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分析
本课选自苏教版数学五年级

上册二单元 《平面图形的面积》

最后一课的内容，主要引导学生

探索简单组合图形的面积计算方
法，积累“图形与几何”的学习

经验，凸显“图形转化”这种计

算多边形面积的计算策略。运用

“神州十二号”系列素材，融合中

国故事。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会了长方形、正

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

形的面积计算方法。这些都为本

课的学习奠定了知识基础，积累

了相应的操作经验。利用学生感

兴趣的“神州十二号”相关数据，

进行组合图形面积教学。

教学目标
1.联系已有知识认识组合图

形，会把组合图形分解成已学过

的平面图形，能正确计算组合图

形的面积，并在计算过程中体会

割补法的应用。

2.通过观察、操作、分析，初

步认识转化思想方法在组合图形

面积计算中的运用，增强学生探

索数学的自觉性和创新意识，体

验成功解决数学问题的愉悦。

3.结合情境和数据，引导学生

感受航天员献身祖国航天事业的

伟大精神。

教学准备
课件、作业单、图片及视频

教学过程：
一、巧设情境，揭示“组合

图形”的概念

1.出示我们班同学拼成的神州

十二号火箭拼图，请同学在图形

中找出学过的平面图形（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

梯形）

学生回忆提到的基本图形面

积计算方法，并揭示组合图形的

概念，板书“组合图形”。

学生思考：要求这个组合图

形的面积，可以怎么做？

【设计意图:通过神州十二号的

拼图素材，明确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简单图形拼成的新图形，叫做组合

图形。】
2.放大图片，聚焦神州十二号

上的国旗，请学生观察国旗的形

状，感知大多数旗帜都是长方形，

如党旗、军旗、团旗等。

3.出示中队旗，我们的中队旗

也是组合图形，学生思考它是由

哪些基本图形组成的。

【设计意图：以神州十二号的

故事和各种旗帜的图案素材，引

入对组合图形和基础图形关系的

理解，进行旧知的迁移】

二、探究交流，计算组合图

形的面积

1.课件出示例题 （草坪图），

通过小组交流总结计算这个组合

图形面积的方法。

（1） 分成我们学过的图形：

长方形和梯形。

（2）补成一个长方形，先求

出长方形的面积，再从长方形中

减去补上的梯形部分。

（3）分成一个梯形和一个三

角形来计算。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交流，

使学生明白计算组合图形的面积
可以使用分割法求和、添补法求

差的方法计算】

三、结合情境，解决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

1.出示神州十二号的生活舱平

面图，设计师准备给生活舱铺上

地板，请学生帮设计师估计一下，

大概需要买多大面积的材料。

2.学生运用已掌握的数学知
识，尝试将组合图形分割成基础

图形、标明使用数据并计算它的

实际面积。

学生讨论，感知这个组合图
形分成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的方法最简单。在图中画出分割

后的图形，标出所用数据，分步

进行计算再相加。

3.学生讨论，明确：在分割图

形时，要考虑到使用数据要用已

有的、容易找到的数据。

【设计意图：创设为神州十二

号生活舱铺地板的情境，让学生

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明确

分割图形时要考虑到已知数据的

运用。】

3.学生尝试总结求组合图形面

积的计算步骤。

（1）画：所求组合图形可以分

割成哪些基本图形？

（2）标：标出相应数据

（3）算：计算面积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让学

生掌握计算“组合图形的面积”

就是将新知转化为已学过的基本

图形的面积的旧知识，用到了转

化的思想。】

四、练习巩固，学以致用

1.出示以下两幅图，学生观察

比较，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不

同之处。

2.学生判断，要求两幅图的面

积需要用到哪种方法，并选择合

适的方法，测量所需条件，分别

计算其面积。

3.学生小结，求组合图形的面

积方法：

一分图形 二找条件 三算

面积

分割法（图形内）：可以把一

个组合图形分成几个简单的图形，

分别求出这几个简单图形的面积，

再求和。

添补法（图形外）：可以把一

个组合图形看作是从一个简单图

形中减去几个小的简单图形，求

出它们的面积差。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巩固

求组合图形的步骤一分图形、二

找条件、三算面积，使本课数学

知识得到全面的提升。】

五、结束语

同学们，神州十二号已于

2021年9月17日完成在轨飞行三个

月的任务返回地球，这表示我国

航天技术又一次飞跃性的提高，

来听听三位航天员是如何对小朋

友说的。（出示视频）

你们知道神州十三号、十四

号的哪些事呢？

【设计意图：进一步创设情

境，通过观看视频，感受伟大祖

国在航天事业发展上取得的成就，

使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自主探

究理解并掌握了组合图形的面积

计算方法。使学生明白无论分割

法还是填补法，图形越简单越好，

越便于计算越好，达到了本课预

期目标。

本课教学引入了“神州十二

号火箭”素材，进行核心知识的

教学，学生在感受我国航天事业

素材的同时融入了思政教育。

用好典型材料 融合中国故事
———《组合图形的面积》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杨文娟

教材分析
本节课位于苏教版数学三年

级下册第五单元第一课时，教材
通过对年历表的观察，引导学生
了解大月、小月和特殊月的天数，
并在观察、操作、计算等活动中，
发现年、月、日之间的关系。在
教学中融入2022年发生在孩子们
身边的一些大事、小事，引导孩
子感受2022年的每一天充实而有
意义，同时对未来的每一天充满
了新期待。

学情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是在学生认识

了时、分、秒等时间单位基础上
教学的，学生已经在平时的学习
和生活中从不同程度积累了有关
年、月、日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
经验。将年历卡换成2022年的，
不仅可以用更贴近生活的素材让
学生从身边的故事中感受民族精
神的熏陶，还可以收获了一年有
12个月以及如何区分大月和小月
的数学知识，从而有效的在数学
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

教学目标
1.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认识

年、月、日等时间单位，知道大
月、小月等方面的知识，会区分
大月、小月和特殊月。

2.合作交流和共享生活素材的
活动中，学生能快速判断每月的天
数，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概括能力。

3.在年历卡上找有意义的日
子，让学生从每个日子里感悟伟
大的民族精神和数学的文化价值。

教学流程
一、游戏入课，揭示课题
1.出示游戏：猜谜语
有个宝宝真稀奇，身穿三百

多件衣，天天都要脱一件，等

到年底剩张皮。大家猜出谜底
（日历 )。

2.揭示课题:出示日历（或年历
卡）板书课题“认识年、月、日”。
二、引入例子，教学新知
1.关注植树节
观察：出示参加植树节活动

的图片。(提倡学生多种树、种好
树，让大地山川绿起来)
提问：植树节是哪一天？

（是3月12日）
操作：请大家在年历卡上圈

出这一天，并看看这个月一共有
多少天？
发现：这个月有31天，人们

把有31天的月份叫做大月。
再观察：一年中还有哪些月

份是大月？
小结：大月还有1月、5月、7

月、8月、10月、12月。
【设计意图：用学生都熟悉的

植树节引出大月的天数进行教学，
渗透生态文明教育】

2.关注身边故事。
观察：出示“全体教师志愿

参加抗疫活动”的照片。
思考：今年4月，因为太原市

突发疫情，学校放假了。老师们
都化身“大白”参加到社区抗击
疫情的志愿服务中。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4月是大月还是小月吗？
发现：4月有30天，这个月是

小月。
再观察：还有哪些月份是

小月？
小结：小月还有6月、9月和11月。
【设计意图：教师由三尺讲台

到抗疫前线的转换，彰显出无私
奉献的高尚师德，那些难忘的日
子深深地印在师生的心中】

3.聚焦国家大事。

观察：出示冬奥会开幕式的
照片。
思考：追问冬奥会的开幕式

是哪一天？（2月4日） （我国运
动健儿们发奋图强、为国增光，
取得了突破性的好成绩。）
操作：请大家在准备好的年

历卡中圈出这一天，并观察这个
月一共有多少天？
发现：这个月有28天
再观察：还有哪些月份是有

28天？
小结：只有2月有28天，2月既

不是大月也不是小月，是特殊月。
【设计意图：学生回忆这场体育盛

会也是一场文化盛宴，彰显了中国风
采，传递了中国自信，同时通过大月和
小月的探究，进一步发现2月天数的特
殊性，有利于对特殊月的区别和记忆。】
三、总结收获，引领提升
小组合作：四人小组讨论、

识记大月和小月的方法。
激发兴趣：
1.儿歌记忆法
2.左拳记忆法
点拨总结：教师小结年、月、

日都是时间单位，板书总结：一年
有12个月，7个大月和4个小月的
具体月份，还要强调2月是特殊月。
【设计意图：学生从发现、探

索的过程中获得新知，但要掌握
新知、学以致用。】
四、生活实践，巩固应用
联系生活
1.说说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这个月份是大月还是小月？这个
月份有几个星期零几天？你知道
爸爸妈妈的生日吗？

2.你知道祖国母亲的生日吗？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是几月
几日吗？（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已

经走过了百年风雨，今年我们要
迎来党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大家
一起期待吧！）

3.你的生活中还有哪些记忆深
刻的日子？
【设计意图：联系自身的生活

经验，巩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
体会月、日与星期的关系，感受
不同日子的意义】
拓展延伸
请大家思考3月和4月这两个

连续的月一共有几天？7月和8月
呢？追问一年中连续的两个大月
是哪两个月？
数学应用
计算 2022年全年的总天数

（同桌分享不同的计算方法，鼓励
学生选择最简单的方法解题）
教师根据答案365天分享歌曲

《365个祝福》。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创造性

地学习，用多种思路解题，同时
要联系生活经验，体会生活处处
有数学。】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概念较多，学生需

要在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下加深
对每个知识点的认识和联系，所
以我遵循“初步发现--完善结论--
强化记忆”三个层次安排教学，
具体思考如下：
主动探索助发现 无论植树

节、教师节，还是冬奥会开幕式，
都是围绕学生的生活素材展开探
索的，学生利用已有经验认真观
察材料，积极动手操作，发现总
结概念。
巧妙点拨悟感知 用有意义

的日子鼓励学生在合作中一起交
流、思考，点拨学生的方法和思
路，提升学生的学习品质和爱国
情怀。
强化认知激兴趣 一次次生

活场景的练习，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使学生在锻炼学习能力的
基础上感受数学的生活应用和文
化价值。

数学课中讲好身边的年月日故事
———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认识年月日》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白璐

给一年级小朋友
讲好人民币的故事
———《认识 1元及 1元以下的人民币》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常梦娟

教材分析：本课教材位于苏教版数学一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教学内容为结合实际生活经验认识一元及一元以下的人民币，
知道元、角、分是人民币的单位，掌握简单的单位换算，能够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课中结合不同面值人民币的

特点，认识人民币上的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名山大川、伟大领袖

等，初步感受人民币的意义，渗透爱祖国的情感，培养珍惜爱

护人民币的意识。

学情分析：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大家出门付款经
常是“扫码”，现金使用率大幅降低，学生接触现金的机会也比

较少，相应生活经验不足，对人民币的认识模糊。尤其是针对
“分”这样的面值较小的人民币，生活中不常用，学生会感到生

疏。本课教学以小组操作活动的方式丰富学生的认知和体验。

教学目标：1.学生在观察人民币及认币、取币等现实情境中

认识1元以内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知道元角分之间的进率。2.学
生在观察、操作、交流等活动中，初步认识商品的价格，获得

一些简单的购物活动经验，培养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3.了解人
民币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感受人民币的应用价值，养成爱

护人民币的良好习惯。

教学流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课件出示文具店的购物场景）

观察场景图，思考：明明去文具店购物，需要去付钱，能

怎么支付呢？

2.出示课题

师：我们中国使用的钱叫人民币。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人民

币。(板书：认识人民币)
出示付款码、支付截图等，引导学生认识，科技进步了，

支付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支付方式的本质都是人民币，

顾名思义，人民币就是我国人民使用的货币。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人民币有个初步的认识，知道现代

支付方式的多样化是科技的进步，同时也认识到这些支付方

式的本质依然是人民币。】

二、新课讲授
1.认识人民币
你知道有哪些面值的人民币？把你认识的人民币介绍给同

桌，看谁认得多（同桌为小组，合作交流，投影展示）。

2.认识1元及1元以下的人民币
辨认
师：同学们都认识1元、1角、1分、5角、5分、2分了 （边说

边出示相应面值的钱币），你是怎样辨认这些人民币的？

引导学生从颜色、图案、数字、汉字等方面说出人民币上
的不同之处，进而认识到可以根据人民币上的数字和汉字来辨

认人民币的面值。

分类
① （课件出示乱序摆放的人民币） 要把这些人民币分类摆

放，可以如何分类，分成哪几类？

小结：按材质分：纸币和硬币；

按单位分：元、角、分；

按面值分：相同面值为一类。

②按单位分，不同单位的人民币有什么特点？可以从人民

币上的颜色、图案、景物等方面考虑。

元———毛主席头像、国徽、布达拉宫、人民大会堂、荷花、

梅花……

角———各民族的人物和特色服饰、国徽、“中国人民银行”

字样……
分———麦穗、年号、拼音……

3.感受人民币的意义
孩子们，家里的人民币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为了

让我们有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们每天都在辛苦付出，所

以我们要节约用钱，避免浪费。

人民币上的国徽代表我们伟大的祖国，爱护人民币也是爱祖

国，我们不能撕毁、损坏人民币，不能在人民币上乱涂、乱画。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理解人民币是国家货币，代表着国

家，要尊重爱护人民币。】

4.教学进率

（出示例题第二幅图）提问：图中的小朋友想买什么？该付
多少元？

请学生从盒子里拿出1元钱，可以怎样拿？比一比谁的拿法多。

学生汇报。当出现拿一个1元的和10个1角的时候，引导学生

建立“元”与“角”之间的进率关系：1元=10角

提问：我们已经知道“1元=10角”，那么1角等于几分？填空：

1元=( )角 1角=( )分

5.操作实践：

①一张1元人民币可以换几张5角？几张2角可以换1张1元？

同桌互换，指名汇报，并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换。

②提问：几枚5分的硬币可以换1枚1角的硬币？同桌合作，

说说思考过程。

进一步启发：1枚1角可以换多少枚2分，1枚5角可以换多少

枚5分？
小结：单位相同，看数字直接换；单位不同，先换算成相

同单位，再换。

三、课堂练习

观察场景图“想想做做3”，从图中你知道了什么？

提问：买一枚1元2角的邮票，可以怎样付钱？

引导学生分类整理付钱方法，强调：付钱时，要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相对简便的方法。
四、作业

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用10元人民币去文具店购物，看10元能

买到什么？

五、板书设计
认识1元及1元以下的人民币

元、角、分

1元=10角 1角=10分
材质———纸币、硬币

单位———元、角、分

面值———相同面值
教学反思
1.人民币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认识各种面值人民币的过

程成了学生展示自己本领的过程，不但达到了教学目标，而且

使学生体验了成功的喜悦。
2.本节课注意创设开放的教学情景。例如在课堂练习时，创

设去购买邮票的情景，模拟付钱，不断启发学生有没有不同的

支付方法，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学生认识了人民币，知道了人民币上
有我国著名的风景、民族特色、伟大人物等，懂得了要珍惜劳

动成果，爱护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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