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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二等奖教案：《济南的冬天》 

 

 

外派教师 陆凤美 

 

 

一、使用教材:《汉语》第 11 册        

二、课文题目:《济南的冬天》  

三、教学对象:小学五年级 

四、教学总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生词。 

2.学习“算”和“甚至”的用法。 

3.能流利的朗读、背诵课文。 

4.学习描写景物的方法。 

五、教学总时间: 五个课时   

第一课时:掌握生字，新词。 

第二课时:课文赏析 

第三课时: 

1.“算”、“甚至”等词语、句型的用法。 

2.学习景物描写的方法。(主要通过与《美丽的内蒙古草原》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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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的比较来指导) 

第四课时: 

1.学习一些相关的气候和天气知识。 

    2.做《练习册》的练习。 

第五课时:生活实践 (包饺子) 

本次参赛教案为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总时间为 90 分钟。 

                                

第一课时 

一、学习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新词。 

2.能运用重点词语造句。 

3.能熟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难点:“奇迹”、“境界”、“显得”等抽象词语的理

解。 

三、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交流学习法 

四、教学媒体: 多媒体教学 

五、教学时间: 45 分钟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2 分钟)    

伴着《春天在哪里》优美的音乐，播放春天鸟语花香的图画，欣赏

美丽的春天景色。之后播放北国雪景的画面进行比较，导入课题。   

板书: 济南的冬天 

（二）学习生字新词(2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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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生自由读课文，把不会读的字用铅笔圈起来 (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4 分钟) 

2.用“兵教兵”的方法(即同桌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指导),借助课

后生字词的拼音来解决不会念的字。(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之间的合作交

流，教师巡回指导) (4 分钟) 

3.检查学习情况 

1) 指定学生读课文，其他同学记录不会读或读不对的字词。(3 分

钟) 

2) 学生纠正，教师指点。如:“衣裳 yīshɑnɡ”的“shɑnɡ”要念好

轻声等等。 (2 分钟) 

3) 全班齐读课文(3 分钟) 

4) 指定同学读课后的生字词并正音，注意“јiè”和“јià”读音的

指导。(老挝学生常常把韵母 ie 读成 ia)(2 分钟) 

5) 以“开火车”的形式(一个紧接一个)读生字词并正音。(目的是

一个不漏地检查学生掌握情况)(2 分钟) 

6) 全班齐读生字新词。(2 分钟) 

（三）词语理解(13 分钟)  

1.结合课文内容理解词语(将词语放在课文中解释) 

1) 以前后两桌作为一组，以组为单位相互交流，理解课文词语。

(5 分钟) 

2) 各组提出不理解的词语，其他组的同学帮助回答解释，不能理

解的教师补充指导。特别是“奇迹、境界、显得”等抽象词语，

要注意指导，可以通过造句、扩展等方法让学生理解掌握。(6



 4 

分钟) 

重点解释: 奇迹  境界  显得       板书： 奇迹   境界   显得 

提问三个同学，分别说说“奇迹、境界、显得”的意思。 

教师讲解:  (投影显示)     

a 奇迹 

 奇 qí:  特殊的，稀罕，不常见的：   迹 jì: 脚印、足迹、笔迹、

印迹。 

奇迹----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    (板书) 

如:  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 

     双目失明的小女孩，终于张开了双眼，真是一个奇迹！ 

     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真是一个奇迹。 

学生造句（请学生自由造句） 

    b 境界 

境:境况、境地。 界: 一定的范围 

境界---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板书) 

如:期末考试即将来临，同学们紧张复习的状态，几乎到了忘我的

境界。            

她那高超的小提琴技术，一串串优美的音符源源不断地从她的指缝

间流出，带我们走进了画卷般的境界中。 

小红天天沉浸在电脑游戏中，一玩就是两个小时，阿姨说他玩游戏

简直到了忘我的境界。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我仿佛置身于画卷般的境界。 

学生造句（请学生自由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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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显得 

显:露在外面容易看出来，明显。 

显得---表现出(某种情形)   (板书) 

    如: 他昨天一夜没睡，今天显得很疲惫。 

    节日的天安门显得更加壮丽。 

    她今天化了妆，显得更加迷人。 

    淅淅沥沥的小雨，使这座小城的夜晚显得更加宁静。 

学生造句（请学生自由造句） 

3) 全班齐读生字新词。(加强巩固)(2 分钟) 

七、教师小结(2 分钟) 

表扬认真学习的同学；表扬合作交流学习好的小组；表扬大胆大声

读课文的同学；表扬朗读好，咬字吐字清晰的同学。指出下一步学习生

字新词注意的地方。        

八、课堂练习(6 分钟) 

1.抄写生字新词 

2.听写生字新词 

 

第二课时 

一、学习目标: 

1.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 

3.学习修辞方法的使用。 

4.背诵课文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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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重点:课文内容的赏析、课文第三段的背诵。 

三、教学难点:学习修辞方法的使用。 

四、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交流学习法 

五、教学媒体: 多媒体教学 

六、教学时间: 45 分钟  

七、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生字新词，本节课我们一起走进冬天的济

南。请欣赏课文:听录音朗读全文(3 分钟) 

   （二）赏析课文(36 分钟) 

1.分析第一自然段(6 分钟)  

1) 全班齐读第一段 

2) 思考讨论: 

文段写的是哪个地方，什么季节?  (提问解决) 

结合课文内容，欣赏图片(投影北京刮风图、伦敦雾气图、热带日

光图、济南温晴图)后，思考讨论，完成下表内容:(红色字为答案) 

异地冬天 
北京 伦敦 热带 

多风 不见日光 日光毒 

济南冬天 无风声 晴朗 温暖 

济南冬天特点:  温暖、晴朗---→ 宝地  

板书:  温晴-----宝地 

2.分析第二自然段(8 分钟) 

1）教师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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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①济南的山有什么地理特点? ②课文如何描写小城、小山及人的? 

2）全班同学带着问题读课文第二段 

3）解决问题一: 济南的山有什么地理特点?答案:小山把整个济南

围了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提问解决，说不完整的教师补充） 

解决问题二：课文如何描写小城、小山及人的? 

用表格形式回答:  

描绘对象 重点词语 修辞方法 特点 感受 

老城 晒  睡  醒 拟人 暖和舒适 

小山 围  小摇篮 保暖 拟人 比喻 可爱，充满温晴 

人们 含笑  舒适 

板书:  阳光朗照下的山    可爱 

  教师补充解释修辞方法: 

   拟人----把事物人格化(给事物赋予人的动作、情感等)。 

(这里把老城写成像人一样，赋予其人的动作：能晒太阳，能睡觉) 

   比喻----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方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

达更加生动鲜明。(以课文比喻句为例子，让学生阐述) 

例句： 

他数学考试得了满分，高兴极了，回家路上，花儿向他点头，树儿

向他招手，祝贺他呢! (拟人) 

    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比喻) 

    学生造拟人和比喻的句子(踊跃举手回答) 

3.赏析第三自然段(1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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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组朗读第三段。 

2）指定几个同学回答问题: 

    ①本段主要写什么，中心句是什么?   

    ②妙在哪里?（欣赏雪后松树图、雪后山尖图、雪后山坡图等图片

后回答） 

妙在:树尖上顶着一小朵白花。 

     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 

     大山好像穿上了一件花衣裳。 

      显得很秀气 

          板书:  薄雪覆盖下的山     秀气 

3)提出思考问题：作者把小雪后的景色写得这么生动，用了什么修

辞手法?   

4)分组讨论: 

①“树尖上顶着一小朵白花”，是白花吗，是什么?把什么比作什么？

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结合前面学到的修辞方法回答) 

②“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真是镶银边吗?银边是指什么?把什么比

作什么？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③“大山好像穿上了一件花衣裳”，“花衣裳”指什么？把什么比作

什么？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5)讨论后各组代表发言，回答问题，教师提示。 

    6)教师小结:文章写得生动，是因为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同学

们在平时的写作当中，要学会运用。 

   7)全班同学再次欣赏美文，自由朗读。 



 9 

   8)背诵指导: 

第一步:投影全段内容，学生读，内容： 

最妙的是下点儿小雪呀。看吧，山上的松树更苍翠了，树尖上顶着

一小朵白花，真的很好看。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

有的地方雪厚点儿 ，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一道白，一道黄，大山好

像穿上了一件花衣裳。 

第二步:投影，学生读、背，内容: 

最妙的是下点儿   呀。看吧，山上的   更苍翠了，树尖上顶着

一小朵    ，真的很好看。    全白了，给    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

有的地方    厚点儿 ，有的地方    还露着，一道    ，一道     ，

大山好像穿上了一件      。 

第三步:投影，学生读、背，内容: 

最    的是    点儿    呀。看吧，山上的    更     了，      

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     厚     ，有的地方     还      ，

一      ，一     ，    好像    了一件      。 

第四步:投影，学生读、背，内容: 

   最    。看   ，山   了，    银边。山    ，有   ，有     ，

一        ，一      ，     好像      。 

(5)第五步:背诵: 

最                                                      。 

    4.简要分析第四自然段(3 分钟) 

看图片后回答:用了哪个动词?用了什么修辞？写出了什么特点? 

    提示： 卧   拟人  比喻   安适平静、淡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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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   城外远山     淡雅 

   5.欣赏第五自然段(5 分钟) 

过渡语:写了济南冬天的山之后，还写了什么呢?请欣赏第五段。 

点名读课文。 

提问:这段写什么? (水) 

如何写水?水有什么特点? 

     冒热气 -------→暖     

 水  水藻更绿-------→ 绿  

     蓝水晶(比喻)-------→ 清 

板书  :   冬水    暖----绿----清 

   八、教师小结(1 分钟) 

《济南的冬天》抓住了气候特点，通过写冬天的山、冬天的水来突

出济南冬天的温暖和晴朗。在描绘济南冬天的气候、小雪、山、水这些

景物时，是用欣赏赞美的语言来写的，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自然风光、

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九、课堂练习(5 分钟) 

分组朗读、齐读课文，欣赏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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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记 

老舍笔下的济南，山可爱而秀气，水清亮如水晶，让人真切地感受

到了济南冬天的温晴。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仅是读课文，讲

解课文，学生也很难于理解，特别是对汉语基础较差的外国学生来说。

因此，本课的设计考虑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投影一些图片，让学

生直观感受，助于课文内容的理解。在教学中，本设计注重课文的朗读，

通过多次朗读，让学生更深刻理解和体会文章的内容，朗读环节在后面

的课时中还要不断地加强，使学生达到背诵的程度。在教学方法上，本

设计也注意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

探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附教学使用图片: 

1.以春天图片导入课文  

 

 

                 

 

 

 2、分析课文使用的图片                      

 

 

北京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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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 

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