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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三等奖教案：《里面有什么》 
 

 
美国 喻丽雅 

 

 

 一、使用教材： 

《幼儿汉语》第 3 册 （北京华文学院编写，暨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 

二、课文题目 ：第 7 课《里面有什么》 

三、教学对象 ： 学前班：4-6 岁幼儿 

四、教学目标： 

1.学习以客体为中心，认识和区分里面、 外面。 

2.学习正确使用方位词：里面、外面；能用方位词正确完

整地表述。 

3.通过教学活动发展幼儿的观察力、 理解力、语言表达能

力等综合能力。 

五、教学重点： 

1.学习生词：里面、外面、小猫、小鸟。 

2.学习句型：“方位词+有……”能正确使用句型。 

3.学写汉字：小、鸟。能正确书写汉字的基本笔画。 

六、教学难点： 

能正确使用方位词: 里面、外面，并能用完整的句子进行

表述。 

七、教学方法： 

自创一套将主题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课本剧表演法以及

赏识教育法等多种方法融为一体的、适合教授海外 0-6 岁幼儿

早期学习汉语的独特的趣味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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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用具： 

1.小猫和小鸟手偶各一个, 玩具房子一个，《小兔乖乖》歌

页若干张。 

2.《小兔乖乖》故事和音乐伴奏 CD 一张，CD 播放机一

台。 

3.自制生词卡片（16x3.5 厘米）：“里面、外面、小猫、

小鸟”各一张。 

4.自制句型卡片“里面有……”、外面有……”各一张。 

5.写有“里面、外面、小猫、小鸟”字的粘贴纸若干张。 

6.自制（26x26 厘米）的大字卡二张：在画有田字格的大

卡上写“小、鸟”。 

7.自制（画有一座房子里面有小猫，外面画有小鸟）彩色

大挂图一张。 

8.自制大灰狼头饰一个；若干个小兔头饰；一条长毛绒尾

巴；篮子一个；胡萝卜若干；儿童室内用帐篷一个。 

九、教学时间分配 ： 2 课时（1 课时为 45 分钟） 

十、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 

 

第一课时（45 分钟） 

 

（一）生词教学 （读准字音，认清字型，理解词义  15-18

分钟） 

（1）激发兴趣，引入新课 

导语：教师：“小朋友们好！ 看，我带来了两位‘新朋

友’！我们来认识一下” 

教师：（挥动小鸟手偶）“唧唧喳，我是小鸟。大家

好！” 

教师：（挥动小猫手偶）“喵喵喵，我是小猫，大家

好！” 

（2）引起注意，出示字卡 

教师：“这是小鸟！” (晃动小鸟手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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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注意后，出示字卡“小鸟” 幼儿注意几秒钟后说，

“我们来认识一下‘小鸟、小鸟、小鸟’ ”幼儿跟读几遍后，

便收回字卡。“小猫” 教学步骤同上。 

教师：（晃动动物手偶) “我们认识了‘小鸟、小猫’，

现在来听听它们怎样叫。”让大家学“小鸟”  “小猫”的叫

声。再次分别出示“小猫”“小鸟” 字卡，并让大家读出来。

“很好！”给予鼓励。 

教师：现在我们来做“找一找”的游戏，好吗？ 

教师：将小猫放到房里后“咦，小猫哪儿去了，让我们来

找一找。”（面对玩具房，作出往房里看的表情）“啊，小猫

在房子里面！”引起注意，出示字卡：‘里面’。幼儿注意几

秒钟后说“我们来认识一下‘里面、里面、里面’” 幼儿跟读

几遍后，收回字卡。 

教师：（晃动小鸟手偶）“小鸟喜欢飞，找一找小鸟飞哪

儿去了？”“啊，小鸟飞到了外面”。“外面”的教学步骤同

上。 

（注：幼儿对汉字形体的认知能力，情景领悟能力都特别

强，但注意力十分短暂。在出示每一张字卡时，教师都应以兴

趣激发为出发点，并加上道具物品引导，以及通过语言、声

音、动作、表情等方式，让幼儿注视几秒，说几遍就收起来，

教师对字不作解释和组词）。 

（3）玩字卡，复习记忆生词 

（A）粘贴游戏 

教师：引导学生看大挂图，并做提示：“房子里面有小

猫，外面有小鸟”。 

方法：教师把写有“里面”、“小猫”等汉字的粘贴纸发

给学生，先依次让学生站起来，大声读出上面的词，然后再把

它贴在挂图相应的位置上。读错音和错字的应及时纠正，做对

的要给予掌声鼓励！ 

（B）“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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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把字卡当做“朋友”来玩。让学生从已准备好的

字卡盒里拿出“里面、外面、小猫、小鸟” 字卡，在自己的课

桌上摆成一排。 

教师：我们来玩“找朋友”的游戏。当老师说：“里面”

时，学生要立即找出字卡“里面” 并举起来给老师看。如果是

对的，就说明找到了“朋友”。谁找到的“朋友”多，谁就赢

了这个游戏，并会得到奖励。 

（休息 2 分钟）起来活动放松放松，使幼儿能继续集中精

力上课。 

（二）句型教学  （  学习并掌握句型：“方位名词 +

有…...” 10 分钟） 

教师：“大家好！我们来玩‘看一看’的游戏，好吗？”  

教师：“哪位小朋友想看一看，请过来”（事先将小猫放

进幼儿面前的玩具房里） 

教师：打开房门后问学生：“里面有什么？”回答: “里

面有小猫”。 

教师：引起注意，  出示句型卡“里面有……?” “里面

有……”领读三遍后收回。 

教师：（挥动小鸟手偶，作小鸟在房外飞的动作）。问

“外面有什么？”“外面有小鸟”用同样的方法步骤，教句型

“外面有……？”“外面有…...”。 

玩“角色转换”游戏，巩固学过的句型。 

教师：把学生分成两人一组进行游戏活动。 

学生用自己的文具盒，铅笔，橡皮作道具。学生 A 问学生

B：“里面有什么？外面有什么？”学生 B：“里面有铅笔，

外面有橡皮”。学生 A与学生 B 互换角色。 

（三）学习课文（在阅读中理解并学会正确使用方位词   

10 分钟） 

教师：“我们一起来看‘课文’部分”（37 页）。做适当

情景提示后，教读句子“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小鸟”。大

声领读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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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让学生先看课文（38 页）画面，看懂图意后，做

“读一读”的练习。让每个学生分别站起来“读一读”：“里

面有------（小猫，书等）” 教师除了及时纠正发音和错字外，

还要给学生以掌声鼓励。 

玩“角色转换”游戏： 

教师引导学生看课文（39 页）理解画面的场景。 

方法：把学生分成两人一组，学生 A与学生 B。学生 A根

据画面的场景问“里面有什么？”  学生 B：“里面有……

（猫，狗等）” 然后转换角色。分组练习后，请每个小组的两

位学生上台，再给大家做一遍。教师和学生一起给予掌声鼓

励。 

 

第二课时（45 分钟） 

 

（四）汉字教学（学会正确书写汉字的基本笔画   15 分

钟） 

学习写汉字“小、鸟”。教师示范，学生仿写。 

（1）出示有田字格的大字卡，告诉学生用田字格写字，

要注意“小”  字在田字中的位置，哪一笔在横中线和竖中线

上。 

（2）教师在黑板上演示“小”字的笔画，笔顺。 

（3）“书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笔顺规则：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 

方法：教师与同学一起伸出手指，边大声说：“竖钩，

撇，点，” 边“书空”。     

（4）描红: 学生把 47 页练习中的红字“小”用黑色铅笔

描一描。 

（5）学生在田字格中练习写汉字：“小”。   “鸟”字教

法同上。 

（五）表演课本剧《小兔乖乖》（通过课堂活动，使幼儿

学会灵活运用方位词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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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在《小兔乖乖》音乐伴奏下，教师（头戴白兔头

饰）跟幼儿打招呼：“你们喜欢《小兔乖乖》的故事吗？大家

来表演《小兔乖乖》好吗？” 引起幼儿兴趣。 

（1）活动准备： 

（A）听《小兔乖乖》童话故事，（B）学习歌曲《小兔

乖乖》。为剧中角色表演作准备。（C）根据每个学生的要求

来分配角色、头饰和道具。（D）教师作为导演：对不同角色

的语言，语气，表情，动作，进行指导、排练。 

导语：“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使幼儿对自己所饰角色引

起注意。 

教师用启发式的语言进行提示： 

“房子里面有谁？”，“小兔子，你在哪里？”，“大灰

狼你在哪里？”，“外面有谁？”。 鼓励幼儿大胆想象，说出

“我在家里”或“我在帐篷里面”、“我在小兔家外面”。 

（2）表演过程   按照剧本（见附件）。表演在《小兔乖

乖》音乐伴奏下开始。 

表演结束后，教师要用激励性的语言进行评价，让幼儿充

满信心，使幼儿尝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体验。  

（3）活动延伸： 

教师引导幼儿思考：“我在哪里？”，“教室里面有

谁？”，“教室外面有什么？”并说出其现在所处的位置：

“我在教室里面”，“教室里有我”，“有老师和小朋友”，

“教室外面有大树，有汽车”。使幼儿学会灵活运用方位词。 

（六）小结（总结本课学习内容，强化学习重点，复习检

查   5 分钟） 

 

教学后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和 “教书育人，寓教于乐” 是

我奉行的教育理念。 

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 10 余年，经过长期探索，并结合自

己的育儿经验，自创出一套适合海外 0-6 岁幼儿早期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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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的“趣味教学法”, 其核心为：“激发兴趣，游戏识

字；识字与阅读同步，在阅读中强化识字；重视幼儿语言表达

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该方法根据幼儿的心理

特点及认知结构，以激发幼儿兴趣为出发点，将多种教学方法

综合使用，创设各种游戏活动，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促

使幼儿在快乐、主动、有趣的教学情景中学习汉语。 

我的儿子从 2003 年 2 月出生至今一直生活在美国，从他

一出生我就用“趣味教学法”对他实施汉语教育，取得了令人

可喜的成绩：上中文学校前，他就一直对认汉字，说汉语，阅

读幼儿中文图画书感兴趣。五岁开始上周末中文学校，他仅用

了五年的时间，就系统地学完了中文学校 1—12 年级的全部课

程（学完了由中国暨南大学编写的《中文》教材）。今年（五

月）刚满 10 岁就从中文学校毕业了。现已高分通过国家汉办

主办的汉语水平考试：“YCT”四级、“HSK”四级、

“HSK”五级。还打破中文学校的三项记录：是中文学校第一

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HSK”五级考试的学生；是第一个 10

岁毕业的学生；是第一个连续跳级还仍能保持优异学习成绩的

学生。在教授儿子学中文的过程中，我深感：对孩子来说，学

习兴趣是强大的、持久的动力。我坚信：儿子毕业之后，凭着

他对学习中文的浓厚兴趣，在学中文的道路上将会永不停步。 

同样，我将“趣味教学法” 应用于中文学校的教学，学生

也受益非浅。“趣味教学法”的使用，不仅充实、弥补了教材

内容的单一枯燥，更重要的是它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产生的效

果，不断地给家长们带来惊喜；孩子们对中文学习产生了浓厚

兴趣，也因此喜欢上了中文学校；同时增长了他们的自信，也

让孩子们的识字阅读语言表达和综合学习能力有了巨大的飞

跃。孩子们取得的惊人进步，使家长们亲身感受到了孩子是

“玩中学，学中乐，乐在其中。”改变了对学前幼儿教育的看

法，体会到了在玩中学习的力量。 

“趣味教学法 ”曾在“美国大费城地区 2013 年中文教师

经验交流会上以‘示范教学’ ”的方式进行了交流，建立起



 8 

一种海外汉语教学的新模式，深受各校教师的赞扬。还受邀到

其他中文学校作关于“趣味教学法 ”专题讲座，已逐步开始

推广。“趣味教学法”更受到了美国的中文媒体的关注（见后

面的附件）。 

“趣味教学法”体现在我教学设计时的每一个环节，贯穿

于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每一堂课。《里面有什么》教案的设计就

是一个案例。 

爱玩、好动是幼儿的天性。游戏活动符合（3-6 岁）幼儿

的认知结构与心理特点，最能引起幼儿注意和兴趣。教师应在

课堂上穿插游戏活动，使原本较枯燥、机械的字词学习和句型

练习变得生动有趣。本课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但我在教学设

计中并不是重复使用单一的教学活动，而是在每一个教学环节

的设计上，前一个环节的设计都为下一个环节作很好的铺垫，

有效达成了教学目标。创设游戏情景，通过“认识新朋友”、 

“找一找”、“找朋友”、“粘贴字卡”、“ 角色转换”等

形象直观、生动有趣的游戏，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多

种感官参与、体验，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营造出一

种“ 师生之间互动，学生之间互动”宽松、活跃的氛围，使学

生在愉悦的心境下，轻松地学会了本课的生词和句型，解决了

教学中的重点。 

针对教学中的难点，我在教学设计时，将幼儿最喜欢的、

经典的童话故事《小兔乖乖》，改编为适合幼儿表演的课本剧

《小兔乖乖》，并率先大胆引进学前班课堂让幼儿表演，这在

海外学前汉语教学中很可能是首创。在表演前的准备活动和表

演过程中，以及表演结束后的延伸活动中，幼儿有模仿、有创

新，并在情景中加深了对方位词的理解，学会了灵活地、完整

地运用方位词进行表述。使幼儿的情感表现，语言表达，创造

性思维得到发展与提高；将这种创造性游戏活动引进学前班课

堂教学，解决了教学中的难点。同时，也让幼儿体验到与同伴

合作游戏的快乐，充分体现了自主、创造、合作的现代儿童的

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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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还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进一步完善“趣味教学

法”，为海外汉语教学改革创新，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而努

力。 

 

附件（一）  课本剧《小兔乖乖》剧本 

 

角色 A：饰演兔妈妈 

角色 B：角色 B1，B2，B3 分别饰演兔妈妈的三个孩子：角色

B1 扮演“红眼睛 

小兔”；角色 B2 扮演“长耳朵小兔”；角色 B3 扮演“短尾巴

小兔”。 

角色 C：饰演大灰狼 

旁白：由教师担任。（剧情开始，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都已

在（帐篷）“家里” 

（旁白）兔妈妈有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

一个叫短尾巴。 

（角色 B1、B2、B3）分别说：“我是红眼睛，我是长耳朵，我

是短尾巴”。 

（旁白）一天，兔妈妈对孩子们说： 

（角色 A）“妈妈到外面拔萝卜，你们待在房子里面，谁来叫

门都不开，听到妈妈唱歌，才开门” 

（旁白）兔妈妈唱了一遍《小兔乖乖》给孩子们听，然后， 

（角色 A）提着篮子出门了，一边走一边唱《小兔乖乖》。 

（旁白）这时，躲在大树（椅子做为大树）后面的大灰狼悄悄

地把兔妈妈唱的歌学会了。 

（旁白）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在家里面把门关得紧紧的。 

（旁白）过了一会儿，躲在大树后面的大灰狼来到小兔家门

外。 

（角色 C）大灰狼（急急忙忙地）出场。 

（旁白）它想拿小兔子当点心吃，可是小兔子在里面，它在外

面，怎样才能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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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C）大灰狼坐在小兔家门口， 

（旁白）眯着眼睛想坏注意。突然，大灰狼大笑起来, 

（角色 C） “哈，哈，我有办法了”。它站起来， 

（旁白）一边敲门一边捏着鼻子学兔妈妈 

（角色 C）唱歌：“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

进来。” 

（旁白）小兔子们听到歌声，感觉这声音又粗又哑，不像妈妈

的声音。 

（角色 B）便隔着门缝儿往外看。（角色 B 做出往门缝外面看

的样子） 

（旁白）啊！一条毛绒绒的大尾巴。 

（角色 B）“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旁白）小兔子们一起唱： 

（角色 B）“不开  ，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

开。” 

（旁白）大灰狼说： 

（角色 C）“我是你们的妈妈，我是你们的妈妈！”  

（角色 B）“我们不信，我们不信！”  

（旁白）大灰狼急得在房外面直转，怎么也进不到房里面，只

好气呼呼地回森林里去了。 

（旁白）不久，兔妈妈提着一篮子萝卜回来了。 

(角色 A) 兔妈妈提着一篮子出场，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角色 A) “小兔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 , 妈妈要进

来。” 

（旁白）小兔子一听，是妈妈的声音。一边给妈妈开门一边唱

歌： 

（角色 B）小兔子们出场，一边给妈妈开门一边唱歌：“妈妈

回来了，快把门儿开” 

（旁白）他们抢着帮妈妈（角色 B）  提篮子。 

（旁白）呵！妈妈拔了这么多红萝卜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