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书写时间 2013-1-27 授课时间 2013 年  月  日 

教学内容 
北京华文学院汉语系列教材修订版（第八册） 

第 5 课《小马过河》 

教学对象 小学五年级学生 

教学目的 

1.通过“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的方法、游戏的方法来记住本课

的生字。会认及会写本课生字。 

2.学会用“因为„„所以„„”表达因果关系。 

3.会讲《小马过河》的故事。 

教学重点 
1.记忆生字、新词，区别形近字。 
2.学会生字的正确读音，理解生字、新词的意思。 

3.能在句子中正确使用生字、新词。 

教学难点 
1.理解生字新词的意思。 

2.能够正确使用生字、新词。 

教学准备 

1.打印的识字卡片，卡片上是要讲授新课用的（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

已经学过的字、本课新字及其拼音。 

2.教科书，纸板制作的苹果树。小马、老牛、松鼠、老马的头饰。（第二

节课使用） 

3.汉语练习册等。 

教学方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讨论法、游戏法 

课时安排 6课时（本节课为第一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组织教学 
 

 

二、复习 

（10 分钟） 

 

 

 

 

 

 

 

 

三、新课 

（25 分钟） 

1.导言： 
导入新课 

 

2.学新知识 

 

教师问好 
 

 

1.找同学复述课文《群鸟学

艺》。其他同学静静地听，如

果他复数的有问题，其它学生

可以纠正或者补充。 

2．《群鸟学艺》这篇童话故事，

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3.用表示次序的“先„„

再„„”的格式说一说“要想

学好汉语，我们应该怎么

做？” 

 

我们上一课学习了《群鸟学

艺》，同学们很喜欢，今天我
们再学习一篇童话故事，同学

们一定会觉得很有趣。教师板

书课题《小马过河》 

1.师范读课文《小马过河》，

学生问好 

 

 

 

1.学生复述课文，其他学生

补充。 

 

 

2.学生回答出“学习本领要

有耐心”。 

 

3.找学生说出要怎么学习汉
语。 

 
 

 

 

 

 
1.学生齐读课题《小马过河》。 

1.生边听教师读课文，边用
笔画出不认识的字。 

①学生利用加一加、减一减、

换一换的方式进行记忆，学
生自己找出记忆方法。 

②学生自己说出自己是怎样

上课前师生问好，可以让学生体会

尊师爱生的礼仪及复习礼貌用语。

同时也进行了日常口语练习，并告

诉学生现在开始上课了。 

1.找学生复述课文，是为了让学

生在学习和阅读中，能大致领会

文章的基本内容，能够概括文章

的内容。学生复述，实际上是锻

炼口语表达能力。 

2.让学生知道童话故事是为了说

明一个道理。 

3.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实际过程
中知道怎样去做。培养学生学习

汉语的兴趣和能力。 
 

 

 

 

 
1.让学生从上一课的内容转移到

新课中来。 
 

 

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并在老师读
课文的过程中，了解不认识的字

的读音。学生会有想知道字的意

 “华文教育• 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一等奖教案：《小马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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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 

新知识 

（25 分钟） 

 

 

 

 

 

 

 

 

 
 

 

 

 

 
 

 

 

 

 

 

 

 

 

五、检验新知

识 

 （15 分钟） 

 

要求：生用笔画出不认识的

字。 

 

 

 

2.学习生字。①（利用学过的
生字，采用加一加、减一减、

换一换的形式进行记忆）要求

学生自己想办法记忆，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 

②教师找学生说出你是怎样
记住这些字的？（共计七个生

字它们是：匹、欣慰、哗哗、

犹豫、迈、淹）让学生说出记

忆这些生字的方法（字的偏旁

部首、字的间架结构），同时

说出字的读音并组词，找同学

造句。 

 

3.齐读：注意读准字音（学生

可借助拼音读字音）、认清字

形，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 

4.分组读：（一组读拼音、一

组读汉字）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5.变换顺序读：帮助学生，强

化记忆。 

6.自主学习读：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7.指导笔顺：板书示范笔画和
笔顺，同时讲解每一笔在田字

格中所占位置。 

8.教师指导书写词语：教师对

个别差生巡视指导。这时候，

只要求学生每字书写一遍即

可。 

 

 

 

 

1.教师将书写好的卡片：生字

的偏旁部首、生字的另一部

分、生字的拼音，三部分卡片

记住这些字的。 
（以旧带新“匹”就像我们

学过的“四”；“欣”就是我
们学过的“吹”将口换成斤；

“慰”字，去掉心字底就是
我们学过的“尉”；“哗”，就

是我们学过的“华”加上口

字旁；“犹豫”就是我们学过
的“尤、象”加上犭旁和予

旁；“迈”去掉之字旁就是我
们学过的“万”；“淹”将氵

换成亻，就是我们学过的

“俺”） 

 

1.学生借助拼音读准字的读
音，在读准字音的同时要认

清字形、间架结构，找出字
的偏旁部首。 

2.学生可以尝试分组去做，

同桌一同学读字音、组词，

另一名同学判断对错。然后

一名说出字的间架结构、偏

旁部首另一名同学判断对

错。交换角色后再读、再判

断。 

3.变换顺序，一名同学指生

字，另一名同学读音、组词。 

4.学生用练习本按照教师的

指点，（左上格、左下格、右

上格、右下格、横中线、竖

中线）比如“匹”左上格中

部起笔，右上格中部收笔，

然后横的左端起笔，过横中

线左下格中部收笔，再将上

边横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竖
中线左边起笔，横中线处收

笔写“撇”，同一方法右上格
起笔，横中线处收笔写“竖

弯钩”。逐字指导。 

5.教师巡视指导。 

 

 
 

 
 

 

 
 

 
 

 
 

 
 

1、 1.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站好

队，老师分发给每位学生一
张卡片，学生将卡片字朝向

外，等待老师发出命令。 
2. 2.老师发出开始的命令，21

思的欲望，为学习生字打下伏笔。 
 

2.学习生字，为熟读课文扫清障
碍。学生利用以前学过的字，比

如偏旁部首加一部分组成新字，
就是加一加；比如学过的字去掉

一部分就是新学的字，这是减一

减；再比如学过的字换一个偏旁
部首就是新字，这是换一换。这

样，学生既能复习巩固学过的字，
还能根据已经学过的字，掌握记

住新字。还可以复习学过的偏旁

部首、字的间架结构。这样会增

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也更容

易记住生字。 
学生自己组词、造句更利于学生

记住这些词语，也便于学生理解、
运用这些词语。 

 

1.字的读音很重要，泰国学生的

发 音 ， 尤 其 是 发

“z,c,s,zh,ch,sh,x”这些音时

很不准确，每节课都需要纠正，

再就是“第三声调的读法”经常

会出现错误。 

2.同桌两名同学一个读字音另一

个判断对错的方法很实用。我在

这方面很受益。等于课堂上多出

了很多的老师，这样的课堂效率

会提高很多倍。 

3.变换顺序读，就是为了防止学

生死记硬背，按照顺序记住了读

音，但是顺序打乱了或者换一个

地方学生就不认识了的状况。 

4.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5.指导学生书写汉字，主要是因

为学生能熟练书写泰语，而泰语

的笔顺与汉语的笔顺正好相反，

竖是从下到上的写。所以，在教

给学生写好笔画的同时，注意写
字的笔顺和间架结构，这样才会

把汉字写得漂亮。同时也逐渐让
学生喜欢中文，喜欢书写汉字。 

 

 
 

 
 

兴趣是激发小学生进行学习的动
力。游戏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小学生喜欢模仿，喜欢表现。
我在教学中利用游戏的形式调动

学生学习抽象文字符号的兴趣，

不断采用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进行教学，如猜字谜、找朋友、

摘苹果、风车转转等，将这些游
戏引入课堂，使课堂成为学生学



 

 

 

 

 

 

 

 
 

 

 

 

 
 

 

 

 

 

 

 

 

 

 

 

 

共计21张，分发给21名同学。

然后提出要求迅速找到自己

的朋友。同时比赛，看看哪组

同学最先找到，哪组同学就获

胜。 

 
 

1.记字游戏——猜谜语 

教师找学生，让学生将生字编

个谜语，让其他同学猜谜底。

比如“像四不是四，比四少一
横，竖弯还有钩。”谜底“匹” 

这是根据字形猜的，也可以根

据字义来猜，比如“流水的声

音”，谜底“哗哗”。 

 

2.记词语比赛—摘苹果比赛 

教师将生字卡片挂在事先准

备好的教具大树上，告诉学生

这是苹果。下面我们要进行的

是摘苹果游戏。教师将词语卡

片挂在大树上，然后教师把十

五个词语的拼音卡片发给十

五名学生，然后说出比赛规

则，老师说开始，看谁摘得最

快但前提必须是对的。 

位同学按照老师的要求，开
始找汉字、拼音。三位同学

要找到一起，然后拼音在上
面汉字在下面组出全字，看

看七组同学哪一组最快。 
 

 

 
 

1.学生可根据老师的要求，自
己创作谜语，然后写在本上，

不会的字用拼音代替。同桌之

间可以相互交流 。 

2.字谜出来后，每桌派代表说

出自己编的谜语，然后指一名
同学说出答案，另一名同学判

断对错。 
3.比比看看哪桌出的谜语最

好。 

 

 

 

1.学生先观察教师挂在树上

的卡片，用心读卡片上的词

语，不会的字可以看书。 

2.十五名学生认真读自己手

中的词语的拼音，然后根据手

中拼音，找到对应的词语，到

苹果树上摘下词语，速度快者

为胜者。 

3.老师宣布宣布比赛规则后，

开始。学生开始比赛。 

 

习的乐园。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
了游戏的乐趣，对识字就会兴趣

盎然，学生只要对识字产生了兴
趣，那么识字就不再是什么难事。 

 
 

 

 
 

 
 

小学生好胜心强，一提起比赛，

他们就来劲了，所以在识字时，

穿插一些比赛，能提高教学效果。

如开火车比赛，教了生字后，开
两列火车比赛，看哪组同学读得

又快又准，就评出哪列火车开得
又快又好；又如组词比赛，教了

生字，让学生口头组词，看谁组

得多；再如说话比赛，让学生用

当堂学的词语说话，看谁用的词

多。这些比赛，既能激起学生的

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 

 

 

 

 

 

 

 

 

 

 

 
 

六、课堂小结 

（4 分钟）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复习

了上节课的内容，我们还学习

了一些新的知识，谁能说说，

我们这节课学习了什么？你

有哪些收获？ 

教师总结本节课内容。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这堂课

的理解，以及自己在这堂课

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回答。
可以说自己学到了什么，比

如生字、词语、句子，也可
以说自己学到了什么，比如

游戏时应该怎样。 

课堂小结很重要，可以对学过的

知识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自己

对学过的知识进行梳理。即可以
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又可

以锻炼学生的能力，又可以让学
生把学过的语言知识加以运用。

可谓是一举几得。 

七、布置作业 

（1 分钟） 

1.学过的生字每字写三遍，并
加拼音、组词。 

2.朗读课文，做到读熟。(为

下节课的课本剧表演做准备) 

1.学生复述今天的家庭作业。 

2.学生回家做家庭作业。 

1.家庭作业可以复习巩固新知识，

防止生遗忘。 
2.学生复述作业，本人以前在国内

没有做过，但在这里，通过实践发

现很有效果。可以让学生学会复

述，记忆别人说过的话。 

3.加强朗读，对学习语言有很大的

好处。 

板书设计 

5 小马过河 

匹——四       欣慰——（吹）（尉）    哗——华 

迈——万       犹豫——（优）（像）    淹——俺 



 

 

 

课后反思： 

在国外汉语教学工作中，常常听到汉语老师这样抱怨：识字教学任务重，课时少，教师教得

累，学生学得烦，教学枯燥乏味，效果不理想等等„„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现状呢？纵观海外（我

看了很多海外教学录像，也听过一些海外教学课）小学汉语课堂，对照汉语教学的目标要求，反

思汉语教师的教学行为，我认为：国外汉语教师应转变教学观念。国内的汉语教学中，小学低年

级以识字为主；到了中高年级以阅读、写作为主（也就是以读促写），识字过程一般都是以自主
学习为主，也就是留预习作业，学生在预习的过程中自学生字，上课的时候老师检查学生的预习

情况，纠正对错。但在国外汉语教学中，因为汉语不是学生的母语。所以，学生首先不会说汉语，

也不认识汉字、不会书写汉字。这时候，汉语教学就应该以识字教学为主。在学生认识汉字的基

础上，才能要求学生理解汉字的意思并会运用所学的汉字组词、造句。也就是把这个生字运用到

实际的说中。可以说，和国内的中高年级的汉语教学有所不同。 
  本节课，我的教学侧重点便是识字（会发正确读音、理解汉语意思、会运用在实际语言中也

就是造句）这既可以说是本节课的重点，也可以说是难点。 

  小学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识字教学是海外小学汉语教学的重点，也是难

点。为了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主动地识字，教师要有意识地激发他们的识字兴趣，拓宽识

字途径，培养识字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海外小学汉语教学采取以下的方法可能会取得

很好的效果。 

一、利用游戏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生字新词的兴趣  

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游戏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学生们喜欢模仿，乐于表现。

我在教学中利用游戏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不断采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教

学，如猜字谜，找朋友、摘苹果等，将这些游戏引入课堂，使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乐园。学生在

课堂上感受到了游戏的乐趣，对识字就会兴趣盎然。 

二、教师利用学过的生字引出新字 

    海外小学学生年龄小，他们特别爱表现自己，在识字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心理特点，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学习掌握一些词语，并在学习生字时练习使用。老师也常常随手把一些

学生比较熟悉、学过的生字写在黑板上，然后用加一加、减一减的方法引出新字。在学生看书的
时候，老师提醒学生注意看课文中有没有刚学过的生字，它在课文中组成了什么新词，看到后把

它告诉同学或老师。这种看似无意、实为有意的做法，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是学生在无意中

复习巩固了学过的生字，而且又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学会使用这些生字，收到了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三、比赛中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国外的小学生也和国内的小学生一样好胜心强，一提起比赛，他们就来劲了，所以在识字
时，穿插一些比赛，能提高教学效果。如，猜谜语比赛。既可以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也可以

锻炼学生语言逻辑思维能力。还有，摘苹果比赛。可以让学生在愉快中记忆新的生字、词语，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如组词比赛，教了生字，让学生口头组词，看谁组得多；再如说话比赛，让学

生用当堂学的词语说话，看谁用的词多。这些比赛，既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

口头表达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做动作，体会一些字的部首与意思的关系，从而记住这些字的字形。 

这节课，是我在实际教学中的一点检验，当然也存在不足，在今后的实际教学中，我会加以

改进，把自己的海外汉语教学做得更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加倍努力，做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做中泰友谊的桥梁和纽带，为海

外华文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