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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花的学校》说课稿

一、说教材

《花的学校》是部编版语文小学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这是一篇非常优美

的文章，作者以清新流畅的笔触，勾画出甜美纯净的儿童世界。顽强活泼而且具有丰富细腻想

象力的孩子，在看到六月里雷电交作、风雨交加之后青草地上冒出的花儿时，就在自己想像的

天空里自由驰骋起来。作者巧妙地用童趣的语言展现出花儿们的活泼、可爱、美丽、向上，充

满了儿童情趣。教学中我注重学生的朗读指导，读出花孩子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勇敢坚强、

活泼向上、童真童趣。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依据新课标理念及义务教育阶段的目标与内容，我从以下三个维度制定了教学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会写“落”“荒”等生字，正确认读“湿润”“触碰”等词语；认

识多音字“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默读课文，并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

出疑问。

2. 过程与方法目标：体会课文富于童真、童趣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培养学生的质疑、

表达想象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课文的语言美、意境美；培养学生养成主动质疑的学

习习惯。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身心发展的特点，我将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为：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拟人手法。

教学难点：体会课文赋予童真童趣的语言，体会课文丰富细腻的想象。

三、说学情

奥苏泊尔认为：“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据

此进行教学。”因而，在教学之始，必须关注学生的基本情况。

就小学三年级学生而言，他们对字词有一定的积累，但汉字书写和拼读还有待提高，对文

章内涵的理解有一定困难。三年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乐于表达，但实际生活经验毕竟

有限，对于文中景色的描述。仅凭想象，难以理解，需要老师借助直观的教学方式帮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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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教法学法

在本课中，我将结合多媒体课件，用情景教学法、图文结合法，利用视频资料和课文中的

插图，合理利用激励和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更好的掌握知识，学生采用的学法是，把阅读理摆在重要位置，读中感悟、合作探究。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开始我说课中最核心的环节，对教学过程的阐述。

（一）问题导入，激发兴趣

我会用问题的方式导入新课。我会问，同学们，你们能说说自己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吗？说

说学校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印象？在同学们的眼中，我们的校园鸟语花香，书声琅琅，同学们知

道我们人类有学校，那你们知道花也有学校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去泰戈尔的诗中，领略花的

学校。

此时，出示课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疏通大意

首先我会让学生在 5 分钟内自由朗读课文，遇到不懂的生字词进行勾画，并借助工具书进

行查询，扫清阅读障碍；不懂的地方同桌之间相互交流讨论，自主解决问题。在学生学习生字

词后，我会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对较难的生字词进行细致的讲解，让学生练习写本课的生字

词，并对学生的书写进行评价。学生再读课文，疏通文章大意。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此环节，我将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分组进行文意疏通，之后，小组代表自由发言，我

会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和讲解，使学生掌握文章大意。

学生再读课文，我将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开火车分段大声朗读课文，同时思考以下两个

问题：“这篇文章主要想象了哪些事物？他们又有哪些表现？”我再示范读第二段，并利用多

媒体让学生边听边观图，感悟诗中课文美丽的意境。学生通过阅读和观图，感受花儿美丽、活

泼、向上的精神。

这样的教学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精读课文，品味语言

学生朗读课文，我会提出问题，请说一说对第七自然段中“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急急

忙忙吗？”的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在这一环节，我会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请小组成员代表

回答问题，这时，我会引导学生答出：花儿渴望自由、幸福。最后，学生谈谈在这篇文章中的

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最后归纳总结，引导学生感受花儿的活泼、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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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环节的设置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合作交流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主学

习能力，还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五）巩固拓展，深入理解

学生理解课文后，我设计了做小画家，当小诗人两种形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

其中一种方式来表达对花儿喜爱，发展语言表达以及理解能力。

（六）归纳小结，自我梳理

这一阶段，我让学生自告奋勇，用自己的语言来总结本节课所学内容，并及时予以评价。

（七）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布置学生回家后给爸爸妈妈花的学校。

六、说板书设计

为帮助学生清晰明了的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突破难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小学·《纸的发明》说课稿

一、说教材

《纸的发明》是部编版语文小学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本课共有 5 个自然

段，按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造纸方法发明以前，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青铜器、竹片、

或木片上，写在帛上；西汉时期造出麻纸；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及对后世的影响。教

学中要结合课文中的相关语句，想想为什么只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承下来了。要体会古代中

国人特别是蔡伦的探索精神，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借助本课，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了

解传统节日文化。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依据新课标理念及义务教育阶段的目标与内容，我从以下三个维度制定了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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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与能力目标：认识“创、携、蔡、鲜”等 8个生字，会写“术、册、录”等 13个字，

能正确读写“造纸术、伟大、记录”等词语。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默读课文，并

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反复朗读法，培养学生的以读促悟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学习蔡伦观察发现和探索精神，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之情。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身心发展的特点，我将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为：

教学重点：概括出段落意思，结合相关语句，说说为什么只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承下来了。

教学难点：学习蔡伦善于观察、发现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之情。

三、说学情

奥苏泊尔认为：“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据

此进行教学。”因而，在教学之始，必须关注学生的基本情况。

就小学三年级学生而言，他们对字词有一定的积累，但汉字书写和拼读还有待提高，对文

章内涵的理解有一定困难。三年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乐于表达，但实际生活经验毕竟

有限，对于造纸的过程比较生疏。仅凭想象，难以理解，需要老师借助直观的教学方式帮助理解。

四、说教法学法

在本课中，我将结合多媒体课件，用情景教学法、图文结合法，利用视频资料和课文中的

插图，合理利用激励和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更好的掌握知识，学生采用的学法是，把阅读理摆在重要位置，读中感悟、合作探究。

接下来开始我说课中最核心的环节，对教学过程的阐述。

五、说教学过程

（一）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我会用猜谜语的方式导入新课。生得轻巧白净，中国创造发明；传播文化知识，深受人类

欢迎。在学生猜谜语的过程中，我会引导学生答出谜底—纸，并顺势问他们关于纸的知识。

同时，出示课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掌握生字

首先我会让学生在 5 分钟内自由朗读课文，遇到不懂的生字词进行勾画，借助工具书进行

查询，扫清阅读障碍；不懂的地方同桌之间相互交流讨论，自主解决问题。在学生学习生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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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会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点名学生朗读 PPT 上的生字词，对较难的生字词进行细致的讲

解，让学生练习写本课的生字词，并对学生的书写进行评价。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此环节，我将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分组进行文意疏通，之后，小组代表自由发言，我

会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和讲解，使学生掌握文章大意。

学生再读课文，学生以开火车的方式分段大声朗读课文，同时其他同学完成以下两个任务：

在课文中找出纸发明以前，人们用什么来当纸，同时将不理解的地方用波浪线画出来。这时，

我会引导学生说出纸的发展过程。接下来，我会以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思考一下两个问题：

东汉的蔡伦怎么制作纸的，他造出来的纸有什么特点。

这样的教学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精读课文，品味语言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我会提出问题，请说一说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我国的造纸术极大地促

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影响着全世界”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在这一环节，我会

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请小组成员代表回答问题，这时，我会引导学生答出：对祖国历史文化

的敬仰。最后，学生谈谈在这篇文章中的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最后归纳总结，引导学生感受

古代人民的智慧。

这一环节的设置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合作交流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主学

习能力，还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五）巩固学习，深入理解

学生理解课文后，学生选择自己准备的新型纸张进行介绍，理解掌握古今纸张的区别，同

时学习节约用纸的好习惯。

（六）归纳小结，拓展延伸

这一阶段，我让学生自告奋勇，用自己的语言来总结纸发展的过程，并及时予以评价。

最后让学生齐读课文最后一段，提高学生节约用纸、保护环境的意识。

（七）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根据本节课所学蔡伦造纸的方法，并借助网络，学生动手制作纸张。

六、说板书设计

为帮助学生清晰明了的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突破难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纸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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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猫》说课稿

一、说教材

《猫》是小学语文部编版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 13 课的一篇精读课文。本单元以“人类

的伙伴”为主题，每篇课文，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那份浓浓的情意。《猫》是著名

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散文。本文以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为主线，贯穿了猫的古怪性格及满月

小猫的可爱形象，栩栩如生，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对教材地位、内容及作用的分析，依据新课标要求，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猫的古怪性格和它小时候的可爱，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积累

语言。

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作者细致观察，用具体事实表现动物特点的描写方法，练习说话，

写话。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之情，培养学生热爱小动物的感情

和观察事物的兴趣。

教学重点：了解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它小时候的可爱，并体会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教学难点：学习作者并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好习惯。

三、说学情

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对于把握和处理教材有重要作用，接下来我将说学情。

现在，许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心理和生理的孤独往往让他们对小动物情有独钟，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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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猫》这类记叙小动物的文章应该比较容易接受。另外，经过几年的语文积累，对这类记

叙类散文，七年级下学期的学生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素养和欣赏能力，学习起来也不很困难。

四、说教法学法

俗话说“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采用

以下教学方法：

1. 阅读指导法：本课教学中我通过自由读、合作读、指名读，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

的读步步深入。

2. 直观教学法：运用多媒体创设情境，拉近学生与课文的距离，理解重点词句。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引领者，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本课我

将采用以下学法：

1. 朗读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通过创设情境，开展多层次，多视角的读，让学生读中

入情入境，读中培养语感，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2.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法：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为了帮助学生主动搭建数学与生活的桥梁，我将从导入新课、探索新知、巩固练习、课堂

小结和作业布置五个方面展开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上课一开始，让同学们欣赏猫的图片，看这些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并上台演示各种

猫的动作及声音。今天我把老舍爷爷喜欢的猫也带到了我们的课堂上，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

和老舍爷爷家的猫交朋友吧。

这样的导入，会引起学生对猫的强烈的探究欲望，激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首先，我会检查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的情况。引导学生通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有关“猫”

的哪些特点，勾画出来。五年级的学生学习能力已经加强，自己有能力独立进行课前预习和课

后复习，这样可以很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接下来，让学生默读课文，自读感悟，以小组交流的形式，派出代表，概况一下“老舍爷

爷笔下的猫是怎样的？”通过学生的概括总结出猫的性格主要表现在：性格古怪、满月可爱。

【板书：性格古怪、满月可爱】再来引导同学思考：看着这些表示性格的词，你有什么疑

问吗？作者讨厌猫的古怪性格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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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读课文，撞击情感

开始，学生通过细读课文的1－ 3自然段，感受猫的古怪性格的特点作为本课的精讲部分。

让学生前后四人为—小组从文中找出表现猫性格古怪的词语。并通过填空练习来体会猫性格古

怪的特点：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它既（   ），又（   ）；既（   ），又（   ）；既（   

），又（   ）。接着，小组代表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高兴（温

柔可亲）和不高兴（一声不出）；既胆小又“勇猛”。

针对本课的教学重点先通过朗读表现猫的性格古怪，在朗读过程中能更进一步体会到猫的

性格特点，在此基础上设计如上填空练习，学生水到渠成地体会到了猫性格古怪的特点，而且

还培养了概括能力。

接下来，我会指名读课文第 4 自然段，感受小猫的可爱，重点体会作者爱猫之情。投影出

示：小猫满月的时候很可爱，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小猫满月的时候更可爱，腿脚

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并对学生进行提问，重点体会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小

猫满月的时候更可爱呢？怎么理解？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在体会到了老猫的性格古怪之后，引入对小猫可爱的感受，既激发了学生对小猫的可爱研

读的兴趣，又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的用词之精。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在这一环

节，我会让学生最后再来读读描写小猫可爱的内容，边读边想象，想象一下小猫淘气可爱的样

子，播放课件，进一步感受小猫的淘气可爱。

（五）拓展练笔，深入理解

通过上面的学习，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作者的情感，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选择自己最喜

欢的一种小动物，用一两段话把这种小动物的特点记述下来，与同学们共分享。这就要求学生

能够体会作者是怎样仔细观察，并把动物的特点写具体的，又是怎样真实地表达人与动物之间

的感情的。同时，这种训练形式就会成为学生乐学、会学、善学，写作创新的新平台。

（六）总结谈话，升华主题

这一环节，主要是学生的自我梳理，学生自主分享自己本节课收获，老师进行总结：猫，

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小动物。然而，在作者老舍爷爷的笔下却显得那么惹人喜爱。

这正说明了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美好的事物，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用心去感受，就能像老舍

爷爷那样——不但能发现美，欣赏美，而且能创造美。

六、说板书设计

好的板书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教案，其概括性强，条理清楚，突出重点，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这一板书设计由师生共同完成，这样能使学生直观地抓住线索，理清思路，体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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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老舍

小学·《富饶的西沙群岛》说课稿

一、说教材

《富饶的西沙群岛》是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

本文通过描写西沙群岛的海水、海底、海滩、海岛，展现了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表达

了作者对西沙群岛以及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二、说学情

新课标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所以我们要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字词有了一定的积累，也学习过相关的写景文章，掌握了

写景分析的基本方法。但他们生活经验和阅历毕竟有限，在感受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方面还有待

提高。这些都是我组织课堂教学考虑的因素。

三、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分析，以及新课改理念的要求，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1.知识与能力目标：正确读写“饶、屿、蠕动”等生字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感受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文章的情感内容；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

体会作者描写景物的修辞手法，提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养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通过以上对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新课改理念的要求，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把握文章主要内容，体会西沙群岛的美丽与富饶。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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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教法学法

语文课的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主要采用朗读体

会法。同时，辅之以情境教学法、引导启发法，帮助学生体会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激发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而对于学生，我将主要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来进行课文的学习。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来说说我的教学过程：包括导入、新授、巩固、小结、作业五部分。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课堂之初，我采用谈话导入的方式，向学生提出问题：“同学们，在我们的祖国，有奔腾

的江河、澎湃的大海，有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祖国的东西南北，处处都有迷人的景色。

谁愿意给大家介绍一处你印象最深的景色？”待学生介绍完毕，我会做总结引导：同学们介绍

的景色都很美丽，今天，我们要共同欣赏一处美景——富饶的西沙群岛。

通过谈话的方式自然带领学生进入课文的学习。既拉近了学生与课文的情感距离，又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语文新课标》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因此在课文讲解之前，我会让学生充分

地读。具体如下：

我会鼓励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并标注出不懂的生字词，勾画出自己认为含义

深刻的句子，同时想一想西沙群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介绍西沙群岛

的？

之后，我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生字词及时进行点拨和指导。比如，我会帮助学生理解“蠕

动”这个词。我会借助视频帮助学生观察毛毛虫爬行，从而理解“蠕动”就是“像虫类爬行一

样地动”。

当学生理解了字词，我将继续引导学生回答上面的问题，从而明白：作者从海水、海底、

海滩、海岛四个方面描写了西沙群岛这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

（三）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语文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因此，研读环节，我主要采用引导

启发式教学，以问题贯穿始终。

此环节，我会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作者是从哪方面来描写海水的？通过学生的回答，可以

明确是从色彩方面来描写的。然后请学生自由读第二自然段，找出描写海水颜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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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找到“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这句话时，我会联系生活实际，向

学生提出问题：“你在生活中见到的海水是什么颜色的呢？”通过对比，让学生体会海水的美

丽。并概括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的特点。之后，我会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想象海水还

可能有什么颜色。并出示图片，让学生直观感受海水的美丽。然后，我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会

出现这么美丽的景象？根据学生的回答明确：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海水有深有浅，所以从海面

看，色彩不同。最后，我会让学生带着这种理解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深刻体会海水的色彩美，

领悟西沙群岛的美丽。

我首先会提出问题：作者描写了哪些海底生物？让学生自由读这一部分，边读边思考，从

而明确：作者描写了珊瑚、海参、龙虾、鱼。接着，我会让学生找出描写各种生物的相关语句，

采用小组讨论、联系生活实际、图片视频展示、表演等方法，帮助学生感受珊瑚的形态各异、

海参的慵懒闲适、龙虾的威武、鱼的数量多和姿态美，进而体会西沙群岛的物产丰富。

然后，我会提出问题：作者为什么能把海水写的这么美？把海底生物写的这么形象生动？

进而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西沙群岛的喜爱，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最后，我会让学生再次朗读这一部分，在读中感悟。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语文教学还要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审美能力，因此，深层次的鉴赏和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体会文章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描写景物的方法。同

时，由于思想主旨是文章的灵魂，因此，我会在本部分结束后，再次引导学生体悟文章主旨，

感受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进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最后，我会播放轻音乐，再次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五）巩固小结，深入理解

在同学们总结了本节课学习的内容之后，我设计了这样的结束语：西沙群岛不仅海水美丽，

而且海底有珊瑚、海参、龙虾、鱼等丰富的物产，特别富饶。那么它的海滩和海岛又有什么特

点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分析。

（六）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1. 摘抄文中优美的词句。

2. 以小导游的身份向朋友介绍西沙群岛中你最喜欢的美景。

这样布置是根据学生的多样性，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因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六、说板书设计

接下来，我来说说我的板书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我将板书设计如下，我的板书力求图文结合，重点突出，以帮助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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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富饶的西沙群岛

小学·《爬天都峰》说课稿

一、说教材

《爬天都峰》是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第 3 课。这是一篇精读课文，讲的是在假日

里，“我”和爸爸去爬天都峰，遇上一位老爷爷，“我们”互相鼓励，克服困难，终于一起爬

上了天都峰的故事。课文向人们揭示了在困难面前，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与人相处

的过程中，要善于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的道理。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结合教材的特点、新课标的要求以及学生学情的特点，我预定了本课的 3个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认识课文的生字新词，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方法，体会一些句子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到在困难面前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要善于从别

人身上汲取力量。

通过以上对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新课改理念的要求，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学习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方法，理解“我”爬天都峰的过程。

教学难点：体会“我”和老爷爷是怎样互相汲取力量，战胜困难的。

三、说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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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二年级《黄山奇石》的学习中，已经感受了黄山的景色美、奇，这对于理解天都峰

的险峻有一定的帮助。三年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乐于表达，但他们的生活经验毕竟有

限，对于语言的理解能力大多仍停留在字面水平，对于其深层含义还需要教师的点拨启发。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实现本课的教学目标，突破教学重点、难点，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抓住本文的重点句段，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反复诵读，多次与文本的语言文字亲密接触，揣摩语言，走进语言的最深

处，品味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课文的人文意蕴。

为了学生更好的学，我会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构建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课文课堂同

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和谐统

一，以实现教师有效的教和学生有效地学。

五、说教学过程

为达成本课教学目标，我预设了如下的教学活动：

（一）激趣导入，激发兴趣

“入境始于趣，未成曲调先有情”。课一开始，我就用多媒体播放黄山天都峰的图片，让

学生初步感受天都峰的高和陡，然后再出示本课课题：爬天都峰。

色彩鲜明的图片形象直观，视觉上的震撼能够唤起学生阅读和学习的欲望，为本课的学习

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二）初读课文，扫清障碍

《新课标》指出：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学习语

文的根本手段。因此，在这个环节中，我会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画出

课文生字、新词，带有生字新词的句子多读几遍。本课的生子词如下：

爬  峰  顶  似  苍

仰  咱  奋  辫  勇  居

初读后我将采用小组选段竞赛读的方式，让学生读带有生字新词的句子，以检测这一环节

的教学是否已达成目标，为下一个环节的研读精读，披文入情的朗读扫清文字障碍。

（三）再读课文，整体把握

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要培养学生整体把握的能力。因此，在这一环节中，我从这样的问

题入手“读了课文，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来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我会出这样一道排

序题：课文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写的？请你把序号重新排列。得出课文的叙述顺序是：爬天都

峰前——爬天都峰——爬天都峰后。以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梳理文章脉络，为后面的感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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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铺垫。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品读悟读将是这课的重点和难点。在这一环节中，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以及“我”和爷爷

的两次对话是品读的重点。课堂中有效品读，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不仅能使

学生体会到语言文字的魅力，获得写作上的启发，还能体会到课文的人文意蕴。

第二自然段重点描写天都峰的险要：“高”和“陡”。“在云彩上面”形象地写出了天都

峰的高，一个“挂”字准确、形象、巧妙地将陡峭显现出来，这样的天险，看了都会使人心里

发颤。对这一重点段我采用的方法是读出体会，读出理解。叶澜老师曾说：“我们的语文教学，

只有充分激活原本凝固的语言文字，才能使其变为生命的涌动。”因此，这一环节，我会指导

学生通过默读、图片引导读、闭眼听读想象、学生朗读等的方式，让学生把课文中的描写变成

自己头脑中的画面，读出天都峰的险峻峭拔，难以攀登，令人望而生畏；读出“我”缺乏自信，

畏惧退缩的心理。引导孩子们读、思、品，他们一次次地读，情感一层层地递增，递增的情感

又会促使他们读出更多的感受。

（五）巩固拓展，深入理解

“我”和老爷爷这一老一少的对话，虽然只有三句，两句“你也来爬天都峰？”和最后的

决定“咱们一起爬吧！”体现了他们的复杂心情。这里，我采用的是创设情境，体验角色的方

法。以角色朗读为切入口，组织学生小组合作分角色朗读，然后全班汇报表演。读出这一老一

小对对方来爬天都峰表示惊讶与怀疑的，读出从彼此身上获得勇气和动力后的自信。

（六）布置作业

学生利用搜集到的有关黄山的文字、图片的资料，出一期墙报。

六、说板书设计

这样的板书设计有两个目的，一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二是学生能一

目了然地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爬天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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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济南的冬天》说课稿

一、说教材

《济南的冬天》是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的内容，是老舍先生写的一篇优

美的写景散文。文章通过对济南冬天的山、水等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对济南的喜爱和赞美

之情。本文也是本学段写景散文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写景散文

生动、细腻的写作手法，为后面散文的学习做铺垫。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对新课标和教材的理解，我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贮蓄”“澄清”等生字词；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全文；

理清文章通过不同的景色来描写济南冬天的脉络，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反复朗读，以读促悟，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济南冬天的美，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高想象力、感受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品味济南冬天的美，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这样确定教学目标，使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和陶冶情操紧密结合，在同一教学过程中，互

相渗透，共同完成。

基于以上对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新课改的要求，我确定本课的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由于本文是写景散文，修辞手法对景物描写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将本节课

的重点定位对几种重要修辞手法的应用。

教学难点：难点在于领会作者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

三、说学情

接下来，我谈一谈对学情的把握。七年级的学生经过小学阶段的学习，对散文有一定的了

解，但对于散文的鉴赏能力还处在初步学习阶段，需要教师给学生创设最近发展区的教学，引

导学生学习。

四、说教法学法

基于对教材和学情的把握，本节课我将采用朗读体会法、小组讨论法、多媒体辅助法等方

法进行教学，保证授课的生动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掌握正确的学法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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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我将指导学生采用朗读法和小组交流法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以读促悟和合作学习

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在教学过程当中，我设计了以下环节：

（一）图片导入，引起兴趣

首先是导入环节，我将采用图片导入法进行导入，我会在 ppt 上给学生展示几个不同地方

的冬景图，让学生讨论其不同之处，然后我会引导学生谈一谈当地冬天的特点。随后我会提问

济南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在作者笔下有哪奇特之处？在学生思考时，我将顺势抛出课题《济南

的冬天》。接下来我会带领学生进入本篇文章的学习。

（二）初读冬景，理清脉络

《语文新课标》强调：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因此在讲解课文之前，我会让学生充分

地读。具体如下：

课前学生通过预习，自主解决了生字词，并且搜集了作者相关背景资料，因此在本环节，

我将首先让个别学生进行生字词的读写和作者背景的讲解，对学生回答不足的地方我会进行补

充说明。

然后我将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在此设置两个问题，一是概括出济南冬天的特点，二是概

括文章每段的段落大意。通过 5 分钟的朗读和思考，我会提问学生对济南冬天特点的概括，引

导学生回答出温情的特点，并且概括出段落大意。通过学生自主分析文章的方式，能够提高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概括能力。

（三）细读冬景，感受画面

《语文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因此，研读环节，我主要采用小组

合作探究式教学，以问题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首先，我会提问学生作者是采用哪些景物来描写济南的冬天，学生能够很快的回答出山景

和水景。之后我会提问两个问题，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一是济南冬天的山景分为那几幅画面？

二是济南的水有哪些特点。学生在分组讨论时我会加以巡视点拨，最后每个小组派代表进行回

答。引导学生回答出济南冬天的山景图分为阳光朗照下的山、薄雪覆盖下的山、城外远山，并

概括出水的温、清、绿的特点。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符合新课改的要求。

（四）再读冬景，品味语言

在本环节，我将着重解决本课的重点问题，即修辞手法运用。我会让学生找出课文中运用

修辞手法的句子，并在小组内讨论，各自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这么写有什么好处。比如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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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个老城在阳光下暖和安适地睡着”属于什么修辞手法，引导学生回答出属于拟人的手

法，作用在于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济南冬天的温情。之后我会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品析这些优

美的句子，并且体会作者对济南冬天的热爱、赞美之情。

（五）拓展阅读，对比感悟

在本环节，我会让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赏析梁实秋先生的《北平的冬天》的片段，分析作

者笔下北平的冬天与济南的冬天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根据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实际情况，让

学生谈谈自己印象中的冬天，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和鉴赏感悟能力。

（六）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至此，本课的重难点已经顺利突破，本节课也已经接近尾声，最后我会引导学生回顾本节

课的重点，并设计总结语：“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以此引导学生养

成善于观察的好习惯。

（七）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这一环节给学生布置作业，试着写一篇关于冬景的文章，用多种修辞手法进行描写，并能

融入自己的情感。这样不仅对课文的内容做了总结，也使文章的主旨得以升华，陶冶了学生的

情操。

六、说板书设计

为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我的板书设计比较注重直观、系统，以

下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济南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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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马说》说课稿

一、说教材

《马说》是部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一篇议论性文言文。这篇文言文表达了

作者借千里马的遭遇而抒发的怀才不遇、渴遇伯乐的情感。通过学习这篇文言文，学生能够初

步学习议论性文言文的相关知识，增强对同类文章的理解，并为今后进一步的文言文学习打下

基础。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蒙田说过，“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本次课程目标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 知识与能力目标：学习“骈、祗”等生字词，理解“食、其”等文言字词的含义，有

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全文，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及诗人的生平成就，领悟作者将自己比作“马”

的深层含义。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以读促悟、归纳分析，了解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掌

握喻证的写作手法，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对“千里马”意象的分析和延伸，深刻体会作者官场失

意的愤懑情感。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本次课程重难点设为：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掌握喻证手法。

三、说学情

古语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好的教材需要配合学情方能得效。从

发展心理学看，初中生辩证思维开始萌芽，逻辑思维继续发展，但仍以经验型抽象逻辑思维为

主。在知识层面，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经验积累，但对如何与作者情感共鸣，仍然

缺乏经验。

四、说教法学法

欧阳修说，“任其事必图其效，欲责其效，必尽其方”。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结合

以上对教材与学情的分析，本次课程采用创设情境法、朗读体会法，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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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促进学生对课本的直观认识。学生使用小组讨论法的学法，对课文内容进行深入探讨，理

解喻证手法在课文中的运用，增强阅读理解能力与协作交流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进行的是说课中最为重要的教学过程部分。

（一）创设情境，图片导入

我会陈列三张关于马的图片，向学生提问“这三张图片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请学生回答后我整合答案，得出“千里马从外观上难以辨别”的结论，引出本节课程关于千里

马的论说的内容。图片呈现方式直观具体，比较分析能加深学生印象，为课程内容学习做铺垫。

（二）初读《马说》，了解文意

学生预习时了解诗人生平成就和本文写作背景，在课上进行分享，我会进行材料补充；并

借助工具疏通字词，我会在课上播放音频，学生跟读、划分句读，结束后我会检查反馈，强调

易错字的读音。之后我会再次播放音频，让学生熟悉文章句读。在学生能够顺利通读课文的基

础上，我会提出“《马说》全文讲述了什么内容？”，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进行独立思考，

并举手回答。我会归纳学生回答得出“千里马不得赏识”的答案。通过自主探究，学生能进一

步理解课文内容，培养阅读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三）再读《马说》，理解内容

在学生理解课文大意的基础上，我会提出“作者笔下的千里马是什么样的？”与“是所有

人都能辨别千里马吗？普通人是如何对待千里马的？”的问题，针对课文内容，学生思考后进

行小组讨论。我会请小组代表进行分享并对其表述进行总结，得出千里马的特征与普通人对待

千里马的方式。小组讨论法能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在交流中学习，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四）学习技巧，体验情感

在理解课文内容后，结合学生已知的本文写作背景与诗人生平成就，我会请学生探究作者

写千里马被平常对待的深层原因，并提出“本文表达了作者什么情感？”，让学生思考后与同

桌进行交流。我会请学生分享，进行整合，得出“作者使用喻证手法，抒发怀才不遇、渴遇伯

乐的情感”的结论。与同伴交流，能增强学生的协作与表达能力，深化学生对文章主旨的理解

和对作者情感的体验。

（五）手法实践，论段写作

请学生使用喻证手法，就“人才识辨”进行不少于 100 字的论段写作。学生进行写作，学

以致用，在做中学。

（六）课堂小结，自主概括

我会向学生提问“从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进行小结，我会在最



-20-

后进行归纳补充。自主学习能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课程内容进行巩固，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与记忆。

（七）课后作业，拓展延伸

在课程结束时，我会请学生课后阅读韩愈其他著作，将课堂与课外相联系，强化学生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六、说板书设计

为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我的板书设计比较注重直观、系统，以

下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马说

初中·《黄河颂》说课稿

一、说教材

《黄河颂》是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是《黄河大合唱》第

二章的歌词，它以热烈的颂歌形式塑造了黄河伟大坚强的形象，激发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力

量。本单元的主题是家国情怀，作为开篇，这首激情澎湃的黄河颂歌，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并为抒情这种表达方式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诗歌阅读要注重学生感受、理解、鉴赏和评价能力的培养，据此，我制定了以下三维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理清诗歌内容，概括黄

河的自然特点、地理特征、历史文化地位。

2. 过程与方法目标：借助多媒体资料，创设情境，感受黄河的英雄气魄；通过研读课文

的方式，深入分析语言，掌握比喻、拟人、反复的修辞手法；反复诵读课文，掌握本诗直接抒

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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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诗歌蕴含的浓烈爱国情怀；感受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

综上考虑，本课的教学重点设定为声情并茂地朗读诗歌，并理解诗歌赞颂黄河、赞颂民族

伟大精神的内涵。而调动并强化学生的爱国热情则是本课教学的难点。

三、说学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认清学情，才能上好一堂课。七年级的学生，抽象思维从经验型

正逐步向理论型发展，但还离不开感性经验的支持，让他们通过阅读直接感受黄河的伟大坚强，

效果不佳。需要教师提供直观的影像资料来帮助理解。同时，他们对于现代诗歌有了一定了解，

但对于诗歌的语言特色、表达技巧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进一步学习。这些都是我在讲

课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说教法学法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在本课中，主要采用朗读体会法，

并辅之以创设情景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情感，来感受黄河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气魄。

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本课学生主要采用的学法是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法。学生通过自主

探究能够自主地、愉快地探究学习，主动参与到课堂中，合作交流也可以培养学生之间合作的

精神。这一过程将充分发散学生思维，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来具体说说本课的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文

首先播放音乐《黄河大合唱》，并在屏幕上呈现波涛汹涌的黄河图片，用直观形象的方式

从视觉听觉上唤起学生内心的激情。然后我会运用渲染性的语言描述诗歌的创作背景，为学生

理解诗歌内涵做好铺垫。最后设疑，提出问题“一首黄河颂歌，为何能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

热情，在今时今日，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动？”引出学生的阅读期待。

（二）初读诗歌，感知节奏

先让学生自由朗读，结合课本中的批注，在朗读的过程中用斜线、着重号等标出停顿和重

音，初步感知诗歌节奏。

在巡视学生自由朗读时，我会注意收集学生读音方面的问题，相机检查学生生词预习情况

和诗歌的初读水平。然后再播放录音，学生跟着录音齐读，自行纠正读音，注意语气语调，把

握正确的诗歌节奏。最后点学生朗读，并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鼓励学生。

（三）通读课文，理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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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默读课文，划分层次，理清诗歌结构。本诗结构明显，学生很容易就能得出诗歌的三

个部分：序曲——主体——尾声。

然后，提出问题“主体部分从那三个方面对黄河进行了描写？”，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

让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最后汇总学生的回答，明确答案为“自然特色、地

理位置、历史文化地位”

在疏通大意之后，诗歌阅读的重点来到了赏析评价环节。

（四）再读课文，品味语言

我会带领学生细读“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 劈成南北两面”这一部分，提问“想

象自己站在高山之巅，你会看到哪些画面，这些画面是按什么顺序呈现的”引导学生得出“进

京、全景、纵向、横向”的描绘顺序。再点出“望”这个词的重要性，一个“望”字引出四幅

画面。随后让学生提出课文中他们认为用得好的字眼或诗句进行赏析，如“劈”“一泻万丈”

等，我同时也会及时进行总结和补充。然后再让学生分组诵读这些优美诗句，进一步感受黄河

的磅礴气势、波澜壮阔。

反复诵读后，再提出问题“诗歌中反复出现‘啊！黄河！’起了什么作用？诗人在赞叹什

么？结合时代背景，谈谈诗人的咏叹是要表达什么情感？”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反复这种修辞手

法的作用。并带领学生一起概括诗歌主旨：借歌颂黄河歌颂伟大坚强的民族精神。

（五）朗诵巩固，延伸拓展

在理解诗歌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分成小组，根据《黄河颂》音乐，进行配乐朗诵比赛。并

组织学生分享朗诵诗歌过程中的情感体验。

（六）布置作业

收集有关黄河的诗歌，用朗读体悟法自主学习一首诗歌，对比两首诗歌的异同。

六、说板书设计

本版书设计条理清晰地将课文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语言特色直观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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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春》说课稿

一、说教材

《春》是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文章用生动优美的语言介绍了春草图、

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以及迎春图五幅图。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爱及赞美之情。学好《春》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也为后面写景散文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学目标在教学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教育者从事教学活动的

指南。根据新课程标准以及教材的特点，我制定了如下三维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识记“酝酿、抖擞”等重点字词并理解其含义；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以及迎春图五幅图；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观察与春天有关的图片以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观察能力以

及以读促悟的能力，掌握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作者在文中对春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教学的重难点是依据教学的总目标而来的，因此在总目标的指引下以及在考虑学生认知发

展的特点后我将教学重难点设置为：

教学重点：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五幅春日图景。

教学难点：掌握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以及体会作者情感。

三、说学情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对学生因材施教，因此对学情的分析就很有必要：初一学生对写景

方面文章的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并且也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关键期，但是在对文章的

鉴赏能力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些都将是我后面教学要考虑的问题。

四、说教法学法

通过以上对教材、学情的分析，本课我主要采用的教法是多媒体辅助法以及以读促悟法。

通过多媒体辅助法可以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地展示在学生面前；通过以读促悟法，可以培养学生

的朗读感悟能力。

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将学法确定为：自主、合作、探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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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法，通过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提高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能力，还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会进行我本次说课最重要的环节，说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从七个环节进

行展开：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在上课之初我会通过多媒体播放一组有关春天的图片，并让学生谈一谈观察到了什么以及

观察后的感受，进而再顺势进入本节课的学习。

这样的导入方式可以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提高他们对本节课内容学习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

这一环节我会给学生留出五分钟的时间让他们进行默读，并要求他们在默读地过程中圈画

出自己不认识以及不理解的字词，并借助工具书扫清字词障碍。在学生默读期间，我会进行巡

视帮助学生纠正一些不良的默读习惯。之后，我会出示一些重要字词对学生进行检测并做补充。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旨在训练学生的阅读速度，提高自学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完成字词方面

的教学目标。

（三）再读课文，感受春天

这一环节，我会引导学生再次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内容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文章主

要写了几幅跟春天有关的画面。我会引导学生找出 “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和迎春图”

五幅图，并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这一环节的设置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让他们独立思

考，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四）精读课文，品味春天

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之前我会给学生提出如下问题：“你认为

最妙的修辞是什么？它妙在哪里？”之后我会找学生进行回答，并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完善，

总结不同修辞的妙处。在学生回答过程中我会板书出本课主要的修辞手法：比喻、拟人、排比。

接着我会问学生：“朱自清笔下的春天美吗？”这个时候学生会回答美，然后我再顺势提

问“为什么朱自清可以把春天描写的如此美呢？”我会引导学生悟出本文作者的情感是表达了

对春天的喜爱与赞美之情并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这一环节可以培养学生对语言的鉴赏能力，帮助学生掌握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及体会作

者情感。

（五）巩固练习，学以致用

在这一环节，我会要求学生在五分钟之内运用这节课所学到的修辞手法，将他们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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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处美景描绘出来，字数限制在 100 字左右。

这样设置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六）课堂小结，梳理思路

在这一环节，我会向学生提问“这节课大家都学到了什么了呢？”之后引导学生自己进行

总结，最后我来进行补充。

这样设计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课程理念，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总结归纳能力

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七）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在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课下搜集跟“春天”有关的古诗词并背诵下来体会其中的美。

这样设置可以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以及加深对本课内容及作者情感的理解。

六、说板书设计

为了帮助学生能够清晰明了地把握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我将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春

初中·《诫子书》说课稿

一、说教材

《诫子书》是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一篇文言文。本文是诸葛亮写给儿子的家书，

主要内容是教导儿子要修身养性，淡泊名利，寄托了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体现了对儿子的谆谆

教导之情。本文是修身立志的名篇，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提升文言文知识，并会背诵名言警

句，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学生是能动的主体，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我制定了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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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读准“夫、躁”等字的读音，能够掌握文言文常用字词的用法 , 掌

握重点词语“淫慢、年与时驰”等的含义及理解“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意思。

了解文章写作背景，读懂文中作者教导儿子要修身养性，宁静致远的期盼。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及小组讨论，提高合作探究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盼之情，自觉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

通过以上对教材及教学目标的分析，我将确定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掌握字词意思，理解重要的文章句子，并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理解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待之情。

三、说学情

现代教育理论强调：“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以满足学习者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根

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在进行教学设计前进行学情分析很有必要：七年级的

学生，正处于过渡时期，抽象思维能力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抽象的概念还需要感性的经验来

支持，并且，七年级的学生接触文言文较少，所以翻译字词和文意，还是有些困难，我在课上

会注意引导学生重点理解课下注释的意思，并重视反复诵读，通过诵读来体会作者情感。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在本课中我主要采用串讲法、朗读体会法，辅

之以多媒体教学法，来进行教学。通过串讲法和朗读体会法，学生能够理解重点字词语句的含

义，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文章语感，运用多媒体教学，学生能够更直观的感受文章内容。

无论什么样的教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学，在课堂上，我一直坚持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的原则，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本节课我会采用朗读体会法和小组合作学习法，朗

读法培养学生感悟文章的能力，小组合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我说课中最重要的环节—教学过程的阐述：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我会通过播放图片导入新课，在上课之初，播放三顾茅庐的图片，并顺势向学生提问：“同

学们还记得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吗，故事中他拜访的是谁？”根据学生的回答，我将趁势引出

人物及事迹，进而引出本节课的课题。

这样的导入可以很快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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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在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结合课下注释及工具书解决生字词，通过初读扫

清阅读障碍，不懂的地方，同桌之间相互讨论交流，自主解决问题，并抽查字词，之后我会让

学生在课堂上展示课前查阅的资料，并介绍相关人物背景，然后播放音频范读，让学生跟读，

注意字音以及句读，增强学生的语感。

这样有利于学生把握文章节奏，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再读课文，疏通大意

接下来我会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并小组合作借助课下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章大意，并检

查学生自学探究结果，抽查学生翻译文段，我会对学生的回答给予鼓励和反馈，重点提问并讲

解：淫慢、年与时驰的意思，非志无以成学中的志字和险躁则不能治性中的险的用法

这样有利于学生梳理文章，掌握文章层次和重点语句，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四）精读课文，品味语言

接下来，在这一环节，我会请学生细读课文，并想一想诸葛亮写这封家书的用意是什么？

请几位学生进行回答，并作出反馈，根据学生回答引导学生得出结论：作者希望儿子能够淡泊、

立志、惜时。

其次，我将请学生勾画出文中提到“志”的语句，并小组讨论请学生说出文中“志”与“学”

的关系，根据学生回答引导学生得出结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作者告诫儿子只有内心宁静，才能养成定力，有了定力，才能明确志向，从而

培养品德。

通过精读课文准确的把握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语言表达能力，更加让学生

体会作者对儿子殷切期望的情感。

（五）巩固扩展，深化学习

在这一环节，我将引导学生在五分钟之内，以诸葛亮儿子的口吻写一封回信，字数在 100

到 150 字之间。

通过写回信，能够培养学生更进一步感悟教材，提升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六）师生合作，归纳总结

在这一环节，我会提问学生本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归纳总结，并且我

会进行补充。

这样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七）布置作业，扩展提升

在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在课下收集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名言、成语等，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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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

六、说板书设计

为了学生更好的学，同时体现我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诫子书

高中·《琵琶行》说课稿

一、说教材

《琵琶行》是高中新课标语文必修3第二单元的一篇古体诗，作者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

本事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

没的不合理现象，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和自身被贬谪的愤懑之情。

通过学习本文，使学生掌握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音乐形象的写作技巧，通过对文中人物行

为、语言的分析，与文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对教材内容和地位的分析，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特设定如下三

维目标：

1. 掌握文言基础知识，能够理解并背诵全文，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

2. 通过自主查阅工具书和资料及小组合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能力，掌握

运用语言文字来描写音乐的写作技巧。

3. 与作者和琵琶女产生情感共鸣，体会作者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特点，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对琵琶女高超琴艺的写作手法的赏析以及作者和琵琶女的情感体会。

教学难点：了解作者如何通过音乐来感知听者和演奏者情感，并将两者融为一体。

三、说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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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充分的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特点和兴趣需要，才能更好的提升教学效果，下面我来

说一下学生的学情。对于高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言知识储备，逻辑思

维、抽象思维和情感体验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能够结合课下注释理解文章大意，但对于细节

的品味和揣摩还需要进一步的引导。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在本节课主动思考、积极发言，我在本节课采用的教法有小组合作交

流法、自主学习法及启发式教学法，帮助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合作探究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本节课鼓励学生采

用主动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进入本次说课的中心环节——说教学过程，我的教学过程共分为五大步骤进行：

首先，进行教学过程的第一个环节

（一）音乐导入，激发兴趣

在导入环节，首先，我将为学生播放琵琶演奏的视频《浔阳夜月》，旨在让学生了解琵琶

这种乐器的形状、音色等特点，静心欣赏和感受中国古典乐器的魅力，听完音乐，询问学生的

感受和琵琶演奏的特点，这样的导入切合主题，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新授环节，首先，我会提问学生有关作者的预习情况，待学生介绍完白居易的诗歌特点

和生平简介后，引出“孺子解吟长恨曲，胡人能诵琵琶篇。”进而总结出白居易的诗歌特点——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此被大家广泛传颂。然后，初读课文《琵琶行》，结合课下注释，疏

通文章大意，充分感受白居易的诗歌特点。边读边思考：文章开头的小序有什么作用？表达了

哪些内容？同桌交流，学生回答反馈，我和学生共同总结出答案：文章前的小序交代了时间、

地点、人物、故事概况，为全诗定下了凄切的感情基调，这样设计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养成课前预习和主动交流的好习惯。

（三）再读课文，体会情感

接着，我会让学生再读课文，第二遍读课文重在体会文中人物的情感，在读课文的过程中，

让学生思考问题：全文最富有感情、最能体现主旨的句子是哪一句？学生不能回答出：同是天

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会趁势追问：“同是”——“同”在哪里？文中沦落的人都有

谁？他们又为何沦落？引导学生深切体会琵琶女和江州司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脉络，充分理解

琵琶女和作者的内心情感。在学生充分理解人物情感的基础上，进而提问：是什么把一个江湖

歌妓和一个朝廷命官联系到了一起？学生会很快说出答案——音乐。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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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呢？自然转入对课文重点的研读。这样的设计由浅入深，能够让学生结合人物情感深入分析

高超绝妙的琵琶声中所传递出的情感，过渡自然，层层深入，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最后，最后深入研读文章第二段的音乐描写，细细品味作者运用的修辞手法，边读边思考：

①作者描写声音时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②音乐有什么特点？

③随着音乐的变化，人物感情发生了怎样变化？

④琵琶女的演奏收到了什么效果？

学生思考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讨论得出结果并进行小组展示，我对反馈结果进行分析和

总结。这一环节的设计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独立阅读思考的时间，然后由自主

转向合作探究，进行多方位的互动，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并在这个过程

中落实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四）拓展延伸，深入理解

古今中外，还有许多描写音乐的诗歌，这些诗歌带给人们不尽的美感，我会让学生积极分

享所搜集的此类诗歌，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与《琵琶行》进行比较赏析，加深学生对此类文章

的兴趣，继续培养学生鉴赏这类文章的能力和审美情趣。

（五）归纳总结，巩固新知

在此阶段，学生对文章中人物的情感写作技巧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我会询问学生：

在一千多年前的浔阳江头，一个文人骚客和一个天涯歌女谱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给学生充分

的思考和组织语言的时间，引导学生用富有情感的、优美的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以此来培养

学生语言的建构与运用的能力。

（六）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现在的音乐类型多种多样，学生的喜好也是千奇百怪，因此，我会让学生运用语言文字来

表达音乐形象的写作技巧，就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旋律或歌词，写出自己的感受。文体、字数不限。

六、说板书设计

为了学生更好的学，同时体现我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31-

高中·《荷塘月色》说课稿

一、说教材

《荷塘月色》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 2 第一单元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事实上是学生进入高中接触的第一篇抒情散文。在这篇散文里，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月色

荷塘互相映衬的美丽图景。语言优美、典雅，是一篇著名的美文，也是历年来高中语文课本的

保留篇目。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对教材内容和地位的分析，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特设定如下三

维目标：

1.本文写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陷于一片黑暗之中。读课文理解作者内心“颇

不宁静”的原因，学习作者高洁的情怀和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

2. 作者将描写荷塘与描写月色巧妙地结合起来，突出月下荷塘优雅、朦胧、幽静的意境

之美。本文语言优美，恰当地运用比喻、通感的修辞手法，通过学习体会本文的语言和艺术技

巧的表现力。

3. 通过品读课文培养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能够判断什么是通感，体会本文比喻的

妙处所在。 

根据以上教学目标，我将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设置为：

教学重点：通过 4-5 段赏析，欣赏荷塘月色的幽美，品味文章语言美，对学生进行文学审

美教育；理解作者在动荡的年头彷徨于苦闷中的心境和作者在特殊年代洁身自好、向往自由美

好生活的情怀。

教学难点：作者之所以有“颇不宁静”心情的原因；作者写江南采莲旧俗的作用。

三、说学情

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的身心特点以及学习情况非常重要，因此接下来我分析一下学情。

高中阶段的学生具有抽象性思维和论证的逻辑性，但仍离不开感性经验。对散文的特点有一定

的了解，但并不全面深入，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进一步学习。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说教法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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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散文鉴赏单元，侧重教会学生鉴赏的方法。所谓鉴赏，马克思曾解释为“按人的

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教师应用恰当的教法挖掘、唤醒、鼓舞学生领悟

文章的美，引导学生进入文章的心中景、意中画，使鉴赏成为一种真正的享受。本文准备采用

讲解式、启发式、朗读式结合的教学方法。理由是：本文是一篇精读课文，重点训练学生精读

的方法，高中阶段对知识领悟力也较低，所以采用讲解式的教学方法；进入高红阶段，要重视

学生思维品质的训练和培养，要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训练，尤其是要重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

养，因此采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本文语言优美，从培养学生语感

的角度，本文采用朗读式的教学方法。

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本节课采用的学法：

1. 情感体会：有感情朗读，只有体会感情，才能充分地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也只有充

分地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才说明已充分地体会作者的感情，这就是感情朗读中的“感情体会”

和“感情朗读”的双重功能。

2. 自我体验法：汉语言具有模糊性特点，有些语句由于生活阅历、理解水平、认识能力

的不同，因而对语义的理解和情感的体会也存在差异。所以老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充分

发挥学生在朗读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自我把握学法的能力。

3. 披文入情：通过解读语言文字来感知作品中呈现的物象，进而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五、说教学过程

为了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将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首先在多媒体上播放《春江花月夜》古筝曲，配上荷花的动态图片。之后向学生提问：“同

学们时常可以欣赏到满池的荷花，那有没有同学在月色朦胧的夜晚欣赏过荷花呢？”从而导出

本节课课题。这一环节的设计，通过创设情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的积极性。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完成以下两个任务：①借助词典和注解，自行掌握重要词语的

读音和含义。②理清文章思路，用笔勾画出文中写景的自然段落。接着，请学生回答以上问题，

教师补充，明确写景的自然段落是第 4-6 段。

这一环节的设计，可以培养学生阅读感知和概括文章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

（三）精读课文，体悟情感

首先我会播放课文第 4 段的音频，要求学生仔细聆听，并回答问题。作者在第 4 段中描写

描写了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何特点呢？学生思考后自由回答，教师补充。作者在第 4 段中描

写了月下荷塘中亭亭、田田的荷叶，羞涩打着朵的荷花如明珠，星星，美人，以及花香如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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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接着我会播放课文第 5 段的音频，要求学生仔细聆听，并回答问题。作者在第 5 段又描写

了哪些景物呢？这些景物有何特点呢？学生思考后自由回答，教师补充。作者在第 5 段描写了

塘上月色的月光如流水，月影如名曲。

最后我会要求学生有感情的齐声朗读，课文第 4.5 段，并思考问题。作者是如何表现这些

荷塘美景的呢？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并回答，教师进行补充。作者运用了叠词的语言技巧描写了

荷叶；运用了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荷花与月光；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描绘了花香

和月影。此处，我会重点讲述通感的含义。

这一环节的设置，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独立思考，通过自主探究合作的方式，培养启

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在这一过程中落实了教学重点。

（四）巩固练习，拓展新知

要求学生运用本节课所学习的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描写一处生活中的景物，不

少于 100 字。

这一环节的设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五）归纳总结，自我梳理

我会提问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都收获了什么 ?”引导学生自主讨论总结，教

师进行归纳补充。

这一环节的设置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新课标理念，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和自主

学习的能力。

（六）布置作业，拓展提升

要求学生课下搜集并阅读写景类的抒情散文，与课文进行比较，学习不同风格的散文特点。

这一环节的设置有利于学生融会贯通课堂知识，丰富拓展阅读经验。

六、说板书设计

为了帮助学生清晰明了地把握本节课的内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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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陈情表》说课稿

一、说教材

《陈情表》出自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第二单元第四课，它文质兼美，是“言”之典范，

“文”之精品。这篇文章是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中叙述了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

及自己应该报答祖母的大义。真情流露，委婉畅达。是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

该单元的学习在于让学生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掌握基础的文言语法知识，学习如何

清晰有力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结合教学大纲对本单元教学要求，依据新课标设计课程目标的要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我

确定以下的教学目标：

1. 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和文化常识。

2. 引导学生赏析本文文思缜密、脉络分明、陈情于事、寓理于情的构思艺术。

3. 体会本文至真至诚的亲情忠情。

这个教学目标的设置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即整体感知—局部思维—迁移拓展。

通过以上对教材及教学目标的分析，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积累重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等文言知识。在反复诵读中理解文意，理清思路。

教学难点：品味作者在直抒真情、不加雕琢的叙述中蕴含的真切情感，理解“忠”“孝”

的含义。

三、说学情

对于本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文学知识积累，也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在

正确把握文言文的句式、修辞方面，还有待加强；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是理性思维水平还赶不上成年人的

标准。他们的生活经验毕竟有限，对历史的把握不够，这些都将成为我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的

因素。

四、说教法学法

基于以上对教学内容、学情的分析以及新课改的要求，我主要采取创设情境法、引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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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体会法等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其中以朗读体会法为主，通过学生有感情的朗读与体会，

把握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我将在教学中注重教师的主导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从

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目的。

基于对学情和教法的分析，我将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运用交流合作法和自主探索法，如以学生的小组讨论和有感情朗读方式，促进学生的交流

与合作，深刻理解本文的主旨，让老师和学生共同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五、说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心理学表明学生如果对学习内容发生兴趣，就会产生愉悦的情绪和强烈的求知欲，学习就

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将以苏轼的话导入：“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

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因为《出

师表》学生都很熟悉，通过这样的导入设计，加深学生对课文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融入本堂课的学习之中。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首先，我将简单介绍相关历史知识和故事背景，然后要求学生自读全文，请学生借助注释

和工具书解决字词问题。我将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容易读错、写错在古文中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

指导，如“鳏”“寡”“孤”“独”。接下来是诵读，通过全体学生读课文，我将根据学生朗

读中存在字音、节奏、感情处理问题进行评价、指导和纠正，如“茕茕孑立”“气息奄奄”等。

（三）通读文章，掌握大意

我将引导学生解题“陈情表”这三个字的含义，理解“表”这种文体，明白为什么要写表，

写给什么人，然后我将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同时梳理结构，思考这篇文章写了什么？

（四）分析全文，研读赏析

学生分段朗读课文，读出人物个性，同时在文中找出李密从哪几个方面陈说自己不能受命

的理由？这些理由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观念？带着这些问题，我将让学生每四人为一组进行小

组讨论、思考、探究，讨论结束后，每个小组派出一名代表进行总结发言。对于学生的回答，

我将进行反馈。无论学生回答的正确与否，我将一一予以鼓励和指导。根据学生的回答和总结

得出：李密从不幸的家事、两难的处境、不仕的原因三方面陈述缘由，体现了忠孝不能两全、

先孝后忠的观念。

（五）巩固拓展，深入理解

结合课上所学知识，让学生谈谈对传统孝道的看法，学生分享交流看法，在这一环节要引

导学生往正确的立场、观点深入探讨。



-36-

（六）归纳小结，自我梳理

小结这一环节，我将以学生自主进行小结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新知，

而且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七）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熟读成诵这篇课文，以“忠”和“孝”为话题写一篇随感。通过这个作业，让学生学会关

注生活，关心身边人。

六、说板书设计

为了帮助学生清晰明了地把握本节课的内容，掌握重点、突破难点，我将我的板书设计进

行简要说明：

这一板书的设计，内容精当简约，布局合理，美观大方，能体现文言文的特点，既体现了

课文重点内容，又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高中·《归去来兮辞》说课稿

一、说教材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人教版语文必修五第二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本单元均为文言文。

这篇文章照亮的不止是一个时代的文坛，陶渊明不仅自己“走进自然”，也使无数的后世文人

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走进自然”。在今天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中，很有必要引领学生跟着诗

人“走进自然”，让他们学会在疲惫时去寻找一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天空。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对教材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我特制定如下三维教学目标：

1. 积累重要文言字词；了解作者和“辞”这种文体；朗读并熟读成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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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朗读法和小组讨论法，涵咏体味文章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

3. 理解作者辞官归田，不与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学习其高洁的理想志

趣和坚定的人生追求；体味作者在述志中渗透出的或喜或悲、或决绝或犹疑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以上教材地位和教学目标的分析，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积累重要文言字词；了解作者和“辞”这种文体；涵咏体味文章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理解作者辞官归田，不与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学习其高洁的

理想志趣和坚定的人生追求；体味作者在述志中渗透出的或喜或悲、或决绝或犹疑的复杂情感。

三、说学情

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对阅读浅易文言文，理解文言文大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准确理解文

章意义，把握文言文句式方面还有待加强，文章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高。这一学段的学生有较

强的求知欲，理性思维已经形成，这些都将成为我教学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说教法学法

基于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以及新课改的要求。在本课中我主要采取小组讨论法，并

辅之以朗读法、点拨法。分组讨论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兴

趣，有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我将提前准备好 PPT 等教具。

基于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以及新课改的要求。在本课中我主要采取小组讨论法，并

辅之以朗读法、点拨法。分组讨论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有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我将提前准备好 PPT 等教具。

五、说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对比导入

《桃花源记》是我们在初中就接触过的陶渊明的作品，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还有印象呢？在

那篇文章中，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是作者精神追求的形象反映。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另一篇文

章《归去来兮辞》。让我们一起走进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去解读他的归隐情结。

（二）初读文本，整体感知

首先，我将简单介绍相关历史知识和作者背景，然后要求学生自读全文，请学生借助注释

和工具书解决字词问题。我将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容易读错、写错在古文中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

指导，如重要实词：役、谏、觞、憩、岫、盘桓、畴、棹、窈窕等；重要虚词：①五个疑问代

词：胡、奚、焉、曷、胡；②来、以、而、之。接下来是诵读，通过全体学生读课文，我将根

据学生朗读中存在字音、节奏、感情处理问题进行评价、指导和纠正，同时思考本篇文章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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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回答：叙事线索：决意辞官—归途—抵家—室内生活—涉园—外出—纵情山水—

度过余生；情感线索：自责自悔——自安自乐——乐天安命。

（三）研读文本，涵咏感情

学生分段朗读课文，并思考以下问题，小组之间可先进行讨论，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教师

引导学生，并适时进行补充。

学生读第一段，申述“归去来兮”的缘由。

①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看出他的心情如何？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板书：自责自悔→

自述自慰

②从本段内容中，可以看出陶潜有什么样的情结？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板书：鄙弃官场，

向往田园的归隐情结。

学生读第二段，并思考本段主要写归家路途的轻快，接着让学生找到关于轻快的句子。①

乃瞻衡宇……有酒盈樽：抵家时的欣喜若狂；②引壶觞以自酌……审容膝之易安：室内的舒适

安逸；③园日涉以成趣……抚孤松而盘桓：园中时的流连忘返

对学生进行提问，从本段内容中，可以看出陶潜有什么样的情结？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

板书：淡泊明志，闲适自在的归隐情结

学生自读第三段，这里我会引导学生说出本段主要写归家后农村生活的乐趣，并对学生进

行提问：从本段内容中，可以看出陶潜有什么样的情结？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板书：躬耕田

园，琴书诗酒的归隐情结

学生先自主读第四段，并在我的引导下，让学生说出：本段主要抒发对人生宇宙的感想。

教师追问从本段内容中，可以看出陶潜有什么样的情结？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板书：乐天安

命、追求精神自由的归隐情结。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这一环节，我会让学生分组竞赛朗读，体会感悟诗人的形象。

（五）巩固小结，深入理解

在小结这一环节，我将以学生自主进行小结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新知，

而且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并结合课上所学知识，让学生谈谈对田园生活的看法，学生

分享交流看法，在这一环节要引导学生往正确的立场、观点深入探讨。

（六）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将本文改为一篇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散文，简要说一下“我眼中的陶渊明”，并背诵课文。

六、说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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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沁园春·长沙》说课稿

一、说教材

首先，我来说一下教材，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1 阅读鉴赏部

分第一单元第一篇课文。《沁园春·长沙》是按照古典诗词的严整规律写成的，正如第一单元

卷首语所说，“五四之后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这里选录了毛泽

东的一首词，正好可以与新诗进行比照。”

二、说学情

在分析完教材以后，我将简要分析一下学情：

对于刚开始进入高中学习生涯的同学们来说，新诗相对比较陌生，而古诗词在小学初中已

经接触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首词，写于五四以后，用古典诗词的格律这个“旧瓶”，

装的是新时期革命斗争的“新酒”，用这首词来与当时的新诗作比照，可谓是教材编者的匠心

独运。因此，《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是承接了初中古典诗词的学习内容，也是为高中更

加深入地学习如何鉴赏新诗作铺垫，让学生体会到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的目标、要求、特点，

帮助学生向更高层次的文学鉴赏水平进步。

三、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根据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在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指导下，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定为以

下三点：

1. 理解诗人写作风格，诗歌创作背景；掌握诗词格律；掌握准确的诗词朗读技巧。

2.品味词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会赏析诗歌的一般方法，为以后的新诗学习打下基础。

3.通过意象的学习，发挥想象和联想，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人在逆境寒秋中昂扬的情怀，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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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对本课教学目标的设定，结合学生情况，我将本课的教学重难点定位如下：

教学重点：分析《沁园春·长沙》的结构。

教学难点：通过品味词中的宏阔的语言，赏析作品是如何将秋景和革命主义情怀融为一体

的，从而深入阐释词中蕴含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四、说教法学法

教学设计是本次说课的核心内容，下面，我重点说说我的教法：

诗歌有节奏和音韵的美感，要培养学生体味诗歌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就要使

学生切身的体会诗歌最直接表露的美。出于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及学情的考虑，我以诵读法为主

要教学方法。

学法上，强调预习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媒介，搜集相关描写秋景的诗句；了解毛泽东的生

平，毛泽东的思想。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将具体说说我的教学过程：主要包括导入、新授、小结、作业等几个部分。

（一）联系实际，导入课题

导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环节，如果导入吸引了学生，那么整堂课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以

秋天作为导入，请一两名同学简单谈一下自己对深秋的印象，然后引领大家一同联想关于秋的

诗句。由诗词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千古都有悲秋的主题，然后看毛泽东是以怎样的心态和笔触

来描绘湘江边的深秋的图景。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诗歌的美在朗诵中得以最直接的感知，让学生先自由朗诵诗歌，体味诗歌的情感基调。提

问学生：这首词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朗诵？请学生谈一谈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了解和认识，

通过多媒体设备播放写作年代的相关图片和影像资料，让学生对诗歌的情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

认识。在此基础上，再次朗诵全诗，点拨学生把握朗诵的节奏。 

（三）研读课文，深入领悟

由我来逐句诵读全诗，在诵读过程中，与学生展开对话，讨论。首先，要求学生将前三句

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明确前三句的信息——交代了时间（寒秋）、地点（橘子洲）、人物

（诗人自己“独立”）。第四句的“看”字作为领字领起后面的景色，我重点从景物（山林江

舸鹰鱼）及景物的修饰词入手分析。分析在写景中由远山层林到近江百舸，由仰视“鹰击长空”

到俯视“鱼翔浅底”，全方位的视角，描绘出一幅立体的风景画。在这些修饰词上，用语精准

（如“染”字），大气（如万、层等），色彩鲜艳（如“红”），动作性强（如染、争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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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蓬勃的生机。诗人从“怅”字转入抒情，带出下半阙忆事抒情。所以在这里要对毛泽东少

年时期在长沙的活动作一些介绍。然后分析重点的词如：“携”“侣”“同学”等表明人物关

系亲密团结，“峥嵘”“稠”有时代特点，“恰”字引起铺叙表明人物的气质禀赋。重点分析

最后一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体会诗人的一番少年豪情。结合上阙“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要学生思考诗人在下阙是否已经做了回答。由此，让学生体会到诗人一腔少年拿云

志，由象入境，由景入情。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再次全班朗诵诗歌，回味全诗，这一次朗诵，要求学生注意朗读时的节奏变化，情感应更

加饱满。

（五）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在学生整体掌握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帮助学生适当拓展，可使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此种目的，我会启发学生谈谈学完这首词后的感受，帮助学生升华主题，让学生在交流中

巩固对这首词的感知。

最后，我会引导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教师侧重从升华情感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总结：我

们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感受了伟人的情怀，我们要将伟人的情怀内化为自己

的学习动力，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六）深化情感，分层作业

结合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我布置了以下作业：

①要求学生背诵全诗，增强学生对诗歌的感悟，体会诗歌的美。

②预习《诗两首》，看看是否能运用古典诗歌的鉴赏规律来赏析新诗。

六、说板书设计

最后，我来谈一谈这节课的板书设计：

精心设计板书是实现课堂教学最优化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板书设计也应突出教学目标和

重点，与当堂教学内容相对应，概括更丰富的知识类项，同时还要精练，才能有使用价值。

沁园春·长沙

立看——人在景中，景在眼里

怅问——触景生情，由情生问

携忆记——追忆往昔，言明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