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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教案：《给爷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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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文简析：

本文是一封写给爷爷的信，虽然文字简短，叙述简要，

但段落分明，表达流畅，语言朴实。通过书信的形式，可以

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北京的一些著名景点，如长城、故宫、颐

和园等。同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文书信的书写格式。通

过此文的教学，既能让学生学到新的生字和词汇，又可以让

学生参与到写作实践中，这对老师来说，可谓是一举多得的

好机会。

二、教学对象：

我所教的这个班学生几乎都出生在西班牙，他们学习中

文已有两年半之久，大致年龄十至十三岁。他们热爱中文，

但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较为陌生。然而他们从一点不会到已



经掌握了 250左右的词语，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基本的阅读

能力，能用词语造句子。但是中文写作能力较为薄弱。

三、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 15个生字和与生字相应的 14个词语。

2.学会两个偏旁部首“寸”和“示”，并要求会认会用。

3.懂得中文书信的书写格式。

4.会用简单的文字写信和留言。

5.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6.会用重点句型：“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

高？”

四、教学重点：

1.掌握好重点生字：

信 封 城 票 京 安 广 场 平 全 提 取 进

2.懂得中文书信的基本格式；

3.会用重点句型：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提高得很快？

4.学会口头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用文字与他人作简单

交流。

五、课时安排：两节课

六、教学进程：



第一课时（45分钟）

1.课文导入

1）书信是一种与他人交流的主要方式，虽然现在交流

的工具很多，如手机、邮件、QQ等，但书信始终有自己的

优势，它能更细腻地表达感情，且能长期保存留念；

2）如果你做错了事需要向妈妈认错，可又不好意思当

面说，这时，写信会更容易表达想要说的话。

3）如果你在中国上海旅游，上海非常漂亮，你想让家

人也能一起分享，这时，写信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一封信

可以是亲笔写的，也可以用电脑打的，但书信上的文字能把

你想要表达的情感更好地表现出来，而且还能有保存价值；

4）给学生分发书面书信例文：

例一：老师去外地开会了，她很挂念自己的学生，于是，

她给学生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在上海开会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很想念你们，不知

你们的学习怎么样了？我想你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等我回

来时，希望能看到你们的好成绩。

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这里的大街小巷都很热闹，

也很繁华，特别是黄浦江对岸的新区浦东，到处是高楼大厦

和漂亮的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就是一个现代化建筑的代



表。还有很多外国企业公司也纷纷入驻上海。上海是中国的

骄傲，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

来上海看看。

祝你们学习快乐！

想念你们的老师

2012年 11月 23日 于上海

例二、母亲节到了，为了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小明给妈

妈写了这样一封短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今天是母亲节，我首先要祝您节日快乐！

妈妈，您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生活得好，学习得好，

辛辛苦苦地工作。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辛苦了，在这

个节日里我要想您说声：＂妈妈，谢谢您！祝您天天开心，

永远快乐幸福！

祝亲爱的妈妈永远快乐！

爱您的女儿：星星

2012 年 5 月 10 日

例三：一次，小明贪玩没有完成作业被爸爸狠狠地骂了

一顿，这可是小明第一次因贪玩而忘了写作业哦。小明因此

很内疚，当着面又不好意思跟爸爸说。于是就通过邮件给爸

爸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说道：



亲爱的爸爸：

您好！我知道错啦，您严厉地批评我，这都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你和妈妈把所有的爱都放在我的身上，而我却辜负了

您的期望，居然因贪玩而忘了写作业，我知道错了，下次再

也不会了，请爸爸原谅，并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祝爸爸身体健康！

您的儿子：小明

2012年 6月3日

5）启发鼓励：同学们，看了这些信，你们是不是觉得

写信很方便啊！而且也能很好地表达内心想要说的话啊！所

以，我们应该学会写信，对不对？

2.引出新课：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一个孩子写给爷爷的回

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他跟爷爷说了些什么？

3.板书：给爷爷的信；

4.老师示范朗读课文，并最后逐一提问：

1）小作者在信里和爷爷说了什么？

2）为什么要提到北京的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3）看到信封上的长城邮票，联想到了北京是中国的首

都，还有其它名胜古迹，请大家看投影



5.播放投影：天安门 颐和园 长城 北海

6.生字教学：信 封 城 邮 票 京

1）老师板书：言 寸 成 由 西 示 小

2）老师问：这些字以前都学过，大家是不是都会念啊？

3）学习和认识新的偏旁部首：寸 示

4）集体和个人分别读一次；

5）请给上面这些独体字加上不同的偏旁部首或两个合

为一个，使其变成另外一个字：

板书：信 封 邮 城 票 京

6）比一比，再组成不同的词语：

城（城市） 邮（邮票） 票（车票） 京（北京）

成（成为） 油（石油） 漂（漂亮） 景（风景）

7.综合复习：

1）全班学生念课文；

2）女生念课文；

3）男生念课文；

4）老师总结：

今天我们学了“给爷爷的信”，其实写信非常简单，就

是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你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把你看到

的东西或想表达的真实情感写下来。

第二课时（45分钟）

1.复习生字：



上节课我们学了 6个生字，大家都学得非常好非常棒，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1）认读上节课的生字：信 封 邮 城 票 京

2）给生字组词；

写信 信封 回信 城市 城里 邮票

车票 买票 火车票 电影票 门票 北京

3）反复读词语；

4）生字教学：安 广 场 全 平 提 取 进 孙

5）复习与生字有关的独体字：

是 耳 井 小 女 王 又

趣味文字游戏：把上面的字组合起来，或加上偏旁部首，

变成另一个字

安 场 全 提 取 进 孙

6）读音教学：

注意后鼻音：场和广

注意前鼻音：安和孙

2.给生字组词：

平安 水平 平时 天安门 广场 全家 全校

提高 提取 取得 进步 走进 进来 孙子

3.熟读与生字和课文有关的常用词语：

邮票 邮局 邮寄 信封 写信 寄信

信件 长城 首都 城市 平安 水平



提高 争取 进步 那时 那里 今后

亲爱 广场

4.词组练习：

看望 爷爷奶奶

爬 长城

游 北京城

5.学生做练习：

写－（ ） 听－（ ） 寄－（ ）

学（ ） 看（ ）

6.重点句型练习：

例：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1）爷爷奶奶是不是很高兴？

2）北京是不是很好玩？

3）学中文是不是很难？

4）他的老师是不是姓李？

5）上海是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啊？

7.朗读练习

集体和个人朗读课文，通过朗读再次体会用写信方式与

他人进行沟通的乐趣。

8.书信格式归类：

中国人对中文书信的格式比较讲究，请注意三个环节：

1）对方的名字包括称呼要写在第一行的顶格；



2）称呼后面要写上冒号“：”；

3）接下来要另起一行，空两格开始写要说的话；

4）写完后要向对方表示祝愿，常用的有：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工作顺利！

祝您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祝您学习进步，天天快乐！

5）最后是落款，要在右下角写上你的名字，在另一行

上写上日期；

到这为止，一封信就完整了。大家可以参照书信范例自

己练习。

9.回家作业：

1）抄写生字各 10遍；

2）用“是不是”完成两个句子。

3）抄写词语各 5遍；

4）模仿课文书信格式，给自己的父母、亲戚、同学或

老师写一封真情实感的信。

教学心得

巧妙运用课文 激发写作兴趣

本人从事海外华文教学已有十八年之久，我教过的学生

有上千人。这些学生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都出生在西班牙，



而且还有很多学生来学校学习时连最简单的中文口语对话

都不会。但是，由于我一向比较认真投入，重视基础教学，

讲究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因而，我的学生们不但学得

开心，而且特别有成效。如我的第一批学生，经过七八年的

坚持学习，现有的中文水平都很好，如今，他们不但会说流

利的中文，而且还能阅读中文报刊和写作，并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挥着中文优势。

很多学生因为有了中文这个语言优势，而被西班牙当地

世界著名品牌公司作为特殊员工聘用。如陈海毅在 GUCHI

名牌店做接待员，徐双圆还因喜欢中文而考进了中国人民大

学，现在在西班牙著名品牌 LOWER作翻译。吴萱学的是法

律，现作为西班牙一家著名律师楼的一名外派人员在北京律

师楼当首席律师。看到学生们因学习中文而有了如此好的前

途，我为此感到特别的开心。

学生们因中文好而被优先录用，这对学中文的华裔学生

来说是最好的学习榜样。同时，对我们这些从事海外华文教

师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值得欣慰的是，本校因教学工作出色而于 2012年被国侨办

授予“世界华文教育示范学校”，本人也同时被国侨办授予

“海外华文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本人撰写的《只要写

出真实的你 》的教学体会文章曾荣获全球海外华文教师教

学论文一等奖。



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任何一种

华文教材，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也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

面，况且世界各国华裔的现状都不一样，学习的时间也各不

相同。在平时与同行的接触中，我就常常会听到老师们因教

材的某些欠缺而感到不满。我认为，教材编得合适与否固然

非常关键，但作为使用这本教材的老师如何去发挥教材的优

势和弥补其不足之处，使其变得完善，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一

个方面。因为不同水平的学生要不同对待，不同年龄的学生

其教学要求也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一直要求老师要善于研究

教材，善于挖掘教材的核心，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设

置最佳的教学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

我在每一堂课准备之前，都会先去认真地研究教材，大

致从四个方面去思考：

一是研究课文的内容，如果课文内容很好，比如是一则

成语故事或一个人物介绍，其内容本身就很生动形象，那就

要充分发挥其特点予以更好地发挥。如果内容很枯燥，或不

适合你的教学对象，那就得设法寻找补充内容，如图片、音

乐、投影、图像等，让枯燥的内容变得丰富些有趣些。

二是研究用哪种方式导入新课，这对能否引起学生对学

习新课的兴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用启发式地提问，图

片展示，讲故事，猜谜语等方式引出新课的内容。



三是生字教学的切入点和重点在哪里？有哪些生字具

有共同点，可以让学生具有联想或进行对比的，如字形相同

的，读音相同的，带有同样偏旁部首的等，尽量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兴趣，使学生学得有兴趣些，有效果些。还有通

过各种方式让学生有兴趣地投入到与本课生字相关的常用

词语的反复练习之中，这些都需要老师课前必须好好去研究

和设计的。

四是把握好本课的知识点、情感点和实践点，应从哪方

面入手，要通过何种最佳方式来更好地体现教学效果。

我在指导教师备课的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如果老师的备

课工作做细致了，教案设置完整了，课件准备充分了，那你

这堂课就比较容易达到教学目的了。

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除了完成大纲的基本要求外，

还充分发挥课文本身的优势，启发学生练习写作。我的教学

理念是，在学生掌握生字和词语及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

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让学生用已经掌握的词语练习

写作。

海外学生的年龄比国内同年级学生的年龄要大得多，有

些虽然已经十多岁了，但他们才上一年级。然而，华裔学生

虽然学习中文的时间比国内学生要迟，而且语言环境也不

好，但他们的理解能力较强，思维和情感也较为成熟和丰富，

所以，在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后，就可以让他们参与到



写作中去。而我们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其实就是最好的写

作辅导课教材。所以，每上一篇课文，我总会穿插写作辅导

这个环节。

如当学到《凡尔赛宫》这篇课文时（第四册第三课），

我会让学生模仿课文，让他们写自己熟悉或游览过的景点，

向他人介绍该景点的特征和建筑特点及个人感受。

如当学到《华盛顿的故事》这一课时（第四册第八课），

我便把写作重点放在写人物方面，如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我的爸爸，我的奶奶等，启发学生写身边熟悉的人物，通过

具体故事来展现人物性格。

在我看来，每一篇课文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篇最好的范

文，通过模仿和参与写作实践，学生们从不会到会，从写一、

两句话到一篇短文，慢慢的就越写越熟练了，也越写越有信

心了。由于我重视对学生的写作辅导，因此，我的学生所写

的作文经常被刊登在当地华文报上，并且参加过历届海外华

裔青少年作文比赛，且均获得各类奖项。

所写的这个教案就是《给爷爷的一封信》，我的用意就

是通过此篇课文，让学生在学会课文中的生字和词语的同

时，掌握中文书信的格式和写作技巧。希望借此教案比赛的

机会能与海内外同行们一起分享，并能起到交流和学习的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