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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爷爷的信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5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宫、颐、都，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寸、示，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5援 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文以书信的形式介绍了北京及其著名的景点，如长城、

故宫、颐和园等。意在让学生对北京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激发

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同时也帮助学生了解一下中文书信的书

写格式，即先写称呼语（顶格写），再写问候语（空两格），然

后写正文，接着是祝福语，最后在信的右下方署上姓名和日期。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j侃n倮 j侃n倮 j侃n j佻n x佻n x侃n x侃n x侃n倮
京 ——— 睛—— 今———进 信———新———心———星
f佶n倮 f佶n倮 f佶n f侑n y佼u y佼u y侬u y侔u y侔u
封———风———分———粉 邮———游———有———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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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佴n倮 ch佴n倮 q俪 q俅
城 ———成 取——去

qu佗n qi佗n qi佗n qi佟n q侃n q佾n倮 泽俦灶 泽澡俅灶
全———钱———前———千 亲———请 孙———顺

2援 部首教学
寸（寸部）：封、对、寺

示（示部）：票、禁、奈

3援 字形教学
信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9画。注意右上角是三横。
封 左右结构，部首是“寸”，共 怨 画。注意左边是两个

“土”，不是四横加一竖；下面的“土”的最后一画横改为提。

城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9 画。
邮［郵］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7 画。注意右边

“阝”共 圆 画，不要错写成 猿 画。繁体字“郵”，左右结构，部
首是“阝”，共 员园 画。注意左边“垂”的写法：

，最后一画横改为提。

票 上下结构，部首是“示”或“覀”，共 11 画。注意上
面是“西”的变体，不是“西”。

京 上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8 画。
安 上下结构，部首是“安”，共 6 画。
广［廣］ 独体字，“广”也是部首，共 3 画。繁体字

“廣”，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

场 ［場］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6 画。繁体字
“場”，左右结构，部首是“土”。注意右边不要少写一横，写成

“易”。

全 上下结构，部首是“人”或“王”，共 6 画。
平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5画。注意笔顺：

。

提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2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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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左右结构，部首是“耳”或“又”，共 8 画。
进［進］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7 画。注意先写

“井”。繁体字“進”，半包围结构，共 11 画，部首是“辶”。
孙［孙］ 左右结构，部首是“子”，共6画。繁体字“孙”，

左右结构，部首是“子”。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亲爱］ （形容词）关系密切，感情深厚。

例：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同学

［信封］ （名词）装书信的封套。

［邮票］ （名词）邮局发售的，用来贴在邮件上表明已付邮

资的凭证。

例：一张邮票 贴邮票

［首都］ （名词）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

中心。

例：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法国的首都是巴黎。

［那里］ （代词）指示比较远的处所，与“这里”相对。另

外，还有形近词“哪里”，表示询问处所，要注意区分。

例：你在这里，他在那里。

我的家乡很美，那里有山，有水，风景很美。

［广场］ （名词）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

地。

例：天安门广场

［那时］ （代词）指示比较远的时间。

例：那时，爸爸还是一个小孩子。

那时，我还没开始学汉语。

［水平］ （名词）在生产、生活、政治、思想、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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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术、业务、学习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例：生活水平 学习水平 中文水平

［提高］ （动词）使位置、程度、水平、数量、质量等方面

比原来高。

例：提高水平 提高质量 提高中文水平

［今后］ （名词）从今以后，以后。

例：今后要好好学习。

今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无论今后怎么样，我们都要保持联系。

［争取］ （动词）

淤 力求获得。

例：争取时间 争取机会

于 力求实现。

例：争取更大的进步 争取提前完成

在本课中，“争取”是第二种用法。

［进步］ （动词） （人或事物）向前发展，比原来好。

例：祝你学习进步。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来信］

淤 （动词）寄信来或送信来。

例：他在国外的儿子经常来信。

到了那里请来一封信。

于（名词）寄来或送来的信。
例：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

在本课中，“来信”是第二种用法。

［看望］ （动词）到长辈或亲友那里问候。

例：看望父母 看望校友

［全］ （形容词）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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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全家 全国 全身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

高？要求学生学会用“是不是”造句。

“是不是”：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相叠提问，可以放在主语

前面，也可以放在主语后面，还可以放在句尾，表示疑问。

例：你妈妈是不是来了？（在主语后）

是不是你妈妈来了？（在主语前）

你妈妈来了，是不是？（在句尾）

你姐姐是不是给你买文具了？

上次的作业你是不是做了？

最后两个例句都是“是不是”放在主语后的句子，可以让

学生把它们改成放在主语前或句尾的形式。（如：是不是你姐

姐给你买文具了？你姐姐给你买文具了，是不是？上次的作业

你做了，是不是？）但是最后一句一般不说成：上次的作业是不

是你做了？

6援 课文教学
教学中可把重点放在词语的解释上。为了增加学生对北京

的感性认识，教师讲解课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时，可以使用图

片或者多媒体，给学生以直观感受。在介绍北京之前，也可以

让学生说一说北京，看看他们对北京的认识有多少。还可以让

学生注意一下中文书信的格式，让他们练习写一封短信。

四、参考资料

长城 也叫万里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
后，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征集五十多万民工，用了十多年时

间，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延长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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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道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全长一万多

里的长城。后代曾多次维修。现在北京北郊八达岭长城是明朝

修建的。

故宫 旧称“紫禁城”。明、清两代的皇宫，位于北京市市

区中心，建成于 1420 年，占地 72 万平方米，有房屋九千多间；
分前后两部分，前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主体，后部

是皇帝的内宫，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群。

颐和园 在北京西郊。中国名园之一，原为金代皇帝的行

宫，明、清时是皇家花园。1860 年被英法联军毁坏，1888 年慈
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建。全园由万寿山、昆明湖等组成，占

地 2.9 平方公里。主要景物如排云殿、佛香阁、德和大戏院等
均是清末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其园林布局，集我国造园艺术

之大成，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有极高的地位。辛亥革命后，于

1914 年开放，1924 年正式辟为公园。解放后又不断修缮，面貌
焕然一新。

天安门 在北京市区中心。为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始

建于 1417 年。城墙开有五扇门，上有两层城楼。红柱黄瓦，雄
伟壮丽。门前金水河上有五座汉白玉石桥，桥前为著名的天安

门广场。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 （1）信 邮 （2）道 首 里 （3）爬 （4）今 进

4援 （1） 9 地 成 （2） 11 示 （3） 9 立 亲

（4） 9 亻 言 （5） 9 封 寸 （6） 7 由 阝

5援 争取 亲爱 邮票 水平 今后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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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3援 安 场 宝 孙 取 动

4. 邮 票 全 提 城 亲 取 孙

星期三

4援 邮 邮票 城 城市 信 一封信 提 提高

封 信封 票 邮票 进 走进 取 取出

5援 （1）长大 （2）明亮 （3）信封（4）冷
7援 （1）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2）你是不是去中国旅游？
（3）亮亮是不是去北京学中文？
（4）你的妈妈是不是医生？
（5）你的中文老师是不是中国人？

星期四

3援 宀 寸 阝 覀/示
/王 扌 辶 耶/又

星期五

2援 安 家 它 玩 全 主 他 信 们

都 邮 阳 堤 场 墙 提 拾 掉

进 远 过

3援 （1）全 钱 前 （2）常 尝 场 长

（3）画 花 划 （4）园 元

5援 （1）放假后我就可以去旅游了。（我放假后就可以去旅
游了。）

（2）我要去看望爷爷和奶奶。
（3）姐姐是不是去学校学中文？
（4）教室里有同学还有老师。 （教室里有老师还有同

学。）

（5）我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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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援 （1）今天，我收到了爷爷的来信。
（2）我很喜欢长城邮票。
（3）我们全家要去北京看望爷爷和奶奶。
（4）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
（5）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6）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阅 读：给亮亮的回信

一、课文简析

这是爷爷给孙子的信，是对主课文那封信的回复。信里爷

爷首先对孙子来信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回复，然后说了他对美国

的了解以及自己的愿望，提到了白宫、自由女神像和黄石公园，

最后是对孙子的祝愿。

二、字词解析

由 y佼u，独体字，部首是“田”或“丨”，一共 5 画。注
意第四画是竖，最后写横封口。

视［視］ sh佻，左右结构，部首是“礻”，一共 8 画，左边
是“礻”，注意别写成“衤”，右边是“见”，注意别写成“贝”。

繁体字“視”，左右结构，部首是“礻”。

景 躁佾灶倮，上下结构，部首是“曰”，一共 12 画。
非 f佶i，左右结构，部首是“ㄧ”，一共 8 画。注意先写

“丨”，再写三横。

陪 p佴i，左右结构，部首是“阝”，一共 10 画。
愉 y俨，左右结构，部首是“忄”，一共 12 画。注意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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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漏掉中间那一横。

［电视（视）］ （名词）

淤利用无线电波传送物体影像的装置。
例：一台电视 电视机

于用上述装置传送的影像。
例：看电视 电视节目

在本课中，“电视”是第二种用法。

［介绍（绍）］ （动词）

淤使双方相识或者发生联系。
例：介绍一下 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于还可以表示使了解或者熟悉。
例：介绍情况 介绍经验

课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风（风）景］ （名词）指一定地域里由山水、花草、树

木、建筑物以及某些自然现象（如雨、雪等）形成的可供人观

赏的景象。

例：风景点 风景区 一片风景

［非常］ （副词）十分；极。

例：非常美丽 非常愉快 非常高兴

［要是］ （连词） 如果；如果是。表示假设。注意这里

“是”读轻声。

例：要是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这件事要是他知道了一定会生气的。

［陪］ （动词）陪伴。

例：我陪你去吧。

谢谢你陪我玩儿。

［愉快］ （形容词）快意；舒畅。

例：生活愉快 愉快的心情 愉快的一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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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学这封信的时候要结合主课文孙子给爷爷的信，先让学生

复习一下学习主课文时讲的信的格式，并通过下列问题了解他

们掌握的情况：

这是谁写的信？写给谁的？什么时候写的？

教师解释重点字词后再问：

爷爷在哪里写的信？爷爷有什么愿望？

学完后还可以让学生说说“要是你的朋友或者亲人从外地

来，你会给他介绍美国的什么地方”。

四、参考资料

白宫 (White House) 白宫是美国总统府所在地，坐落在首

都华盛顿市中心区。北接拉斐特广场，南邻爱丽普斯公园，与

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相望。白宫的基址是美国开国元勋、第一

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选定的，始建于1792 年，1800 年基本完工。
第一位入主白宫的总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从此，美国

历届总统均以白宫为官邸，白宫成了美国政府的代名词。

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

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以西的一个小岛———自由岛上，她手持

火炬，矗立在纽约港入口处，日夜守望着这座大都会，迎来了

自 19 世纪末以来到美国定居的千百万移民。自由女神像是法国
人民赠给美国人民的礼物，是自由的象征，女神像高 46 米，连
同底座总高约一百米，是那时世界上最高的纪念性建筑，其全

称为“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正式名称是“照耀世界的自

由女神”。一个多世纪以来，耸立在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铜像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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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美法人民友谊的象征，永远表达着美国人民争取民主、向

往自由的崇高理想。

黄石公园 美国黄石公园位于美国西部怀俄明州、蒙大拿

州和爱达荷州三州交界处。园内道路总长五百余英里，如加上

小径有一千余英里。据称是美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

野生动物园。公园始建于 1872 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公园水潭里的水大多含有较浓的酸性成分，随着时光的流逝，

不少树木遭受侵蚀，渐渐枯死变成黄色化石，岩石也被染黄的

地下水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黄色。人们一到这里，映入眼帘的便

是黄色的树木化石、形状各异的黄色岩石以及一片片金黄色的

水潭，公园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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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颐和园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5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颐、寿、昆、孔，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豆、山，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这儿的景色可真美啊！
5援 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介绍北京颐和园的文章，重点写了颐和园的“长

廊”“万寿山”“昆明湖”“十七孔桥”这几个景点。其中长廊在

东大门，万寿山上可以看到整个公园，昆明湖的中间有个小岛，

从湖的东岸到小岛有座石桥，就是十七孔桥。本文的目的是让

学生对颐和园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同时课文承接了第一课《给

爷爷的信》的内容，对北京作了介绍，第一课里提到了北京的

颐和园、长城等。这篇课文和后面的阅读就分别介绍了颐和园

和天坛的概况。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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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侑i m佴i d佶n倮 d佶n倮 j佾n倮 j佻n
美 ———没 登 ——— 灯 景 ———进

w佗n w佗n w伲n zu侔 zu侔 zu侔 zu侔 zu侬
完———玩———晚 座 ——— 做 ——— 坐 ——— 作 ——— 左

sh侃 sh侃 sh佻
狮 ——— 师 ———是

2援 部首教学
豆（豆部）：登、短

山（山部）：岸、岛、岁

3援 字形教学
美 上下结构，部首是“大”或“盖”，共 9 画。注意上面

是一个“盖”，下面是一个“大”，不是四横再加一撇一捺。注

意笔顺： 。

丽 ［麗］ 上下结构，部首是“一”，共 7 画。繁体字
“麗”，上下结构，部首是“鹿”，共 19 画。注意上面的“ ”

不同于简体的“丽”，上面是两个短横，不是一个长横。

完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7 画。
登 上下结构，部首是“豆”或“登”，共 12 画。注意上

面的“登”不要写成“ ”。

景 上下结构，部首是“曰”，共 12 画。
色 上下结构，部首是“夕”，共 6 画。
岸 上下结构，部首是“山”，共 8 画。
岛［島］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山”，共 7 画。注意先写

“鸟”再写“山”。繁体字“島”，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山”，

共 9 画。注意第三画是横，不是点；不要漏掉第五画的“横”。
沿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
座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10 画。
桥［橋］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0 画。注意左边

“木”的最后一笔捺改为点。第五笔是短撇“ ”，不是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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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体字“橋”，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6 画。
柱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9 画。
狮 ［狮］ 左右结构，部首是“犭”，共 9 画。繁体字

“狮”，左右结构，部首是“犭”，共 13 画。注意中间部分的写
法。

分 上下结构，部首是“八”或“刀”，共 4 画。
啊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0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西北］ （名词）西和北之间的方向。其他几个表方向的词

是西南、东北、东南。

［美丽］ （形容词）好看，使人看了产生快感。

例：美丽的公园 美丽的景色

与“漂亮”“好看”是近义词，但“美丽”更偏重于书面

语。

［名字］ （名词）

淤 一个或几个字，用来代表一种事物。

例：它的名字叫北京。

这种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百合。

于 一个或几个字，跟姓合在一起，用来代表一个人，区别

于别的人。

例：你叫什么名字？

在本课中，“名字”是第一种用法。

［中心］ （名词）

淤跟四周的距离相等的位置。
例：湖中心有个小岛。

草地的中心有一个美丽的亭子。

于 事物的主要部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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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课文的中心思想 中心任务 中心工作

盂 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

例：文化中心 经济中心

在本课中，“中心”是第一种用法。

［从…到…］

淤 跟方位词、处所词语结合，表示范围或位移。

例：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从北京到巴黎 从这里到那里

于 跟时间词语结合，表示时间。

例：从今天到明天 从早到晚

盂 跟其他名词、动词短语等结合，表示范围。

例：从头到尾 从大人到小孩

榆 跟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等结合，表示发展、变

化。

例：从无到有 从不明白到明白 从少到多

在本课中，“从…到…”是第一种用法。

［生动］ （形容词）具有活力、能感动人的。

例：生动的语言 生动的小狮子玩具

［十分］ （副词）很；非常。

例：十分美丽 十分生动

［可爱］ （形容词）让人喜爱。

例：他家的小猫十分可爱。

这个孩子很可爱。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走廊］ （名词）屋檐下高出平地的走道，或房屋之间有顶

的走道。

［登］ （动词） （人）由低处到高处（多指步行）。

例：登山 登陆 登车 一步登天

［片］ （量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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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用于成片的东西。
例：一片树叶 一片面包

于用于地面或水面等。
例：一片草地 一片汪洋

盂用于景色、气象、声音、语言、心意等（前面用“一”
字）。

例：一片新景象 一片绿色 一片真心

［景色］ （名词）风景。

例：美丽的景色 景色迷人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这儿的景色可真美啊！

这是一句感叹句，表达了强烈的思想感情。通过这句话学

习如何表达感叹的情绪。感叹句常用“太”“真”“极”等词语，

句末常有“啊”“了”等感叹词，这几个词的搭配一般是：“太

…了”“真…啊”“…极了”，句末一般用感叹号“！”来表达强烈

的思想感情。

例：我们的国家可真大啊！

这段音乐太好听了！

这道菜的味道好极了！

教学时可以教学生用“好听”“香”“有趣”等词语说几个感

叹句。

6援 课文教学
因为课文涉及到的景点比较多，建议配合挂图或幻灯片来

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且更好地从方位上把握颐和园

的大体概况。可以先让学生说一说颐和园里有哪些主要景物，

这些景物的位置关系怎样，为什么叫“十七孔桥”等，以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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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资料

万寿山 颐和园的主要景点之一。高58.59 米。传说曾有老
人在山上凿得石翁，因而得名翁山。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
庆祝乾隆母亲六十诞辰，改称万寿山，后又将开拓昆明湖的土

方按造园布局的需要堆放在山上，使东西两坡舒缓而对称，成

为全园的主体。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

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角的“云辉玉宇”牌楼，经

排云门、二门宫、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

海，形成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

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的宝云阁。后山的建筑

多半只剩下荒台废基，只有五彩琉璃的多宝塔，仍然屹立在绿

树丛中。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亭、画中游等楼台亭

阁，登临时，可俯瞰昆明湖水的景色。

昆明湖 在颐和园内，面临万寿山前山。原为北京西北郊

众多山泉汇聚成的天然湖泊，曾有七里泺、大湖泊等名称。后

因万寿山前身有翁山之名，又称翁山泊。元代定都北京后，成

为宫廷用水的蓄水池。明代湖中多植荷花，周围水田种植稻谷，

湖旁又有寺院、亭台之胜，成为一游览区，有“西湖”、“西湖

景”之誉。清乾隆年间，将湖开拓成为现在的规模，约二十二

万平方米，并取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演水战的故事，命名

为昆明湖，每年夏天在湖上练武习操。昆明湖上的主要景点有

西堤六桥、东堤、南湖岛、十七孔桥等。绕流万寿山后山脚下

的溪河，成为后湖。

长廊 在颐和园内，循万寿山南麓沿昆明湖构筑。东起邀

月门，西迄石丈亭，中穿排云门，两侧对称点缀留佳、寄澜、

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攒尖的亭子。廊长 728 米，共 273 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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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枋梁上绘有精美的西湖风景及人物、山水、花鸟等苏式彩

画八千多幅，有“画廊”之称。它像一条玉带把远山近水和各座

建筑连成一体，有很高的造园艺术价值。

十七孔桥 在颐和园昆明湖上，为园内最大的石桥。它有

17 个桥孔，长150 米，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间，状若长虹卧波。
其造型兼有北京卢沟桥、苏州宝带桥的特点。桥栏望柱及桥

头石雕狮子、异兽，精美生动，为乾隆时的佳作。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1）沿 前 （2） 座 桥

（3）湖 岛 （4）柱 狮

4援（1） 7 由 阝 （2） 6 （3） 12
（4） 8 （5） 10 楼 乔 （6） 9 楼 主

5援 西北 美丽 十分 景色 中心 可爱

7援 （1）我家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2）公园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3）桥上有很多可爱的小狮子。
（4）我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星期二

3援 岁/岛 狗 吃/喝 办/加 湖/河 林/柱
星期三

3.

4援 登 登山 色 红色 座 一座桥 柱 柱子

狮 小狮子 园 公园 桥 桥上 岸 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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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援 低 哭 里面 后面 右边 下面

6援 （1）这就是有名的长廊。
（2）这就是美丽的颐和园。
（3）那就是亮亮的爸爸。
（4）那就是我的家。
（5）那就是云云的弟弟。

7. 在 东北 花园 在 西北 山

在 西南 河 在 东南 商店

星期四

3援 日 木 八/刀 豆/ 宀

山 犭 口 山 广

4. 美 美丽 景 景色 沿 沿着

狮 狮子 名 有名 动 动物

6援 （1）这几件事情他都知道。
（2）这几本书她都看过。
（3）这几个玩具云云都玩过。
（4）这里的水果方方都吃过。

星期五

2援 树 果 床 桥 河 渴 湖 海

狮 狗 猫 猪

3援 （1）下来 进去 过去 出来

（2）根 条 座 只 件 条 本

5援 （1）石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狮子。
（2）颐和园的景色可真美啊！
（3）这就是有名的长城。
（4）这几个公园我们都去过。
（5）万寿山前面就是昆明湖。

7援 （1）在北京的西北有个美丽的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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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从山上走下来。
（3）我们沿着湖边向东走。
（4）湖岸边一片绿色。
（5）它们都很生动，十分可爱。
（6）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

阅 读：天 坛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介绍北京天坛的小文章，可以看成导游的解说词。

第二段介绍了天坛的历史和作用。第三、四两段先说明天坛的

大体结构，后重点写了天坛的特色景点“回音壁”，指出了它的

奇特之处。学习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天坛，增加对北

京的了解和兴趣。

二、字词解析

著 zh俅，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1 画。
建 j蚤伽n，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廴”，共 8 画。注意笔顺

是先写“聿”，再写“廴”。在文中是动词，意思是建筑，修建

（房屋、道路、桥梁等）。

例：建铁路 建房子

求 择蚤俨，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7 画。注意不要忘记
最后一笔右上角的点。

丰［豐］ f佶n倮，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4 画。注意先
写三横，再写一竖。繁体字是“豐”，上下结构，部首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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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面一共有 11 画，“山”的中间是两个“丰”。注意区分：
丰（丰收）———来（来去）。

墙（名词） qi佗n倮，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4 画。
注意右边上面的竖不要向下出头。意思用砖、石或土等筑成的

屏障或外围。

例：一道墙 土墙 城墙

站（动词） zh伽n，左右结构，部首是“立”，共 10 画。
意思是：直立身体，两脚着地或者踏在物体上。注意区分：站

（站着）———战（战争）。

例：站着 站在门口 站起来

［著名］ （形容词）有名。

例：这就是著名的黄石公园。

他爸爸是一位著名的画家。

［皇帝］ （名词）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号。

［祈求］ （动词）恳切地希望或请求。

例：祈求来年可以丰收。

［丰（丰）收］ （动词）收成好，与“歉收”对应。

例：今年玉米丰收了。

［不管］ （连词）表示在任何条件或者情况下都不会改变，

后面常常带有“也/都”呼应。
例：不管远不远我都要去。

不管明天天气怎么样我们都会来。

［清楚］ （形容词）容易让人了解、辨认。

例：看得很清楚 写得很清楚 说清楚

三、课文教学

讲解这篇文章可以先问学生有谁去过或者知道天坛，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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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简单说说他了解的情况，讲解时最好结合图片或者视频资料，

并与主课文中对颐和园的介绍进行对比。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引导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还可以请学生扮演导游，结合图片或

幻灯作讲解。

四、参考资料

天坛 创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为明清两代帝
王祭天祈谷之处。占地约两百七十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祈年

殿、皇穹宇和圜丘坛等。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

群，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现已开放为天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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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尔赛宫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凡、尔、筑、博、廊、净，但不要求会

写。

3援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厂、彡，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凡尔赛宫有七百多间大厅和房间。
5援 熟读课文，能背诵最后一段（“王宫里面很美……十分迷

人”）。

二、课文简析

本课介绍了法国著名的凡尔赛宫，第一段简单介绍了凡尔

赛宫的地理位置等情况；第二段介绍了凡尔赛宫里面的文物和

布置，有七百多间房间和有趣的镜廊等；最后一段介绍了宫外

的园林，有河有湖有树有花。本文旨在让学生对这一世界著名

建筑有个大体的了解。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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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侃n倮 t侃n倮 t侏n倮 xi佶 xi侑 xi侉
厅———听———停 些———写———谢

j佻n倮 j侃n倮 j佻n j佻n chu佟n倮 chu佗n倮 chu佟n
镜———睛———进———近 窗 ——— 床——— 穿

y佻n倮 y佾n倮 q俅 q俅 q俪
映———影 趣——去———取

2援 部首教学
厂（厂部）：厅、历、压

彡（彡部）：影、形、须

3援 字形教学
宫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9 画。
林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8 画。注意第四画是点不

是捺。

王 独体字，部首是“一”或“王”，共 4 画。
厅［廳］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厂”，共 4 画。繁体字

“廳”，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25 画。注意不要少写一
点，把“广”写成“厂”；“ ”不要漏写了中间的一横，可利

用“十四个人一条心”的口诀帮助记忆。

些 上下结构，部首是“二”，共 8 画。注意上面不要写成
“比”。

趣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走”，共 15 画。注意先写
“走”，“取”右边的“又”最后一笔要写成点。

镜［鏡］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16 画。繁体字
“鏡”，左右结构，部首是“金”。注意右边的“竟”，中间是

“日”，不是“口”。

窗 上下结构，部首是“穴”，共 12 画。
映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9 画。
如 左右结构，部首是“女”，共 6 画。
样［樣］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0 画。注意第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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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改为点。繁体字“樣”，左右结构，部首是“木”。注意右上

角是一个“盖”，右下角是“永远”的“永”。

香 上下结构，部首是“禾”或“香”，共 9 画。
影 左右结构，部首是“彡”，共 15 画。
迷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9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以前］ （名词）现在或所说某时之前的时期，与“现在”

“以后”相对。

例：以前他是个小孩子，现在长大了。

以前我不认识他。

以前云云家离我们家很远。

［这些］ （代词）表示离说话的人较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事物，与“那些”相对。

例：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这些花非常好看。

这些是我的书，那些是王明的书。

［文物］ （名词）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

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

例：博物馆里有很多文物。

［有趣］ （形容词）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喜爱。

例：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动物园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动物。

［一样］ （形容词） 同样、没有差别，常与“跟、同、如

同、像”等词语结合使用，有时候表示比喻。

例：姐姐和妹妹一样高。

他们的中文成绩一样好。

明明的个子跟我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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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老师像妈妈一样。

［里面］ （名词） 一定的时间、空间或某个范围以内，与

“里边”同义，与“外面”相对。

例：教室里面有三十多张桌子。

云云在房间里面，明明在房间外面。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厅］ （名词）聚会或者招待客人用的大房间。

例：大厅 客厅 会议厅

［窗］ （名词）窗户。常见的搭配有：窗户、窗帘、窗台、

窗口。

［映］ （动词）因光线照射而显出物体的形象。

例：树木映在湖中。

人影映在墙上。

镜子里映出方方的脸。

［香］ （形容词）气味好闻，和“臭”相对。

例：这种花很香。

妈妈做的饭很香。

［迷］ （动词）使陶醉。

例：景色迷人 迷上了听音乐

［以］ 用在单纯的方位词前，组成合成的方位词或方位结

构，表时间、方向、数量的界限。

例：三天以后 长江以南 二十岁以下 以前 以上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凡尔赛宫有七百多间大厅和房间。

“多”用在数量词后，表示不确定的零数。分为两种情况：

（1）数 + 多 + 量［+ 名］。数词为十位以上的整数（如二
十、一百、三千等），“多”表示整位数以下的零数。

例：一百多位同学 五十多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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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封信 一千多个客人

（2）数 + 量 + 多［+ 名］。数词为十位数（如一、四、七
等）或带个位数的多位数（如十二、三十一、一百五十等），量

词主要是度量词、容器量词、时间量词或“倍”。“多”表示个

位数以下的零数。“多”与名词之间还可以加“的”。

例：四个多月 五点多钟 三年多（的）时间

两斤多水果 十八块多

6援 课文教学
建议配合挂图或幻灯片来教学。本课的文字优美，可以强

调熟读课文，并背诵最后一段，在感受风景美的同时体会文字

的美。教学中可以结合第二课《颐和园》进行比较教学：让学

生说说颐和园和凡尔赛宫各有什么美丽的景物，或者给你印象

深刻的东西有哪些。

四、参考资料

凡尔赛宫（Versailles Palace）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西南 18
公里的凡尔赛，驰名世界，是人类艺术宝库中一颗绚丽灿烂的

明珠。 凡尔赛宫原是一个小村落，是路易十三1624 年在凡尔赛
树林中建造的狩猎宫，该宫于 1689 年全部竣工，至今已有三百
多年的历史。全宫占地 111 万平方米。宫殿气势磅礴，布局严
密、协调。凡尔赛宫的外观宏伟、壮观，内部陈设和装潢更富

有艺术魅力。五百多间大殿小厅处处金碧辉煌，豪华非凡。今

日的凡尔赛宫已是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各国游人络绎不绝，

法国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常在此会见或宴请各国国家首脑和外

交使节。

巴黎（Paris） 法国首都巴黎是世界十大名城之一。它位

于法国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城跨塞纳河两岸，是法国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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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之一。巴黎建都已有一千四

百多年的历史，而城市自身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它既保留着

许多闻名世界的历史遗迹，又有许多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

有“花都”之美称。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

是国际活动的重要场所。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座 园 （2）宫 厅

（3）里 名 （4）外 镜

4援 （1） 8 此 二 （2） 12 空 囱 （3） 9 禾 日

（4） 16 钅 竟 （5） 9 央 （6） 6 如 口

5援 园林 文物 以前 国家 兴趣 美丽

7. （1）医生 老师 （2）公园 学校

（3）学生 护士 （4）农田/农村 医院

星期二

3援 （1） 4 （2） 9 （3） 15
（4） 8 （5） 10 ㄧ （6） 15

星期三

3. 些 迷 厅 映 样 窗

4援 二 些 一些 走 趣 有趣 钅 镜 镜子

日 映 映照 彡 影 影子 厂 厅 大厅

5援 条 座 片 个 面 只 根 张

6援 （1）花园又大又美丽。
（2）花又香又好看。
（3）湖水又清又静。
（4）长江又长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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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水果又大又甜。
星期四

3援 厂 二 钅

禾/香 彡 辶

6援 （1）我们学校有两百多个学生。
（2）爸爸有四十多岁。
（3）河里有二十多条鱼。
（4）树上有十多只小鸟。

星期五

2援 镜 钱 针 进 过 迷

空 窗 突 晴 春 香

3援 （1）这些 那些

（2）前面 上面 下面 后面 里面 里面 外面

5援 （1）张东以前是学生，现在是老师。
（2）吃得最快的是我。
（3）这座园林又大又美丽。
（4）这棵树真高，那棵树更高。
（5）天上有十多颗星星。

7援 可爱的小狮子 鸟语花香 风景如画

湖光树影 绿色的树 明净的湖

阅 读：故 宫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介绍故宫的小文章，用祖孙对话的方式告诉了我

们关于故宫的一些知识。爷爷首先介绍了故宫的地位和作用，

然后介绍了它的内部结构，主要说了三个方面：房间多；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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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建筑；里面有很多文物。

二、字词解析

世 sh佻，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5 画。注意笔顺：
。

界 ji侉，上下结构，共 9 画，上面是部首“田”，下边是
“介”，注意笔顺不要先写“日”。

筑［筑］ 扎澡俅，上下结构，部首是“”，共 12 画。繁体
字“筑”，部首是“”，上中下结构。

殿 （名词） 凿蚤伽灶，左右结构，部首是“殳”，共 13 画。
指高大的房屋，特指贡奉神佛或帝王受朝礼事的房屋。

例：佛殿 宫殿 太和殿

内（方位名词） 灶侉蚤，独体字，部首是“冂”，共 4 画。
指里头，里头的（和“外”相对）。

例：国内 市内 室内 院内

客 k侉，上下结构，共 9 画。上面是部首“宀”，下面是
“各”。

观 ［觀］ 倮怎佟n，左右结构，共 6 画，部首是“又”或
“见”，注意右边不要写成“贝”。繁体字“觀”，左右结构，部

首是右边的“見”，共 24 画。注意左下角是四横。
［处（处）理］ （动词）安排（事务）、解决问题。

例：处理问题 处理事务

注意这里“处”读第三声。

［事务］ （名词）所做的或要做的事情。

例：国家事务 事务繁忙

［世界］ （名词）地球上所有地方。

例：世界上最高的山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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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

［艺术（艺术）］ （名词）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有

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

舞蹈、电影等。

例：建筑艺术 艺术学校 艺术家 艺术馆 学习艺术

［参观（观）］ （动词）实地观察（工作或者事业、设施、

艺术等）。

例：参观博物馆 参观工厂

三、课文教学

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最好利用图片或者视频资料，和主课

文讲到的凡尔赛宫对比。可以先让学生说说自己对故宫或者北

京其他名胜的了解，讲解完课文后可以让他们说说还知道哪些

世界著名的宫殿。

四、参考资料

故宫 位于北京城的中心，有一组金碧辉煌的建筑群，殿

宇重重、楼阁层层、千门万户、巍峨庄严，这就是世界上现存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宫殿———紫禁城，又名大内，现

称故宫。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故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之一。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先后有 24位皇帝在此
居住。其名得于紫微星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恒星分为三垣、

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座，三垣为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

垣在三垣中央，因此是代表天帝的星座。天帝至高无上，而人

间的皇帝也是至尊的，所谓“太平天子当中坐”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大师们以其非凡的技艺和丰富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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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力，设计建造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紫禁城也就成为世界

建筑史上最著名的杰作之一。

综合练习（一）答案

1援 样 样子 票 邮票 登 登山

迷 迷人 厅 大厅 影 影子

2援 亲爱的爷爷 长长的石桥 绿色的树 明净的湖

3援 （1）城 邮 （2）完 景 （3）厅 样

4援 （1）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2）这儿的景色可真美啊！
（3）凡尔赛宫有七百多间大厅和房间。
（4）长长的湖岸边一片绿色。

5援 又 又 园林 以前 现在 文物 花香

迷人 如同 就 景点 要 看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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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晒太阳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0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太阳不晒草不绿。

二、课文简析

本文是一首儿歌，告诉学生太阳的作用以及晒太阳的重要

性：它让草儿绿了，让苗儿生长，有了它水果才能熟，花儿才

会香，人要健康也要晒太阳。同时也让学生了解一些自然规律

及生活常识。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zh伽o zh伲o c佗i c佟i c伲i y佗n倮 y佗n倮 y佗n倮 y伽n倮
照———找 才———猜———采 洋——— 羊 ———阳 ——— 样

f佟n倮 ch佗n倮 ch佗n倮 xi佟n倮 y佗n倮 k佟n倮
方———常———长———香———洋———康

（第四组几个字的韵尾相同，在本课中都放在句尾，使文章

更有韵律感，读起来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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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字形教学
晒［曬］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10 画。右边是

“西边”的“西”，不要写成“酉”。繁体字“曬”，左右结构，部

首是“日”。注意右上角不是一个长横，是两个短横。

照 上下结构，部首是“灬”，共 13 画。
处［處］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夂”，共 5 画。注意与

“外面”的“外”相区分。繁体字“處”，半包围结构，部首是

“虎”。

寻［尋］ 上下结构，部首是“寸”或“彐”，共 6 画。繁
体字“尋”，上下结构，部首是“寸”。

熟 上下结构，部首是“灬”，共 15 画。注意与“冷热”
的“热”相区分。

服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8 画。注意右边部分的笔
顺： 。

暖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13画。注意右边不是
“爱”，右下角不是“友”。

才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3 画。
健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0 画。“建”注意先写

“聿”，再写“廴”，注意“辶”与“廴”的区别。

康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11 画。注意笔顺：
。

3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好处］ （名词）对人或事物有利的因素，与“坏处”相

对。

例：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

早睡早起的好处很多。

这样做有好处没坏处。

34



中文第四册

［衣服］ （名词）穿在身上遮蔽身体和御寒的东西。

例：一件衣服 旧衣服

你的衣服很漂亮。

［被子］ （名词）睡觉时盖在身上的东西，里面一般装着棉

花或者丝绵等。

例：一床被子 新被子

［健康］ （形容词） （人体） 生理机能正常，没有缺陷和

疾病。

例：我们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妈妈希望我健康地成长。

爷爷的身体很健康。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晒］ （动词）

淤太阳把热量照射到物体上。
例：太阳晒得人很难受。

于在太阳下面吸收光和热。
例：晒太阳 晒粮食 晒衣服

在本课中，“晒”是第二种用法。

［照］ （动词）照射。

例：太阳照在我们的脸上。

阳光照到床上了，起来吧。

［熟］ （动词）

淤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
例：西瓜已经熟了。

现在很多水果熟了。

于（食物）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
例：饭熟了。

菜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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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中，“熟”是第一种用法。

［才］ （副词）表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怎样（前面常常有

“只有”“必须”，或者含有这类意思的词语）。

例：自己做的饭才好吃。

只有你去我才去。

4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太阳不晒草不绿。意思是“如果

不晒草就不绿”。

“不A不B”，文中表示“如果不…就不…”，两个“不”连
用，表示双重否定。

例：不去不行（如果不去就不行）

不学不会（如果不学就不会）

不看不知道（如果不看就不知道）

不来不给（如果不来就不给）

“不”往往可以用“没（有）”替换。

例：没有太阳花不香。

没有朋友就没有乐趣。

5援 课文教学
本文以儿歌的形式告诉学生太阳的作用和晒太阳的重要性，

同时告诉学生一些自然规律及生活常识。课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教师可以通过多读的方式让学生熟悉课文并明白其中的道理，

配以图片让学生叙述或背诵，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太阳还有哪

些作用，看谁说得多。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晒太阳 照明 镜子 好坏 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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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 暖洋洋 身体 健康

4援 灬 广 衤 阝

5援 寻常 健康 国家 被子 晒太阳 好处

6援 （1）绿 （2）长 （3）熟 （4）香
7援 （1）太阳不晒苗不长。
（2）太阳不晒果不熟。
（3）太阳不晒花不香。
（4）太阳不晒身体不健康。

星期二

3援 （1） 13 爰 （2） 10 亻 建 （3） 11 广 隶

（4） 10 衤 皮 （5） 10 西 （6） 7 亻 本

4. 健 服 寻 康 熟 处 照

星期三

3.

5援 衣服 被子 水果 凡尔赛宫

6援 （1）太阳不晒苗不长。
（2）太阳不晒果不熟。
（3）太阳不晒花不香。
（4）太阳不晒身体不健康。

星期四

4援 灬 夂 廴

广 彐/寸 辶

星期五

2援 服 朋 明 晒 照 热

洋 湖 健 们 康 床

3援 （1）也 （2）不 （3）过 （4）才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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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得 地 （7）的 （8）地 （9）得
5援 （1）太阳不晒草不绿。
（2）常晒太阳才健康。
（3）太阳晒了花才香。
（4）衣服也要晒太阳。
（5）太阳的好处不寻常。
（6）太阳出来照四方。

7援 （1）太阳出来照四方。
（2）太阳的好处不寻常。
（3）太阳不晒草不绿。
（4）太阳不晒苗不长。
（5）太阳晒了花才香。
（6）身体也要晒太阳。

阅 读：太阳和彩虹

一、课文简析

本文主要讲了彩虹觉得自己很美丽，只喜欢听赞美的话，

却看不到太阳的作用，结果没有了太阳，彩虹一会儿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学生不要因为别人的表扬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

别人的作用；要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和别人，不要骄傲自大。

二、字词解析

彩 c伲i，左右结构，部首是“彡”，共 11 画。注意第八画
改捺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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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h佼n倮，左右结构，部首是“虫”，共 9 画。
赞［赞］ z伽n，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16 画。繁体

字“赞”，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19 画。
躲（动词） du侬，左右结构，部首是“身”，共 13 画。意

思是躲避，躲藏。

例：躲雨 躲开

［彩虹］ （名词）大气中一种光的现象，天空中的小水珠经

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弧形彩带。出现在与太

阳相对的方向。由外圈至内圈呈现红、橙、黄、绿、蓝、靛、

紫七种颜色。

［得意］ （形容词）称心如意，感到非常满意。

例：明明听了老师的话非常得意。

［赞（赞）美］ （动词）称赞；颂扬。

例：人们常常赞美秋天的景色。

助人为乐是应该被赞美的行为。

［看不起］ （动词）轻视。

例：不要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同学。

三、课文教学

教学时可以先问学生有没有看过彩虹，请看过的同学讲一

讲彩虹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教师辅助讲解彩虹和太阳的关

系———没有太阳，也看不到彩虹。学完课文以后，教师不要直

接总结课文的主要内容，可以让学生说说他们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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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马过河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松、鼠、淹，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即，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

鼠说的那样深。 要求学生掌握句型“既…也…”的用法。

5援 分角色朗读和复述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一篇童话，说的是小马要过河，先问老牛，老牛说

水很浅可以过。再问小松鼠，小松鼠却说水很深不能过，于是

小马不知道怎么办了。妈妈让他自己试一试，小马试了，终于

知道河水的深浅了。借小马过河的故事，告诉学生遇事不能光

听别人说，而要自己开动脑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要勇

敢地去实践，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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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佼 b佗i sh佶n sh佶n sh佶n qi伲n qi佗n
伯———白 深 ——— 伸 ——— 身 浅 —— 前

t俦 t俪 su侬 shu侪 yu佗n yu佗n yu伲n
突———土 所———说 原 ——— 园 —— 远

j佻 j侃 j佾 xi伽n倮 xi伲n倮 xi佟n倮
既———机———几 像 ——— 想 ——— 乡

2援 部首教学
即（即部）：既、即、暨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伯———白 所———听

喝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2 画。书写时注意右下
角共 5 画，最后一笔是竖折。
伯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7 画。
深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1 画。
浅 ［淺］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繁体字

“淺”，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正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5 画。
突 上下结构，部首是“穴”，共 9 画。书写时，注意下面

是“犬”不是“大”。

该［該］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 共 8 画。书写时，
注意“亥”的写法。繁体字“該”，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共 13 画。
办［辦］ 独体字，部首是“力”，共 4 画。繁体字“辦”，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力”。

定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8 画。
原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厂”，共 10 画。
既 左右结构，部首是“即”，共 9 画。书写时，注意笔

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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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3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伯伯］ （名词）父亲的哥哥，或者称呼与父亲辈分相同年

纪较大的男子。

［突然］ （形容词、副词） 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

料。

例：这是一个突然的消息。

他来得很突然。

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

［只好］ （副词）表示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

例：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请别人帮忙。

下大雨了，他没带伞，只好等雨停了再走。

［那么］ （指示代词）指示程度，后可跟形容词、副词等。

例：雨下得那么大，还是等雨停了再走吧。

河水那么深，你不要一个人过。

他跑得那么快，我追不上。

［一定］ （副词）表示坚决或者确定；必定。

例：明天的晚会你一定要来。

这本书我明天一定还你。

我不想去，可是爸爸一定要我去。

［最好］ （副词）表示最理想的选择；最大的希望。

例：你今天最好不要迟到。

天太热了，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

［小心］ （动词）注意；留神。

例：下雨了，你走路要小心。

写这个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儿。

［原来］ （副词）表示发现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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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来是你！

原来他们是姐弟。

［既…也…］ （连词）表示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例：我既不知道也不问。

他既喜欢吃中国菜也喜欢吃美国菜。

［那样］ （指示代词） 指示程度和方式。口语中多用“那

么”，书面语中多用“那样”。

例：春天的草地那样绿。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喝］ （动词）把液体或者流食咽下去。

例：喝水 喝酒 喝牛奶

［正］ （副词）表示动作的进行、状态的持续。

例：外面正下雨。

他正打电话呢。

［该］ （动词）应该，应当。

例：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不该去呢？

［办］ （动词）办理；处理。

例：怎么办 办事 办手续

［像］ （动词）在形象上相同或者有某些共同点。

例：河水不像你说的那么深。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

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要求学生掌握句型“既…也…”的用法。

这个结构连接两个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语，后一部分表示进一

步的说明。

例：他既会唱歌，也会跳舞。

他既会说英语，也会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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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扩展与替换练习，让学生反复用“既…

也…”来造句子。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的第一段写小马在路上遇到一条小河，感到很为难。

老牛告诉他水很浅。教师这时可以提示学生想想，老牛是什么

样子的，他说的“浅”有多浅？第二段写小马刚要过河，一只

小松鼠叫他别过河，说水很深。这时教师再提示学生，小松鼠

是什么样子的，他为什么和老牛说的不一样？课文接着写小马

只好回家问妈妈。小马妈妈说的话是难点也是重点，教师要着

重讲析。最后一段写小马听了妈妈的话，受到了启发，通过实

践，顺利地过了河。

本课故事生动，对话是这篇课文的主要叙述形式。因此，

可利用它来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或表演，并注意让学

生想想为什么老牛和小松鼠说的不一样，他们是在骗小马吗？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我想喝水。 他正在看书。 我伯伯来了。

小马只好回家了。 河水不深。 浅浅的小河

4援 （1） 12 曷 （2） 8 讠 亥 （3） 7 亻 白

（4） 11 深深 （5） 8 浅 浅

（6） 13 亻 象 （7） 9 既 既

5援 只好 突然 原来 喝水 小心 健康

7援 （1）亮亮从家里跑出来。
（2）我的书从桌子上掉下来。
（3）云云从桥上下来。

44



中文第四册

（4）爷爷从公园里走出来。
（5）方方从教室外跑进来。

星期二

3援 （1） 5 （2） 9 一 （3） 4 （4） 10 （5） 8
4. 像 该 最 河 突

星期三

3援 慢 浅 少 去 进 后 低

4. 突 突然 喝 喝水 亻 像 好像

跑 跑 跑进来 楼 松 松鼠 巴 爬 爬山

5援 大树 过河 跳 喝

6援 （1）爸爸眼睛大还是小？
（2）这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弟弟？
（3）那是你的书还是云云的书？
（4）他去爬山还是去游泳？
（5）你喜欢画画儿还是唱歌？

星期四

3援 们 你 低 河 浅 深

说 该 让 安 家 完

打 拾 搬 妈 姐 好

红 绿 给

6援 （1）老牛一定会觉得河水很浅。
（2）松鼠一定会觉得河水很深。
（3）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
（4）亮亮一定会帮妈妈做家务。
（5）妹妹一定会喜欢妈妈买的玩具。

星期五

2援 喝 吃 唱 哪 吗 们 你 低 体 像

湖 法 汗 浅 深 该 说

45



中文第四册

安 家 完 字 空 突

3援 （1）正 （2）从 （3）又
（4）既 也 （5）从 到 （6）又 又

（7）得 （8）的 地 （9）得
（10）的 的 的 得 （11）得

5援 （1）奶奶从家里走出来。
（2）我只好去学校问老师。
（3）房间既不像妹妹（姐姐）说的那样大，也不像姐姐（妹

妹）说的那样小。

（4）冬冬一定会觉得水果很甜。
（5）云云一定会努力学习汉语。

7援 （1）小马过河，看见一头老牛在喝水。
（2）老牛说：“水很浅，你过得去。”
（3）突然，一只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
（4）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回家问妈妈。
（5）妈妈说：“他那么小，他一定会说水很深。”

阅 读：折筷子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了十个兄弟折筷子的故事，一支筷子很容易折断，

十支筷子捆在一起就很难折断了。文章的主要意图是告诉学生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了力量就大，做事更容易成功；分

开了力量就小，容易失败和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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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折（动词） zh佴，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7 画。注
意右边是“斤”，不要多出一点，写成“拆”。在文中是动词，意

思是弄断。

例：折断 用力折 折花

筷 ku伽i，上下结构，部首是“”，共 13 画。
轻［輕］ q侃n倮，左右结构，部首是“车”。注意第三画改

横为提。繁体字“輕”，左右结构，部首是“车”。

兄（名词） xi侪n倮，上下结构，部首是“口”或“儿”，共
5画。意思是哥哥。
力 造佻，独体字，部首是“力”，共2画。注意笔顺是先写“力”。
［容易］ （形容词）

淤做起来不费事的。
例：课文很简单，容易学。

看别人做的时候觉得很容易，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不

容易了。

于发生某种变化的可能性大。
例：白色的衣服容易脏。

不讲卫生容易生病。

在本课中，“容易”是第一种用法。

［使劲（劲）］ （动词）用力。

例：他使劲一跳，跳得很远。

［兄弟］ （名词）

淤哥哥和弟弟。
例：你们三兄弟要团结。

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医生。

于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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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这是我最小的兄弟。

在本课中，“兄弟”是第一种用法。

［力量］ （名词）

淤力气。
例：人多力量大。

别看他个子小，力量却很大。

于能力。
例：完成这项工作要靠大家的力量。

我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你。

在本课中，“力量”是第一种用法。

［团结（结）］ （动词）

淤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的理想或完成共同的任务而联合
或结合。

例：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这次比赛，如果没有同学们的团结，是不会取得这样

好的成绩的。

于和睦；友好。
例：邻里团结 团结互助

在本课中，“团结”是第一种用法。

［成功］ （动词）获得预期的结果，跟“失败”相对。

例：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了。

姐姐考大学成功了。

三、课文教学

教师可以自带道具，让学生做类似的试验，然后教师问学

生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可以让学生自己谈谈其

中蕴涵的道理，然后教师对课文的中心思想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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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猴子捞月亮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井、猴，但不要求会写。
3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要求学生能用

“不是…吗”这一反问句来造句。

4援 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讲了一群猴子的故事。他们看见湖里有个月亮，以为

月亮掉到水里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挂起来想把月亮捞上来。

这个小故事旨在教育学生遇事要多动脑筋，多观察，多思考，

这样才能正确看待事情，认识事物的本质。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l佟o l伲o w伲n w伽n h伲n h伽n h伽n
捞———老 晚———万 喊———汗———汉

l倩 l佟 p侉n倮 p佴n倮
啦———拉 碰———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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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捞———劳 啦———拉 拉———立 挂———封

捞［撈］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0 画。繁体字
“撈”，左右结构，部首是“扌”。

晚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11 画。书写时，注意右
边是“免”不是“兔”。

群 左右结构，部首是“羊”，共 13 画。
啦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1 画。
于［於］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3 画。繁体字“於”，

左右结构，部首是“方”，共 8 画。
直 上下结构，部首是“十”，共 8 画。注意里面一共有三

横。

接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1 画。
挂［掛］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9 画。书写时，注

意右边是两个“土”。繁体字“掛”，左右结构，部首是“扌”，

共 11 画。
伸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7 画。
刚 ［剛］ 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共 6 画。繁体字

“剛”，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共 10 画。
碰 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13 画。
抬 ［擡］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8 画。繁体字

“擡”，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7 画。注意右下角不是
“室”字。

3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晚上］ （名词）太阳落山以后到深夜以前的时间，也泛指

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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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家晚上一般八点吃饭。

明天晚上你想做什么？

［上来］ 作动词时，表示动作朝着说话人的所在地。

例：他在楼下，没上来。

他从山下上来了。

作趋向动词时，也表示动作朝着说话人的所在地。其结构

为“动词 垣 上来”。
例：他跑上来了。

他追上来了。

把月亮捞上来吧。

把东西放上来。

当连接表示处所的名词时，“上”和“来”可以分开。

例：上楼来 上山来

在本课中，“上来”是趋向动词的用法。

［于是］ （连词）表示后一事承接着前一事，后一事往往是

由前一事引起的。

例：下雨了，于是我们不出去玩儿了。

老师病了，于是我们一起去医院看他。

［一直］ （副词）表示动作始终不间断或情况始终不改变。

例：雨一直在下。

他一直住在北京。

她一直向前走，终于看到了要找的商店。

［下面］ （名词）类似形容词，可指处所、次序靠后的等。

例：你要的那本书在书架的最下面。

下面的同学接着讲这个故事。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喊］ （动词）

淤大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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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喊起来 喊出来

于叫（人）。
例：你去喊他，让他过来。

在本课中，“喊”是第一种用法。

［跟］

①（动词）在后面紧接着向同一方向行动。

例：他跑得很快，我跟不上。

我先走，你跟上。

于（连词）表示联合关系，和。
例：车上装的是机器跟材料。

在本课中，“跟”是第二种用法。

［刚］ （副词）用在复句里，后面用“就”呼应，表示两件

事紧接。

例：我刚来你就走了。

她刚拿到杯子，就把它打碎了。

4.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要求学生

能用“不是…吗”来造句。

“不是…吗”常表示反问，用来肯定“不是”后面的成分，

有强调的意思。

例：他不是很认真吗？

你不是想去公园玩儿吗？

在教学中可结合课堂练习中的扩展与替换、对话来讲解，

也可以与前面学过的带“吗”的疑问句联系起来。

例：他是你的朋友吗？（疑问）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反问，表示肯定、强调）

你喜欢小狗吗？（疑问）

你不是喜欢小狗吗？（反问，表示肯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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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援 课文教学
本课出现了不少表示动作的词语，如捞、接、挂、伸、碰、

抬等，文中每句话中都可以找到至少一个，可以先把它们串联

起来让学生学习并演示。然后借助这些词语讲讲课文中的故事，

并说说学了这篇课文知道了什么道理，加深理解。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挂在最下面的小猴子 有一天晚上 一群猴子

一直接到水里 伸手去捞月亮 抬头一看

4援 （1） 10 扌 劳 （2） 11 免 （3） 13 君 羊

（4） 11 喊 拉 （5） 11 扌 妾 （6） 9 扌 圭

5援 突然 最好 伸手 原来 晚上 于是

7援 （1）我们把月亮捞上来吧。
（2）你把衣服挂起来吧。
（3）我们把被子拿进来吧。
（4）你把笔拿出来吧。
（5）我们把信放进去吧。
（6）我们把门关上吧。

星期二

3援 江 湖 晒 明 国 田 树 林 过 近

4. 群 捞 刚 碰 伸 晚 啦

7援 （1）猴子们看见井边有一棵大树，于是爬到树上。
（2）小马听了妈妈的话，于是就自己过河了。
（3）听说凡尔赛宫很美，于是我们一家人就去了凡尔赛

宫。

（4）太阳出来了，于是我们把被子拿出去晒了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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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5援 老师 妈妈 太阳 眼睛

7援 （1）云云的奶奶不是在北京吗？
（2）爸爸不是会游泳吗？
（3）冬冬不是去中国旅游了吗？
（4）哥哥不是发烧了吗？
（5）学生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星期四

3援 扌 羊 刂 宀

日 亻 石 讠

6援 （1）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2）你不是饿了吗？
（3）亮亮的哥哥不是在中国吗？
（4）我们不是有中文课吗？
（5）他的妹妹不是会画画儿吗？
（6）那些花不是开了吗？

星期五

2援 刚 到 晚 阳 晒 接 拾 打 挂 捞

过 远 进 草 花 快 怕

3援 爬 拉 接 挂 伸 捞 碰

（1）在 （2）从 到 （3）到 （4）在 （5）从 （6）到
5援 （1）月亮真的掉到水里了。
（2）月亮真的还在天上。
（3）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4）弟弟不是去过动物园了吗？
（5）校车怎么还没来？
（6）月亮怎么掉到水里了？

7援 （1）一群猴子在井边的树上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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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只小猴子喊起来：“月亮掉到水里了！”
（3）大猴子说：“我们把月亮捞上来吧！”
（4）于是，猴子们爬到树上，一只拉一只，一直接到水里。
（5）大猴子突然叫了起来：“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阅 读：猴子掰玉米

一、课文简析

课文通过猴子掰玉米的故事告诉学生做事要有固定的目标，

才能把事情做好。做事不能做一样扔一样，一件事情还没有做

好就做另外一件事情，这样永远也不能获得成功。

二、字词解析

玉 y俅，独体字，本身即部首，共 5 画。注意和“主”区
分。

夹［夾］ （动词） ji佟，独体字，部首是“大”，共 6 画。
注意繁体字“夾”的中间是两个“人”。意思是胳膊向胁部用

力，使腋下放着的东西掉不下来。

例：猴子把玉米夹在腋下。

他把书夹在腋下。

另（形容词） l佻n倮，上下结构，部首是“口”或“力”，
共 5 画。意思是另外的。
例：这条路不好走，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这本书太难了，你帮我拿另一本吧。

断［斷］ du伽n，左右结构，部首是“斤”，共 11 画。注
意繁体字“斷”左边的写法：里面是一横隔开四个“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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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个“丝”。

禁（动词） 躁侃灶，上下结构，部首“示”，共 13 画。意思
是忍住。

例：看着他可爱的样子，大家不禁都笑了。

听到这个消息，她禁不住哭了。

剩（动词） sh侉n倮，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剩余，从某
个数量里减去一部分以后遗留下的。

例：爸爸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只剩我和姐姐。

昨天买的水果，今天只剩一点儿葡萄了。

［玉米］ （名词）

淤一年生草本植物，可供食用或制淀粉等。
于这种植物的果实。
在本课中，“玉米”是第二种用法。

［金黄］ （形容词）黄而微红，略像金子的颜色。

例：金黄的头发 金黄的麦子

［认（认）真］ （形容词）严肃对待；不马虎。

例：毛毛写字很认真。

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认真。

［不断（断）］ （副词）连续不间断。

例：新书不断出现。

不断努力 不断进步

［不知不觉（觉）］ 没有觉察到或意识到。

例：他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

他很高兴跟同学聊天，不知不觉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明明］ （副词）表示显然如此或确实。

例：这件事明明就是他做的，可是他总说不是。

我明明看见他去书店了，但他告诉我他去买水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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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教师可以先口述这个故事，重点突出猴子掰玉米的方式：

掰一个，就往腋下夹一个；夹一个又去掰另一个，掰另一个时，

腋下的玉米便掉到了地上。在还没有说出结果的时候，可以让

学生说一说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并问他们为什么。然后可以

步步深入，总结出课文所说的道理。

综合练习（二）答案

1援 掉 抬 捞 喊 啦 喝

像 信 伯 晚 昨 映

2援 张 封 本 头 群 个

5. （1）才 （2）该 只好

（3）那么 一定 （4）于是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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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诗二首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5 个生字。
2. 会认读下列字：唐、孟、浩、悯、绅、锄，但不要求会

写。

3.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食、比、辛，要求会认会写。
4. 能理解诗句大意，并熟练地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选了两首有名的唐诗。

《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整首诗的风格就像行

云流水一样平常自然。写景，选取了春天的一个侧面，只是从

听觉的角度着笔。写春之声，处处啼鸟，潇潇风雨，鸟声婉转，

悦耳动听，加上“处处”二字，远近应和。春风春雨，纷纷洒

洒，但在静谧的春夜，这沙沙响却让人想见那如烟似梦的凄迷

意境和微雨后花草的新姿。这些都只是诗人在室内的耳闻，然

而这阵阵春声却透出了无边春色，把读者引向广阔的大自然，

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味那莺啭花香的烂漫春光，这是用春

声来渲染户外春意闹的美好景象。这些景物是活泼跳跃的、生

机勃勃的。它写出了诗人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喜悦和对

大自然的热爱。这首诗语言浅显，意境清丽，画意盎然。

《悯农》主要是教育人爱惜粮食，同时还教人记住粮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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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辛勤的劳动得来的。“锄禾日当午”：中午，火热的阳光猛

烈地照在田里劳动的老农身上。“汗滴禾下土”：农民们的汗水

一滴一滴地落在禾下的土地上。“谁知盘中餐”：谁能知道碗中

的饭。“粒粒皆辛苦”：每一粒都是经过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才

获得的。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诗”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孟”的韵母是“en倮”，不要读成“en”。
“春”的声母是“ch”，不要读成“c”。
“李”的声母是“l”，不要读成“n”。
“辛”的韵母是“in”，不要读成“in倮”。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侃 s侃 s佻 xi伲o xi伲o xi伽o m侉n倮 m侉n倮 m佗n倮
诗———思———四 晓———小———笑 孟———梦———忙

x侃n x侃n x侃n倮 k俪 k俦 倮俪
辛———新———星 苦———哭———古

2. 部首教学
食（食部）：餐、飨

辛（辛部）：辞、辣

比（比部）：皆、毕

3.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孟———盘 滴———商

晓［曉］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10 画，形声字。
书写时，注意右边的“尧”没有点。繁体字“曉”，左右结构，

部首是“日”，共 16 画，形声字。书写时，注意右边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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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字最后一笔是提。

眠 左右结构，部首是“目”，共 10 画。
闻［聞］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门”或“耳”，共 9 画，

形声字。繁体字“聞”，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門”，共 14 画，
书写时，注意“門”的笔顺： 。

啼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2 画，形声字。
落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2 画。
农［農］ 独体字，部首是“冖”，共 6 画。注意最后两笔

的点和捺是相接不是相交。繁体字“農”，独体字，部首是

“辰”，共13 画。
当 ［當］ 上下结构，部首是“肖”或“彐”。繁体字

“當”，上下结构，部首是“肖”，共 13 画。
汗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6 画。
滴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4 画。书写时，注意右

边不是“商”。

盘［盤］ 上下结构，部首是“皿”或“舟”，共 11 画。
繁体字“盤”，上下结构，部首是“皿”，共 15 画。

餐 上下结构，部首是“食”，共 16 画。
粒 左右结构，部首是“米”，共 11 画。
皆 上下结构，部首是“比”，共 9 画。
辛 独体字，部首是“辛”，共 7 画。书写时，注意第五画

比第六画长。

苦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8 画。
4. 词语教学
本课是两首古诗，教师应对诗中一些关键词语进行解释，

让学生能基本读懂诗句，以便达到熟练背诵的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辛苦］ （形容词）身心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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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爸爸妈妈工作都很辛苦。

家人辛苦地工作是为了幸福地生活。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春晓］春天的早晨。

［眠］ （动词）睡觉。

［不觉］不知不觉。

［晓］ （动词）天亮。

［处处］ （名词）到处。

例：爸爸的房间里处处都是书。

公园里处处是美丽的花儿。

［闻］ （动词）听见。

［啼］ （动词）鸟叫；鸟啼。

［落］ （动词）物体因为失去支持而下来。

例：落下来 花落 落叶

［悯］ （动词）怜悯，同情；可怜。

［锄］ （动词）松土除草。

例：锄禾 锄地

［日］古代汉语用法，指太阳。

［当午］正当正午。

［汗］ （名词）人或者高等动物从皮肤排泄出来的液体，是

皮肤散热的主要方式。

例：流汗 汗水 出汗 满头大汗

［滴］ （动词）液体一点一点向下落。

例：滴水 滴下来 向下滴

［盘］ （名词）盛放物品的浅底的器具，比碟子大，多是圆

形的。

例：盘子 圆盘

［餐］ （名词）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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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餐 晚餐 西餐

［粒粒］“粒”是量词，“粒粒”是量词重叠。量词表示事

物构成或动作的数量单位。量词或借用为量词的名词重叠后表

示“每一”的意思。

例：个个 本本 张张 件件 条条 支支

人人 家家 天天 月月 年年

［皆］ （副词）古代汉语用法，表示都。

5. 课文教学
首先要让学生理解这两首古诗的大概意思。可以从解题开

始，然后逐字逐句地讲解，最后再把它们串起来，引导学生体

会每一句诗的意思。在理解每句诗意的基础上，再体会全诗的

内容、感情和特点。

教学时可引导学生观察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诗意。在反复

朗读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熟练地背诵。

还应当提示学生注意每句古诗的最后一个字有什么共同之

处（韵母相同或相似），强调背诵是学习古诗必不可少的一种方

法。

四、参考资料

孟浩然（689—740） 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春

晓》选自《孟浩然集》，译文如下：我在春天的夜里睡得很

熟，不知不觉已经天亮了。刚一醒来，就听到处处传来鸟儿的

啼叫声，昨夜隐隐听到刮风下雨的声音，不知道又有多少美丽

的花朵被打落了。

李绅 (772—846） 唐代诗人，祖籍安徽省亳（遭佼）县。他
在当时很有名气，和白居易、元稹一起倡导了“新乐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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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首 诗 （2）眠 晓 （3）餐
（4）辛 （5）皆 （6）滴

4援 （1） 10 民 （2） 12 喊 帝 （3） 6 氵 干

（4） 14 氵 滴 （5） 11 舟 皿 （6） 11 立

5援 盘子 下来 汗水 辛苦 于是

7援 （1） B （2） B （3） C （4） A
星期二

3援 （1） 6 （2） 6 （3） 9 （4） 7
（5） 8 一 （6） 12 （7） 16

4. 落 诗 晓 闻 孟

7援 （1）汗水从头上落下来。
（2）太阳从西边落下去。
（3）雪花从天上落下来。
（4）雨珠从树叶上滴下来。

星期三

3.

5援 （1）盘子 （2）辛苦 （3）水滴
（4）见面 （5）今天

7援 只 朵 片 粒 滴 棵 头 盘 条

星期四

3援 明 眼 门 问 喊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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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 花 氵 河 皿 盖 扌 拾

星期五

2援 粒 迷 问 闻

眼 看 眠 钱 针 锄 盘 盖

3援 （1）小 晓 （2）诗 师 （3）眠 面

（4）闻 文 （5）啼 汉 提 汗 （6）低 滴

5援 （一）影子 （二）雪花

7援 （1）一首诗 （2）互帮互学

阅 读：古诗二首

一、课文简析

本篇由两首古诗组成，目的是开阔学生们的知识视野，增

长学生们的中文知识。

《山行》是一首描写深秋山林景色的小诗，画面优美，色

彩明艳。第一句点出“山行”的主题。走在带有深秋寒意的山

路上，看到小路盘旋曲折，斜斜地向远处的山顶延伸。诗人一

边走一边向远处望去，只见那白云缭绕的地方住着几户人家。

“白云生处”说明山很高，“有人家”三字使人联想到炊烟袅

袅，鸡鸣犬吠，感到深山充满生气。诗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下

了车，为什么呢？因为美丽的枫林晚景把他给吸引住了。诗人

不禁赞叹：“霜叶红于二月花。”把“霜叶”和“二月花”相比

较，既写出了枫叶的绚丽色彩，又赞美了枫叶不畏严寒、傲然

独立的高洁品性。这是历代传诵的名句。

“绝句”是诗体名。绝句、律诗为唐代的今体诗（后世称

为近体诗），以区别于古体诗。这首七言绝句每一句各写一种眼

前的景物。“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本栖息高枝，此时鸣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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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之上，古代诗句中“于”字常被省略，如果补进去就是“鸣

于翠柳”。“翠柳”表明柳叶新绿春意渐浓，黄鹂在柳叶新绿的

枝头婉转地发出呖呖的声音，显示了春日风光。

“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飞上高空，随着春暖而更有勃勃

生机。

“窗含西岭千秋雪”，从窗框中望出去，西岭久积未消的雪

清晰可见，好像就包含在窗框中一样。

四句尽管都写景物，但前两句写的景物以色彩（翠柳、黄

鹂、白鹭、青天）、声音（鸣）、动静显示春光明丽，后两句则

以静景（远景、近景）暗示动意；禽鸟在春暖时节如此活跃，

自己不能无动于衷的心思也得到了表达。

二、字词解析

斜 （形容词） 曾蚤佴，左右结构，部首是“斗”，共 11 画。
其意思与“直”相对。古读曾蚤佗。
鸣［鸣］ （名词） 皂侏灶倮，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8

画。指鸟的啼叫。繁体字“鸣”，左右结构，部首是“口”。

翠 （形容词） 糟怎佻，上下结构，部首是“羽”，共 14 画。
指翠绿；像翡翠一样的绿色。

青 （形容词） 择侃灶倮，上下结构，部首是“青”，共 8 画。
文中指蓝色。

含 （动词） 澡佗灶，上下结构，部首是“口”，共 7 画。诗
中指包括；容纳。

坐 扎怎侔，独体字，共 7 画。在这里是“因为”的意思。
于 （介词） 赠俨，在文中是“比…”的意思，在古代汉语中

常用来引出比较的对象，“红于”就是“比…红”的意思。

行 （量词） h佗n倮，行列，常用来修饰排成一排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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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行树 两行字

泊 （动词） 遭佼，停靠的意思。
［寒山］ （名词）山上很冷，指秋天的山。

［石径（径）］ （名词）石头铺成的小路。

［人家］ （名词）诗中指住户。

例：这个村子只有二十户人家。

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还有人家。

［霜叶（叶）］ （名词）秋天因为经霜而变红的叶子，有

时专指枫树的叶子。

［绝（绝）句］ （名词）旧诗体裁之一，一首四句，每句五

个字的叫五言绝句，每句七个字的叫七言绝句，本诗是一首

七言绝句。

［黄鹂（鹂）］ （名词）又名黄鸟，雄鸟羽毛金黄色，雌鸟

黄中带绿，声音婉转，栖于高枝。

［翠柳］ （名词）翠绿的柳树。

［白鹭（鹭）］ （名词）一种水鸟，羽毛雪白、双腿细长，

能捕食鱼虾。

［西岭］ 指岷山，在四川成都西边。

［千秋］ （名词）千年，指年代久远。

［东吴］ （名词）长江下游南岸地区，江苏一带。

三、课文教学

对于两首古诗的教学步骤要安排得慢一点儿，这两首古诗

的难度稍大，对其中的难词难句教师要先进行详尽的阐释，帮

助学生理顺诗句的大概意思，然后要求学生反复朗读，力求熟

练背诵。另外，这两首诗的图画意境比较明晰，为了帮助学生

理解并在脑海中形成对诗境的总体印象，教师在课前如果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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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相应的图片在教学中配合使用，定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参考资料

杜牧（803—约852） 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

市属县）人。晚唐诗人。别人称他为“小杜”，以区别于杜甫。

诗、赋、古文都负盛名，而以诗的成就最大，与李商隐齐名，

世称“小李杜”（“李杜”指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

的诗人）。

杜甫 (712—770） 字子美，中晚唐伟大的现实主义大诗

人。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唐肃宗时，任左拾遗。后

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

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

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

给予了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

难甘愿作出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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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司马光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司、扑，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耳、缶，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他们在花园里玩儿，有的做游戏，有

的爬树。 要求学生学会用句型“有的…，有的…”来造句。

5援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讲述了司马光聪明地救出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的故事。

小朋友们在花园玩儿，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掉到了水缸里，别人

都吓哭了，只有司马光不惊慌，想出了办法。课文告诉我们在

遇到危险或者突然情况的时候不能惊慌，而应沉着冷静，开动

脑筋，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x侃 x侏 x佾 x佻 zhu佟n倮 zhu佟n xi伽 xi伽
西———习———喜———戏 装——— 专 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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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伽i ku伽i sh佾 s佾 j佻n j侃n
块 ——— 快 使———死 劲———今

2. 部首教学
耳（耳部）：聪、取

缶（缶部）：缸、缺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戏———找———我 哭———突 块———快

聪［聰］ 左右结构，部首是“耳”，共 15 画，形声字。
书写时注意“耳”作偏旁时最后一笔要变成提。繁体字“聰”，

左右结构，部首是“耳”，共 17 画，形声字。
戏［戲］ 左右结构，部首是“又”或“戈”，共 6 画。书

写时，注意右边是“戈”，不要漏掉最后一笔的点。繁体字

“戲”，左右结构，部首是“戈”，共 17 画。书写时，注意左下
角是“ ”不是“豆”。

缸 左右结构，部首是“缶”，共 9 画。
装［裝］ 上下结构，部首是“衣”，共 12 画，形声字。

繁体字“裝”，上下结构，部首是“衣”，共 13 画，形声字。
吓［嚇］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6 画，形声字。繁

体字“嚇”，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7 画。
哭 上下结构，部首是“犬”，共 10 画。书写时，注意上

面是“ ”，下面是“犬”。

惊［驚］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 共 11 画，形声字。
繁体字“驚”，上下结构，部首是“馬”，共 21画，形声字。
慌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12 画。书写时，注意右

边的“荒”中间是“亡”，右下方没有点。

法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
块［塊］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7 画。书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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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左边最后一横为提。注意右边的笔顺： 。繁体字

“塊”，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2 画。
使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8 画。
劲 ［勁］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7 画。繁体字

“勁”，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9 画。书写时，注意左边上
半部分是“勁”。

砸 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10 画。书写时，注意右
边的笔顺为： 。

救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1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聪明］ （形容词）形容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

例：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猴子有时候和人一样聪明。

［有的］ （代词）人和事物的一部分，多叠用。

例：我们班的同学有的高有的矮。

星期天我们有的去爬山，有的看电视，有的去买东西。

［游戏］ （名词）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可以说

做游戏、玩游戏。也可以作动词。

［别的］

淤（指示代词）另外的，可修饰名词。
例：别的花都开了，只有这一朵没有开。

于作代词，指其他的，某个范围之外的。
例：我只知道这么多，别的你去问小马吧。

在本课中，“别的”是第二种用法。

［只有］

淤（连词）表示必需的条件，下文常常用“才/方”呼应。
例：只有你去我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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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副词）表示仅仅。
例：我们班只有亮亮是从北京来的。

在本课中，“只有”是第二种用法。

［办法］ （名词）处理事情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石头］ (名词) 可以用量词“块”来修饰。
例：一块石头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缸］ （名词）盛东西的一种器物，底小口大，用陶瓷、搪

瓷、玻璃等烧制而成，有水缸、酒缸、鱼缸等。

［装］ （动词）把东西放进器皿内。

例：水缸里装了很多水。

把衣服装进行李箱。

［吓］ （动词）使害怕。

例：她很喜欢吓别人。

你别吓她，她才四岁。

［哭］ （动词）因为痛苦悲哀或者感情激动而流泪，有时候

还发出声音。

［惊慌］ （形容词）害怕慌张。

例：惊慌失措 神色惊慌

［使劲］ （动词）用力。

例：使劲划船

我们俩使足了劲才把这块石头搬开。

［砸］ （动词）用沉重的东西对准物体撞击，沉重的东西落

在物体上。

例：用石头砸水缸。

桌子砸坏了。

［救］ （动词）援助使脱离灾难或者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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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救出来 救人 救命

［块］ （量词）用于块状或者某些片状的物体。

例：一块石头 一块糖 一块布 一块表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他们在花园里玩儿，有的做游戏，

有的爬树。要求学生学会句型“有的…，有的…”的用法。

“有的…，有的…”用于指人或事物中的一部分。

例：我们班的同学有的高有的矮。

下课了，同学们有的出去玩儿，有的在问老师问题，

有的在同别的小朋友聊天。

花园里的花，有的是红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的，

非常漂亮。

可利用这一句型引导学生进行扩展与替换、对话练习（参

考主课文后的练习三），并让学生用这一句型口头造句，教师可

以先给出前半句或者一些提示。如“公园里有很多人，有的…，

有的…”，“星期天，我的朋友们，有的…，有的…”。

6援 课文教学
在教学中可以先不讲司马光的办法，而让学生自己想想怎

么办，讲完后把司马光与别的孩子进行对比，让学生看到司马

光的沉着冷静，分析完后可结合图片让学生讲讲这个故事，或

者让他们说给家长听，并回忆一下他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危急

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做的。

四、参考资料

司马光（1019—1086） 中国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

家。少年时聪明好学，善写散文，文辞流畅，叙事具体。他主

持编写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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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政，被启用为相，废除新法，不久病死。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代 孩 （2）们 园 （3）做 戏 （4）吓 该

4援 （1） 15 耶 总 （2） 6 戈 （3） 9 缶 工

（4） 12 壮 衣 （5） 6 喊下

5援 只有 办法 石头 突然 游戏 聪明

星期二

3援 惊 使 救

法 吓 突

6. （1）姨 （2）姨 （3）姨
（4） 伊 （5） 伊 （6） 伊

星期三

3.

5援 （1）水缸 （2）聪明 （3）哭 （4）汉语
6援 （1）我在教室里看书。
（2）小朋友在公园里玩儿。
（3）姐姐在家写汉字。
（4）方方在饭店吃饭。
（5）云云在我家玩玩具。
（6）小鸟在树上唱歌。

7援 （1）小鸟飞到树上去了。
（2）小马跑到草地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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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朋友们跑到花园里去了。
（4）老师走到教室里去了。
（5）汽车开到院子里去了。

星期四

3. 对 宀 家 耶 取

扌 捞 攵 教 辶 迷

力 动 楼 树

6援 （1）方方又聪明又好看。 （2）爸爸又高又大。
（3）月亮又大又亮。 （4）苹果又红又甜。
（5）花又香又好看。 （6）马路又长又宽。

星期五

2援 聪 取 取 友 对 碰 砍

惊 快 慌 眼 睛 看 劲 为 办

在 场 坐 教 救

3援 （1）钱 （2）棵 （3）办法
（4） 浅 （5）课 （6）结果
（7）惊慌 （8）生动 （9）使劲 聪明

5援 （1）有的同学写汉字，有的同学读书。
（2）这条河又宽又深。
（3）老师向教室走去。
（4）小朋友们在花园里玩儿。
（5）有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了。

7援 （1）云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2）只有司马光不惊慌。
（3）他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
（4）这个小朋友得救了。
（5）我的学习是不是有了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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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华盛顿的故事

一、课文简析

这篇课文讲述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调皮的他用斧头把爸爸最喜欢的小树砍倒了，爸爸很生气，华

盛顿很害怕，但还是说了实话。通过课文的学习，主要培养学

生从小养成敢作敢为、诚实忠厚、勇于承认错误的好品质。

二、字词解析

但（连词） d伽n，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7 画。意思
是“但是”，用在后半句话里表示转折。

例：华盛顿很害怕爸爸，但还是告诉爸爸是他做的。

学中文不容易，但我喜欢。

错［错］ （形容词） 糟怎侔，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13
画。繁体字“錯”，部首是“金”。

命（动词） 皂佻灶倮，上下结构，部首是“人”，共 8 画。意思
是给予（名称等）。

例：命名 命题

［调（调）皮］ （形容词）顽皮。

例：他是个调皮的孩子。

注意“调”贼蚤佗燥，是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 10 画。繁
体字“調”，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心爱（爱）］ （形容词）衷心喜爱。

例：心爱的人 心爱的生日礼物

［害怕］ （动词）遇到困难、危险等而心中不安或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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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害怕晚上一个人回家。

［能够（夠）］ （动词）一般和其他动词连用，表示具备某

种能力或达到某种程度。

例：他现在能够用中文很流利地和父母进行对话了。

注意“够”是左右结构，部首是“勹”，共 11 画。
［总统（总统）］ （名词）某些共和国国家元首的名称。

例：美国总统 总统先生

其中“总”字读扎侬灶倮，是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心”或
“并”，共 9 画。繁体字“總”，部首是“糹”。

［命名］ （动词）给予名字。

例：以他的名字给学校命名。

这家医院被命名为“华侨医院”。

三、课文教学

这篇课文叙述了华盛顿小时候犯了错以后主动勇敢地向父

亲承认错误后并得到父亲原谅的故事，文章脉络清晰，情节性

较强。教师可以先板书出课文的框架，然后逐步增加其难度，

引导学生可以在无板书提示的情况下把课文大意复述出来。

四、参考资料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美国第

一任总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总司令，他领导美国人民取

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华盛顿作为美国大种植园主和新兴资产阶

级利益的著名代表人物，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发展有着巨大

的贡献，被美国民众称为“国父”。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政治家，在世界历史上有着卓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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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星星的孩子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3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汉字：斗、极、衡，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页，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爷爷过来了。 要求学生学会用简单的

趋向补语来造句。

5援 能流利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张衡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课文讲述了他小时候数星星

的故事。他从小就对星空有好奇心，所以会一颗一颗地数星星，

很久也不厌烦。通过课文教学让学生懂得认真观察、动脑筋思

考问题的重要性。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俪 sh俦 k伽o k伲o 倮伽o y伲n倮 y佗n倮 y伽n倮
数———书 靠———考———告 仰———羊———样
q侃n倮 j侃n倮 q佾n倮 sh佗o sh伲o l侏 l侏 l佾 l佻
清———睛———请 勺———少 离———梨———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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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部首教学
页（页部）：颗、顶、顺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靠———告———非 清———睛———请 乱———甜 力———办

数［數］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3 画。繁体字
“數”，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5 画。

空 上下结构，部首是“ ”，共 8 画。
靠 上下结构，部首是“告”，共 15 画。
仰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6 画。注意右边是“卬”，

不要多写了一撇，写成“ ”。

颗［顆］ 左右结构，部首是“页”，共 14 画。繁体字
“顆”，左右结构，部首是“頁”。

久 独体字，共 3 画，部首是“ ”，共 3 画。笔顺是：
。

清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共 11 画。可结合形近字
“请、精、静、睛、倩”等进行教学。

连［連］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7 画。繁体字
“連”，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0 画。

勺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勹”，共 3 画。
离 ［離］ 上下结构，部首是“ 亠”，笔顺是 ：

。繁体字“離”，左右结构，部首是

“隹”。

努 上下结构，部首是“力”，共 7 画。
力 独体字，部首是“力”，共 2 画。
著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1 画。
可参考课堂练习中的描一描，利用汉字的部件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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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夜晚］ （名词）夜间；晚上。

例：夏天的夜晚 凉快的夜晚 夜晚的北京城

［明亮］ （形容词）发亮的。

例：明亮的眼睛 明亮的房间

［星星］ （名词）夜晚天空中闪烁发光的天体。

例：一颗星星

［勺子］ （名词）舀东西的用具，略作半球形，有柄。

例：一把勺子

［努力］ （形容词）严肃对待；不马虎。

例：努力学习 工作努力

［著名］ （形容词）有名。

例：他是著名的画家。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数］ （动词）查点数目。

例：数一数 数清楚

［靠］ （动词）坐着或者站着时，让身体的一部分重量由别

人或者物体支持着；倚靠。

例：靠在妈妈身边 靠在门上

［仰］ （动词）脸向上。

例：仰着脸 仰起头

［颗］ （量词）多用于颗粒状的东西。

例：一颗糖 一颗珍珠

［久］ （形容词）时间长。

例：很久没见，你好吗？

爷爷不久就要来美国了。

［清］ （形容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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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不清 数得清 看不清 听清

［连］ （动词）连接。

例：心连心 水连天 连起来

［离］ （动词）在空间或者时间上相隔。

例：我家离学校不远。

美国离中国远吗？

现在离放假还有两个月。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爷爷过来了。要求学生用简单的

趋向补语来造句。

句型是：主语 + 动作 +“来 / 去”。
例：你们都进来吧。

张文不在这儿，他回去了。

你们都进屋来吧。（宾语在“来”之前）

在教学中简单介绍一下趋向补语的用法，趋向补语包括两

种：一种是用在动词后面由表示趋向的动词“来”“去”“上”

“下”“进”“出”“回”“过”“起”“到”等充任的补语；一种是用

在动词后面由“来”“去”和“上”“下”“进”“出”等组成的

“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等

充任的补语。

文中学习第一种简单的趋向补语。

趋向补语的基本意义是趋向意义，也就是趋向动词本身表

示的意义，表示人或物体通过动作以后，在空间位置移动的

结果。

在教学中，注意让学生通过替换来掌握，结合练习来学习

（参考主课文后的练习三），引导学生用已经学过的词语说句子，

不必作过深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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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援 课文教学
课文的第一段介绍了时间（夏天的夜晚）、地点（院子里）、

人物（张衡、奶奶）和事件（数星星）。第二段写了张衡和爷

爷、奶奶的对话，最后一段写了张衡是什么时代的人，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教师在课前可这样开头：在一千九百年前，中国有个像你

们这么大的孩子，很喜欢数星星，后来，他终于发现了星星之

间的一些秘密，你们想知道这个孩子是谁，他发现了什么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九课《数星星的孩子》。

在讲解课文时，可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边思考边回答，以

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你觉得星星数得清吗？为什么？你

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然后让学生多读几遍课文，熟悉课文内容。课后，可以让

学生查查一些简单的天文常识。下次上课的时候在课堂游戏的

环节就可以安排学生上台说一说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四、参考资料

张衡（78—139） 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他学识渊博，

具有多方面的成就，特别精心于天文历算学的研究。公元 117
年，他发明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为现今天球仪的鼻祖。公元

132 年他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

仪，比欧洲造出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多年。张衡还第一次正

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说明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

同时张衡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写的《二京赋》构思

十年而成，时人多能诵读，影响很大。

北斗星（Triones） 属大熊星座的一部分，从图形上看，

北斗七星位于大熊的背部和尾巴。这七颗星中有六颗是二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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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是三等星。通过斗口的两颗星连线，朝斗口方向延长约五

倍远，就找到了北极星。认星歌有：“认星先从北斗来，由北

往西再展开。”初学认星者可以从北斗七星依次来找其他星座。

北极星（Polaris） 由于它处在很靠近地球北极指向的天

空，因此看起来其总在北方，并因其所处的位置重要而得名。

其实，按亮度它只是一颗普通的二等星，属于“小字辈”。它离

我们三百多光年。北极星属于小熊星座中最亮的恒星，也叫小

熊座 琢 星。中国古代称它为“勾陈一”或“北辰”。在星座图形
上，它正处于小熊的尾巴尖端。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仰 见 （2）作 久 （3）数 颗 颗 （4）努 著

4援 （1） 13 数 数 （2） 7 奴 力

（3） 14 页 （4） 11 氵 青 （5） 11 立

5援 著名 努力 仰头 明亮 夜晚

星期二

3援 （1） 3 （2） 3 （3） 10
（4） 7 （5） 11 （6） 6

4. 连 清 著 空 仰 数

7援 （1）冬冬看画报看了一个小时。
（2）妈妈讲故事讲了很久。
（3）我写作业写了半个小时。
（4）我学汉语学了两个月。
（5）云云在北京住了一年。
（6）小朋友在公园里玩儿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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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 地 他 床 安 进 渴

5援 （1）星期 （2）名字 （3）晚餐 （4）科学家
6援 （1）我们听得很认真。
（2）云云看得很专心。
（3）小朋友玩儿得很高兴。
（4）小兔跑得飞快。

星期四

3援 攵 艹 亻 页 氵 辶

7援 松鼠 条鱼 座山 星星

星期五

2援 都 那 阳 教 整 做 突 空 穿

芽 蓝 著 进 远 过 很 行 径

3援 （1）把 （2）位 （3）颗 （4）本
（5）座 （6）件 （7）条

5援 我看得完这本书。
弟弟吃得完这些水果。

我们做得完这些家务。

7援 （1）天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
（2）一个孩子仰着头数星星。
（3）他数星星数了很久，还是数不完。
（4）这个数星星的孩子叫张衡。

8援 （1）那七颗星星像一把勺子。
（2）那朵白云像一只小羊。
（3）云云看书看了一个小时。
（4）孩子数星星数了很久。
（5）方方写得十分认真。
（6）他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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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聪明的爱迪生

一、课文简析

这篇阅读课文叙述了小爱迪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医

生成功地给妈妈做手术的故事。妈妈要做手术，但是那时没有

电灯，油灯也不够亮，怎么办？爱迪生就用许多镜子反射油灯

的火光把房间变亮了。学习这篇课文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平

时要认真观察、深入思考，遇到问题要勤动脑筋，努力想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字词解析

术［术］ sh俅，独体字，部首是“木”，共 5 画。繁体字
“術”，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彳”。

油（名词） y佼u，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指
动植物体内所含的液态脂肪或者矿产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液体。

例：油灯 汽油 花生油

助（动词） zh俅，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7 画。
呀（语气助词） y倩，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7 画。

是“啊”受前一个字的韵母倩、e、i、o、俟的影响而发生的变
音。

例：马跑得真快呀！

你快去呀！

借（动词） 躁蚤侉，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0 画。指
暂时使用别人的物品或者金钱。

例：昨天我借了方方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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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你借一百元。

［手术（术）］ （名词）医生用医疗器械在病人身上进行的

切除、缝合等治疗。

例：他病了，需要动小小的手术。

［电灯（灯）］ （名词）利用电能发光的灯。

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帮（帮）助］ （动词）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予物质上、

精神上的支援。

例：明明常常帮助爸爸洗车。

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阳光］ （名词）日光。

例：阳光灿烂 阳光充足

三、课文教学

这篇阅读课文与主课文的主题有很强的关联性，都是教育

孩子要从小养成认真观察、善于思考的好习惯。在教学的时候，

可以与主课文进行对比教学。另外，课文第二段比较长，可以

分两部分进行教学安排：第一部分讲爱迪生的妈妈病了，但由

于室内光线不足，无法进行手术；第二部分讲爱迪生想到了一

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帮助医生成功地做完了手术。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用文中的主要词语和句子板书出文章的结构，让

学生在心中建立起对课文的整体印象，这样有利于学生加强记

忆、复述课文。

四、参考资料

爱迪生（Edison, 1847—1931） 1847年2月11日生于俄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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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州米兰镇。由于家庭贫困，自幼就在父亲的木工厂做工，一

生只在学校读过三个月书。但他从小热爱科学，自己刻苦钻研，

正式登记的发明达1 328种，被称为“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是
一位伟大的电学家、发明家。他的发明创造不仅靠聪明才智，

而且靠艰辛的科学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发明是百分之一
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综合练习（三）答案

1援 努力 聪明 著名 明亮 汗水

午餐 睡眠 辛苦 游戏 办法

2援 园 公园 吓 吓人

连 连起来 法 办法 明 明天

3援 （1）装 （2）掉 （3）爬 （4）破 （5）圆
（6）园 （7）见 （8）完 （9）好

4援 砸水缸 付钱 做游戏 数星星 想办法

5援 （1）背古诗
（2）写汉字
（3）晒被子
（4）长满了花
（5）有很多星星

86



中文第四册

10. 问 答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鲤，但不要求会写。
3援 学习两个部首：舟、毛，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什么弯弯挂天边？
5援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篇课文由四组押韵的设问句组成。每组都是先提出两个

问题，再回答，目的是通过提问先激发学生的思考，然后在答

句中告诉学生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以拓展学生的思维。本文

句式比较简单，语言通俗易懂，韵脚整齐，每一段都有一个中

心的描述词，如第一段的“弯弯”，第二段的“红红”。文章适

合背诵。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w佟n chu佗n ji佟n ji伽n yu佗n
弯 ——— 船 ——— 尖 ——— 箭 ———圆

这几个字的韵母都是前鼻音，注意读准。

87



中文第四册

注意区别读音相近的字：
w侔 w侬 w俦 p侏n倮 p侃n倮 p侏n
握———我——屋 苹——— 乒 ——— 贫

2援 部首教学
舟（舟部）：舟、般、船

毛（毛部）：毛、尾、毯

3援 字形教学
答 上下结构，部首是“”，共 12 画。
弯［彎］ 上下结构，部首是“亠”或“弓”，共 9 画。笔

顺是： 。繁体字“彎”，上下结构，部首是

“弓”，共 22 画。
船 左右结构，部首是“舟”，共 11 画。
尖 上下结构，部首是“小”，但书写时要注意上面的

“小”字是没有钩的。

握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2 画。
毛 独体字，本身即部首，共 4 画。
箭 上下结构，部首是“”，共 15 画。
圆［圓］ 全包围结构，部首是“囗”，共 10 画。繁体字

“圓”，全包围结构，部首是“囗”。

串 独体字，部首是“丨”，书写时注意下面的“口”要写

得扁一些，比上面的大一些。

苹 ［蘋］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8 画。繁体字
“蘋”，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9 画。

葡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2 画。注意在书写“勹”
时稍微写大一些，以容纳里面的“甫”字。

萄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1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88



中文第四册

［什么］ （疑问代词）详见句子教学。

［毛笔］ （名词）用羊毛、鼬毛等制成的笔。

例：一支毛笔 毛笔字

［火箭］ （名词）利用反冲力推进的飞行器，速度很快。

［苹果］ （名词）常见水果的一种。

例：我很喜欢吃苹果。

妈妈给我买了三个苹果。

这里的苹果五元钱两斤。

［葡萄］ （名词）水果的一种。

例：方方吃了两串葡萄。

一颗葡萄掉在地上。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答］ （动词）回答。

例：一问一答 答非所问

［弯］ （形容词）弯曲、不直，常常以重叠的形式出现。

例：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小船

［船］ （名词）水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例：一条船 船上

［尖］ （形容词）尖端细小；尖锐。

例：尖尖的笔头 尖尖的小船

［握］ （动词）用手拿或者攥着。

例：握笔 握手

［圆］ （形容词）像球的形状。

例：圆球 圆圆的眼睛

［串］ （量词）用于连贯起来的东西。

例：一串葡萄 一串珍珠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什么弯弯挂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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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疑问代词“什么”提问，表示疑问，问事物。可作主语。

例：什么是你的理想？

什么是你最需要的？

什么是最可贵的？

当谓语是“是”的时候，“什么”和宾语可以互换位置，

上面几句可以变成：

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可贵的是什么？

“什么”也可作宾语。

例：你找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你买了些什么？

注意，汉语中用疑问代词提问时，只要用疑问代词替换原

有词语即可，在句中的位置与原有词语相同。

另外，“什么”也可以代替不肯定的事物，这时一般只作

宾语。

例：你想不想吃点儿什么？

没有什么，别客气。

你想吃点儿什么？

教学时不必引用太多语法术语，可多举一些例子，让学生

反复练习加以巩固。

6援 课文教学
讲解完字词后，教师范读、领读一遍。然后重点讲解第一

节，注意前两个问句读出上升的语气，答句读平调。再让小组

长带着组员小组学习其余三节，教师巡视指导。学生熟读课文

后举行表演比赛，每小组派代表参赛。如果教学时间充裕的话，

还可以让学生自己用这种格式编儿歌。如：什么高高山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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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高高山上站。

在课堂游戏这一环节中，可以让学生表演一下自己编的儿

歌，或者背诵课文，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手势以帮助记忆。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 （1）弯 弯 （2）答 （3）串 串
（4）停 （5）苹 （6）箭

4援 （1） 13 攵 （2） 11 船 船 （3） 6 尖 大

（4） 8 艹 平 （5） 12 扌 屋 （6） 15  前

5. 火箭 问答 毛笔 苹果 葡萄

星期二

3援 （1） 9 （2） 4 一 （3） 10
（4） 12 （5） 12 （6） 7

4. 弯 苹 尖 握 船 葡

星期三

4援 答 弯 浅 暖 后 慢

6. （1）红红 （2）弯弯 （3）高高
（4）绿绿/青青 （5）弯弯 （6）尖尖

星期四

3援 扌  氵 辶 亠/弓 囗 艹

6援 （1）船儿弯弯江边停。
（2）绿绿草儿地上长。
（3）高高大树立街边。
（4）月儿弯弯映水中。
星期五

2援 都 那 阳 湖 流 江 冰 冷 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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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园 圆 猴 猫 狗 筷 笑 笔

3援 弯弯 白白 宽宽 甜甜 红红 绿绿 尖尖

小小 高高 咸咸

6. （1）毛笔尖尖手中握。
（2）苹果圆圆树上长。
（3）葡萄圆圆一串串。
（4）苹果红红树上挂。
（5）船儿弯弯停江边。

7援 （1）尖 （2）串 （3）握
（4）圆 （5）箭

阅 读：特别的朋友

一、课文简析

本文用拟人化的写法介绍了“我”的一个特别的朋友———

电脑。电脑的本领很大，人们可以通过它上网查资料，和它下

棋、唱歌、玩游戏等，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字词解析

特 t侉，左右结构，部首是“牛”，共 10 画。
虽［雖］ su侃，上下结构，部首是“口”或“虫”，共 9

画。繁体字“雖”，左右结构，部首是“隹”。

整 （形容词） zh侑n倮，上下结构，部首是“正”，共 16
画。意思是全部在内，没有剩余或残缺；完整（和“零”相对）。

例：整天 一天整 十一点整

输［輸］ （动词） sh俦，左右结构，部首是“车”，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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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注意右边不要漏掉中间的短横。繁体字“輸”，左右结构，

部首是“車”。指在较量时失败；败（和“赢”相对）。

例：这次比赛我们输了。

你一定不会输给他的。

这次我输了五分。

改 倮伲i，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7 画。注意左边不
要写成“自己”的“己”字。

永 y侬n倮，独体字，部首是“水”或“ ”，共 5 画。
［特别］ （形容词）与众不同；不普通。

例：特别的式样

他的脾气很特别。

［虽（虽）然］ （连词） 用在上半句，下半句往往有“可

是”“但是”等呼应，表示承认甲事为事实，但乙事并不因甲事

而不成立。

例：虽然工作很忙，但是爸爸每天都陪我玩一会儿。

虽然你是我的朋友，可是我也不能帮你干坏事。

［不论（论）］ （连词）表示条件或情况不同而结果不变，

后面往往有并列的词语或表示任指的疑问代词，故多用“都”

“总”等副词与它呼应。

例：不论困难有多大，他都不泄气。

不论是语文、数学、外语，他的成绩都很好。

［国际］ （名词）国与国之间；世界各国之间。

例：国际足球比赛 国际关系

［改正］ （动词）把错误的改为正确的。

例：改正缺点 改正错别字

［永远］ （副词）表示时间长久，没有终止。

例：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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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谈话引入：你的朋友多吗？你和朋友之间会互相帮助吗？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的朋友。板书课题。

范读课文，学生自主学习生字、生词，有疑问的请教老师。

学生自读课文，教师根据课文内容提问：这位特别的朋友有哪

些本领？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在黑板上板书关键字，为什么它

待在家里还知道天下事？我和电脑下棋谁赢了？

说一说除了课文中提到的本领之外，你知道这位“特殊的

朋友”还有什么本领吗？你会使用它吗？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利

用电脑举行一场小竞赛，如打字比赛、画画儿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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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自然的语言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蚂、蚁，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言，要求会认会写。
4. 重点学习的句子：他们正在忙着搬家呢。
5援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能背诵全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一篇介绍科学知识的短文，介绍大自然的语言，即自

然现象和天气常识，比如什么时候天会晴，什么时候会下雨，春天

来了是什么样子。学完了课文后要让学生懂得爱学习、认真思考的

重要性，并要善于观察身边的事物，从中获得信息，增长见识。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q侏n倮 q佾n倮 b佟n b伽n f俅 f俨 s伲n s佟n sh佟n
晴———请 搬——办 富———服 伞———三———山

b侃n倮 b佻n倮 hu伽 hu佟 hu伽 l俑 l俅 f佶n倮 f佶n倮 f佶n
冰———病 化———花———画 绿———路 丰———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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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部首教学
言（言部）：信、言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晴———睛 冰———水 化———花 妙———好

言 上下结构，部首是“言”，共 7 画。写时注意上面三横
的长短。

丰［豐］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4 画。繁体字“豐”，
上下结构，部首是“豆”。

富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12 画。写时不要漏了
中间那一横。

晴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12 画。
搬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3 画。注意写好右边的

“般”字。

伞［傘］ 上下结构，上面是“伞”，下边是“ ”，部首是

“人”。繁体字“傘”，上下结构，部首是“人”。

冰 左右结构，部首是“冫”，共 6 画。
化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4 画，注意笔顺：
。

叶 ［葉］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5 画。繁体字
“葉”，上中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2 画。

妙 左右结构，部首是“女”，共 7 画。
细 ［細］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8 画。繁体字

“細”，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观［觀］ 左右结构，部首是“又”或“见”，共 6 画。繁
体字“觀”，左右结构，部首是“見”。

察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14 画。下面是一个“祭
祀”的“祭”字。笔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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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15 画。注意写好右下角
的“重”字。

可运用熟悉的汉字部件来教生字。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自然］ （名词）自然界。

例：我们喜欢大自然。

［语言］ （名词）话语。文中的语言是一种比喻的用法，指

我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所获得的知识。

［明天］ （名词）今天的下一天；不远的将来。

例：明天可能会下雨。

我们期待美好的明天。

［正在］ （副词）表示动作在进行或者状态在持续中。

例：我们正在找他。

小李正在吃饭。

［雨伞］ （名词）用来遮雨的工具。

例：我有两把雨伞。

［春天］ （名词）与夏天、秋天和冬天一起进行教学。

［多么］ （副词）

淤用在疑问句里，问程度。
例：学校离这里有多么远？

于用在感叹句里，表示程度很高。
例：花儿开得多么漂亮啊！

盂指较深的程度。
例：不管多么冷，多么热，我们都要坚持学习。

注意“多么”的用法基本上和“多”相同，只是“多么”

以用于感叹句为主，其他用法不如“多”普遍。

在本课中，“多么”是第二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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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形容词） （物质财富、学识经验等）好；种类

多；数量大。

例：丰富的知识 丰富多彩 内容丰富

［细心］ （形容词）用心细密。

例：细心的人 细心照料 细心检查

［观察］ （动词）仔细观察（事物或现象）。

例：观察问题 观察地形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晴］ （形容词）天空无云或云很少。

例：晴天 晴空

［搬］ （动词）

淤移动物体的位置（多指重的或者大的物体）。
例：搬桌子 搬石头

于迁移。
例：搬家

在本课中，“搬”是第二种用法。

［伞］ （名词）用来挡雨或者太阳的工具。

例：雨伞 一把伞 太阳伞

［冰］ （名词）指在零摄氏度或者零摄氏度以下结成的固体。

［化］ （动词）融化；熔化。

例：春天冰化了。

天晴了，雪化了。

［妙］ （形容词）神奇；巧妙。

例：大自然的语言多么奇妙啊！

这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懂］ （动词）知道；了解。

例：听懂了 听不懂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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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他们正在忙着搬家呢。要求学生

学会用副词“正在”和语气词“呢”造句。

要学习的句型是： 主 +“正在”+ 动/形，表示动作在进行
中或状态在持续中。

例：我们正在学习。

现在正在上课。

爸爸正在吃饭。

妈妈正在看电视。

语气助词“呢”用在叙述句的末尾，表示持续的状态。常

和“正在”“正”“在”等搭配。

例：他正在睡觉呢。

外面在下着雨呢。

我们正在一起玩儿呢。

哥哥正在洗车呢。

教学时教师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让学生用这一基本句

型来说一些简单的句子。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问句：“大自然也有语言吗？”然后

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接着写了几种大自然的语言，最后再总结，

指出我们要做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

开始时教师可板书课题，解释“大自然”“语言”两个词语。

大自然是不会说话的，那为什么说“大自然的语言”呢？什么

是“大自然的语言”？课文写了哪几种“大自然的语言”？创造

悬念，引导学生在愉快而热烈的情绪中投入学习活动。教师还

可让学生说说他们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语言。

课堂游戏：举行“自然语言知多少”小竞赛（可以事先布

置学生上网或翻书查找相关资料并做记录），学生分成小组参

99



中文第四册

赛，看看哪个小组知道的自然语言最多，就授予该组成员“小

科学家”称号。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丰 （2）搬 （3）晴
（4）察 （5）蓝 （6）化

4援 （1） 12 青 （2） 6 冫 水 （3） 7 少

（4） 8 纟 田 （5） 6 见 （6） 15 忄 董

5援 观察 丰富 自然 春天 细心

星期二

3援 （1） 7 （2） 4 一 （3） 12
（4） 13 （5） 6 （6） 14

4援 妙 叶 冰 搬 晴

星期三

3. 搬 搬家 观 观察 富 丰富

叶 树叶 晴 晴天 化 文化

4援 蓝天 晴天 蚂蚁 语言 雨伞 星期

5援 （1）大自然也有语言吗？
（2）大自然的语言多么奇妙啊！
（3）蚂蚁正在忙着搬家呢。
（4）河里的冰化了。
（5）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6）我们要做个爱学习的好学生。

6援 只有把水缸砸破，才能救出那个小朋友。
只有自己去试试，你才知道河水是深是浅。

只有认真学习、细心观察，我们才看得见、听得懂。

100



中文第四册

只有好好学习，你才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只有去了颐和园，你才知道昆明湖有多美。

只有常常思考，我们才可以成为聪明的人。

7. 少 主/工 目/田/白/电 人/太/犬 大/个 米

星期四

3援 忄 纟 宀 喊 冫

星期五

2援 快 懂 忙 怪 春 明 晴 景 给 经 细 红

饿 饭 床 座 安 它 家

3援 高 冷 下 热 上 低

6援 （1）大自然的语言多么丰富啊！
（2）你可以去公园玩儿了。
（3）地上的蚂蚁正在忙着搬家。
（4）天很快就要下雨了。
（5）大自然也有语言吗？
（6）明天一定是晴天。

7援 （1）妙 （2）叶 （3）观 （4）奇 （5）园 （6）晴

阅 读：要下雨了

一、课文简析

本文是一篇童话，通过拟人的手法介绍了下雨前小动物的

一些异常表现：小燕子低飞，小鱼游到水面，蚂蚁搬家。本文旨

在让学生学会通过仔细观察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来判断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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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燕 y伽n，上下结构，部首是“灬”，共 16 画。注意上面不
是“艹”，笔顺是： 。

湿［濕］ （动词） sh侃，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12
画。繁体字“濕”，左右结构，部首是“氵”。指沾了水的或显

出含水分多的，与“干”相对。

闷［悶］ （形容词） m佶n，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门”，
共 7 画。繁体字“悶”，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門”，共 12 画。
气压低或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舒畅的感觉。

例：天气闷热。

打开窗户吧，房里太闷了。

脚（名词） ji伲o，左右结构，部首是“月”。指人或者动
物腿部的下端，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

例：一只脚 一双脚

透（动词） 贼侔怎，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0 画。
指（液体、光线等）渗透；穿透。“透气”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燕子］ （名词）一种候鸟，尾巴分开像剪刀。

例：一只小燕子

［翅膀］ （名词）昆虫或鸟类的飞行器官。

例：一对翅膀 一双翅膀

［脚步］ （名词）指走路时两脚之间的距离。

［蚂蚁］ （名词）一种成群穴居的昆虫。

例：一只蚂蚁

［告别］ （动词）离别；分手。

例：告别亲友 告别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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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本文一共有三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紧扣“要下雨了”的

主题，分别写了下雨前三种小动物的异常表现。教学时可让学

生分角色扮演，以引起学生参与的兴趣。

教师根据课文内容设计一些问题：

小燕子为什么飞得这么低？

为什么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为什么下雨前蚂蚁要搬家？

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

在课堂游戏中，让学生扮演小白兔、小燕子等角色，根据

课文的内容表演，课后让学生查资料或者请教父母下雨前其他

小动物还有什么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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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亮上有什么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4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阿、波、罗，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田，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他们登上了

月球。

5援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记叙了美国两位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从而使人类

的幻想变成现实的经过。一九六九年七月，他们经过三天的飞

行登上了月球。学了课文后应对月球有个基本的了解，那里到

处都是阳光，到处都是石头和泥土，非常安静。通过学习课文，

激发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趣并鼓励他们从小开始关注科学的发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yu佗n yu伲n yu佗n c佻 ch侃 d佶n倮 d佶n倮 d侑n倮
员 ———远——— 园 次———吃 登———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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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俨 qi俦 ji俅 h伽o h伲o chu佗n chu佟n
球———秋——救 号———好 船 ——— 穿

d佗 d伲 d伽 j佻n倮 j侃n倮 j佾n倮 d伽i d伽i
达———打——大 静———睛———井 带———代

2援 部首教学
田（田部）：界、男、电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航———船 次———吹 球———救 达———远

宇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6 画。
航 左右结构，部首是“舟”，共 10 画。
员［員］ 上下结构，部首是“口”或“贝”，注意“贝”

最后一笔是点，不要写成“见”。繁体字“員”，上下结构，部

首是“口”。

次 左右结构，部首是“冫”，共 6 画。
球 左右结构，部首是“王”，注意“求”的笔顺：

。

实 ［實］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8 画。繁体字
“實”，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宀”。

类［類］ 上下结构，部首是“米”或“大”，共 9 画。繁
体字“類”，左右结构，部首是“頁”。

梦 ［夢］ 上下结构，部首是“夕”，共11画。繁体字
“夢”，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夕”。

号［號］ 上下结构，部首是“口”，笔顺是： 。

繁体字“號”，左右结构，部首是“口”。

达［達］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6 画。繁体字
“達”，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

泥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右边是“尼”，与
“呢”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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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左右结构，部首是“ㄧ”，共 8 画。注意不要和“丰”
字混淆。

世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5画。笔顺是： 。

界 上下结构，部首是“田”，共 9 画。注意写时先写
“田”，再写“介”。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月球］ （名词）地球的卫星，通称月亮。

［实现］ （动词）使成为事实。

例：理想实现 实现愿望

［人类］ （名词）人的总称。

［地球］ （名词）人类所居住的星球。

例：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到处］ （名词）各处；处处。

例：这里到处是热闹的景象。

昨晚风很大，今天早上路上到处是树叶。

［阳光］ （名词）日光；太阳的光。

［声音］ （名词）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

［非常］ （副词）十分；极。

例：非常高兴 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

［安静］ （形容词）没有声音；没有吵闹和喧哗。

例：安静的校园

这个房间很安静。

［世界］ （名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小时］ （名词）时间单位，一天的 1/24。
例：一个小时 三小时 四个半小时

［安全］ （形容词）没有危险；不受威胁。

例：过马路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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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里很安全。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宇航员］ （名词）

例：我从小就想做一名宇航员。

［次］ （量词）用于反复出现或者可能反复出现的事物。

例：一次快乐的旅行 每天练习一次 去过两次

［梦］

淤（名词）梦想。
例：人人都应该有一个梦。

于（动词）做梦。
例：我梦见去了中国。

盂（名词）睡眠时脑中的表象活动。
例：我连续几天都做梦。

在本课中，“梦”是第一种用法。

［号］ （名词）名称。

例：“阿波罗”号飞船 3188号航班
［泥］ （名词）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

例：泥土 泥人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他们登

上了月球。要求学生学会年月日的表示方法。

汉语中年月日的表示方法是从大到小，先写年，再写月和

日。可以用大写的数字表示，也可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2005 年 9 月 10 日
我出生于 1993 年 3 月。
我是 2004 年 12 月来中国的。
我去年九月开始学中文。

提醒学生读的时候要读：“二誘誘五年”“一九九三年 ”
107



中文第四册

“二誘誘四年”，不说“一千九百九十三年”，但可以说“两千零
五年”“两千零四年”。

在教学中介绍只要一般年月日的用法即可，不必深入详细

地讲解。可结合课堂练习的扩展与替换、对话来讲解，还可以

利用日历来学习指认日期。

6援 课文教学
教课文时，应抓住三点进行讲读：淤什么人什么时候登上

了月球？于宇航员是怎样登上月球的？盂 在月球上宇航员看到

了什么？做了些什么？教学时，不必给学生讲解过多的名词术

语，如“飞船”等，主要让学生理解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过

程以及在月球上的所见所闻，了解月球表面的基本情况。

学习本课，要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如有可能，

组织学生去博物馆参观一下。或者在课堂游戏这一环节中，组

织学生观看有关的录像，如“神舟五号”的发射以及“发现号”

的发射与成功返航。

四、参考资料

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简称

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领土还包括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

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北与加拿大接壤，南靠墨西哥和

墨西哥湾，西临太平洋，东濒大西洋。面积 怨猿苑援圆远员 缘 万平方公
里。首都华盛顿。

月球（The moon） 地球的卫星，表面凹凸不平，本身不

发光，只能反射太阳光，直径约为地球直径的 1/4 ，引力相当
于地球的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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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1）员 球 （2）实 想 （3）静 界

（4）非 常 （5）带 泥

4援 （1） 6 宀 于 （2） 10 亢 （3） 11 珠 求

（4） 11 林 夕 （5） 9 米 大 （6） 8 氵 尼

5援 安全 到处 世界 人类 梦想

7援 （1）云云细心地观察大自然。
（2）宇航员安全地回到了地球。
（3）小朋友们开心地在公园里游玩儿。
（4）小猫专心地在河边钓鱼。
（5）妹妹安静地听妈妈讲故事。

星期二

3. 类 宇 界 航 梦 次 球

6援 （1）我要买三张长城邮票。
（2）一头老牛在河边喝水。
（3）司马光找来了一块大石头。
（4）公园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5）两名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6）天上的那七颗星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

星期三

3.

5援 （1）足球 （2）汽车 （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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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块 （5）房间 （6）点心
6援 （1）花儿开得非常美。
（2）小朋友玩儿得十分开心。
（3）飞船飞得十分快。
（4）爷爷汉语说得非常好。
（5）妈妈菜做得非常好吃。
（6）方方画儿画得十分好看。

星期四

5援 （1）姐姐做了一上午作业。
（2）宇航员在月球上工作了两个小时。
（3）云云在中文学校学了一年中文。
（4）明明看了一下午画报。
（5）飞船飞了三天多才到达月球。
（6）爸爸放了一个星期假。

星期五

2援 玩 主 全 船 航 点 然

们 问 过 进 远 感 思 想

3援 （1）深 （2）安静 （3）早 （4）热闹
（5）晚 （6）高 大 浅 深 （7）低

6援 （1）他们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
（2）月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世界。
（3）花园里有美丽的花。
（4）天空中布满了明亮的星星。
（5）凡尔赛宫是一座又大又美丽的园林。
（6）中国古代有一个聪明的孩子，叫司马光。

7援 （1）类 （2）员 （3）界 （4）全 （5）地 （6）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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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人造卫星

一、课文简析

课文采用拟人的手法写了人造卫星和月亮姐姐的对话，介

绍了人造卫星的用途。通过教学让学生对人造卫星有初步的认

识，激发学生对现代科技的兴趣。

二、字词解析

卫［衛］ 憎侉蚤，独体字。繁体字“衛”，左中右结构，部首
是“彳”，共 15 画。
切 择蚤侉，左右结构，部首是“刀”，共 4 画。注意“切”

字左边不是土字旁。这个字有两个读音，文中读“qi侉”（亲
切）；还有一个读音是“qi佶”，作动词，可以说切西瓜、切开、切
菜。

迎 赠侏灶倮，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7 画。注意笔
顺： 。

准［准］ 扎澡俪灶，左右结构，部首是“冫”，共 10 画。繁
体字“准”，上下结构，部首是“十”，共 13 画。
留（动词） 造蚤俨，上下结构，部首是“田”，共 10 画。意

思是停止在某一个处所或者地位上不动。

例：留下来 留住时间 留在家里

刮［颳］ （动词） 倮怎佟，左右结构，部首是“刂”或“舌”，
共 8 画。繁体字“颳”，半包围结构。意思是（风）吹。
例：刮风 刮大风 刮北风

［卫（卫）星］ （名词）按一定轨道绕行星运行的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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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切］ （形容词）亲近；亲密；热情而关心。

例：她对人很亲切。

这位亲切的阿姨是我妈的朋友。

［欢（欢）迎］ （动词）很高兴地迎接。

例：我们欢迎新同学来学校。

欢迎再来我家玩儿。

［准备（准备）］ （动词）预先安排或策划。

例：我准备好发言提纲了。

客人一会儿就来，我们快准备一下吧。

［邻（邻）居］ （名词）住家接近的人或者人家。

例：我们两家是邻居。

［消息］ （名词）关于人或事物情况的报道。

例：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就告诉我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不上课。

三、课文教学

谈话引入：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人造卫星吗？（结合

图片进行教学）你知道他有什么作用吗？学生自读课文，教师

提一些问题加以巩固。

例：是谁把人造卫星送上蓝天的？

他是去天上玩儿的吗？

他是怎么进行工作的？

小朋友们是怎么夸他的？

学习句型“又…又…”，这个句型表示几个动作、状态、情

况累积在一起。

例：她写得又快又好。

这个房间又宽敞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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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课文之后，请学生分组扮演月亮姐姐和人造卫星，朗

读课文。

综合练习（四）答案

1援 安 定 好 妙 劲 办

2援 努 努力 葡 葡萄

观 观看 实 现实

4援 （1）语言 （2）蓝天 晴 （3）丰富 奇妙 （4）安静
5援 （1）得 （2）地 （3）的
6援 地上的蚂蚁正在忙着搬家。
月球上到处是石头和泥土。

总练习答案

2援 （1）邮 （2）桥 （3）慌
3援 （1）安静 （2）努力 （3）聪明
4援 （1）月球上到处都是阳光。
（2）这儿的景色可真美啊！
（3）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5援 （1）太阳不晒禾苗不长。
（2）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

样深。

（3）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4）我们正在忙着搬家呢。
（5）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宇航员登上了月球。

6援 明亮 朋友 努力 知道 有趣 观察 聪明 一定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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