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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授课教材：《中文》第四册 

    二、授课题目：《给爷爷的信》 

    三、教学对象：以英语为母语的八九岁华裔儿童 

四、教学对象分析： 

大部分儿童都具有中文的家庭背景，这对他们课堂知识

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学生的中文水平差距较大。如

以广东话为家庭沟通语言的孩子与以普通话为家庭沟通语

言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听力和理解能力就相对较弱。完全以

英语为家庭沟通语言的孩子，其中文学习则相对吃力。 

    五、教学目标： 

    1.熟练读写课文的 15 个生字，并了解其字义。 

    2.能够理解并会运用课文生词。 

    3.熟读课文，对北京的历史人文景观有个概括的了解。 



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逐渐提高其自学能力。 

    4.了解中文书信的书写格式。 

    六、教学重点： 

    1.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2.使用象形字和图文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词语。 

    3．“寸”部和“示”部的学习。 

    4.句子‘是不是’的理解与运用。 

    七、教学难点： 

    1.使学生了解长城、故宫、颐和园的背景知识，同时增 

强其文化认同感。 

    2.‘长’‘常’‘场’等三字的辨析。 

    八、教学方法：直接讲授，并使用阅读法，让学生在相

对安静的环境下，自己理解文中大意。同时采用画图猜词以

及“萝卜蹲”等游戏帮助孩子熟记生词。 

    九、教学用具：生字卡、多媒体、板书 

    十、课时分配：两个课时（共 90 分钟） 

    十一、教学过程与步骤： 

第一课时（45 分钟） 

（一） 导入课文（3 分钟） 

等学生都坐好后，老师以提问的方式问学生“谁去过北

京”“去过北京的哪些地方”等问题。 

   （提问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专注课堂，并练习其听说能



力。） 

   （二）背景知识介绍（15 分钟） 

 1.借助多媒体，播放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影片， 

并配上中国古典的背景音乐。（9 分钟） 

（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好奇感并增强文化自豪感，同

时锻炼他们的听力能力。） 

2.讲故事：讲解长城的来历并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讲完故事后提问“秦始皇为什么要修建长城？”（6 分钟） 

（教学目的：锻炼学生的听力能力，并对课文产生兴趣。） 

   （三）字词讲解：（27 分钟） 

1.字的讲解（注：甲骨文和相关解释摘自《汉典》） 

信 ：  

人+口+三横 表示人从嘴里说出的信息或理解为人的言

论应当是诚实可信的。信消息/真心诚意。 

相关词语：信息 信封 诚信 

 

封：  

丰盛的草木长在土地上。古人在帝王所赐的土地四周种

上草木以标地界。古时，人们是以寸为单位来丈量土地。所

以现在“封”的意思扩展为密闭的空间或限制等意思。 



相关词语：信封（把消息封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

内寄送出去的用具，即信封） 

 

城：  

这幅图表示人们装备武器，维护都邑的城墙。后来语义

扩展为都市。 

相关词语：城市 城墙 

邮：  

由：经过的意思；邑：城镇的意思将信件用马车从一

个地方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 

相关词语： 邮票 邮递 邮寄 邮费 

 

票：  

表示两只手 + 表示火把+ 表示火光飘曳 

本义：火把的火光飘曳。 

由于在过去古代，晚上没有灯光，要想顺利通过黑暗崎

岖的道路，需要火把来照明。所以后来“票”的意思扩展为

印的或写的凭证纸片。只有拿到这纸片才能顺利到达自己想

要去的地方。 



相关词语：邮票 车票 电影票 

 

京：  

本义：古代筑在都邑城关，用于瞭望预警的高耸亭台。 

由于站的高看得远。后来“京”也用来形容繁华的大都

市。 

相关词语：北京 京城 

 

广：  

像斜顶房屋。减去一半墙就成了“广”。其本义为开放

局部墙体的房屋。后引申为：开阔宽广的意思。 

相关词语：广场 广阔 

 

场：  

  +  （照、晒）农村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空坪。

其语义扩展为空地、处所、空间 

相关词语： 场景 出场 场所 



平：  

乎，甲骨文字形 在号角 （于）上加三点指事符号 ，代

表吹奏的气流通过号角发出的声音，“乎”表示号角吹得紧

急、响亮，表示危机来临，部落紧急“呼叫”。“平”是“乎”

的血缘字。金文的“平” 在“乎” 的三点之上加一条水平

直线 ，表示号音悠长、稳定，无起伏，以此代表部落安全

无事。 

本义：号音稳定悠长，没有起伏变化，表示相对安全。

其语义后来扩展为简单的，相同的。 

相关词语： 平安  太平 平定 平淡 平等 公平 

提：  

表示手，用来扶持他人。  表示正确的，不犯错误。

“提”的本义为帮助扶持，避免错误，使之在正道上进步。 

相关词语：提拔 提醒 提高 

取：  

表示耳朵 表示手。 在古代的时候，士兵常常割

下敌人的耳朵，以示战功。所以后来“取”的意思扩展为得



到、获得  

相关词语：取暖 争取 

 

进：  

古人称追逐兽为“逐”，追鸟为“进”。后来“进”的词

义扩展为前行、由外到内等语义。 

相关词语：前行  进门   

 

2.词语讲解 

（1）通过图片展示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词语的意思，

并会运用。 

通过图片展示的词语： 亲爱 信封 邮票 首都 广场 

（2）通过英语翻译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词语。 

通过翻译来展示的词语： 那里 那时 水平 提高 今后 

争取 进步 

（3）通过玩“萝卜蹲”来帮助学生记忆这些词语。 

三种不同的讲解方式相结合，可以使学生游戏中熟记词

语意思。 

 

3.部首讲解 

（1）先在黑板上写“封”和“票”字，然后问学生这



字怎么念，来加深学生对该字的印象。 

（2）让学生自己查字典，来寻找该字的部首。查到的

同学可以在黑板上标出该字的部首。 

（3）教师点评，并重点指出该字的偏旁，并给具有该

偏旁的汉字。例如：对 寺 禁 奈 

（教学目的：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4.完成课堂练习（描一描写一写） 

   （教学目的：让学生掌握正确的书写方式，并加深字词

的理解与记忆。） 

 

第二课时（45 分钟） 

（一）导入课文（1 分钟） 

等学生都安静后，问“谁给家里人写过信？” 

   （教学目的： 将学生的注意力由课下转到课上，提示他

们上课了。） 

    （二）课文解析（10 分钟） 

将班里的同学分成三组，然后让学生自己阅读。然后老

师提出问题，看哪一组同学回答问题对的最多，哪组就获胜。 

问题：（1）中国是北京的首都吗？ 

     （2）长城、故宫、天安门都在中国北京吗？ 

     （3）爷爷奶奶住在哪里？ 



     （4）谁给爷爷写的信？什么时候写的信？ 

     （5）明年夏天，我们全家要去北京看望爷爷和奶

奶吗？ 

     （6）如果亮亮去北京，他可以去哪些地方玩？ 

在学生自己阅读的过程中，老师要去帮助下中文基础稍

微薄弱的学生理解课文大意。 

（教学目的：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然后老师再以问问

题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文中大意。同时，由于老师课下帮助

那些中文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可以使他们跟上课文学习的

进度，而避免听不懂而放弃听讲的行为。） 

    （三）领读课文（8 分钟） 

1.老师领读课文，帮助学生熟读课文。 

2.讲学生分为三组，每一组读一段，看哪一组读得大声

整齐。让学生互相纠错并参与到评比的过程中来。 

在完成课文朗读后，老师纠错，帮助学生正确朗读语句。 

3.全班齐读课文，加深对文意的理解。 

    （四）重点语句的学习（6 分钟） 

1.在学生读课文的过程中，老师在黑板上书写重点语句。 

板书如下：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2.让学生齐读这些语句，体会“是不是”的用法。 

3.老师给出例句，并以“是不是”句式来问学生问题，

让学生 

理解句子的意思。 

问题：（1）子墨是不是很聪明？ 

（2）云敌画画是不是很漂亮？ 

（3）子怡的妈妈是不是医生？ 

（4）泽洋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5）子墨是不是云敌的同学？ 

（6）我是不是中文教师？ 

4.老师给出词语，让学生以“是不是”来造句子。板书

如下： 

 

 

 

 

学生完成造句子后，老师点评，并着重分析该句型的特

点，并多举些例子。 

    （五）对话练习（4 分钟） 

     1. 老师领读对话，让学生熟悉对话内容。 

     2. 男女生分角色朗读 

你姐姐              放假了 

你                去游泳 

爸爸               明天回来 



     3. 老师纠正字词的读音 

    （六）中文书信格式的讲解（5 分钟） 

     1. 先问学生英文的书信方式，再问他们觉得中英文书

信格式有哪些不同。 

     2. 中英文书信书写方式对比讲解，来加深学生的记忆。 

    （七）字的辨析（5 分钟） 

长   场   尝   常 

通过字的特点并和故事相结合让学生区分这四个字的

意思和用法。 

长:最后一笔可以画的非常的长，可以无限延伸，所以

它的意思是指两端的距离 

场：因为它的偏旁是“土”，所以这个字和地有关,它的

意思是指空旷的地方。 

尝：讲述《云朵面包》的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并记住该

字。同时可以在黑板上画相关的漫画，让学生感受到乐趣。 

常：该字下面有个“巾”字，可以理解为毛巾。我们每

天都要洗脸，这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该字为频繁的意思。 

（教学目的：让学生在乐趣中真正地理解这四个字的区

别并能够正确地使用） 

    （八）复习字词 （5 分钟） 

     1. 使用字卡，让学生齐读每一个字和词。 

     2. 让每组一个学生上台来画一幅简笔画，让全班同学



来猜词。 

 （教学目的：使学生在游戏中记住本课的字词） 

    （九）布置作业 （1 分钟） 

     1. 完成课堂练习。Page 4-6 

     2. 每个词语抄写三遍 

     3. 给老师写封信 

     4. A book page 3 question 6  page 10 question 6 

and 7 

     5. 找寻故宫、颐和园、天安门等相关资料，下节课请

小朋友到讲台来介绍这些地方。 

 

教学心得 

由于学生的语言背景不同，在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使中

文水平相对较差的学生能够听懂课堂内容，并集中精力跟着

老师的进程走。所以每一节课间，教师对中文水平较差的孩

子单独辅导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同时课间的交流，可以加强

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并增强学生学习中文的自信心。另一方

面，沉浸式的中文教学会使这些孩子丧失对中文的学习兴趣，

所以适当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些只是针对中文水平

较差的学生。例如，在播放长城的背景材料的时候，给孩子

们观看的是中文解说。但这些解说对于中文水平较差的孩子

来说，理解电视解说词显得尤为困难，所以课前，就要给这



些孩子翻译解说内容，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了解长城的历史

环境。并且在播放中文解说的过程中，使他们真正的融入到

听力练习中来。即便是能听懂个别的词语，也是一个进步。

每节课这样循序渐进的练习，一学期下来，这些学生的听力

理解能力会有较大提高。 

在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下，这些孩子们更喜欢活泼自由

的课堂氛围，他们与老师更像朋友，所以安静严肃的课堂氛

围并不适合这些孩子。这就意味着较多的讨论与游戏更可以

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这样也可以让中文水平较弱的孩

子真正的融入到中文学习中来。同时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新知

识的印象。 

和印欧语系相比，中文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所以枯

燥的填鸭式讲解使得学生对汉字学习感到厌烦。所以汉字教

学的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汉字本身是从图文发展而来，

所以将汉字与图画和故事史结合起来，增强孩子对汉字的理

解与喜爱。 

总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是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让学生真正喜爱中文，而不是迫不得已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