画。

脑［腦］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10 画。繁体字为
“腦”。

思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9 画。
考 可以对照已学过的“老”字，共 6 画。注意笔画的写

法，第五画是横，第六画是竖折折钩。

万［萬］ 独体字，共 3 画，书写时注意笔顺： 。

繁体字为“萬”，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2 画，书写时注
意第十画是竖。

得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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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淤（名词）职业。
例：找工作 没有工作

于（动词）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也泛指机器、工具受人
操作而发挥生产作用。

例：开始工作 电脑正在工作

在本课中，“工作”是第一种用法。

［件］ （量词）用于个体事物。

例：一件事 一件衣服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宝］淤（名词）珍贵的东西。
例：国宝 献宝

粮食是宝中之宝。

于（形容词）珍贵的。
例：宝石 宝刀

本文中，“宝”是第一种用法。

［双］ （量词）用于成对的东西。

例：一双手 一双眼睛 一双鞋 一双耳朵

［又］ （副词）表示几种情况或性质同时存在。

例：又大又好 又用手又用脑

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朋友。

［思考］ （动词）进行比较深刻、周到的思维活动，近义词

是“想”。

例：思考问题 认真思考

［做工］ （动词）从事体力劳动。

例：双手会做工 在工厂做工

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用手不用脑，工作做不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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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补结构及其否定式的句法，后半句“工作做不好”的句型结

构为：

主语 + 谓语动词 +“不”+ 补语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根据学生已有的汉语知识，把

此结构逐步扩展、替换。

例：今天的作业做不完。

这么多菜吃不完。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汉语学不好。

6. 课文教学
本课是一首儿歌，主要是想让学生认识到勤动手、善思

考的重要性。教学中可以通过具体的课堂活动导入，如教师

举例：“学汉语时只听老师讲，不动手写汉字可以吗？”“只

学习写汉字，不用脑子记能学好汉语吗？”让学生在教师的启

发中认识到必须动手又动脑，才能把事情做好。

接着教师通过对课文的讲解，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并通

过逐渐减少板书提示的方法，帮助学生学会背诵课文。

最后，课堂练习可以采用让学生边背诵边做动作的方式，

也可以采取小组或个人朗诵比赛的形式。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亻 牛 （2）脑脑 （3）田 心

（4）宀 玉 （5）亻 乍 （6） 得得

3援 宝 考 件 得 脑

星期二

3. （1）做 作 （2）坐 （3）见 件

（4）手 （5）收 （6）又 又 （7）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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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件 （2）思
星期三

2. （1）三 （2）六 （3）二 （4）十
6. （1）他用笔画画儿。
（2）大家用脑思考。
（3）我会收拾小房间。
（4）我们坐校车去学校。

星期四

6. （1）妈妈会唱歌。
（2）爸爸会开车。
（3）哥哥会写汉字。
（4）姐姐会画小鸟。

星期五

2援 宝 它 字 欢 双 对 语 请 记

期 脑 思 想 得 行 考 老

4援 思考 双手 工作 做事

阅 读：猜一猜

一、课文简析

课文以谜语的形式，告诉学生“手”的用处。通过课文的

学习，可以启发学生养成勤思考、勤动手的好习惯。

二、字词解析

棵 （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多用于植物。

例：一棵树 一棵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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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樹］ （名词）左中右结构，木本植物的通称。

例：果树 大树 树叶

杈 （名词）植物的分枝。

例：树杈

支 （量词）

例：一支笔 一支军队 一支曲子

全 （副词）完全，都。

例：我们班的女孩子全都是长发。

我全明白了。

没有 （动词）表示对“领有、具有”等的否定。

例：教室没有人。

房间里没有花儿。

三、课文教学

课文的导入可分两个步骤：

（1）请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我们的双手有哪些用处。
说得越多越好。

（2）教师让学生伸出自己的双手，看看它们像什么。可以
让学生发挥想象。

学习课文以后，要求学生能够熟读甚至背诵这个谜语并让

他们回家后把这个谜语说给父母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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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亮会不会跟人走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3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能，但不要求会写。
3.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足、土，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月亮会不会跟人走？
5.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是方方和爸爸的对话，他们谈论“月亮会不会跟人走”

的问题。课文提出这个简单而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意在引导学

生从小养成认真观察、勤于思考的好习惯。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明”（m侏n倮）是后鼻音韵母，要读准。“什么”的“么”

（me）、“觉得”的“得” （de）、“明白”的“白” （b倩i）、
“月亮”的“亮”（li倩n倮）是轻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li伽n倮 li伲n倮 yu伲n yu佗n yu佗n n伲 n伽
亮———两 远———园———元 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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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首教学
足（足部）：跟、跳、跑

土（土部）：地、场、城

3. 字形教学
亮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9 画。
跟 左右结构，部首是“足”。注意右边不要写成“ ”，也

不要多出一点，写成“良”，而应写成“艮”。

为［為］ 部首是“ ”，共 4 画。注意笔画的书写顺序：
。繁体字为“為”，部首是“ ”，共 9 画。

什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

么［么］ 部首是“丿 ”，共 3 画。繁体字为“麽”，半包
围结构，部首是“麻”。共 14 画。
远［遠］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7 画，可以和

“这”“还”相对照。繁体字为“遠”，注意里面部分的最下方

不要写成“不”。

都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10 画，书写时注意“阝”
是 2 画。
觉［覺］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见”。繁体字为“覺”，

共 20 画。
地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6 画。
明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月亮］ 月球的通称。

例：今晚的月亮很圆。

乌云遮住了月亮。

［为什么］ 询问原因或目的。

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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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为什么会飞？

［觉得］ （动词）认为，产生某种感觉。

例：我觉得他很好。

我觉得很开心。

［明白］ （动词）表示清楚。

例：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月亮跟人走。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跟］ （介词）引进动作的对象。

例：我想跟他玩儿。

你可以跟我说。

我想跟你一起学中文。

［也］ （副词）表示同样的情况。

例：我会写汉字，他也会。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很］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高，修饰动词或形容词。

例：他今天很高兴。

我很喜欢这个玩具。

［远］ （形容词） 表示时间或空间的距离很长，反义词是

“近”。

例：我的家很远，他的家很近。

［哪儿］ （疑问代词）问处所，也泛指任何处所。

例：你在哪儿？

星期天，哪儿都是人。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5. 句子教学
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月亮会不会跟人走？这是个正反疑问

句。谓语的肯定与否定形式并列表示疑问，要求作出肯定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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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答复的疑问句是正反疑问句。它的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 动词 +“不（没）”+ 动词 +（宾语）？
例：方方去不去学校？

天上有没有星星？

你喜欢不喜欢中文？

他是不是你的老师？

正反疑问句，如果谓语前边有助动词，就要并列助动词的

肯定和否定形式。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会不会”+ 动词 + 宾语？
例：方方会不会去学校？

你能不能帮我？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从词语逐步扩展到句子练习，

并仿照例句进行词语替换练习。

6. 课文教学
课文是爸爸和方方关于“月亮会不会跟人走”这个问题的

一段对话。介绍课文之前，老师可以先提问学生：月亮会跟人

走吗？如果学生有不同答案，可以让他们讨论；如果学生都答

对了，可以让他们讨论为什么。上课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讨

论其他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可以让学生自己提出他们发现的

问题并进行讨论，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坐车时为什

么感觉房子在向后退？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9 （2） 13  艮 （3） 3 （4） 4
3. 跟 地 说 哪 问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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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 明亮 古老 思考 觉得

5. （1）月亮不会跟人走。
（2）你为什么学汉语？
（3）这是什么书？
（4）她会不会唱中文歌？
（5）云云会不会说汉语？

星期三

4. 很 得 还 这 那 都 地 去

星期四

2. （1） 9 （2） 10
（3） 8 日 月 （4） 6 也

5. （1）得 地 的 得 （2）明 朋 （3）会 去

星期五

2. 明 对 思 哪

3. 跟 很 得 见 觉 还 这

6. （1）我觉得汉语很好学。
（2）我觉得你家的花园很好看。
（3）你觉得学中文难吗？/ 你觉得中文难学吗？
（4）我喜欢唱歌和画画儿。/我喜欢画画儿和唱歌。
（5）这不是我的书。/ 这书不是我的。

阅 读：弯弯的月亮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可以引

导学生仔细观察自然现象，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激发他们对

自然界奥秘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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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弯［弯］ （形容词），不直。

例：弯弯的小路

船 （名词）读音为chu佗n，注意声母是翘舌音，并且不要
漏了韵头“u”。指水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只［只］ （副词）表示限于某个范围。

例：我只听见水的声音。

我只看见星星。

往 （介词）向（某个去处、方向）。

例：从这儿往南走。

一个往上跑，一个往下走。

球 （名词）以半圆的直径为轴，使半圆旋转一周而成的

立体。

例：地球 篮球 足球

停 （动词）停止。

例：雨停了 停水了

地球 （名词）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生

存的地方。它有一个卫星，即月球（月亮）。

三、课文教学

这篇课文共两段，由于视角不同，观察到的宇宙景象也不

同。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在黑板上配上不同颜色的图画，并

在图画上注上汉字，这样不但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而且

也有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结构，朗诵、记忆课文。有条件的可

以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一些图画，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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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什么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亠、、力，要求会认会写。
3. 重点学习的句子：为什么河水会流动？
4. 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启发孩子积极思考的小诗。诗歌分三节，共 12
行，以孩子们的好奇心向自然界发问，表达了孩子急切的求知

欲。通过课文的学习，鼓励学生认真观察，仔细思考。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光” （倮u佟n倮）、“动” （d侔n倮） 是后鼻音韵尾；“时”

（sh侏）的声母是翘舌音，要读准。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侏 sh侏 sh侏 y侉 y侑 y佴 h佴 h佴
时———十———石 夜———也———爷 河———和

li俨 li俅 d侔n倮 d侪n倮 d侪n倮
流———六 动———东———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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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佼u y侬u y侬u y侔u y侔u zh伲n倮 zh佟n倮 xi伲n倮 xi伽n倮
游———有———友———右———又 长———张 想———向

2. 部首教学
亠（亠部）：夜、高、亮

（部）：光、少、尖

力（力部）：动、努、功

3. 字形教学
时［時］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7 画。繁体字为

“時”。

夜 上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8 画。注意右下角不是
“夂”，不要少了里面的一点。

光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共 6 画。
河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书写时注意最后一

笔是竖钩。

流 左右结构，书写时注意不要漏写右边的一点。

动［動］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6 画。繁体字为
“動”，共 11 画，注意左边最后一笔改横为提。

湖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2 画。
飞 ［飛］ 独体字，部首是“飞”，共 3 画。繁体字为

“飛”，独体字，部首是“飞”，共 9 画。书写时注意第七画是横
折弯钩。

游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2 画。
长［長］ 独体字，部首是“ ”，共 4 画，书写时注意第二

画是横，第三画是竖提。繁体字为“長”，独体字，部首是“一”，

共 8画，书写时注意第一、二、三画都是横，第四画是竖。
想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3 画。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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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名词）夏季。

例：夏天很热。

我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夏天。

［冬天］ （名词）冬季。

例：这里的冬天没有雪。

冬天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哪里］ （疑问代词）问什么处所。在表示这个义项时，同

“哪儿”。

例：你住在哪里？

你的教室在哪里？

［光明］ （名词）光亮。与“黑暗”相对。

例：光明和黑暗不能一起出现。

我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

［大人］淤（名词）成人（区别于“小孩”）。
例：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于（名词）旧时指地位高的官长。
例：巡抚大人

本课中，“大人”是第一种用法。

［这么］ （指示代词）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

例：有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这么说。

这个字这么写。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时］ （名词）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例：上课时，我们要认真听讲。

我过生日时，哥哥给我买了礼物。

［黑］ （形容词）反义词是“白”。

［黑夜］ （名词）夜晚，夜里。与“白天”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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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动词）液体或气体的移动。

例：河水流动 空气流动

［湖］ （名词）被陆地围着的大片积水。

例：西湖的风景很美。

我家门前有一个湖。

［游］淤（动词）人或动物在水里行动。
例：游泳 人在水里游

于（动词）在各处从容地行走；闲逛。
例：游览 游历 游园 游玩

本课中“游”是第一种用法。

［长（扎澡伲灶倮）］淤（动词）生。
例：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

于（动词）生长；成长。
例：杨树长得快。

这孩子长得真胖。

盂（动词）增进，增加。
例：长见识 长力气

本课中，“长”是第二种用法。

［想］淤（动词）开动脑筋，思索。
例：想办法 想方设法

于（动词）推测，认为。
例：我想他今天不会来。

盂（动词）希望，打算。
例：我想到杭州去一趟。

榆（动词）怀念，想念
例：想家

我们很想你。

本课中，“想”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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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为什么河水会流动？这是一个用

“为什么”询问原因和理由的句子。句子结构形式是：

“为什么”+ 主语 + 动词 +（宾语）？
也可以是： 主语 +“为什么”+ 动词 +（宾语）？
例：为什么花儿这么红？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为什么你学习中文？

你为什么学习中文？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可以让学生两个一组，一问一答。一

方面训练学生用“为什么”造句子，另一方面也鼓励学生多动

脑筋思考问题。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对教师发问，问得越多越好。

6. 课文教学
课文是一首小诗，分三小节：第一节是孩子对自然天象的

发问。问了冬天问夏天，问了黑夜问光明，表现了孩子的好奇

心。第二节是孩子对自然景观思考所引出的问题：河水为什么

会流动？湖水为什么不流动？鸟儿为什么不在水中飞？鱼儿为

什么不在天上游？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表现了孩子的求知欲。

最后一节，表现了孩子求知欲的强烈和迫切。

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鼓励他们多

思考。教学时，教师可以提问学生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进而

导入课文。学过课文，教师可以在黑板上板书课文结构，让学

生在提示下全体复述课文寅分组复述课文寅个人复述课文，然
后擦去板书，让学生全体复述课文寅分组复述课文寅个人复述
课文。另外，本课内容适合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用汉语表述

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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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日 寸 （2）氵 可 （3）
（4） 力 （5）相 心

4援 河水 冬天 黑夜 光明

星期二

2. 河 流 明 星 夜 高 想 思

星期三

2. （1）六 （2）六 （3）一
（4）十 （5）十

5. 长 长大 方 方向 头 头发

哥 哥哥 可 可以 云 白云

星期四

2. 氵 力 亠 辶 日 心 彳

5. （1）他为什么学画画儿？辕 为什么他学画画儿？
（2）她为什么去学校？辕 为什么她去学校？
（3）姐姐为什么学唱歌？辕 为什么姐姐学唱歌？
（4）妈妈为什么收拾房间？辕 为什么妈妈收拾房间？

星期五

2援 流 河 海 汉 游 明 星 时 早 想 思 得 往 动

5. （1）河水为什么会流动？辕 为什么河水会流动？
（2）鸟儿为什么会在天上飞？辕 为什么鸟儿会在天上飞？
（3）鱼儿不在天上游。
（4）鸟儿不在水中飞。
（5）我的玩具在哪里？
（6）他的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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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小好奇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稍带诗韵的儿歌。弟弟“小好奇”的

外号，四种司空见惯却又各含科学道理的自然现象，以及最后

“我”对弟弟“怪”问题的回答，这都启发了学生在日常的生

活、学习中，要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勇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认识自然界中的规律。同时，还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

知识为工具，进而更好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二、字词解析

问［問］ （动词）有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或道理请人解答。

例：问问题 问路

怪 （形容词）奇怪的。

例：怪东西（奇怪的东西） 怪想法（奇怪的想法）

从［從］ （介词）起于。常用结构为“从…到…”“从…

开始”。

例：从我家到中文学校不远。

从去年开始，我每天学习中文。

低 （形容词）离地面近，与“高”相对。注意说人的身

高时，用形容词“高”和“矮”，不用“低”。

例：这座山不高，很低。

云云个子很高，我矮一点儿。

呼吸 （动词）生物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

例：早上起来做个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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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能在水里呼吸。

着急 （动词）不安、担心。

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老师，别着急。

着急也没用。

三、课文教学

这篇课文可以分三小节教学：前四行—为什么—我的回答，

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理解课文大意的基础上，请同学们分角

色朗诵课文。教师逐步板书提示，争取让学生在课堂上能背诵

课文。

本课的重点句型是：

为什么……

“别”+动词短语
教师可引导学生做替换、扩展练习。

综合练习（三）答案

1. 3 6 6 9 5
2.讲 话 得 很 花 草 思 想 河 流 校 本

62



中文第二册

10.春 雨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9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滴、答，但不要求会写。
3.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票、瓜，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我要种瓜。
5. 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儿歌，开头用象声词“滴答、滴答”引出“下雨

了”。中间的诗句分别写了种子、禾苗、果树和小朋友说的话，

这些话既说出了植物生长的过程，又说出了春雨与种子发芽、

禾苗长大、果树开花的关系。主要培养学生注意观察身边的

事物的习惯。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种”有两种读音：zh侬n倮、zh侔n倮，分别为名词、动词。
“吧”读轻声，不标声调。

“发”有两种读音：f佟、f伽，本文取读音“f佟”；读 f伽 时，表
示“头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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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区别读音相近的字：
sh俅 sh俦
树———书

2. 部首教学
票（西部）：西、要

瓜（瓜部）：瓜

3. 字形教学
种［種］ 左右结构，部首是“禾”。繁体字为“種”，左

右结构，部首是“禾”，共 14 画。
要 上下结构，部首是“票”。注意上面部分是“票”，不

是“西”。

发［發］ 独体字，部首是“又”。繁体字为“發”。在表

示“头发”的意思时，繁体字为“髮”。

芽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

苗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

树［樹］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木”。繁体字为“樹”，

共 16 画。
瓜 独体字，书写时第三画是竖提，第四画是点，注意不

要漏写这一点。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种（扎澡侬灶倮）子］ （名词）显花植物所特有的器官，在一定

条件下能萌发成新的植物体。

例：种子快要发芽了。

下雨了，种子很高兴。

［开花］ （动词）开出花朵，花蕾开放。种子一般都要经过

“发芽—开花—结果”这样的生长过程。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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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 （象声词）形容水滴落下或钟摆摆动的声音。

例：外面滴答滴答的，下雨了。

屋里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吧］ （助词）在祈使句末尾表示规劝、请求。

例：下吧 吃吧

我们走吧。

［要］ （动词）后面接其他动词，表示做某事的意志。也可

以直接带宾语，表示“希望得到，希望保持”。

例：我要种很多花。

我要和爸爸去公园。

我要一朵花。

我要一个本子。

［发芽］ （动词）种子的胚发育长大。

例：种子在春天发芽。

［苗］ （名词）初生的种子植物。

例：幼苗 青苗 麦苗

［瓜］ （名词）

例：一个西瓜 一条黄瓜

这种瓜很甜。

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我要种瓜。“要”有多种意思，

课文中是助动词，表示做某事的意志。这种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 +“要”+ 动词 +（宾语）
例：我要学习中文。

云云要去我的家。

表示否定时，否定词“不”加在“要”前面。

例：我不要吃水果，我要吃面包。

疑问句的形式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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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 +“要”+ 动词 +（定语） + 吗？
也可以是： 主语 +“要不要”+ 动词 +（宾语）？
例：你要学习中文吗？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你要不要喝水？

你要不要去中文学校？

6. 课文教学
可以让学生通过观察课文彩图以及观看实物演示，对“种

子”“秧苗”“瓜”“果”有感性的认识，最好能把开始发芽

的种子与未发芽的种子作实物比较，让学生理解“种子发芽”

“秧苗长大”“果树开花”的过程。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理解

课文的意思。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9 （2） 7 （3） 5 （4） 5
4援 季 要 教 汉

星期二

2援 花 芽 苗 草 星 明 时 得 很 吧 唱 告 树 校

4援 要 河 红 种

星期三

4援 河 河水 芽 发芽 树 小树 种 种子 双 双手

汉 汉语 苗 禾苗 校 学校 季 季节 欢 喜欢

对 对话

7. （1）种子发芽了。辕 种子发了芽。
（2）星期天我们一家去公园。 辕 我们一家星期天去公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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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爷爷要来我家。
（4）方方要跟妈妈来这里。
（5）你要不要唱歌？

星期四

2. 要 种 流 动 芽 孩

6. （1）会 （2）坐 （3）苗
星期五

1援 长 发 瓜 吧 种 要 树

阅 读：种 子

一、课文简析

本文以拟人的手法叙述了种子发芽、长成苗、开花又结种

的过程。向学生介绍了植物生长的基本过程，让他们了解大自

然的一些普遍现象。

二、字词解析

泥 （名词）左右结构，部首为“氵”。注意与“呢”相区

分。

怕 （动词）害怕。

例：我怕爸爸。

老鼠怕猫。

吹 （动词）声母是翘舌音“ch”，要读准。意思为（风、
气流等）流动。

例：风吹雨打 吹风机

打 （动词）用手或者器具撞击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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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打人 打球

结［結］ （动词）长出（果实或者种子）。

例：树上结了不少苹果。

伸腰 （动词）挺直身体，可以说：伸了一下腰、伸伸腰。

教师可以做动作让学生理解。

三、课文教学

1. 展示几幅植物连续生长的图片（种子破土而出—小芽在
风雨中挺立—小苗茁壮成长—鲜花盛开—果实累累），让学生对

种子、小芽、小苗有一个初步的感知。

2. 教师范读、领读课文以后，让学生朗读，纠正读错的字
音，并引导学生读出对种子的佩服、赞美之情。

3. 练习重点句子：不怕风吹，不怕雨打。“风吹雨打”经
常连用，可以是一个成语。朗读的时候引导学生读出层次，并

学会用“不怕”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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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 河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会认读下列字：哺、育，但不要求会写。
2. 本课学习四个部首：夕、曰、母、羊，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长江从西流到东。
5. 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介绍了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母亲河黄河以及它们的

流向及其对中华民族的意义。通过具体的介绍，增进学生对中

国的了解。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长”有两种读音：ch佗n倮、zh伲n倮，分别是形容词、动词。
“江”（ji佟n倮）、“名” （m侏n倮）、“轻” （q侃n倮）、“从”

（c佼n倮）是后鼻音韵尾，要读准。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ji佟n倮 ji伲n倮 ji佟n t佟 t佟 t佟 m侏n倮 m侏n倮
江———讲———间 它———他———她 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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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伽o ji佟o ji伽o c佼n倮 c侪n倮
叫———教———教 从———聪

2. 部首教学
夕（夕部）：名、外、多

曰（曰部）：最、早、春

母（母部）：母、每、毒

羊（羊部）：美、羔、盖

3. 字形教学
国［國］ 全包围结构，部首是“囗”，共 8 画，注意先写

里面的“玉”，最后一笔封口。繁体字为“國”，里面是“或”，

共 11 画。
条［條］ 上下结构。部首是“木”或“夂”。繁体字为

“條”，部首是“亻”，共 10 画，注意不要漏了中间那一短竖。
它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5 画，注意最后一笔是

“ ”。

最 上下结构。书写时注意第十画是提 （ ），不是横

（一）。

亲［親］ 上下结构，部首是“立”或“木”，共 9 画。繁
体字为“親”，部首是“見”，共 16 画。
从［從］ 左右结构，部首是“人”。繁体字为“從”，部

首是“彳”，共 11 画。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古老］ （形容词）经历了久远年代的。

例：古老的中国 古老的画儿

［名字］淤（名词）名称、姓名，用来代表一个人以区别于
别的人。

例：我的名字叫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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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名词）一个字或几个字，用来代表一种事物。
例：这个村的名字叫张家庄。

本文中，“名字”是第二个意思。

［母亲］ （名词）有子女的女子，同“妈妈”。

例：这位是我的母亲。

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它们］ （代词）称不止一个的事物。

例：我有不少花，它们很好看。

我喜欢猫，也喜欢狗，它们很可爱。

［中华］ （名词）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

兴起的地方；后来指中国。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条］ （量词）用于细长的东西。

例：一条线 两条腿 三条鱼

（量词）用于分项的。

例：三条新闻 五条办法

在本课中，“条”是第一种用法。

［叫］ （动词） （名称）是，称为…。

例：这叫不锈钢。

我叫王勇。

［最］ （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可

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

例：最长 最好 最认真

我最喜欢这个玩具。

它最可爱。

［长］ （形容词）两点之间的距离大。反义词是“短”。

例：我的笔长，他的笔短。

学习时，注意与“远”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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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离学校很远。

这条路很长。

他离我很远。

他的头发很长。

远古时候的事我不明白。

我写作业用了很长时间。

［从］ （介词）起于…。

例：从无到有 从多到少

从现在起

从北方到南方

从九点到十二点

［着］ （助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延续。

例：他扛着红旗走在前面。

大门开着。

茶几上放着一杯水。

出现的专有名词有中国、长江、黄河。

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长江从西流到东。这是一个介词

词组作状语的句子。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从…”+ 动词 +“到”+ 宾语
例：爸爸从我家开车到你家。

我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

教师在教学中要强调“从…”的位置：放在谓语前面。即

谓语动词在“从”和“到”之间。可以通过多举例句让学生培

养语感。

6. 课文教学
结合课文的插图，让学生自己看图找出两条河流的不同点，

并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可以先说词语再说成句子。通过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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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理解介词“从”的用法。

教学中，教师还可适当插入一些历史、地理和文化内容的

讲解，让学生理解：淤为什么长江和黄河都是“从西流到东”，
而不是按相反的方向流动。 （因为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

于为什么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在黄河附
近种粮食，黄河两岸是中国早期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

是中华文明开始的地方。）

四、参考资料

长江（Yangtze River） 在中国中南部。发源于各拉丹冬雪

山，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江苏等省区，在上海市入东海。全长 6 300 公里，流域
面积达 180 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
黄河 (Yellow River) 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流经青

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九

个省区，呈“几”字形，向东注入渤海，全长 5 400 公里，流
域面积达 75 万多平方公里。中游段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
许多支流夹带大量泥沙汇入，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河

水呈黄色，因而得名。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所以人们

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5. （1）古 （2）国 （3）园 （4）从
6. （1）哥哥的名字叫冬冬。
（2）姐姐的名字叫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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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师的名字叫黄华。
（4）我朋友的名字叫亮亮。

星期二

2. （1） 5 （2） 6 （3） 9
（4） 12 （5） 11 （6） 5

3. （1）目（旦、甲、田、由）
（2）日（中）
（3）用（甩）
（4）太（天）
（5）干（土、士）

4援 条 件 双 个 本 个 条 件 个

6. （1）东面是最高的山。
（2）我最爱我的家。
（3）中国最长的河是长江。辕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
（4）最远的是星星。辕 星星是最远的。

星期三

2. 氵 囗 夂 或 木 宀 夕 喊 曰

星期四

2. （1） 6 化 十 （2） 6 氵 工 （3） 7 条

（4） 5 喊 收 （5） 5 宀 匕

3援 名字 母亲 中国 古老 它们

5. （1）长江从西流到东。
（2）小鸟从南飞到北。
（3）火车从北开到南。
（4）方方从左写到右。

星期五

2援 古 叫 唱 芽 苗 花 河 江 流 本 林 材

它 宝 字 种 和 利 国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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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中国 （2）名字 （3）最长
（4）树 （5）看

6. （1）它的名字叫长江。
（2）黄河从西流到东。
（3）太阳从东走到西。
（4）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辕 中国的母亲河是黄河。

阅 读：泉水和大海

一、课文简析

本文由三组设问句组成。通过问答形式告诉人们泉水流进

小溪，小溪汇成江河，河流灌入大海的过程。

二、字词解析

进［進］ （动词）向前移动，和“退”相对。书写时先写

“井”字再写走之儿。

海 由“氵”加上“每天”的“每”组成，注意“每”的

笔顺： 。

泉水 （名词）从地下流出来的水，可以通过图片或者实例

解释。

小溪 （名词）泛指小河沟。 “溪”是左右结构，部首是

“氵”。注意右边部分的写法。

三、课文教学

1. 出示“泉、江、河、溪、海”的生字卡片，让学生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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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这五个字有什么相同之处。

提示：后四个字都有“氵”，“氵”都跟水有关。“泉”也

和水有关，所以下面是“水”。出示“泉水、小溪、江河、大

海”的图片，让学生对号入座。

2. 教师重点讲解第一组问答，注意疑问句的语调要上扬。
读“我要流进小溪里”时要读出欢快的语气。学生分小组学习

第二、三组问答，然后进行小组比赛朗读。

3. 师生问答，学生之间问答：
你到哪里去？

我到……

通过问答强化课文重点句，练习口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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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放假了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方、牛 、忄，要求会认会写。
3. 重点学习的句子：我想去中国旅游。
4. 能够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是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对话。快要放假了，很多同

学都有许多设想，希望自己在假期里做点儿什么。这段对话就

是学生谈论自己假期的打算。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泳”（y侬n倮）、“帮”（b佟n倮）是后鼻音韵尾，要读准。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ji伽 ji佟 y佾 y侃 di伲n di伽n y侬n倮 y侔n倮
假———家 以———衣 点———电 泳———用

w俅 w俅 w俪 w俪
物———务———午———五

2. 部首教学
方 （方部）：放、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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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部）：牛、特、告

忄（忄部）：快、慢、怀

3. 字形教学
假 左中右结构，书写时注意右边的上半部分是“ ”不

是“口”。

以 左右结构，部首是“人”。

旅 左右结构，部首是“方”，右半部分的笔顺是：

。

物 左右结构，部首是“牛”。注意右边是“勿”，不要多

出一点，写成“匆”。

海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注意右边“母”的笔顺：

。

洋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注意右边的“羊”不要写成

“半”或“丰”。

公 上下结构，部首是“八”。

泳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帮［幫］ 上下结构，部首是“巾”。繁体字为“幫”，部

首是“巾”，共 17 画。
点［點］ 上下结构，部首是“灬”。繁体字为“點”，部

首是“黑”，共 17 画。
务［務］ 上下结构，部首是“夂”。繁体字为“務”，部

首是“矛”，共 10 画。注意左边是“矛”不是“予”。
活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不要把“氵”写成“讠”，

与“话”相区分。

快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

乐［樂］ 书写时注意第一画是撇（ ），第二画是竖折

（），可以对照已学过的“东”字。繁体字为“樂”，上下结构，

部首是“木”，共 15 画。注意这个字上半部分是两个“幺”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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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白”字。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放假］ （动词）在规定的日期停止工作或学习。

例：放了三天假

学生都放假了。

［以后］ （名词）现在或所说某时之后的时期。可以单独作

主语，也可以放在时间的后面。

例：以后再说吧。

三年以后 两天以后

［动物］ （名词）生物的一大类。

例：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这种动物快要灭绝了。

［动物园］ （名词）饲养许多种动物、供人观赏的公园。

［海洋］ （名词）海和洋的统称。

［公园］ （名词）供人们游览休息的园林。

［游泳］ （动词）人或动物在水里游动。

例：他游泳游得很快。

［（一）点儿］ （量词）表示少量。

例：我想再加一点儿水。

他今天有（一）点儿不高兴。

注意：“有（一）点儿”放在动词、形容词前面，所用动

词一般意思是不好的。“（一）点儿”放在动词、形容词后面，

表示比较。

例： 我有点儿不开心。

现在开心一点儿了。

爸爸写字有点儿慢。

我今天写字快一点儿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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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 （形容词）高兴、愉快的意思。

例：每天我都很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家务］ （名词）家庭事务。

例：做家务 家务劳动

［活儿］淤（名词）工作。
例：细活儿 重活儿 干活儿

于（名词）产品；制成品。
例：出活儿

这批活儿做得很好。

本文中，“活”是第一个意思。

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我想去中国旅游。“想”是能愿

动词，有“打算”“希望”的意思。“想”一定要带动词宾语，

可受程度副词“很”修饰。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想”+ 动词 +（宾语）
例：我想学习中文。

星期天我想去公园玩儿。

姐姐想跟我一起去。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要注意从词语逐步扩展到句子练习，

并仿照例句展开词语替换练习。

例： 我想去学校。寅 我想去学校学习中文。

我想去云云家。寅 我想去云云家跟她玩儿。

6. 课文教学
注意结合课文，先让学生复述课文中人物的打算，然后引

导他们用文中重要的词句说一说他们自己放假以后的愿望和想法。

词语教学时注意与以前学过的词语结合，总结出带“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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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汉字在表意上的特点：都与水有关。例：海、洋、江、河。

动词“游泳”也与水有关。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11 亻 （2） 4 （3） 9 灬 （4） 5
6. （1）我想去游泳。
（2）哥哥想买一件玩具。
（3）我想和你去旅游。
（4）我要去中国旅游。
（5）姐姐帮我收拾房间。/ 我帮姐姐收拾房间。
（6）谁帮爷爷买面包？/ 爷爷帮谁买面包？

星期二

4. （1）旅游 （2）告诉 （3）家务活儿
（4）游泳 （5）快乐

星期三

6. （1）你想买什么？
（2）我想帮你种花。
（3）你们想跟我去玩儿吗？
（4）我想买一件玩具。

星期四

2. （1）三 （2）二 （3）六 （4）一
星期五

1援 乐 泳 帮 活 旅 假

2援 条 务 快 放 房 思 想

4. （1）你想去哪儿？
（2）我帮妈妈做家务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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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祝你们假期快乐。
（4）我想跟爸爸去中国旅游。/ 我跟爸爸想去中国旅游。
（5）我哪儿都不想去。/ 哪儿我都不想去。

阅 读：我们绝不开门

一、课文简析

课文以一个小话剧的形式讲了狼三次去引诱小兔和小羊开

门但是都没有得逞的故事。语言非常儿童化，并谱成了歌曲。

教学时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表演欲望，让学生在表演中理解、

学习，并教育学生在生活中要注意防范坏人。

二、字词解析

绝［絕］ （副词）绝对。用在否定词前面，用来加强语气。

繁体字是“絕”，注意“絕”的右上角是“刀”。

例：绝不开门 绝对正确

狼 （名词）一种动物，外形像狗；吃野生动物和家畜等，

有时也伤害人。可以利用图片教学。

乖 （形容词）注意不要写成“乘”。

互相 （副词）表示彼此同样的对待关系。

例：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互相支持

失望 （动词）因为愿望没有实现而不开心。

例：妈妈不带我去公园，我很失望。

老狼失望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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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讲解字词以后，提问：淤 狼为什么要小兔和小羊开门？

于 小兔和小羊为什么不肯开门？盂 狼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妈妈？

通过问答让学生理解课文情景内容，然后分角色扮演狼和小羊、

小兔，进行表演比赛。

综合练习（四）答案

1. 5 5 4 5 10 12
2.点热 冬各

5. （1）你们想去哪儿？
（2）我不去动物园。
（3）外面要下雨了。

总练习答案

2.讲语话说 期脑朋 放教收 你们他做

3.海洋 喜欢 收拾 昨天 月亮 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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