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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 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一等奖教案：《文章的标点》 

菲律宾 吴颂彬 

使用教材 《菲律宾华语课本》菲律宾华教中心出版  第十一册第十课 

课文题目 《第十课 文章的标点》 课程/课型 华语综合课/生词、课文教学 

教学时间 90分钟 

第一部分  课型介绍 

菲律宾三宝颜中华中学华语综合课，包含生词教学、写字教学、课文教学、替换与语法教

学、综合练习和会话教学六大环节。生词教学是语综合课初始阶段的重要内容，是其他教学环

节的基础。生词教学要求老师先通过实物举示、图片展示、动作、语境等多样化、形象化的方

法解释词义，再用扩展方法由词扩展到词组、句子、句群，最后连缀成文，以把新学习的知识

和已有的认知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既为课文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又使学生能较快地变书面语

言为自己的语言，达到语言交际化的目的。课文教学是华语综合课最重要的内容，它与其他教

学环节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课文教学要求用听课文录音、领读、齐读、分组读和分角色读等

多种方式训练学生的口诵能力；把课文设置成一个个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再在老师的引导

下回答问题，以提高学生运用华语来思维的能力；在操练过程中注意语音、语调，培养学生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学会成段复述的能力，为成篇表达作铺垫。 

第二部分  设计特色 

1．适应菲律宾华校学生特点，重视教学过程的总体设计，体现学习的系统性。 

2．坚持“目的语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的华语思维能力。 

3．体现“精讲多练”、“以操练为主”、“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原则。 

4．引导学生学会成段复述的能力，为成篇表达作铺垫。 

5．在课文教学中，适当地设计部分相关内容，拓展、丰富学生的华语思维能力。 

6．把重要的语言点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语感操练。 

第三部分  生词、课文教学教案 

教学目的： 

1．熟练掌握本课生词。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训练学生完成第一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的复述。 

3．掌握逗号、句号、问号、叹号的用法。 

4．充分利用课文中的故事，让学生明白：“标点很重要，标点错了，标点放的地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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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不一样”这个道理。 

教学对象：中学三年级学生（十四至十五岁） 

教学重点： 

1．重点掌握生词：停顿、语气、叙述、感叹、一定、表达、情感、惊讶、当面、结果、准备 

2．让学生明白“标点很重要，标点错了，标点放的地方不同，意思就一样”这个道理。 

教学难点：如何运用课文的故事，用浅显的语言让学生理解标点的重要。 

教学方法： 

1．采用目的语教学，生词教学先通过实物举示、图片展示、动作、语境等多样化形象化的

方法解释词义，再用扩展方法由词扩展到词组、句子、句群，最后连缀成文。 

2．生词教学紧扣课文及语法点，在课文语境中掌握用法。 

3．通过一问一答、提示词、板书等不同方式的复述练习，训练学生成段表达能力。 

4．通过朗读的语气体会不同标点的用法。 

教    具：词卡、句卡、图片、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生词教学 

一、组织教学（1 分钟）  

环视全班，集中学生注意力，把学生的精神引入新课。 

二、学习新课（37 分钟） 

1．引起新课，揭示课题。 

1）教师展示一些简单的句子，让学生加上标点。加上标点符号有什么作用？标点符号的

作用主要有两点：说话的停顿和说话的语气。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说明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2）出示课题并操练：《第十课  文章的标点》 

2．听课文录音熟悉全文。 

3．讲练生词 

1）看生词表，听生词录音，并注意英文的解释。 

2）教师出示生词卡并领读，学生跟读。 

3）全班、分组、个别朗读，注意纠正学生读音。 

4）结合短语、句子及课文讲练生词 

◎停顿（说话时语音上出现间歇） 

不能没有停顿   停顿的时间 

说话的时候，不能没有停顿。有时候停顿的时间长一点，有时候停顿的时间短一点。 

 

◎语气（说话的口气） 

不同的语气      一定的语气        加强语气 

  说话的时候，不但要有停顿，而且要有语气。 

  说话的停顿和语气，在文章里要靠标点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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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或说出来） 

    叙述课文        叙述故事       叙述的语气 

    老师让我把故事叙述出来。 

 

◎感叹（演示：有所感触而叹息） 

病人在感叹    感叹的语气 

 

  ◎一定（适当的、固定的）    

    一定的次序     一定的语气      一定的方法 

    排队要有次序。 ——排队要有一定的次序。 

    做事要有方法。——做事要有一寂的方法。 

    叙述、疑问、感叹都有一定的语气。 

  

◎表达（表示„„思想，感情等） 

    意思表达出来   表达感情       表达心意 

    清楚地表达     明确地表达 

    这篇文章明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 

    这个小礼物表达了他的心意。 

 

◎情感（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人的喜怒哀乐） 

表达情感        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语气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 

  

  ◎逗号 [展示标点符号卡（，）] 

  逗号表示小的停顿。 

  说话的时候，不能没有停顿。（体会逗号的用法） 

 

  ◎句号 [展示标点符号卡（。）] 

  句号表示大的停顿。 

  英语的句号是一个小黑点，华语的句号是一个小圆圈。 

  说话的时候，不能没有停顿。（体会句号的用法） 

         

◎问号 [展示标点符号卡（？）] 

  问号表示疑问。 

  你怎么了？（体会问号的用法） 

  你找什么呢？ 

     

◎惊讶（采用夸张的表情） 

感到惊讶   惊讶地看着他     

他突然出现，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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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号 [展示标点符号卡（！）] 

    叹号表示感叹的语气。 

  叹号表示感叹或惊讶。 

   叹号表示惊讶。------老苹果树不停地叫着：“哎哟！疼死我了！” 

    逗号（，）表示小的停顿。句号（。）表示大的停顿。问号（？）表示疑问。叹号（！）表

示感叹或惊讶。 

       

◎小气（情境） 

非常小气      小气的人 

  从前有一个人非常小气，最怕留客人吃饭。 

 

◎当面 (当着某人面前) 

    当面说他      当面骂他       当面夸奖他 

    老师当面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做错了事，爸爸当面骂他。 

  （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没想到一进门就下起雨来了。） 

主人非常不高兴，又不好当面赶客人走。 

（主人拿来一张纸，写了十个字，送到客人面前。）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结果（result） 

比赛的结果      讨论的结果     战争的结果 

    因为路上堵车结果小文迟到了。 

啄木鸟给老苹果树治病，结果老苹果树的病好了。 

经过两天的比赛，结果小五甲赢了。 

  客人加了几个标点之后，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饭菜（图片）   

    一桌饭菜 

 

◎准备（打算） 

    准备饭菜       准备功课       准备好一切       

    星期天，我在家里帮妈妈准备饭菜。 

    我要开始准备我明天的功课。 

    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就等小明来了。 

  主人只好准备饭菜，请客人吃饭。 

 

三、复习巩固（6 分钟） 

1．复习生词。 

2．巩固练习 

选词填空：准备 结果  惊讶  一定  当面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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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过两天的比赛，（   ）甲队输了。 

2）主人心里不高兴，又不好意思（   ）把客人赶走。 

3）主人写了十个字送到客人（   ）。 

4）叹号用在表示感叹或（   ）的句子里。 

5）一个人说话不管表达什么情感，都有（   ）的语气。 

6）我要（   ）明天上学要带的东西。 

把下面两句话标上标点 

（1）当小猴子回头过来的时候发现放在路旁地上的那些豆子早已被一大群鸡鸭吃光了 

（2）真糟糕小猴子气得抓耳挠腮眼睛都红了 

四、布置作业 

1．复习生词、短语、句子。 

2．完成写字本。 

第二课时  课文教学 

一、组织教学（1 分钟） 

检查学习上课材料准备情况 

二、复习检查（3 分钟） 

1．闪读生词。 

2．复习重点句。 

1）说话的时候，不但要有停顿，而且要有语气。 

2）说话的停顿和语气，在文章里要靠标点来表现。 

3）逗号表示小的停顿；句号表示大的停顿；问号表示疑问；叹号表示感叹或惊讶。 

三、讲练新课（37 分钟） 

（导入：平时有些同学写作文、句子常常不加标点，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要加标点符号呢？） 

（一）听读训练 

1．不看书听课文录音。 

2．听课文录音，学生小声跟读。 

（二）课文复述训练 

1、讲练第一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 

1）朗读第一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 

2）复述训练 

◎ 说话的时候不能没有什么？  

 板书：说话   停顿     语气 

 ※语法点语感操练：不能没有„„（必须有„„） 

 学好华语不能没有华语老师。 

 学校不能没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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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没有空气。 

     ◎ 说话为什么要有语气？ 

 板书：表达     情感 

     ◎ 说话的停顿和语气，在文章里靠什么来表现？ 

   板书：靠„表现    标点 

     ◎ 逗号、句号、问号、叹号分别表示什么？ 

   板书：逗号——小停顿     句号——大停顿      

 问号——疑问       叹号——感叹、惊讶 

3）朗读并根据板书复述第一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 

 

 

 

 

 

2．讲练第五自然段。 

1）朗读第五自然段。 

2）出示课文中无标点的句卡：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3）学生默读课文中的故事。 

4）学生上台标标点，师生评议。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5）引导学生反复朗读，体会句中的停顿和语气。 

6）学生朗读第五自然段。 

7）小结：标点很重要，标点错了，标点放的地方不同，意思就不一样。 

（三）拓展训练：根据不同意思给句子加标点 

1．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过路的人不可以在这里小便） 

   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过路的人可以在这里小便） 

   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2、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和小明都在图书馆看书） 

说话  停顿   语气 表达   情感 靠„表现 

逗号 

句号 

问号 

叹号 

表示 

小停顿 

大停顿 

疑问 

感叹、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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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别人告诉小华，小明都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别人问小华，小明是不是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说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问，小明是不是在图书馆看书） 

    小华：“小明在图书馆看书？” 

四、复习巩固（3分钟） 

1．全班朗读课文。 

2．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标点很重要，标点错了，标点放的地方不同，意思

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平时写句子和文章时一定要注意标点的使用。 

五、布置作业（1分钟） 

1．熟读课文 

2．完成综合练习第三题： 

用标点：给下面一段话加下标点（，  。  ？  ！） 

    我们几个男同学去城外玩（   ）走着走着（   ）我不小心掉到小河里了（   ）我

大声喊：“救命啊（   ）救命（   ）”同学们听到喊声（   ）连忙跑过来（   ）把我拉

出小河（   ）问：“你怎么会掉到小河里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