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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教材：中国暨南大学《中文》第二册 

二、课文题目：第四课《讲礼貌》 

三、教学对象：6-7 岁二年级的华裔学生 

四、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礼貌用语的能力和礼

貌待人的能力。 

五、教学要求：  

(1) 学会课文中的 12 个生字和 5 个新词语。 

 (2) 学会正确运用礼貌用语，熟练运用句型。 

 (3) 流利朗读和背诵课文。 

六、教学重难点：如何将礼貌落到实处。即在实际生活中与人交

往时做到讲文明，有礼貌。 

七、教学方法：采用创设情境法、情感朗读理解法、自主学习合

作探究法，利用小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这些方法将通过“识字乐园”

环节中奖励“智慧星”以及我们自创的节奏明快的拍手掌奖励方式逐

一呈现。通过“我的识字高招”、“我会读”、“我会接口令”和“我有



超强记忆”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小

组团结协作的精神。 

八、教学用具：自制生字卡、自制词语卡、礼貌用语投掷牌、“礼

貌用语大擂台”小黑板等等。 

九、教案时长：90 分钟（两课时） 

十、教学过程设计： 

第一课时（45分钟） 

（一）活动导入：（5 分钟） 

       播放歌曲《找朋友》。学生围圈听音乐，在老师的带动下一边

学唱儿歌，  一边拍手互相拉手、敬礼、问候。   

        （当音乐一停止——） 

师：同学们好！ 

生：老师好！ 

师：谢谢大家。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刚才同学们在学

唱《拍手歌》时，互相拉拉  手，敬个礼。这是什么？ 

生：礼貌。 

师：刚才老师说“同学们好！”同学们说：“老师好！”这是什么？ 

生：礼貌。 

师：同学们真棒！个个都是讲礼貌的好孩子。今天我们要学的课

文就是《讲礼貌》。 

  （设计意图：让学生亲自感受讲礼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

激发学习礼貌用语的兴趣。）    

（二）生字教学：（30 分钟） 



师：首先老师要带你们去“识字乐园”漫游。在那里有 12 个生字

在等着和你们交朋友。“识字乐园”里还有很多智慧星也等着你们去拿。

在这节课上谁最会动脑筋，交的生字朋友最多，得到的智慧星也会最

多。同学们愿不愿意去“识字乐园”和 12 个生字朋友见面交朋友呀？ 

生：愿意。 

  出示小黑板——标注拼音的 12 个生字。 

（ 用、记、请、谢、对、起、没、关、系、再、

做、孩 ） 

师：这 12 个生字朋友长得都不一样，我们先来给它们排排队，让

它们有秩序地跟我们来见面。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吗？中国的方块字

归纳为几种结构？ 

生：五种。 

师：哪五种结构？请同学们把小黑板上的 12 个生字分分类，让它

们找到自己的队伍。 

    （学生七嘴八舌地说，老师板书。） 

生： 上下结构： 关 

  左右结构： 记、请、谢、对、没、做、孩  

半包围结构： 起 

全包围结构： 

   独体字： 用、系、再 

师：给生字排排队，用“归类法”来记生字，这是一个好方法。

下面我们分小组学习讨论，你们要用老师提供给你们的方法来找出这

些生字，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请大家认真观察每一个字。 



（学生分四组讨论。老师巡视指导并及时提醒个别贪玩的学生投

入到学习中去。） 

师：我们先请第一组同学把你们记生字的高招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生：我们把“记、请、谢”三个字比一比，它们都有一个“ 讠”

字旁。 

师：第一组同学用“比一比”的方法一下子记住了三个生字。多

棒呀！掌声送给他们，小组每人获得一颗智慧星。下面我们来听听第

二组同学记生字的高招是什么呢？ 

生：我们让大家猜一个字谜：小立人，十个口，一个反文在后头。 

师：这是一个什么字呀？ 

生：“做”——做个好孩子 

生：我们再请大家猜一个字谜：三点水，几和又，你说是没还是

有？ 

师：这又是一个什么字呀？ 

生：“没”——没关系 

师：老师也让大家猜一个字谜：说走咱就走，拉着横折横和竖弯

钩。什么字？ 

生：“起”——对不起 

师：第二组同学用“猜谜语”的方式来记生字。真聪明！掌声送

给他们。智慧星也送给他们。 

还有哪种记生字的高招？第三组同学来说吧。 

生：我们用找反义词的方法记住了“对”和“没”两个字。因为

错的反义词是“对”。有的反义词是“没”。 



师：用找反义词的方法来记生字朋友，也是一个高招。我们该怎

样来夸夸他们？掌声和智慧星。下面我们有请第四组的同学来介绍他

们记生字的高招。 

生：我们用“分一分”的方法记住了“关”字。上面一个八字头，

下面一个天字。 

师：真棒！掌声和智慧星都送给他们。用“分部件”的方法把一

个字分左右两部分或上下两部分来记，这个方法很好用。例：记=讠+

己 、对=又+寸、起=走+己 

同学们有那么多记生字的高招！老师相信：12 个生字一定会很快

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设计意图：小组合作识记字形，课堂上提供展示交流，让学

生体验识字的乐趣，养成识字的习惯。让学生体验到小组合作，自主

探究学习的成功与喜悦。） 

师：下面请同学们把黑板上的 12 个生字再读一遍。 

师：请第一、第二组的同学开火车读，其他组的同学注意听他们

有没有把每个字的音都读准。 

（第一、 第二组的同学开火车读。） 

师：“没”和“孩”都读第二声。全班同学一起读一读。“请”和

“起”读第三声，请同学们读得再清楚些。下面请第三、第四组的同

学开火车读。 

（第三、第四组的同学开火车读。） 

师：同学们读得很正确，也很流利。下面老师想看看你们书写这

些生字朋友的笔顺笔画是不是规范。有请 6 位小朋友上台来写一写，



每人写 2 个。其他同学都做小老师认真观看，他们有没有把每个字的

笔顺写的正确。 

（学生上台写生字，老师看学生的笔画顺序。如果有错误及时纠

正。并告知正确的书写顺序。） 

师：看到同学们这么快就和生字交上了朋友，老师真高兴。下面

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 

生：好！ 

（三）游戏激趣，巩固识字：（10 分钟） 

（出示儿歌《讲礼貌》小黑板——不标注拼音。 

  出示六张带有生字词语的小卡片——请坐、谢谢、对不起、记

心里、好孩子、没关系。） 

师：这六张卡片上的词语都是在儿歌《讲礼貌》中出现的。下面

有请六个小朋友上台任选一张词语卡片，先领着大家读一读，然后在

儿歌《讲礼貌》中找到这组词语并贴在儿歌中。 

愿意上来做小老师的请举手。 

（学生纷纷举手上来领读词语，并找出此词语在儿歌中的位置贴

上。） 

师：这六个小老师做得真棒！词语读得准确，贴得也正确。每人

获得一颗智慧星。掌声鼓励。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玩中学，动中悟，巩固识字。同时对课文

《讲礼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为下一节课“读文理解”做好准备。）  

第二课时（45分钟） 

（一）巩固识字，导入课文：（3 分钟） 



师：同学们，第一节课我们与 12 个生字交上了朋友。你们现在还

记得这些生字朋友长得什么模样吗？ 

生：记得。 

（出示生字卡片——不标注拼音） 

师：小火车呀开呀开， 

生：请你开到这里来。 

（开到哪一行，哪一行的学生读生字卡片。） 

（二）读文理解，感悟道理：（17 分钟） 

师：同学们对生字朋友的模样记得真清楚。下面我们学习课文。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 24 页《讲礼貌》，我们先看看书上的插图，说说画

面上有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 

   （学生七嘴八舌：小朋友、很开心、相互问好、打招呼等等。） 

师：我们和画中的小朋友一样，都是有礼貌的小学生。我们也来

学习相互问好吧： 

（师问：遇到老师怎么问好？                   生答：老师好。 

  师问：遇到同学怎么问好？                  生答：你好。 

  师问：遇到爷爷奶奶怎么问好？           生答：爷爷奶奶好。 

  师问：与老师、同学、爸爸妈妈分手时应该说什么？    生答：

再见。    ） 

师：老师先请同学们看着课文，用手指着字，自己读一读。遇到

不会读的字我们应该怎么办？ 

（学生七嘴八舌：圈出来、看拼音、问老师、问同学、还要把这

个字多读几遍„„） 



（学生自由读儿歌） 

师：看到同学们这么喜欢读，老师也想加入你们读书的行列，好

吗？那么你来看着儿歌听老师读。听听老师和你读的一样不一样。看

谁看得认真，听得仔细。 

（老师拍手读儿歌，学生边看边听） 

师：刚才老师跟你们自己读得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生：老师读到生字时就拍一下手。 

师：你观察得可真仔细。奖励一颗智慧星。下面老师和同学们合

作来拍读儿歌，好吗？ 

生：好！ 

（老师带着学生拍读一遍。老师要注意听学生的发音，有不标准

的发音要及时指导学生纠正。） 

师：你们自己来拍读一遍。只要每个同学都注意看着儿歌读。你

们肯定行。 

（学生集体拍读一遍） 

（设计意图： 使学生再一次与生字见面，起到巩固作用。同时训

练学生集中精神，培养良好的听课习惯。） 

师：谁想读给大家听？ 

     （众学生举手） 

师：这么多同学想读，那么想读的同学们站起来，一起来读一读。 

     （学生起立读） 

师：同学们的读书热情可真高啊！现在男女生来一个小小的竞赛，

好吗？ 



生：好。 

师：老师先请女生来读。男生要看着字来听。 

     （女生起立读） 

师：女生看着字读得可认真了。再来看看男生读得怎么样？ 

     （男生起立读） 

师：男生读得时候也在认真地看着字，读得也很棒。现在咱们一

起来读，注意要看着课文中的字来读。 

 （学生齐读课文） 

师：现在来找自己的同桌好朋友读一读吧。 

 （同桌学生帮帮读课文） 

师：看到同学们这么喜欢读书，老师真高兴。现在哪组好朋友愿

意上台来读一读？ 

 （看时间许可，选几组同学上台来读，并给与智慧星奖励） 

（设计意图： 用“读”贯穿整个课文理解，感悟道理的始终，通

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如自由读、范读、拍手读、个别读、男女生

赛读、齐读、同桌帮帮读等等，并结合老师的及时点评反馈，让

学生入情入境，让他们逐渐地读出礼貌待人的温暖和愉快。熟练

掌握课文中的礼貌用语。）  

（三）游戏激趣，拓展文本，延伸课堂：（25 分钟） 

师：刚才同学们读课文的热情可真高。现在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 

生：好。 

师：老师给每一组一些词语卡片。小组合作将这些词语贴在一

起组成一句话，再贴在黑板上。贴的时候，同学们不要抢，有的贴



字，有的找位置，一起合作来完成。 

（学生分组贴字，老师帮助学生将完成的句子贴在黑板上。） 

师：请各组读一读你们组贴出来的一句话。 

一组齐读：小朋友，讲礼貌，礼貌用语记心里。 

二组齐读：你好！请坐。谢谢！ 

三组齐读：对不起。没关系。再见！ 

四组齐读：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师：同学们贴得太好了。每一组同学积极合作贴出了一句完整的

话。老师非常高兴，为你们骄傲。智慧星奖励你们。 

（设计意图：一方面使学生对课文内容再进一步巩固，更重要的

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 

师：下面我们再来做个难度较高的游戏——接口令投掷游戏。 

   （出示投掷牌） 

 

            祝你成功 

 

  请 坐                     

谢谢 

           再见 

             没关系 

 

  你好                   对

不起 

          别客气 

      

师：这个游戏需要眼、耳、手、口并用。在这块投掷牌上有八个

礼貌用语。老师设计了八个情境，同学们要选择不同的礼貌用语作答。

同时将老师给你们的 Happy Face Stick 贴在你作答的礼貌用语上。回答

正确，贴得也正确的同学就能得到一颗智慧星。先请同学们把投掷牌



上的八个礼貌用语读一遍。 

（学生齐读八个礼貌用语） 

师：下面请每组派两个同学上台来做这个投掷游戏。 

（八个同学面对着投掷牌站成一排，依次对老师设置的八个情境

作答并用手将 Stick 贴在投掷牌上的礼貌用语上。） 

师：当客人来你们家时，          生：我说：“请坐。” 

师：当你得到别人帮助时，        生：我说：“谢谢。” 

师：当别人对你说谢谢时，        生：我说：“别客气。” 

师：当你不小心弄脏别人衣服时，  生：我说：“对不起。” 

师：当别人向你说对不起时，      生：我说：“没关系。” 

师：当早晨上学看到同学时，      生：我说：“你好。” 

师：当下午回家与老师分手时，    生：我说：“再见。” 

师：当看见别人取得好成绩时，    生：我说：“祝你成功。” 

师：同学们真棒！老师也祝你们成功。掌声鼓励。每人荣获一颗

智慧星。 

（设计意图：使学生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同场合交际中有哪些

礼貌用语，提高学生正确使用礼貌用语的能力。） 

师：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个平时同学们最喜欢的“强化记忆”游戏。

谁获得智慧星最多，谁就是我班最聪明的人。在做游戏之前，老师先

请大家说说你知道的还有哪些礼貌用语。 

（学生七嘴八舌：辛苦了、请原谅、保重、你早、不好意思„„） 

师：同学们，老师把刚才大家说得那么多的礼貌用语分类汇总了

一下，请看： 



（出示“礼貌用语大擂台”小黑板： 

 见面语的表达：你好、你早、好久不见、很高兴认识你 

 感谢语的表达：谢谢、辛苦了、让你费心了、多亏你的帮助 

 致歉语的表达：对不起、不好意思、请原谅、请包含 

 告别语的表达：再见、再会、保重、下次再来） 

师：请同学们将上面的每个礼貌用语读两遍。边读边记住这些词

语所在的位置。 

（学生齐读） 

师：我给大家 2 分钟时间来记住这些词语的方位。 

（同学们看着黑板默读心记） 

师：同学们准备好了没有？ 

生：准备好了？ 

师：请大家起立，转过身去。 

（老师任意擦去一个词语，并用手指着擦去词语的方位问学生） 

师：请大家转回身来说说，刚才我擦了哪一个词语？ 

（依次类推，直到最后剩下五个词语结束。答对的同学分获智慧星，

表扬获得智慧星最多的小朋友。） 

（设计意图：扩展礼貌用语量，使课内知识自然地向课外拓展。

强化记忆的挑战，想成为全班最聪明的人的愿望，使孩子们对本游戏

兴致盎然，个个摩拳擦掌地想在课堂上一展自己的身手。激发潜能，

从而起到深化主题，回顾中心的作用。） 

（出示 12 个生字小黑板——不标注拼音） 

师：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下面请同学们借助于黑板



上 12 个生字的排列，扩词、组句、成文——背课文。 

生：（齐背课文）小朋友，讲礼貌，礼貌用语记心里。你好。请坐，

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师：同学们真棒！为自己鼓掌加油一下。我手里还有最后两颗智

慧星，哪两个同学愿意来背一下课文。 

（请先举手的两位同学来背课文，授予智慧星鼓励。）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把这些生字朋友带回家，好不好？ 

生：好。 

（老师任意指一个生字，让学生读并组词，然后擦去。依次类推，

当擦最后五个生字时，老师边擦边问：） 

师：（请）客人来你们家，你们该怎么说？ 

生：请进，请坐。 

师：（谢）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该怎么说？ 

生：谢谢。 

师：（对）不当心弄坏了别人的玩具，我们该怎么说？ 

生：对不起。 

师：（关）别人向你道歉时，我们该怎么说？ 

生：没关系。 

师：（再）下课了，我们应该跟老师说什么？ 

生：再见。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识字乐园里漫游，不仅快快乐乐地和 12

个生字交上了朋友，还学会了很多礼貌用语和做人的道理。每位同学

都获得了许多智慧星，愿意用你们手中的智慧星装扮你们的“识字乐



园”吗？ 

生：愿意。 

师：上台贴吧！ 

   （学生上台在各组的识字乐园里贴智慧星。） 

 

师：同学们，老师再次由衷地祝贺你们今天快快乐乐地和 12 个生

字交上了朋友。还学到了许多礼貌用语。今天同学们学习都很认真，

不但读懂理解了课文，而且背了出来。下次上新课之前老师请每个小

朋友上台来说说，你是怎样讲礼貌的？同时还要从我的语言、我  的

态度、我的行为这三方面来谈谈有哪些需要改进的。请同学们积极准

备，我们下周再见！ 

 

 

教学后记 

在学习《讲礼貌》一课中，我根据低年级儿童的心理特征，创设

生动的教学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在兴趣盎然的活

动中学习。经过反思，认为这节课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本节课我从学唱拍手歌《找朋友》入手，通过互相敬礼、握

手等动作来感知礼貌行为。让学生亲自感受讲礼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

来快乐，激发学习礼貌用语的兴趣，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识字教学。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识字教学是一个重

点，也是一个难点。在巩固生字这个环节，我把学生看作识字的主体，



把识字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小组合作识记字形，课堂上提供展示交流，

让学生体验识字的乐趣和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学习的成功与喜悦。实践

证明，在掌握一定的识字技巧后，学生潜在的创造能量会得到很好的

发挥，想出许多好的识字方法，如归类法、比一比、分一分、猜字谜

等。而在指导书写环节，我注重学生观察能力和良好书写习惯的培养，

让他们从小养成正确书写中文字的好习惯。 

三、注重朗读感悟。用“读”贯穿整个读文理解，感悟道理的始

终，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如自由读、范读、拍手读、个别读、男女生

赛读、齐读、同桌帮帮读等等，并结合老师的及时点评反馈，让学生

入情入境，让他们逐渐地读出礼貌待人的温暖和愉快。从而熟练掌握

课文中的礼貌用语。 

四、注重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在学生对课文熟读成

诵的基础上，我通过游戏激趣的方法来巩固和扩展所学的知识。“小

组贴字组句”游戏，一方面使学生对课文内容进一步巩固，更重要的

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接口令投掷游戏”要求学生

耳目口手一起运用，锻炼了学生运用生字和实践语言的能力。而“强

化记忆”游戏，也是其中最难的游戏，不仅要求同学们记住这些扩展

的礼貌用语，还要记住礼貌用语所摆的方位。真正锻炼了学生们的记

忆力，激发了潜能，使课内知识自然地向课外拓展。这三个游戏不断

升级一个比一个难，使学生们在游戏中兴致盎然，积极参与，努力开

动脑筋，不知不觉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从而起到深化主题，回顾中

心的作用。 



五、注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利用小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运

用奖励“智慧星”的方式作为教学过程中的调味品和推动剂，使课堂

气氛在紧张的教学过程中显得轻松愉快。自创的节奏明快的拍手掌奖

励方式，不仅使同学们的注意力得到了充分地集中，还使他们互相鼓

励和自我鼓励，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想获得最多智慧星，成为全班

最聪明的人的愿望，使孩子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兴致盎然，个个摩拳

擦掌，都想在课堂上一展自己的身手，学生的参与性及师生的互动性

都非常强。 

当然，在《讲礼貌》的教学过程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一、课堂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忽视了学生语言的完整

性，没有强调学生说完整的句子。 

二、激励性的语言过于单调，虽说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但还可以

进行更好的改进。 

三、每堂课的设计意图总是完美的，但在实际的上课中，总有许

多的遗憾。上课时，如何把握一个“度”，进行很好的课堂调控，达

到预期的效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