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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课选自人音版六年级下册第

四单元 《美好祝愿》。歌曲 《明

天会更好》 是本单元第二课，是

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于1985年创作

的一首公益歌曲。歌曲情感朴

素，真挚感人，表达了人们对

和平、友谊与未来的美好祝愿。

学情分析：
学生具备较好的节奏感和音

准，能用听唱法学习简单歌曲，但

对歌曲音乐表现力和情感表达的理

解和把握不够，需要启发引领。

教学目标：
1.准确拍出十六分音节奏，

（前十六分音、后十六分音），并能

唱准歌曲中带有十六分音符的乐

句。唱准唱好歌曲中出现的一字多

音、连线和变拍子的小节。

2.能有感情地演唱歌曲，用中

速、不同力度表现歌曲优美舒展的

情绪。

3.感受歌曲对祖国美好明天的

祝愿，以及人们在疫情防控中无私

奉献的精神和彻底战胜疫情的美好

期盼。

教学流程
一、情境导入，初听歌曲

1.播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

爆发时武汉的场景和今年4月老师

们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的视频、

图片。 （插入背景音乐 《明天会

更好》）

2.教师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明

天会更好》前两段。

【设计意图：结合生活情境导

入，让学生在聆听歌曲时更能产生

情感的共鸣。】

二、聆听歌曲，感受情绪

1.师生静听歌曲 《明天会更

好》，边听边划旋律线感受歌曲

情绪。

生：深情、优美、充满激情

2.介绍歌曲及创作背景：

师：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为

了迎接1986年“国际和平年”，呼

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罗大佑等人

模仿《天下一家》群星为公益而唱

的形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当时60位台湾歌手共同演唱，这首

歌曲也成为了台湾地区近代史上最

成功的公益歌曲。

3.再次聆听说出歌曲分为几个

乐段，每个乐段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师：歌曲由两段体组成，第一

乐段旋律以级进为主，节奏比较密

集，歌词从“睁开眼睛”开始，铺

陈，不疾不徐，贯穿着大自然、战

火、童年、生命的乐章。第二乐段

旋律是歌曲的高潮部分，旋律大跳

并在高音区旋回，加上节奏的紧

密，犹如激动地诉说和热切的祝

愿，充满了内在的激情。表达了人

们对和平、友谊与未来的美好期望

和祝愿。

4.再次聆听歌曲，自己感受并

用动作表现两段歌曲不同的情绪。

【设计意图：知道作者及歌曲创作

背景，感受这首公益歌曲情绪情感。】

三、突破难点，学会歌曲

1.师出示一条旋律，请同学们看

看这条旋律中包含了哪些音乐知识。

预设生：前十六分音节奏、

后十六分音节奏、弱起拍、切分

音节奏。

师：学习歌曲之前，我们先来

复习一组节奏。

师：请同学们在歌谱中找一找

这样的节奏，拍一拍，唱一唱，再

试着和同桌一起唱一唱这一句旋律。

2.再找出有难点的乐句，试着

唱一唱。

3.跟着琴视唱这两句旋律。

四、多种形式，唱好歌曲

1.跟琴视唱前四小节歌谱，边

唱边划拍子，注意弱起拍的把握

（先拍手，再演唱）。

2.跟琴唱第一乐段旋律，边唱

边划拍子，注意最后一句的连线节

奏和变拍子处要唱准。

3.完整演唱整首歌曲，感受歌

曲的情感。

4.再次演唱歌曲，自己尝试用动

作表达歌曲的情绪和自己的感受。

5.学习手势舞，加动作表演歌曲。

【设计意图：通过深情地演

唱，感受歌曲传递的大爱和满满

的正能量。】

五、跟唱体验，表现歌曲

1.聆听童声合唱和群星合唱两

个版本的 《明天会更好》，感受他

们对歌曲的表现力，体验人声演唱

的效果和歌曲的情感处理。唱到第

3、4 段歌词时大家和群星一起

演唱，共同演绎，抒发自己心

中的爱。

2.激发情感：自2020年以来，

全球疫情一直持续严峻，全社会为

了抗击疫情都在不同岗位上奉献着

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向所有奋战在

抗击疫情一线的英雄们致敬！向拿

起粉笔是教师，穿上白衣是战士的

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们致敬！让我

们充满激情地演唱，用歌声抒发心

中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祝愿我们的

祖国明天会更好！

【设计意图:教学引入身边的真

实素材，学生看到自己老师加入抗

击疫情第一线的图片和视频，心中

会升起崇拜之心，更深切地感受到

榜样的力量，也更能激发学生饱含

深情地演唱歌曲。】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教学上采用聆听法、演示法、

创新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手段，让学

生在歌声中体验真善美的情感，体

会歌中充满希望的热情和信念。教

师示范、学生聆听不同版本的演

唱，进行不同方式的演唱表达，使

学生不仅感受到演唱形式中的丰富

情感，更加体会到了国家有难，每

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激发了

学生内心的力量。

在歌曲艺术处理上，六年级

学生对于掌握歌曲的能力较强，

但情感表达得不够细腻，课堂上，

通过用不同的形式演唱、情境的

感染，使学生能更好地表达出内

心的情感，表现力和自信心有所

提高。

真情讲述故事 歌声传递力量
———小学音乐六年级下册《明天会更好》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张旭艳

教材分析
《清贫》 选自我国早期无产阶

级革命家方志敏的经典名篇《可爱

的中国》，是统编教材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记

叙了方志敏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

兵对他搜身而一无所获的事。在作

者的自述中，把敌人高官与共产党

员干部进行鲜明的对比，表现了革

命者贫苦而高洁的精神，这也是

“清贫”的深层含义。本课语文要

素是迁移学法，揣摩人物言行描写

背后的心理。读好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和民族

精神是本课教学的人文目标。

学情分析
对于五年级学生而言，要理解

方志敏所处时代和“清贫”的丰富内

涵有难度。前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后，

学生已初步掌握了本单元的阅读方

法。作为略读课文，应引导运用方法

揣摩心理，感情朗读解决难点。

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10个生字，结合重点

词句理解“清贫”一词的丰富内涵。

2.引导学生运用“抓住人物动

作、语言和神态描写”的方法，体

会人物心理变化，感受方志敏的人

物形象。

3.自主研读课文，感受共产党

员以恪守清贫为美的高尚品德。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环节
一、比较课题,揭示题目立意

1.读前文课题： 《青山处处埋

忠骨》 《军神》。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英才辈

出，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奋不顾

身，令人敬佩。

再读： 《清贫》，找近义词。

本课题目完全不同。

2 .谁“清贫”？学生交流，

补充：

方志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军事家。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省委

书记等职。1934年被捕，在狱中写

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1935

年8月慷慨就义，时年36岁。

3.为什么说方志敏“清贫”？

默读课文。

【设计意图：回读前文，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熏陶，通过找近义词初步解题，

并引入作者简介，拉近文本与学生距离。

同时对课题产生质疑,引发阅读期待。】

二、梳理文脉，感受人物形象

1. 交流解疑：

结合课文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理

解“清贫”。

2.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

3.认读词语：

筹集 金镯 威吓

深山坞 袄领

4.文中写方志敏有哪些财产？

圈一圈：

一只时表

一支自来水笔

几套旧的汗褂裤

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读后你发现了什么？

小结：这些短语既点明了方志

敏身份，又感受到他在物质生活上

的清贫。齐读词语。

三、迁移学法，聚焦人物心理

1.课文哪几段写方志敏被捕？默

读第2-8自然段，画出言行描写，完

成表格，批注敌人心理如何变化的。

2.交流，理清心理变化：

士兵语言“不相信”→动作

“企望”→神态“失望”→眼神

“怀疑”

从敌人眼神中，想象此时敌人

心里会想什么？齐读。

3.拓展资料，激发情感：

作为共产党员干部的方志敏，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敌人20

多万银元、2000多两黄金，却依然

和普通战士一样，每天只有4分钱

菜金、兜里没有一块铜板！

再读“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

财！”你觉得革命是为了什么?

体会方志敏内心并交流。

4.共产党员干部的清廉与国民

党高官给人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

比，标出并交流。

小结：从两者对清贫和财富的

不同态度，体会到共产党人艰苦朴

素、大公无私的美德。

分角色读对话，读出不同的

心理。

【设计意图：迁移单元学法，

借助表格为学生搭建学习支架，体

会敌人心理变化。抓住对比，深入

体会共产党人为革命理想甘于清贫

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达成人文

目标。】

四、联想榜样，丰厚课题理解。

1.方志敏在物质上贫苦，但

“清贫”与“贫苦”不完全相同，

“清”是何意？哪些语句最能表现

方志敏公正廉洁的作风？

齐读：“清贫，洁白朴素的生

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

困难的地方！”

2.结合前文 《丰碑》，军需处

长和方志敏有什么相同点？还有哪

些清贫的共产党员？再谈对“清

贫”的理解。

小结：“清贫”这种精神，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需要它，在奔

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同样需要它。

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不但是我们

为人处事的原则，更是国家强盛

的基石。

3.联系自己的生活，你还想到

什么？

小结：生活简朴，不铺张浪

费，做人清白正直，不贪图小利

……作为一名少先队队员，继承革

命先烈的优秀品质，就能战胜困

难，为中华民族复兴添砖加瓦。课

下阅读《可爱的中国》。

【设计意图：新时代下，革命

精神的重构与建构，仅仅靠教材内

容是不够的。在联想榜样的过程

中，学生深刻理解了“清贫”的丰

富内涵，并受到了传统革命精神持

久、浸润式的熏陶。】

教学反思

紧扣“清贫”主题，逐层化解

学习难点。从课题入手，通过找近

义词、联系课文感知人物形象，联

想事例的方法，使“清贫”的内涵

逐步准确、丰厚，简朴廉洁思想深

植学生的心中。

品读关键词句，有机渗透思政

教育。抓住敌人和方志敏的言行揣

摩心理，品析对话部分，感知作为

共产党高级将领的方志敏正义凛

然、清贫洁白。而后抓住文本的

“空白处”———“我们革命不是为着

发财”进行思考，学生通过补白，

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

不谋私利，为天下人谋幸福！而这

一切都源于方志敏对祖国和人民无

比深沉的爱。

搭建情感支架，革命精神润

物无声。课前布置学生了解方志

敏生平，课中拓展方志敏经手资

金的资料，课尾结合 《丰碑》 的

故事联想更多优秀共产党员事例，

进一步感受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

革命情怀。

讲方志敏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清贫》教学设计(一课时)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瓦窑小学 魏素蓉

在语文课堂中
讲好战斗英雄故事
———《黄继光》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瓦窑小学 林艺雯

教材分析
《黄继光》 选自部编版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二十四

课，课文讲述的是在上甘岭战役中，为夺下敌人的597.9高
地，黄继光冒着枪林弹雨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最后用自己
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壮举，
充分表现了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

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和文字冲击力，是一篇对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典型文章。

学情分析
读写人的文章，感受人物的品质虽然有一定困难，但

是通过之前的学习，学生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他们懂得聚
焦细节描写，抓住动作、语言、神态、外貌、心理等要素，

来感受主要人物的品质。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缺乏对
国际主义的认知，有必要对孩子们渗透国际主义的教育。

教学目标
1.认识“役、履”等6个生字，认准多音字“晕”。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内容，了解黄继光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3.找出描写黄继光语言、动作的语句，从而感受人物形

象和英雄品质，激发学生崇敬先烈、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抓住关键语言、动作，让学生真正与文本对话。

教学准备
上甘岭战役视频、黄继光简介、上甘岭战役资料
教学流程
一、视频导入，介绍背景。
1.视频导入。
播放上甘岭战役视频片段，引出“黄继光”，简介背景

“上甘岭战役”。
二、自读课文，了解事迹。
1.出示自学要求。
（1）初读课文，要求读通读顺。
（2）边读边思考：课文写的是一件什么事？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教师巡视学情，及时纠正字音。
2.交流汇报。
（1）了解英雄事迹。出示课件填空题，指名回答，引

导学生尽量把话说完整。

这篇课文先写了黄继光所在营接到了新的命令 (要在
黎明之前夺下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 )；接着写黄继光 (向
营参谋长请战)，指导员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详细叙述
了 (黄继光顽强战斗、英勇献身 )的经过；最后交待了 (战
斗取得胜利 )的结果。

三、潜心阅读，感悟文本。
（一）出示阅读要求。
1.朗读课文，边读边在文中勾画出描写黄继光动作、语

言的句子，想一想你从中体会到了他怎样的英雄气概？
2.同桌互相交流朗读时画出来的句子，并说说自己的

理解。
3.全班交流，要求：按课文叙述的顺序“主动请战→执

行任务→英勇献身”交流。
（二）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巡视助学，学生勾画语句。
（三）感悟人物品质。
1.哪些语句描写了黄继光的语言和动作？指名回答，学

生相互补充。
（1）出示描写黄继光的语言的语句：
a.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

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b.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

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便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读一读，你从黄继光的语言描写中感受到了什么？

（预设：黄继光不怕牺牲，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敌人无

比仇恨的心理。）

（2）出示描写黄继光的动作的语句：
c.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们冒着浓烟，冒着烈火，匍

匐前进。
d.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

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二十米，十米……近了，更近了。

e.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

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闪闪发光。
f.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营参谋长正在着

急，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

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读一读，你从黄继光的动作描写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预设：毫不退缩、英勇顽强……）

（3）播放音乐《英雄的黎明》，学生有感情朗读，读出
人物形象，读出人物品质。

【设计意图：抓重点———紧扣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并
加以批注；教方法———联系上下文丰富人物形象，更深刻
地感受人物品质。透过言行方见人物本色，再辅以声情并
茂的反复朗读，人物品质自然而然彰显，进而感受到了英
雄的壮举和伟大人格。】

四、以情激情，拓展提高。
1.假如你是黄继光的战友，你想对他说什么？
2.请同学们课后查阅更多的英雄资料，进一步与英雄对话。

【设计意图：本环节教学是对本节课思政内容的拓展，
尊重学生自由表达的权利，学生真情流露，与英雄进行心灵
对话。英雄故事使学生对黄继光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
时对如何爱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反思
如何教好阅读课文，需要教师深入钻研教材，根据单

元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注意讲读与自读的知识迁移与能力
训练的衔接，还要有充分恰当的引导和适度的调控，使学
生深刻地理解单元教学目标在课文中的体现，达到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的目的。

在教学典型的中国革命英雄故事时，一定要立足故事，
聚焦人物，品味语言和表达，在语用实践中让学生心灵受
到震撼，让英雄形象在学生心中树立起来，通过反复品读，

读出形、读出情，让英雄形象在学生心中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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