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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MY NUMBERS
单元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1．目标单词 19 个：shoe，one，two，door，three，four，stick，chopsticks，five，
six，gate，seven，eight，pen，nine，ten，plus，minus，zero
2．接触单词 16 个、词组 5 个：shoes，doors，gates，open，close，the，use，
lock，pass，me，can，please，sure，is，birds，see，put on，take off，pick up，
how much，how many
3．理解并模仿运用名词复数形式 5 个：
shoe—shoes，door—doors，stick—sticks，
chopstick—chopsticks，gate—gates
4．能够理解并初步运用的交际用语 19 个：
（1）How old are you？你几岁了？
（2）I’m seven．我七岁了。
（3）Put on your shoes．穿上你的鞋。
（4）Take off your shoes．脱下你的鞋。
（5）Open the door．打开门。
（6）Close the door．关上门。
（7）Pick up sticks．捡起小棍。
（8）Use chopsticks．用筷子。
（9）Lock the gate，please．请锁上门。
（10）Open the gate，please．请打开门。
（11）Pass me the pen，please．请递给我那只笔。
（12）Can I use your pen，please？我能用一用你的钢笔吗？
（13）Sure．Here you are．当然可以，给你。
（14）How much is one plus one？1 加 1 等于几？
（15）One plus one is two．1 加 1 等于 2。
（16）How much is one minus one？1 减 1 等于几？
（17）One minus one is zero．1 减 1 等于 0。
2

（18）How many birds can you see？你能看到多少只鸟？
（19）I can see two birds．我看到了两只鸟。
5．复习并模仿运用的问候语 6 个：
（1）Nice to meet you．见到你很高兴。
（2）Nice to meet you，too．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3）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
（4）My name is … 我叫……。
（5）I’m … 我叫……。
（6）I’m seven years old．我七岁了。

知识技能目标
1．能够听音指出并模仿说出本单元所学的数词 11 个。
2．能够根据所看图片及实物知道所学单词的意思。
3．能够模仿录音用基本准确的语音说出所学的单词。
4．能够借助图画、实物等语境理解模仿说出名词复数。
5．能够根据听到的指令做出“穿鞋”、“脱鞋”等正确的动作。
6．能够在感知理解的基础上模仿说出本单元所学的指令语。
7．能够用基本准确的语音语调模仿不同场景中的问候话语。
8．能够用准确的语音和曲调演唱每课有关数字的歌曲。

其他目标
1．学生能够在 TPR 全身反应活动中被激发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
2．学生能够通过看图、观察、理解学习内容，提高观察和思考能力。
3．学生能够通过多种交流逐渐做到乐于开口表达、不怕出错。
4．学生能够在多种形式的活动中体会英语学习的快乐和成功。
5．学生能通过模仿交流体会英语国家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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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单词 3 个：shoe，one，two
2）接触、理解词组 2 个：put on take off
3）进一步感知、理解并初步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shoe—shoes，foot—feet，
apple—apples，football—footballs，flower—flowers
2．句型
1）学习祈使句 2 个：
Put on your shoes/ socks/ jacket．

穿上你的鞋/袜子/夹克衫。

Take off your shoes/ socks/ jacket．脱下你的鞋/袜子/夹克衫。
2）感知、模仿运用的日常用语：
How old are you？你几岁了？
I’m seven．我七岁了。
注意：学习这组日常用语时，要告诉学生，西方文化中小孩一般不要问成人的年龄，特别是不要询问
妇女的年龄。一般来说，年龄是个人的隐私，成人可以问孩子的年龄。因此，学生要注意在恰当的场景中
准确使用。

教学难点
1．名词复数的含义一年级学生不容易理解。他们经常会将单、复数形式混淆。
2．学生不太习惯主动运用日常交际用语。
3．准确模仿指令语中的重音对于一年级学生有难度。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
3．多媒体课件；
4．关于形状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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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2 页~第 3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本单元数字话题所
涉及的主要语言点。第一、二部分是本课的主要词句学习内容，第三、四、五部
分是三个有趣味的学习操练活动。
1．Listen, look and say. (P2)
本部分以一只鞋和一双鞋的图片对比，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单词 shoe，shoes，
one，two。同时教材还提供了这四个单词的录音及单词的文字书写。学生可以借
助视觉、听觉感知理解单词的含义，同时特别直观地体会单词相应的复数形式。
本部分的录音材料，供学生听和模仿跟读。
2．Do it！
本部分通过发指令和根据指令做动作的生动画面呈现了祈使句：Put on your
shoes．穿上你的鞋。Take off your shoes．脱下你的鞋。学生通过画面能直观感知
理解语言内容，同时还能根据教材提供的录音，模仿学习祈使句，并借助画面情
境，模仿表演，开展对话操练活动。
3．Listen and check.
本部分呈现了四组图画。每组图画中有两个不同的画面，呈现了单数身体部
位和复数的身体部位，单数物品和复数物品：鞋、脚、足球和花。同时教材提供
了录音材料，提出了活动要求。学生要看图，根据所听到的内容做出选择。该活
动可以检查学生对第一项所学单词的理解、准确识别和记忆的情况，便于及时发
现问题、查漏补缺。
4．Listen，draw and color.
本部分针对前面学习的有关单词和学生的已知单词，设计了听音画图，并为
图画涂上颜色的活动。该活动能够进一步发展学生听音理解的能力，同时也可以
达到利用不同形式检测词汇学习效果的目的。此活动符合孩子学习语言的认知水
平和特点，富有童趣，能够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教材提供的录音材料:（1）
Draw one shoe．Color the shoe blue．
（2）Draw two apples．Color one apple red．Color
one apple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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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t’s say it！
本部分是一首与学习内容紧密相关的歌谣。歌谣内容均是本课重点和难点，
通过说唱这首歌谣，学生不仅巩固复习了新知识，而且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在欢
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单词的理解和记忆。在说唱歌谣和表演的
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体会名词复数的含义。说唱活动是一种培养学生语感的
有效途径。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学习询问年龄的日常用语：—How old are you？

—I’m seven.

（1）本节课是小学生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节英语课，教师应创设真实的交
际情境，帮助学生进行简单的问候，激发他们乐于学英语的情感。
（2）教师亲切地与学生们打招呼，带领学生复习学过的打招呼的问候语，
Hi/Hello 等相关语句，进而创设班中来了新同学的情境，将所学的新旧语言有机
的联系和整合，渗透语境意识。
T：Nice to meet you, boy.
S：Nice to meet you，too.
T：I’m Miss X．What’s your name?
S：My name is XXX.
T：How old are you?
S：I’m seven.
教师询问不同的学生，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年龄来回答。可以通过手势
来辅助学生理解问句的意思。
（3）教师此时播放录音：“I’m seven. ” 图片上的人物边回答边用手比划一
个“7”字。教师反复问几次，并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数字来回答。
2）依托情景，操练语言。
（1）呈现学生信息表。教师提问 How old are you？请学生说出自己的实际
年龄。
一年级学生信息登记表
班 级
姓 名
一（2）
XXX

年 龄
7
6

（2）请学生观看信息表，任意选择一位同学询问他的年龄。
S：How old are you，XXX？
S：I’m ...
（3）教师与学生进行对话：
T：Nice to meet you，boy.
S：Nice to meet you，too.
T：I’m Miss X．What’s your name?
S：My name is XXX.
T：How old are you?
S：I’m seven.
这时可以请有英语学习背景或比较大胆的孩子做示范。可能有的孩子会反问
到教师的年龄，此时教师应加以引导，及时渗透西方文化习俗。
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新词：shoe，shoes
（1）请学生观察单元首页的情景画面，问学生图画中的男孩子在干什么？
学生们会说：在用彩笔写数字。
（2）教师表扬大家看书仔细认真。接着可以问问学生，这个小男孩写了哪
些数字呢？谁会用英语说出这些数字呢？及时地表扬、激励学生，并充分利用学
生自愿，鼓励学生大胆、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
（3）请大家看第一课 1 中的前两张图画，说说是什么？学生看图能说出：
一只鞋、一双鞋。
（4）教师继续表扬学生会看图，并示范用一只手指图，用另一只手指耳朵
示意听。同时教师播放录音，自己做认真听状，引导学生专心听录音。
（5）之后问大家听到什么，部分学生能尝试说出。然后再播放录音，请学
生逐图看听，并跟着录音试着说出单词：shoe，shoes。
2）单词操练活动
（1）看黑板上的图片，听录音，指着图片跟录音读词：shoe，shoes。
（2）听音乐，传卡片，读单词。音乐开始，从指定的一位学生传卡片，音
乐停止时拿到卡片的学生大声读词，之后，全班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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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图抢答。实物投影出各种款式鞋的图片，问：What’s this？请学生
说出：shoe 或 shoes。
（4）看图猜一猜。教师呈现露出一角的图片，请学生根据看到的，猜测是
一只鞋还是一双鞋。说出：shoe 或 shoes。强化学生对复数形式鞋的表达。
3）学习数词：one，two
（1）教师出示一只鞋的图片，与学生进行对话。教师问：What’s this？学
生说出：shoe。
教师强调：Yes，it is ONE shoe．One↗one↗one↘，one shoe.教师大声示范发
音。教师伸出一个手指，说：one，学生模仿老师也伸出一个手指，并大声说：one。
（2）教师再出示一双鞋的图并指图说：two shoes。教师伸出两个手指说：
Two↗ two ↗two↘，two shoes．学生照此模仿，说出 two shoes。教师伸出两个
手指，说：two，学生模仿老师也伸出两个手指，并大声说：two。
（通过这样的反
复对比图画、示范、指说，让学生体会 one shoe，two shoes 的不同意思。）
（3）请同学听录音，用手表示出听到的单词，边演示边大声说出来。
4）综合操练活动
（1）What’s missing？活动。快速闪现三张图片，之后抽掉其中一张，问
学生少了哪张图片，进行准确记忆、识别和表达的操练。
（2）摸摸说说。出示剪成鞋形和数字 1、2 形状的图片，请学生闭上眼睛摸
一摸，问学生：
“What’s this ？”请学生快速回答：shoe，shoes，one，two。
（3）重点强调。教师大声示范：Yes，it’s one shoe。学生跟读。教师再出
示一双鞋的图片：two shoes。之后轮流出示两幅图说：shoe，shoes，通过对比，
帮助学生体会 shoe，shoes 意义的不同。教师再指各种样式的鞋，让学生反复操
练单词 shoe，shoes。教师可以指图说：one shoe，two shoes。
（4）听一听，画一画。教师可在黑板上画二个圈，请二位小朋友上来根据
指令画 shoe，shoes。其他学生在下面画，为后面第四项活动的开展做铺垫。
3．Do it！
1）学习指令语 Put on/ take off your shoes.
（1）可借助影片创设情景导入呈现单词：
T：Look，who is she？She is Lingling．Today is her birthday．Her friends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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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r home. 玲玲听到门铃声，光脚跑去开门。妈妈急忙对玲玲说：Put on your
shoes．Put on your shoes. 玲玲带小朋友来到屋里，这时妈妈对她说：Take off your
shoes．
（2）学生再次看片，跟录音说：Put on your shoes．和 Take off your shoes.
2）操练活动。
（1）听一听，指一指。
教师出示教学图片，分别说：Put on your shoes．和 Take off your shoes.或 Take
off your shoes．和 Put on your shoes.学生听音指图，确认识记的准确性。
（2）听一听，做一做。
T：I say and you do. Are you ready？教师发指令全班学生做动作。再请几个
学生做动作，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反应程度，从中选出小老师。
（3）小教师发指令：Take off/ Put on your shoes．学生边做边说。
（4）小组长到前面发指令 Take off/ Put on your shoes，一小组的学生到前面
做穿鞋、脱鞋动作，边做动作边说 Take off/ Put on your shoes.
（5）传悄悄话。教师将指令告诉第一位学生，并由他将指令传下去，依次
后传，熟悉句式。
3）扩展练习。
可以用其他衣物，如帽子、手套、袜子、上衣等，一边做穿、脱的动作，一
边说。这样学生会把这两个短语的意思理解得更加深刻。
4．Let’s say it！
1）放录音，请学生听歌谣，要求他们仔细听，看看能听到什么单词和句子。
2）老师简单询问学生，之后带学生大声说歌谣里的新词。
3）再次播放录音，学生跟录音小声说、大声说。
（学生跟说歌谣时，可以边
说歌谣边做相应的动作，提高学习兴趣）
4）部分学生展示歌谣表演，或分组逐句说，使所有学生能参与到说歌谣复
习的活动中来。（该歌谣学习环节也可放在下一项检测后进行，使本节英语课在
愉悦、快乐的氛围中结束。）
5．Listen and check.
1）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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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要说明操作的方法：
“Now，let’s listen and check. ”告诉学生要根
据听到的录音，勾出每组图中录音所指的图。
（2）请学生仔细看图，可以先说说在图中看到什么。
2）完成检测
（1）播放录音，指导学生听录音，根据录音中的指令做出正确的选择。
（2）核对答案①one foot 右图②two shoes 左图③two footballs 右图④one
flower 左图。
6．Listen and draw.
1）交代任务。教师放录音，学生准备好彩色笔并仔细听。
2）完成任务。
（1）听指令画出所听到的内容，并涂上相应的颜色。
（2）可引导学生边画边说听到的主要信息。
（3）在投影中展示某学生完成的图画，全班看正确与否，并核对答案。
3）说一说。
学生画好图画后，指着自己的画练习表达：
one shoe，
one blue shoe，
two apples，
one red apple，one yellow apple。
7．小结本节课所学内容
8．指导学生做《活动手册》第 1 课
9．课后作业
1）听第 2 页的课文录音，跟录音大声说，并回家说给家长听。
2）跟录音，复习表演本课新学的歌谣，下节课表演。
10．练习参考答案
P3，3（1）one foot（2）two shoes（3）two footballs（4）one flower
P3，4（1）画一只蓝色的鞋（2）画两个苹果，一个红色一个黄色。
11．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找朋友：请学生把图片和单词配对。
2）教师读单词，学生按照听到的顺序摆放图片。
3）开火车：将不同的动物按单、复数的形式出示给学生，逐一说出动物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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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示单复数名词卡片，请学生将单数和复数的东西分别放在一起。如：
apple，apples; ruler，rulers; eraser，erasers; sister，sisters 等。

Lesson 2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单词４个：door，doors，three，four
2）接触、理解单词 2 个：open，close
3）理解并模仿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door—doors，rabbit—rabbits，bird—birds，
book—books
2．句型
1）学习祈使句 2 个：
Open the door. 请打开门。
Close the door. 请关上门。
2）巩固使用指令用语：
Listen, look and say. 听听，看看，说说。
Do it！做一做！
Listen and check. 听录音检查。
Listen and number. 听录音排序。
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教学难点
1．名词复数的理解和正确使用，学生容易混淆、出错。
2．听指令，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快速的反应。
3．在恰当的情境中使用日常用语和课堂指令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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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4 页~第 5 页，和前面一课的体例设计相同，仍然
是分五个部分呈现了数字话题的主要语言点。第一、二部分是本课的主要词句学
习内容，第三、四、五部分是操练巩固词句的三个有趣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P4）
本部分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了两个新的数词 three 和 four，一个名词 door
及它的复数形式 doors。同时，教材还提供了单词的录音材料。学生可以通过看
图知晓本课要学习的新词汇，通过听可以模仿准确、地道的单词发音，此外学生
还可以借助他们已知的阿伯数字 3、4，联想到三扇门 doors，一扇门 door，从视
觉上可以感知一扇门和三扇门，刚好是四扇门，从而直观地理解 four 的含义。
2．Do it！
（P4）
本部分通过发指令和根据指令做动作的画面呈现了本课新的祈使句：Open
the door. 和 Close the door．画面形象地表现了祈使句所表达的意思，同时能够让
学生在理解句子意思的基础上，模仿画面人物的动作，学习发指令。录音给学生
提供了语言表达的输入，有利于学生模仿开展对话，参与表演的操练活动。
3．Listen and check.（P5）
本部分是听力训练和检测环节。教材提供了熊、兔子，鱼、鸟，书和花的三组
图画。学生要在看图的基础上，根据所听到的内容，选择出自己听到的事物。该练
习活动中没有出现本课的新单词：门，而是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动物和文具的词汇，
重点在考察对数字 3，4 的正确识别。这样即训练了听力，又检测了数词掌握情况，
同时还及时复现、巩固了旧词汇。动物图的使用，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对
于刚开始学习英语的一年级学生，不连续出现新的内容，适当停下来，在活动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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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巩固、让学生不感到学习的困难和压力，也是教材编者的初衷。
4．Listen and number.（P5）
本部分教材提供了门、自行车、小汽车和足球四幅图，设计的意图是对前面
学过的单词进行复习。学生要根据录音中听到的单词，给图画标出听到的顺序号。
通过这样的练习，强化学生对词汇的记忆，及时复现、巩固，能够有效克服遗忘。
录音材料为：
（1）bike （2）door

（3）football

（4）car

5．Let’s say it！
（P5）
本部分依然是歌谣学习的活动。教材提供了歌谣的文字，四句话重复出现了
Three，four,交替出现 Open the door 和 Close the door．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谣，
不仅巩固复习了新知识，而且能够做动作、表演，从而实现调动多元感官参与英
语的学习，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激发了小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他们最喜欢
又说又唱的学习方式，并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数词、名词
和祈使句的理解和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交际用语。
（1）师生问候：Good morning！及时复习巩固日常交际用语。
（2）老师用 What’s your name？How old are you？与学生交流，学生同座
位的相互询问，同时可利用动作加强理解。
2）操练巩固活动。
（1）两人一组相互发指令 put on...，take off...做动作，及时巩固单词 shoes
和指令用语。
（2）小组活动。一人发令，其他同学做动作，激励学生大胆开口表达、展示。
（3）复习第一课学习的歌谣，学生展示后教师要及时鼓励、表扬。
2．Listen，look and say. 学习新单词
1）在情境中学习生词：door，doors，three，four
（1）教师手摸教室门问：What’s this？能力强的学生能够说出：door。老师
强调：Yes，it’s a door．指着门说：a door ↗a door↘，再分别指一扇门和两扇门，
引导学生说出：one door，two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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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
“Yes，one door，two doors．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new
numbers. ”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加大英语输入量，在情境中帮助学生理解感知课
堂用语。
（3）教师请学生打开书，手指图片听录音，练习跟录音说单词：door，three，
four。
（4）学生教师用手势示意学生声音的大小，学生跟随教师不断地读单词。
2）操练活动
（1）摸摸说说。请一位学生摸着大门大声说单词，其他学生接着大声跟说
单词。
（2）朗读声音最大的学生上来带领大家再说单词。
（3）看图说话。教师利用实物投影出示各种门的图画，并问：What’s this?
学生用英语回答：Door，a door↘It’s a door．通过这种形式操练巩固单词。
（4）教师指图问：How many doors？学生回答说出：Three/four doors．
教师出示图片，表示相应数量的门，鼓励学生一起说：Door，door，one door./
Door，door，two doors./ Door，door，three doors./ Door，door，four doors.（利用韵
文的形式，巩固单词的发音，加深学生对于名词复数的理解）
（5）教师出示不同数量的物品图片，指着图片让学生操练单词的单复数形
式。如：one door，
two doors，
one shoe，
two shoes，three doors，
three shoes，four door，
four shoes 等。
（6）增加区分识别数词 3，4 的活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拍三下手，说：
Three．然后再出示四根手指，请学生快速反应数字 four．之后交替出示三个、
四个的不同实物，例如书、铅笔、门的图片或小教具模型、手指，还可以利用实
物投影呈现小猫、小狗、拟人的字母等，请学生快速辨认，牢记本课新学的数词。
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做动作加深理解和强化记忆。如 wave arms，step feet，jump
one，two，three，four,及时复习巩固新数词，并同时强化了第一课时所学的数词
one，two。
3．Do it！
1）学习祈使句 Open the door./ Close the door．
（1）理解含义。教师请学生看本项活动中的图画，说一说他们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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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在上学期学习过 Open your eyes/Close your eyes，所以学生仔细看画后
能说出 open door，close door．
（2）这时请学生听录音，模仿说出：Open the door．Close the door．为学生
建立语感，在句子中不丢失定冠词。虽然学生不会理解什么是定冠词，但教师要
引导他们在模仿中逐渐形成正确表达的习惯和意识。
（3）教师带着学生做开门的动作，边做边说：open．再做关门的动作，说：
close．之后请个别学生到前面做动作，其余学生看着说出：close 或 open。
（4）学生听祈使句的录音。听第二遍后，请学生跟着录音试着说出来。
（5）学生进行同桌或小组练习。教师巡视检查指导，特别要帮助那些表达
有困难的学生。
（6）部分学生练习后展示，教师和其余学生评价他们的语音语调，并进行
纠正发音的练习。
2）操练活动
（1）听一听,指一指。教师发指令：Open the door．/ Close the door．学生根
据指令指出相应的图画。
（2）反话练习。台上的学生做出开门的动作，下面的学生说：Close the door！
台上的学生做出关门的动作，下面的学生则说：Open the door！
（3）说一说，做一做。教师发指令：Open the door．/ Close the door．学生
做出相应的动作。然后，请一位学生发指令，全班做出相应的动作。（教师在此
环节中还可以将上册学习的身体部位相关单词加入其中，及时复习旧知识。）
（4）同桌学生发指令、做动作，巩固并尝试运用本课的指令用语。
（5）猜猜看。请一名学生面对全班做动作，另一位学生背对做动作的学生
面向黑板，然后猜一猜后面的学生在做什么，是 Open the eyes．还是 Close the
eyes．或是 Open the mouth．还是 Close the mouth．Open the door．还是 Close the
door。这样的活动，既激发了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又能充分有效地巩固、
识记动词 close，open，还能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使用 close 和 open 组成的动词
短语。
（6）读一读，做一做。请一名同学到前面来抽签，根据所抽到纸条上的内
容做出相应动作。下面的同学用英文说出这个句子，再由另一位同学上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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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说的句子，找出相应指令，并读出该指令。利用多元的活动形式，培养学
生识记、理解、反应能力，同时还发展了学生的初步阅读兴趣。
4．Let’s say it！
1）歌谣热身。
（1）教师询问学生是否记得第一课的歌谣，可以让学生说唱一遍。
（2）及时表扬学生，问他们想不想学更多的英语歌谣，以此激发英语学习
的兴趣。
2）学说歌谣。
（1）放录音，请学生听歌谣，要求他们仔细听，看看能听到什么单词和句子。
（2）再次播放录音，学生跟录音小声哼唱。
（学生跟唱歌谣时，可以边唱歌
谣边做相应的动作，提高学习兴趣）
（3）部分学生展示歌谣说唱表演，或分组逐句唱，或男女生分别唱，尽可
能使所有学生都参与到说歌谣复习的活动中来。（操练形式仅供教师自行选用。
该歌谣学习环节也可放在下一项检测后进行，使本节英语课在愉悦、快乐的氛围
中结束。）
5．Listen and check. 检测和巩固
1）明确要求。
（1）教师请学生打开书第五页，对学生说：
“Let’s do exercise 3 now. ”老师
一边说英语，一边打开自己的书，翻到第五页，给学生示范。
（2）说明本练习的操作方法：I’m going to play the tape．You listen and
tick．Are you ready？通过动作帮助学生理解活动要求，慢慢听懂课堂常用指令。
2）听音选择。
（1）学生在教师播放录音之前认真观看画面中的事物和数量。教师提醒学
生说：Look carefully！What’s this？How many？
（2）教师播放录音，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用笔圈出（或勾出）相应的图。
（3）全班订正答案。第一组勾右图：三只兔子，第二组勾右图：四只小鸟。
第三组勾左图：三本书。
（4）核对答案之后，可以请学生说说没有听到的单词是什么，及时复习所
学过的知识：bear，fish，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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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isten and number. 听音标序号
1）练习说明。
（1）教师指导学生做这个练习，请学生说一说题目要求是让我们做什么？
学生只有明确了要做什么，才能做事情。同时也渗透给学生要先看清要求，再做
题的方法。
（2）请学生抓紧看图，想一想图中事物用英语怎么表达。当然，教师也可
以先带着学生看图，用手指图，说一说：door，car，bike，football．教师可根据学
生的具体情况决定活动步骤。这个练习既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词汇，同时重
点还在听的过程中运用到数词 one，two，three，four。
2）完成练习。
（1）教师播放录音，学生看图听音。
（2）教师再次播放录音，学生分别给各图标出顺序号。
（3）全班进行答案订正。正确答案应是：2,4,1,3。
7．指导学生做《活动手册》第 2 课
8．课后作业
1）听录音 4-5 页，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跟录音大声说唱本课歌谣。
3） 鼓励学生做小画卡或画图书，下节课展示，如：one shoe，two shoe; one
door，two doors; three doors，four doors; one car，two cars; one bike，two bikes…
9．练习参考答案
P5，3 （1）three rabbits（三只兔子）
（2）four birds（四只鸟）
（3）three books
（三本书）
P5，4 （1）bike

（2）door

（3）football

（4）car

10．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游戏：打靶子。
教师板书所学有关单词，并用水贴上用吹塑纸剪成的写有数字的“靶子”。请
学生选择“靶子”上的序号，并把它翻过来认读或说出“靶子”挡住的单词。学生这
时还没有学习认读，但可以尝试认读或整体认读，说出意味着打中“靶子”，即可
得分。最后根据分值评出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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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拓展练习。
教师可以利用简笔画，请学生说出黑板上画的物和数量。如：two pencils，four
ducks，three dogs，one bag 等，带领学生复习巩固由数词和名词组成的词组。

Lesson 3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单词 4 个：stick，chopsticks，five，six
2）接触、理解单词 1 个：use 词组 1 个：pick up
3）进一步感知、理解并初步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stick—sticks
4）复习巩固所学的单词，通过不断地复现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所学单词。
2．句型
1）学习祈使句 2 个：
（1）Pick up sticks．捡起小棍。
（2）Use chopsticks．用筷子。
2）巩固使用指令用语：
（1）Listen ,look and say．听听，看看，说说。
（2）Do it！做一做！
（3）Listen and check．听录音检查。
（4）Listen and number．听录音排序。
（5）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教学难点
1．单词 chopsticks 是以名词复数形式出现的，因为筷子是一对的。
2．单词 chopsticks 长，一年级学生说起来较为拗口，可以分段学说这个单
词 chop-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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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6 页~第 7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本单元数字话题的
主要语言点，围绕着单词 stick，chopsticks 和数词 five，six，第一、二部分是本课
主要词句学习内容，后面是操练巩固词句的三个有趣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P6）
本部分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了 2 个数字 five，
six；
2 个名词 stick，
chopsticks。
同时教材还提供了单词的录音材料。学生可以借助视觉、听觉感知理解单词的含
义，并且特别直观地体会单词相应的复数形式，再通过模仿录音中地道的语音准
确地说出这四个单词。
2．Do it！
（P6）
本部分教材设计了两个小朋友玩“捡棍子”和用“筷子夹球”的游戏场景，
为学生学习、理解和模仿使用指令语：Pick up the sticks．Use chopsticks．提供了
语言情境、示范和参照。学生看到画面，就能迅速准确地理解指令语的意思，通
过模仿听力材料正确地说出指令语。教材还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课堂操练活动的
范例。
3．Listen and check．（P7）
本部分针对本课和第一课学习的单词，设计了听音选词的活动。教材设计了
两组画，每组图中分别有两幅图，第一组图是树棍和筷子，第二组图是鞋子和筷
子。同时教材还提供了配套的录音材料，旨在检测学生听音选图的能力，同时还
通过画面中物体数量的不同，使学生在听音理解、识别词组的练习中，再一次感
知名词复数的含义及构成。通过检测活动，也能进一步训练学生的听力，培养学
生正确听录音的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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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sk and answer．（P7）
本部分的内容是有关数字话题的功能问句和答语。在前面学习相关单词的基
础上，教材设计了富有童趣的对话情境图，两个小朋友面对面的就前面的小棍进
行问答对话。这一活动设计呈现了询问事物数量的交际用语，学生在交际过程中
还模仿运用了名词复数形式，从而对名词复数的含义、构成和使用的具体语境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图画中不同数量的小棍，为学生操练对话提供了语言素材。
5．Let’s say it！（P7）
这是本课的最后一个活动。教材提供了一首有关数词 five，
six 和名词 sticks，
chopsticks 的歌谣，重点复习并巩固本课所学的单词和祈使句。通过学习说唱这
首歌谣，学生不仅巩固了新知识，而且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理解
记忆，同时发展孩子们的表演能力，说唱歌谣还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1）教师首先说：“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或“Hello！Boys and girls！”
学生应答。
（2）教师播放歌曲：“How are you！”学生听音乐，跟随录音演唱。
2）复习巩固。
（1）教师发指令，全体学生听指令做动作，复习巩固前两课所学内容：Take
off/ Put on your shoes．Take off/Put on your hats．Open/Close your books．Open/
Close the door．Open/ Close your mouth．Open/Close your eyes．等。
（2）出示前两课的歌谣，学生背诵歌谣，进行所学知识的巩固。
（3）在规定时间内分组看图说单词和句型，看哪组读得又多又快。
2．Listen，look and say．学习新单词
1）学习单词：stick
（1）出示一棵小树的图画：一只小鸟飞来踩断了一根小枝桠。教师询问：
Look．What’s this？Is it a door？ A shoe？ A book？ A coat？ 学生回答：No．教
师继续说：It’s a stick．这时教师可以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小棍，或在黑板上再画
一根小棍子，在小棍下面写出 stick。并引导学生指向书中的小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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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播放录音，请全体学生认真听录音，之后跟着录音进行跟读、模仿，
并评价学生的发音与录音是否一样。
（3）再次播放录音，要求学生仔细听，之后模仿说出。教师要有培养学生
认真听、用心读、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意识。这在一年级的教学中是非常必要和
重要的。
（4）教师指着黑板领读：Stick ↗stick ↗stick↘．It’s a stick．↘It’s a stick．
（5）引导学生遣词造句，运用新学的单词说完整的句子，发展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学生可以先跟录音说：I have a stick．之后教师问学生：Who can draw a
stick？引导学生边画边说：stick，one stick。
（6）教师请学生观察自己的口型，注意单词的发音。
2）操练单词
（1）听一听，做一做。教师用英语表达：Now，I’ll say something and you do
it．Are you

ready？接下来教师发指令：
Draw two sticks，
three sticks，
four sticks．教

师通过肢体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指令的意思，而后请学生根据指令画图。
（2）通过句型巩固单词。在句子中学习单词是一种有效地帮助学生记忆单
词的方法。教师可以引导学说出：I have a stick. /This is my stick. /You have a stick./
This is your stick．
（3）学生分组练习，组与组之间进行比赛，看哪组说得又准又快。
3）学习单词：chopsticks
（1）教师通过投影呈现新词。教师问：What’
s this？学生很快说出：a stick．教
师呈现两根小棍，问：How many sticks？学生答：two sticks。教师瞬间将小棍变
成筷子。
（2）播放录音，全体学生听，教师指导学生发音。再播放录音，让学生仔
细听，之后模仿说出。教师评价学生的发音与录音是否一致。
（3）检查学生的发音。将长单词按音节呈现 chop-sticks，指导学生按照一
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模仿发音。这样，教师不过度依赖于讲解，主要靠动作示范，
培养学生的观察与模仿能力，由此突破较长单词不好读的难点。
4）综合操练单词
（1）听音指图片。教师依次读 stick，chopsticks 两个单词，学生指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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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接下来，一位学生发令，另一位学生指图。
（2）按规律补充图片。教师呈现一组图片，stick，stick，chopsticks，stick，
stick，stick，chopsticks，stick，stick，stick，stick，____．还可将单词按各种不
同的顺序排列，教师可充分创造各种练习形式。
5）学习生词：five，six
（1）教师请学生看黑板上的小棍，并问学生：How many sticks？学生回答：
Four．教师对学生说：I’ll draw one stick，again．边说边在黑板上再画出一根小
棍，这时问：How many sticks？学生回答：Five/Five sticks．（五根）
（2）教师板书 five 并带领学生操练。字母 v 的发音/v/在中文中没有，不容
易发音，学生有一定的困难。可请学生观察教师的口型和牙齿紧贴下嘴唇的示范，
用手摸着脖子让学生体会正确的发音。但是，不要反复纠正学生的发音，以免使
学生产生畏惧心理。
（3）替换其他事物，练习数词 five，six。出示实物或图片/课件，教师问：
How many sticks？/tigers？/ ducks？学生回答：Five．/six．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说
出词组：five ducks，six tigers，five sticks。也可以从 one 数起，直到 five，six。
（4）猜一猜，说一说。教师手中握小棒请学生猜一猜数量。教师问：How many
sticks in my hand？学生答：one stick/ two sticks / three sticks / four sticks / five sticks /
six sticks。
（5）游戏巩固。呈现小动物图，找出小动物身上的数字，并快速说出这些
数字。
3．Do it！学习指令语
1）呈现新词组：pick up。
（1）学习 pick up。教师将粉笔故意掉在地上，并对一名学生说：“Pick up the
chalk，please. ”学生跟随老师学习词组。
（2）教师走到学生中间，不小心将学生的书本碰到地上，指着书对旁边的
学生说：
“Sorry．Pick up the book，please. ”
注：
“Pick up sticks. ”既可以像其他指令一样，作为指令来处理，实际上它也
是一种游戏名称——“捡棍子”：捡一根小棍时，不能碰到其他的棍子，比赛谁捡
起来的棍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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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祈使句 Pick up sticks/Use chopsticks。
（1）教师播放一段玩“Pick up sticks”的视频，教师说：
“Who wants to play？”
与学生边玩边说：
“Pick up sticks。
”
“How many sticks do you have？”为学习第四
部分做铺垫。
（2）学生两人一组做游戏，边做边说。
（3）学习 Use chopsticks．教师出示一个装有小玻璃球的盘子，对学生说：
Let’s pick up the marbles．出示一双筷子，边说边示范动作：Use chopsticks．教
师再让学生表演用筷子夹的动作，并说：Use chopsticks．
3）游戏巩固。
（1）Simon says．教师说：Use chopsticks．学生静止不动，当听到 Simon says：
Use chopsticks．马上举起筷子。谁最快，谁就是小老师，然后老师反复发指令大
家快速反应。
（2）打靶子。教师在黑板上贴好 1-6 号的纸片，让学生上来打靶，打到哪
号就要将号码纸片后的内容念出。教师以组为单位对学生进行评价。
4）听课文录音，指导学生看图跟读。
4．Listen and check．巩固和检测
1）明确要求。
（1）教师请学生打开书第 7 页，对学生说：
“Let’s do exercise 3 now. ”。
（2）说明本练习的操作方法：I’m going to play the tape．You listen and
tick．Are you ready？
2）听音选择。
（1）教师可带领学生先用英文说一说图中的物体。
（2）教师播放录音，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用笔圈出（或勾出）相应的图。
（3）教师说：Now，let’s check．带领学生核对答案。第一组勾左图：三根
棍子。第二组勾右图：六只筷子。
（4）核对答案之后，可以请学生说说没有听到的单词是什么，及时复习所
学的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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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sk and answer．问答对话
1）示范对话。
（1）教师请一位同学与自己再次示范“Pick up sticks. ”的游戏。
（2）明确戏游时间——每人可一分钟或三十秒。之后教师示范询问：How
many sticks do you have？学生回答：Seven。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完整的回答：I have
seven．
（3）教师领读对话，加深学生印象。
2）学生两人一组练习问答。
6．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1）教师播放歌谣录音，学生先完整听一遍。
2）学生跟录音学说歌谣，边说边做相应的动作。
3）教师带领学生复习前两课的歌谣，请能够背诵的学生到前面来为大家表
演，并将三课的歌谣整合起来一起说，激励学生大胆用英语表演和展示。
7．指导学生做《活动手册》第 3 课
8．课后作业
1）听 6-7 页录音，尝试跟读。
2）练习用英语说出单词。
3）听本课歌谣录音，并跟录音大声说唱，下节课进行表演。
4）选择性作业：做小书。学生可以用前边几课学过的单词，也可以写其他
单词，如：one stick，two sticks，one chopstick，two chopsticks，one shoe，two shoes，
one door，two doors…
9．练习参考答案
P．7，3 （1）左图，三根小棍（2）右图，六根筷子
10．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游戏：真假难辨。
（1）两人一组，每人一套图片，上面是所学过的单词。游戏开始时，其中
一人在自己的游戏牌中抽出一张，面朝下放在桌子中央，并用英文发出图中动作
的指令。
（2）如果对方相信了就执行这一动作；如果不信就不执行并要求对方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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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检查。
（3）如果图片内容与指令相同，听指令者未做动作则输，桌上的牌归发指令
者；如内容与指令不同，听指令者也没有执行指令，桌上的牌则归听指令者所有。
2）BINGO 游戏。
（1）每个学生准备 6 张所学单词卡片。
（2）在从这六张卡片里随意拿出 4 张，两张一行，摆成两行。
（3）教师随意朗读学过的单词，学生边听边对照自己拿出的 4 张卡片，将
教师读到的单词卡片翻过去。先翻完所有卡片的学生为优胜者。

Lesson 4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单词 4 个：gate，gates，seven，eight
2）接触、理解单词 1 个：lock
3）进一步感知、理解并初步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gate—gates
2．句型
1）学习祈使句 2 个：
（1）Lock the gate，please．请锁上门。
（2）Open the gate，please．请开门。
2）巩固使用指令用语：
（1）Listen, look and say．听听，看看，说说。
（2）Do it！做一做！
（3）Listen and check．听录音检查。
（4）Listen and number．听录音排序。
（5）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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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1．行为动词（lock，open）的理解和初步运用。
2．对指令用语快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并初步正确使用指令语。
3．名词复数形式的初步运用。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门锁一把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8 页～第 9 页，分五部分呈现本单元数字话题的主
要语言点，围绕着单词 gate 及其复数形式以及数词 seven，eight。第一、二部分
是本课主要词句学习内容，后面是操练巩固词句的三个有趣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P8）
本部分教材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了 2 个名词 gate，gates 以及数词 seven
和 eight。教材还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这些新词汇的录音材料，以帮助学生根据
录音材料，模仿学习这些单词的发音，感知读音和单词拼写形式的联系，为认读
和拼写奠定基础。画面可以直观的帮助学生理解单词的含义，知道本课主要的学
习内容。
2．Do it！
（P8）
本部分有锁大门和开大门的两幅图画以及小朋友的动作呈现本课新的祈使
句，即指令语：Lock the gate，please．请锁上门。Open the gate，please．请开门。
画面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指令语的含义，配套录音能帮助学生准确模仿读音，并
在听一听，说一说，做一做的活动中掌握祈使句的表达和运用。
3．Listen and check．（P9）
本部分针对本课和前面学习过的相关单词，设计了三组图画，每组图画中有
两幅图。第一组为 gate，door；第二组为 shoes，chopsticks；第三组为 stick 和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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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内容的设计意图是训练学生的听力，加强学生对词汇的记忆、识别，以及提
高学生根据录音选图的听力判断能力，同时也能够作为对学生单词含义的理解和
对名词单、复数掌握情况的检测。
4．Listen and number．（P9）
本部分有“Lock the bike．锁自行车。”“Lock the door．锁门。”“Open the
bike．打开自行车。”等三幅图画。设计的意图是针对本课和前面所学到的单词，
训练学生根据录音中听到的句子顺序，为图画排列出顺序号。该活动旨在检测学
生对单词含义和指令语的正确理解以及对话与情境匹配的识别能力。
5．Let’s say it！
（P9）
本部分是一首复习本课数词、指令语的歌谣。通过学唱这首歌谣，学生可以
进一步巩固复习本课的重、难点知识，有效体验语言、加深理解和记忆。同时说
唱歌谣的活动能够激发一年级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他们大胆说英语、勇于
表现、展示自我的良好习惯。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2）教师通过录音和投影带领学生复习前几课学过的歌谣。
3）开展数字复习活动。数字是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教师可以利用多种形
式的活动，带领学生及时地进行复习和巩固，以有效克服遗忘，并在多种形式的
活动中不断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注意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活动有：
（1）听数词做动作。如 Clap your hands．One，two，three．Touch your
nose．Four，five，six…
（2）复习表演前几课学过的歌谣。
（3）快速反应。看数词卡片说词，看具体物品说出数量，教师也可以用
How many…？的问句进行提问，帮助学生不断记忆所学过的词汇和句子。学
生在回答中可以简单说出数字，如 six，three 等，也可以说出完整的词组，如 three
books，two eyes， four sticks 等。这样学生还及时复习巩固了名词复数的表达形
式，并在情境中不断加深对名词复数的意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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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sten，look and say．学习新单词
1）学习生词：gate。
（1）激活旧知。教师带领学生通过游戏的方式快速复习前几课所学的单词
shoe，door，chopsticks，stick。通过活动让学生快速回忆旧知识，激活思维，以积
极良好的状态进入新课学习。
（2）呈现新知。教师出示不同数量“door”的图片，问：What’s this？学生回
答：It’s a door．two doors 等。这时，教师出示“大门”图片自问自答：Is it a door？
No，it is a gate．教师接着询问学生听到什么，是否听到教师说的是什么，不断
地激发和培养学生专心听讲的好习惯，如果有学生能够说出来，教师就大力表扬，
鼓励其他学生向该生学习，并让能说出的学生领读：Gate↗gate↗gate↘．It’s a
gate．↘
（注意：gate 和 door 不同，前者指的是“外边”的大门，像院子的门、公园的
门等，而 door 是指小的门，如房间的门，楼房的门等。虽然 gate 在中文中，常
被翻译成“大门”，但是，实际上与门的大或小没有关系。）
（3）巩固练习。教师展示出各种图片并指图问：What’s this？学生用英语
回答：A gate．或 A door．等，通过这种形式帮助学生操练巩固单词。操练形式
可全班抢答、个人回答、一人指图多人说词、也可以是学生边传递图片边用英语
说，使全体学生对生词达到熟练掌握、深刻理解的程度。
（4）看图、听音、指图、模仿说出该词。教师请不同的学生说词，注意学
生元音的发音要到位。单词 gate/eɪ/的发音，英[geɪt]，美音可以发为[ɡet]中并进行
发音的纠正和指导。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呈现不同类别的门，增加他们
对 gate 和 door 的感性认识，以便正确理解和运用。
（5）运用理解。老师就学生熟悉的地方，问学生有多少门，如：How many
gates do we have in our school？一般来说，小学校有一个大门——校院门，启发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回答。How many doors does our classroom have？一般说来，教
室都有两个门，前门和后门。也可以就本地学生所熟悉的动物园、公园等问学生
有多少个 gates 和 doors。
（6）TPR 活动。一位学生到前面发指令：Point to the door．Point to the gate．
或 two doors，three gates 等，一个小组的学生根据指令到前面来指黑板上的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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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指令语言，下面的学生用手势表示对错，评价前面学生指令的正误。
2）学习数词：seven 和 eight。
（1）快速说出下列数字 1-8 的英文。
（2）播放录音，全体学生听。再播放录音，让学生仔细听，之后模仿说出。
教师评价学生的发音与录音是否一样，并进行发音纠正。
（3）教师领读 Seven↗seven↗seven↘．Seven bikes．Eight↗eight↗eight↘．
Eight bikes．Eight fish．Eight chopsticks．Eight books…学生跟读。
（4）教师用手指表示数字 1-8，请学生说出相应的英语。
（5）听问题回答。
（学习 2B 课本的很多学生都是 7 岁或 8 岁，因此，可以
问学生）教师问：How old are you？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回答。教师出示图片
问：“How many．．．？”
（6）采用轮番出示七或八种事物的方式进行操练。如：七辆自行车，八个
小男孩子，七个门，八根小棍，七只小熊，八条鱼等，边出示边问：What are these？
学生进行回答；再问：How many…？引导学生说出单词 seven,eight。
3．Do it！让我们做一做！
1）以旧引新学习指令语 Open the gate，please．/Close the door．
（1）教师出示图片或作动作，学生边看图边理解 open 和 close 的意思，并
边做动作边表达：Open the door．Close the door．
（2）教师将 door 换成 gate．学生自然表达出 Open the gate．Close the gate．
2）感知学习动词 lock 和指令语 Lock the gate，please．
（1）教师出示一把锁，自问自答：What’
s this？It’
s a lock．请学生跟读 lock。
老师做锁门的动作，边做边说：Lock the door．请学生猜猜是什么意思，说出来，
之后继续读单词 lock 和句子 Lock the door．
（2）出示大门图片，说：Look at this gate．It’s open．Let me lock the gate．这
时教师做锁门动作，请学生说单词 lock 和句子 Lock the gate．
（3）听音学习本课的指令语：Open the gate，please．Lock the gate，please．
（4）游戏天地：Simon Says．先由教师发指令，学生做动作，练习新句子。
游戏采取淘汰制，以坚持到最后且学生人数最多的小组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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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isten and check．检测和巩固
1）明确要求。
（1）教师请学生打开书第 9 页，对学生说：
“Let’s do exercise 3 now.”。
（2）说明本练习的操作方法：I’m going to play the tape．You listen and
tick．Are you ready？
2）听音选择。
（1）教师可带领学生先用英文说一说图中的物体。
（2）教师播放录音，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用笔圈出（或勾出）相应的图。
（3）教师说：Now，let’s check．带领学生核对答案。第一组勾左图：一扇
大门。第二组勾右图：两只筷子。第三组勾右图：一棵树。
（4）核对答案之后，可以请学生说说没有听到的单词是什么，及时复习所
学的旧知识。
5．Listen and number．听音标序号
1）练习说明。
（1）教师请学生说一说题目要求是让我们做什么，指导学生完成该练习的
方法步骤。学生只有明确了做什么，怎样做，才能做好事情。时刻向学生强调看
清要求再做题的方法。
（2）请学生抓紧看图，看一看图中的人物在干什么？用英语怎样表达？当然，
教师也可以先带着学生看图，用手指图，说一说：
（1）Lock the bike．
（2）Lock the
gate．
（3）Open the bike．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决定活动方案与步骤。
2）完成练习。
（1）教师播放录音，学生看图听音。
（2）教师再次播放录音，学生根据录音分别给各图标出顺序号。
（3）全班进行答案订正。正确答案应是：2,1,3。
6．Let’s say it！
1）请学生看 P9 练习 5，试着读一读歌谣，观察学生整体认读的能力。
2）教师播放录音，学生听一遍歌谣后，请他们说出词句，再跟录音大声
朗读。
3）学生跟录音学唱三遍，请部分会说该首歌谣的学生边说歌谣边做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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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4）将前面所学歌谣同今天的放在一起，比赛哪个组说得好。比赛之后，教
师对表现好的小组给予及时鼓励，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7．指导学生做《活动手册》第 4 课
8．课后作业
1）听第 8-9 页录音，跟读，并在家读给家长听。
2）反复听歌谣录音，争取独立背诵歌谣。
3）鼓励学生画门和大门，并涂上颜色，用英语进行交流。
9．练习参考答案
P9，3，1）左图 gate 2）左图 shoes 3）右图 tree
P9，4,（1）Lock the bike．（2）Lock the gate．（3）Open the bike．
10．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猜一猜，说一说。
（1）请学生准备好本课的几张单词卡片，两人一组开展活动。
（2）学生甲闭上双眼，学生乙拿出一张单词放在自己的身后。学生甲睁开
眼睛后猜一猜学生乙身后是哪张单词卡片。
（3）猜中后，交换角色继续游戏。
2）Lucky number 幸运数字。
（1）教师将所学过的数字单词贴在黑板上，学生看单词卡片说单词。
（2）请一位学生背对黑板，教师或其它学生指出一个数字，请背对黑板、
面向大家的学生猜测刚才老师或同学指出的是什么数字，猜对了大家说：Lucky，
you are lucky．猜不对，换第二个学生继续猜。
3）游戏：击鼓传花。
（1）教师将学过的单词卡片放入一小纸袋中，准备好节奏欢快的音乐：
《军
队进行曲》等。
（2）教师将袋子放在第一排一位学生的桌子上，音乐响，拿到袋子的学生
赶快将纸袋依次向后传。
（3）音乐停止，桌上正放着纸袋的学生起立，从袋中拿出卡片，看画面，
向大家说出该单词，然后继续游戏。

31

Lesson 5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单词 3 个：pen，nine，ten
2）接触、理解单词 3 个：pass，can，sure
3）进一步学习名词的复数形式：pen— pens
2．句型
1）学习发指令的祈使句及其答语：
—Pass me the pen，please．请递给我那只笔。
—OK．给你。
2）学习征求他人同意的问句及其答语：
—Can I use your pen，please？请让我用一用你的钢笔，可以吗？
—Sure．Here you are．好的，给你。
3）继续巩固使用指令用语 4 个：
（1）Listen，look and answer．听听，看看和回答。
（2）Work in pairs．同伴练习。
（3）Listen and number．听音标序号。
（4）Let’s sing！我们一起唱！

教学难点
1．行为动词 pass 的理解和初步运用。
2．学生不容易理解 Sure．Here you are．中 Sure 的含义。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以及前面学过的文具或动物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4．学习用品（不同颜色的钢笔等）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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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10 页~第 11 页，分四部分呈现语言学习重点和操练活
动。语言学习的重点包括：名词 pen，数词 nine，ten 和指令语 Pass me the pen，
please．请递给我那只笔。以及征求他人同意的功能问答对话：
Can I use your pen，
please？Sure．Here you are．请让我用一用你的钢笔，可以吗？当然可以了，给
你。教材还设计了生动有趣的操练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P10）
本部分利用图画和数字分别呈现了名词 pen 和数词 nine，ten。教材设计意图
是让学生借助图片，学习理解单词 pen，感知单词 pen 的拼写形式。同时教材利
用阿拉伯数字 9 和 10，帮助学生理解相应数词 nine，ten 的含义。教材提供的录
音，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模仿，学习单词的准确发音。教材通过图、文、音相结合
的形式，将单词的音与形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学生从音的准确拼读到逐渐能够联
想到拼写形式的能力。
2．Work in pairs．（P10）
本部分利用图画呈现了对话的情景，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祈使句：Pass me
the pen，please．Can I use your pen，please？及答句：Sure．Here you are．。画面
呈现的两人一组交流对话的形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句子操练的示范。在看图、
听音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直观形象地体验、感受所学句子使用情境的不同。第一
句是发指令的祈使句：Pass me the pen，please．请他人递给自己这支钢笔。第二
句不是直接发指令要求他人做某事，而是很客气的征求他人的同意，去做某事。
Can I use your pen，please？回答用语是：Sure．Here you are．两者的区别在于是
要求、命令还是请求、征求他人的同意，后者的表达方式更客气、有礼貌。教师
要利用情境，引导学生学会合理运用，能有礼貌地与人进行交流、沟通。
3．Listen and number．（P11）
本部分针对本课和前面所学到的单词和句子，设计了五幅情境图，分别是递
鞋子、出示钢笔、指对方的书包、给对方小熊、给对方自行车。教材设计的意图
是要求学生根据录音中听到的句子的顺序，为图画排列顺序。该活动一方面能够
检测学生对所学过的单词含义和指令语的理解和反应，同时也能够再次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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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进行训练，持续不断地体现语言学习的听说领先原则。
4．Let’s say it！
（P11）
本部分是一首包括本课单词和句子的歌谣。学生通过说唱这首歌谣，可以再
一次复习巩固本课重点数词：nine，ten，同时还在歌谣中练习了指令语：Pass me
the pen．歌谣能有效帮助学生体验语言情境、加深理解，还为教师和学生进行表
演、替换操练、改编等搭建了平台。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教师向学生问好：“Good morning！”
2）出示鸭子图，询问：“What’s this？” 学生回答：“ A duck.”
3）学生听唱“Little Baby Ducks”，在歌曲中进一步感知、复习、巩固数字。
教师也可选择其他有关数字的英文歌曲。
4）对话交流。教师就黑板上或投影中的图片或实物，利用句子 How many…？
进行师生、生生的问答交流。及时复习、巩固学过的词汇和本单元学习的数词。
2．Listen，look and say．学习新单词
1）学习生词：pen
（1）出示一组图片，有学生熟悉的物品如鞋、大门等，问学生：What’s this？
学生回答：Door/ Gate/ Gates/ shoes…这里不强求学生有名词的单数或是复数，学
生说什么都可以。如果学生说到复数，教师可利用简笔画或图片、动作等强化情
境，使学生明白是指的一个以上的意思，以区分名词单数和复数的不同。
（2）教师边出示单词卡片 pen，边说出：How about this？What’
s this？Can you
guess？激励能力强的学生说出：It’s a pen．拿出钢笔的实物并再次说单词 pen，
请学生一起说单词 pen 和句子 It’s a pen．
（3）教师播放录音，学生看书，听录音跟着说单词 pen。
（4）学生跟读 Pen↗pen↗pen↘．It’s a pen．↘
2）学习数词：nine，ten
（1）出示不同数量的钢笔，比如 9 和 10 支钢笔，问学生：How many pens do
I have？
学生回答：One pen/Two pens…Nine pens/Ten 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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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示单词卡片 nine，大声示范朗读该词，并指实物说：nine，nine pens
板书单词 nine pens。教师要注意纠正学生 nine 的发音[naɪn]，元音字母 i 的音要
发到位，不要过短，发成 i。
（3）出示单词卡片 ten，请学生说 ten，ten pens．教师板书。
（4）再出示实物：一支黑钢笔，另外几种颜色的钢笔。让学生通过反复观
察、聆听、对比，体会 pen 与 pens 意义上的不同。教师再举起手中的钢笔，让
学生尝试说出：pen，nine pens; pen，ten pens．正确理解名词单、复数的含义、发
音和书写形式等几方面的不同，从而使学生能够很好地在具体语境中体会名词复
数这一语法现象。
3）操练活动
（1）认读、看卡片说数词 nine，ten。
（2）看一看，说一说。教师出示数字 1-10，请学生大声说出这些数词。
（3）看一看，想一想。教师随机藏起两张数词卡片，问学生：What is missing？
学生仔细回忆和思考，找出所缺少的两张卡片，说出相应数词。
（4）看一看，读一读。教师出示不同水果图片，请学生说出水果的个数。
图片也可换成动物玩具、棍子、筷子等，如 one tiger，nine tigers，ten tigers…
（5）在运用中操练。教师和学生开展对话，然后学生两人一组进行练习。
练习的语言是：
A：What’s this？B：It’s a …
A：How many…？B：One…/Two…/Three…等
（6）请两个学生一组，就身边的物品，用（4）中所提的物品进行自主对话，
而后在班上表演。看哪组学生说得好、说得多，如：book/books，pen/pens，
pencil/pencils，bag/bags…从物品到人进行真实交际，练习、应用、掌握数字。

3．Work in pairs．同伴活动
1）学习对话 Pass me the pen，please．OK．
（1）情境中呈现 Pass me the pen，please．
老师走到另一个学生处，装作记分的样子，请一位学生把自己的钢笔递给老
师，说：Pass me your pen，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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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戏操练。教师把事先准备好的卡片给每行的第一个学生，对他说：Pass
it．或 Pass the card．教师请学生传句子卡片，边传边说：pass，pass。使学生进一步
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学生模仿说出 Pass…．
．的句子，并相互练习说这句话。
（3）教师和一学生到前面为全班进行示范表演。教师说：Pass me the ruler，
please．学生回答：OK．
（4）播放第 10 页录音，请学生听、跟读；之后进行同伴交际。
2）学习对话 Can I use your pen，please？Sure．Here you are．
（1）教师做想用钢笔写字的样子，对全班说：I want to write some words．并
边做边走到一个学生身边，对他说：Can I use your pen，please？学生如果没有反
应，教师指着他的钢笔，再指指自己，同时做写字的样子，在对他说：Can I use
your pen，please？学生在这种情境下，基本能够理解教师是表达想用他的钢笔，
就会把笔递给老师。但可能不会用英语表达。如果学生说不出，教师请他们认真
听录音，听听录音中的小朋友是怎样说的；可能有的学生有些基础，会比较自然
地说出：Here you are．这样可以请会的学生带着大家说。
（2）播放第 10 页录音，请学生听、跟读。
（3）请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对话。
（4）表演对话，看哪一组学生模仿得最好。
3）操练活动。
（1）替换练习。教师提供多种实物或图片，请学生看图片，用 Pass…句子
进行表达。
（2）角色表演。学生分组用自己的学习用具或利用教师提供的图片，进行
对话操练。
（3）分组进行表演展示，全班评一评哪个组最优秀，并说出为什么优秀。
教师在平时课堂学习中，就要有引导学生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培养学生学会
用最简单的评价用语，如：Good！Clearly！All right！等，并随着年级的递增，积
累更多的评价用语，能对自己和同伴进行评价。
4．Listen and number．听音标序号
1）方法指导
（1）教师请全体学生看书第 11 页，看图练习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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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两人一组看图、指图，进行口头表达。
（3）教师说明练习要求，学生拿出笔做好准备。
2）听力检测
（1）教师播放录音：
One：Pass me the pen，please．OK．
Two：Can I use your bike？Sure．Here you are．
Three：Can I use your pen，please？Sure．Here you are．
Four：Pass me the shoes，please．OK．
Five：Pass me the brown bear，please．OK．Here you are．
教师要求学生第一遍只听录音、看图，不作答。
（2）教师播放录音第二遍，要求学生用笔根据所听的录音给图标出序号。
（3）学生听音给图标号时，教师巡视检查。
3）反馈评价
（1）利用实物投影出示一位学生的答案，再放录音，让全班学生看答案是
否正确。
（2）个人或同桌相互检查，及时纠正错误。正确答案：4，1，3，5，2。
4）看图说话
（1）请学生按照标好的顺序依次对各图进行描述，利用听力材料进行说话练习。
（2）分别请五组学生进行展示。
5．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1）教师播放歌谣录音，学生听一遍歌谣。
2）学生尝试逐句重复歌谣。
3）教师带学生读一遍歌谣，再次播放录音。
4）学生跟随录音大声说歌谣，边听边做相应的动作。
5）男女生两人为一组，上台表演，评出优胜者。
6）尝试将前几课的歌谣连起来进行表演。
6．指导学生做《活动手册》第 5 课
7．课后作业
1）听第 10—11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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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录音背会本节课学习的歌谣。
3）尝试将自己读的对话录下来，交给老师和同学们听。
4）鼓励学生做小书。
8．练习参考答案
P11，五幅图的序号分别为，第一行 4，3 中间 1 第三行 5，2
9．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游戏：What is missing？
（1）教师出示图板将数字和学过的名词分成两组并让学生快速记忆下来。
（2）教师再次出示变化了单词的图板，问学生：What is missing？
（3）学生快速反应，说出图板上消失的单词。
2）Bingo 游戏
（1）请学生将数字单词任意摆放在九宫格里。
（2）教师任意读单词，学生在听到的单词下面画小√。
（3）当学生画√的数字出现横、竖、斜三个相连时，可以即刻喊出：Bingo。
3）单词归类
（1）教师出示单词卡片或直接板书单词（学过的文具、人体器官、动物等
均可，且单、复数混放在一起。）
（2）请学生看单词，尝试读出来。
（3）教师给出两个例词，一个单数形式的，一个复数形式的，请学生根据
所给例词，将所有的单词归类，开展“找家”游戏。
4）教唱与数字有关的英语歌曲《Eight little baby ducks》
《Ten little In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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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掌握词 3 个：plus，minus，zero
2）接触、理解词组 1 个：How much
2．句型
1）学习功能问答对话 2 组：
（1）—How much is one plus one？1 加 1 等于几？
—One plus one is two．1 加 1 等于 2。
（2）—How much is one minus one？1 减 1 等于几？
—One minus one is zero．1 减 1 等于 0。
2）继续巩固使用指令用语 4 个：
（1）Listen，look and answer．听听，看看和回答。
（2）Work in pairs．同伴练习。
（3）Ask and answer．提问与回答。
（4）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教学难点
1．学生易忽略 minus 一词中的元音字母 i 发音的滑动，口型要由大到小，最
后闭合。
2．zero 中字母 z 和 e 的发音比较难，z 不容易发出来，学生的口型、牙齿咬
合的位置控制不好。
3．对于 How much is．
．
．？本句话的正确表达停顿上有难度，教师可通过意
群停顿的方式解决。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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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算小条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12 页~第 13 页，分四部分分别呈现了数词 zero，
和一组数学符号 plus，minus，以及两组特殊疑问句及其答句，并提供了十以内
加、减法的简单算术的英语表达，很好地将英语的学习和数学学科的内容结合在
一起。这样，会让学生觉得英语学习有用武之地，英语学习很重要。教材这样的
设计体现了任务型语言学习特点。此外，教材还提供了问答对话和学唱歌谣等操
练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P12）
本部分通过数学符号＋（加号）、－（减号）呈现了相应的英语单词：plus，
minus，同时还呈现了数词 0 的英语单词：zero。这种呈现新内容的形式和方法，
可以直观、形象、有效地帮助学生借助情境和原有的认知基础，更好地理解本课
新词 plus，minus 和 zero 所代表的含义。教材还提供了配套的录音材料，可以帮
助学生进行模仿和正音训练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学生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学习
和掌握单词。
2．Work in pairs.（P12）
本部分教材提供了 1+1=？和 1-1=？的两个算式，同时还给出了这两个英语
问句。教材在问句和算式的后面设计了一个手拿小棍的男孩，这样就创设了加、
减法的具体语境，可以帮助学生在语境中学习简单加减法的英语表达：How much
is one plus one？One plus one is two．How much is one minus one？One minus one is
zero．学生能够借助画面直观地理解句子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学会准确地
表达问句和答句，使英文数字的学习和数学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3．Ask and answer．
（P13）
本部分问答对话的具体内容，教材为教师和学生设计了三道十以内的加法题
和三道十以内的减法题，同时还提供了问句和答句的示范，这样，学生就可以在
练习加、减法英语表达的过程中，充分操练询问数量的功能句 How mu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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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答句，并在替换算式的表达中，熟练掌握加、减法的英语表达方法，同时还可
以熟练巩固单词 plus，minus 和十以内的数词。学生在对话交际中会激发浓厚的
表达兴趣。
4．Let’s say it！
（P13）
本部分是本课歌谣的学习内容。教材提供的说歌谣活动，为学生及时复习、
巩固本单元的重点单词和新的指令语搭建了平台，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强化记忆，
并根据本歌谣进行创编，发散学生的思维、想象和主动建构知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教师可以使用 Hello！Hi！与学生打招呼，也可以使用 Good morning/afternoon！
以及其它方式和学生打招呼，鼓励学生做出相应的回应。
2）复习巩固
（1）Sing a song：
《Eight little baby ducks》或者《Ten little Indians》．
（2）教师将所学数字出示在黑板上，请学生大声读一读。
（3）小组比赛说词组。教师提供图片、实物等，请学生根据所看到的，用
英语快速说出词组。如：one pen，two stickers，three bags，four cats，five fish…．等，
激活学生的认知和学习积极性。
3）导入新课
（1）学生看数字迅速说出单词。
（2）教师指最后一个数字“0”，问学生：“What’s this？”
（3）请会说的学生说给大家听。如果没有人知道，教师就请学生打开书，
看图听音学习新词 zero。
2．Listen，look and say．学习新单词
1）学习数词：zero
（1）请刚才说的学生再说单词 zero，播放录音，全体学生听，评价学生的
发音是否准确。再播放录音，让学生仔细听，之后模仿说出。（由于发音较难，
可多听几遍。）
（2）教师带领学生说出新词 zero，学生跟随着教师的动作边做出手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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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词。
2）操练活动
（1）读一读，比一比。请学生分别读几个简单的数字，看看谁读得最正确。
新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对于读得好、说得好的学生，教师要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
扬，使学生体验、感受成功的快乐，不断保持学习的兴趣。
（2）听一听，指一指。教师随意说数词，学生听到后用手指示意相应数字，
看谁又快又对。
（3）复习、巩固数词——体育比赛。教师出示三种小动物图片或利用课件
呈现，每个动物胸前挂着一个号码，分别是：eight，nine，ten。比赛开始，动物
们赛跑，学生为它们加油。喊出你觉得能胜利的动物的号码。（两只小动物并列
第一，加赛算术题）
3）学习数学符号 plus，minus
（1）播放第 12 页录音，请学生手指图片，仔细听，认真读。
（2）两人一组，互相练习，比一比谁发音最标准。
（3）用英语读出下列数学题：1+1，1+2，1-1，2-1。
（4）老师提问 How much is one plus one？学生回答：Two. 教师引导：One
plus one is two．
（为后面 work in pairs 的学习做好铺垫。）
（5）快速看符号说单词。教师或学生在前面出示加号或减号，学生看到符
号快速反应，看谁先说出，谁就是胜者。
3．Work in pairs．同伴练习
1）引出新句子
（1）创设情境。教师为学生编、讲故事。故事的人物是小鸟。小鸟不会算
算数，她带着问题来找土豆弟弟帮忙。土豆弟弟来到学校里，请教小同学。How
much is one plus one？同学回答：One plus one is two。
（2）故事讲完，请学生看图、听音理解对话。
2）操练句子
（1）两人一组听音模仿对话，练习对话。
（2）同伴表演对话，全班评价哪一对学生模仿得最好。
（3）同样的方式学习：How much is one minus one？同学回答：One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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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is zero．
（4）看算式，两人一组说一说。1+1=？1+2=？1-1=？2-1=？
4．Ask and answer．问答对话
1）替换练习
（1）教师请学生观看 P13 的图片，用英语问学生：What are they doing？学
生会说出：他们在做算术题。
（2）请学生读出该题中的加、减法算式。
4+6=10

1+9=10

3+7=10

10-2=8

9-3=6

6-1=5

（3）请学生讨论，这些算式用英语应该如何说。
（4）由于前面学过 1+1=2，1-1=0，部分学生能够想出将这些算式中的数字
进行替换就可以了。教师鼓励学生看算式，然后用英语关于进行提问和回答。
（5）教师再播放录音，请全体学生指着算式，听录音说对话。
（6）请学生两个人一组进行练习，之后进行展示和表演，比一比哪个组说
得又快又正确。
2）拓展练习
（1）教师出题，每人五道，大家一起算一算，两人一组订正答案。
One plus one is _______．Two minus one is _______．
Two plus three is _______．Four minus one is _______．
Three minus three is _______．
（2）请学生看算式，尝试用英语进行提问，巩固本课的问句。
（3）分男、女生进行全班问答对话练习，一起完成 How much is…plus…？
XX plus XX is…和 How much is …minus…．？XX minus XX is… 两组对话，评出
优胜一方。
3）游戏活动
（1）教师明确游戏要求和游戏时间。两人一组，一问一答，完成下列算术
题。时间一分钟，之后进行评比。
（2）教师板书算式，学生自愿结对进行加、减算式的问答练习。
（3）学生分组展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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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班评选出“算数大王”，以资鼓励说得又快又好的学生，调动大家的
学习积极性。
5．Let’s say it！让我们一起说！
1）自学歌谣
（1）学生自己看书，尝试读一读歌谣中的词和句子。
（2）教师请学生说说能认识哪个词、哪个句子，哪些词句自己不认识，增
加学生词句认读的体验，并及时鼓励、表扬认读好的学生。
2）操练歌谣
（1）教师播放录音，学生跟读歌谣。
（2）学生自己看歌谣，指句子尝试认读。
（3）教师鼓励学生边读句子边做动作。
3）改编展示
（1）学生自愿到前面表演歌谣。
（2）教师鼓励学生运用学过的词句改编歌谣。
（3）请学生到前面给全班展示改编后的歌谣。全班评出“歌谣冠军”。
6．课后作业
1）听第 12-13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与同伴相互出五道算术题，练习本课所学新知识。
3）听录音背歌谣，鼓励学生把前面学的几段也一起背出来。
7．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打靶子
（1）教师将单词和所学过的指令用语放入一个小袋之中，袋子外面贴有一
些数字。
（2）教师将小袋子挂在黑板上，学生用手击打任意一个数字，击中后取出
袋中的一个要求。
（3）读出纸条上的任务要求，并按要求做出动作。
2）猜数字，算一算
（1）教师准备一个布袋子，里面装有 15 个大小不等的球。
（2）让学生摸一摸，说出有几个大球，几个小球，然后，教师出一道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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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题，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

Lesson 7
教学重点
1．复习本单元所学的数词，通过不断地复现加深理解、记忆。
2．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名词，在活动中强化巩固和正确运用。
3．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名词复数形式，帮助学生在情境中记忆和运用。
4．在情境和活动中巩固运用本单元所学的指令用语和问候语。
5．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的歌谣，在说唱表演活动中强化记忆。

教学难点
1．行为动词的理解和初步运用。
2．名词复数形式的正确表达。
3．用祈使句正确发出指令。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及单词卡等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4．转盘、笑脸等
5．玩具、文具等实物教具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复习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14 页~第 15 页。教材利用画面呈现了本单元所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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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和句子，同时教材还提供了相应配套的图画，这些为复习本单元的语言点提
供了必要的准备。同时教材还设计了形象、有趣的操练活动。学生们可以在听一
听、说一说、数一数、做一做的活动中趣味性地开展复习练习，既能够进一步强
化、巩固记忆，熟练交际用语，又能够在活动中体验英语学习的快乐。
1．Listen，look and say！
（P14）
本部分通过图画、文字和录音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词汇复习的具体内容和
形式。学生可以借助图画回想起本单元所学的词汇，在听力材料的辅助下，检测
学生对这些词的识别和准确判断，及时克服遗忘。在看图听音、说词的过程中，
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单词发音和拼写的联系，促进学生整体识记单词。
2．Ask and answer．
（P14）
本部分教材呈现了小鸟、书和钢笔的图画，同时呈现了两个孩子的对话情境，
示意了本部分将参照该组对话和画面中的事物，开展一问一答的操练活动。虽然
这组问答对话在前面各课中没有学过，但在第三课教材中已经呈现过 How
many…？的疑问句，句子中的单词也在前面都学习过。所以教材在这里设计了这
样的操练活动，就是为了让学生充分利用这些词句，认真思考，自己建构新的句
子，发展综合语言的运用能力。
3．Let’s count．
（P15）
本部分呈现了两组图画，一组是十个孩子从高到低站成一行，另一组是三个
孩子观看火箭上天、欢呼的情景图。同时，教材还提供了由一到十，和由十到一
的英语单词。图画结合单词为学生数数设计了恰当的情景和语境。这样的设计也
体现了用语言做事情的思想，情景还可以很好地利用起来进行德育教育。
4．Let’s say it！（P15）
本部分是一首与本单元学习内容紧密相关的歌曲，同时，这首歌曲也是一首
非常经典的英语儿童歌曲。歌曲中涉及到了学生所学过的全部数词。通过演唱这
首歌曲，学生不仅能巩固、复习本单元的知识，还能为学生提供空间去替换、改
编新歌曲。歌曲本身并不难，学生在前面也已经接触过，也是学生们十分喜爱的
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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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热身活动
1）单元内容梳理
（1）教师出示每课的主题图，学生看图背诵歌谣。
（2）看图片，说出本单元的词汇。
（3）TPR 动作复习、巩固数词 1-10。
（4）看图片、简笔画和实物说出相应单词的复数形式。
2）巩固祈使句
（1）教师发指令，学生听指令做出相应动作。
（2）根据图画，唱出祈使句。
（3）男女生相互发指令，做动作。
3）对话复习
（1）看算式说出问句和答句。
（2）教师板书一些算式，学生分组或同桌进行 How much is…？句式的对话
练习。
4）歌曲、歌谣展示
（1）请学生看教材，唱出每课的歌谣。
（2）学生自告奋勇为全班表演歌谣。
（3）演唱英语歌曲：
《Eight little baby ducks》和《Ten little Indians》。
2．Listen，look and say！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
1）看图说词
（1）Let’s have a match．男女生比赛。教师出示前面所学过的单词图片，
请学生按男生女生的顺序，依次说出单词。比一比看男生还是女生记性好。
（2）同桌学生手指图画，相互说出看到的单词，争取每个学生都能有说的
机会。
2）听音反应
（1）教师播放录音，学生听音，按照听到的单词顺序给图排序。
（2）学生听音做动作，示意自己听到的词。例如听到 shoes，学生做穿鞋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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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数词，出示手指，示意自己对词的理解。教师可以观察学生是否反
应正确。
3）游戏操练
（1）Touching．教师出示一个袋子，在袋中装入本单元学过的物品：一双鞋、
筷子、棍子、钢笔、大门、门、书等，请学生摸一摸，说出袋中是什么物品。
（2）Lucky Number．教师将不同的图片给学生看，然后放在每一个数字卡
片的后面。学生说数字，猜数字后面是什么事物，有几个？猜对的学生即刻说出：
My lucky number is …如果没有猜对，换一人继续进行。
（3）凑对。教师将数词卡片和名词卡片分放在两边，请两个学生上来，一
人抽一张数词卡片，另一人从名词卡片中抽出一张。教师将两人的卡片摆在一起，
两个学生同时说出数词和名词组成的词组。比一比谁说得快、说得声音大、而且
说得正确。
3．Ask and answer．问答对话
1）明确题意
（1）请学生看图，读出书上的句子：How many birds can you see？I can see…
（2）学生观察图上的物体及其数量，说一说。
（3）两人一组，一问一答进行对话练习。之后请部分学生展示，看学生掌
握的情况。
2）看图问答
（1）根据前面的对话练习示范和画面中的事物，练习说话。
（2）寻找自己的伙伴，进行看图问答对话。
（3）请学生进行展示，特别注意给表达困难的学生提供表达的机会。
（4）转盘游戏。转盘上画着不同数量的事物。拨动转盘转盘停止后，上来
的两个学生开展问答对话，看看谁会先出错。
4．Let’s count！数一数
1）观察图片，数一数图上有多少个人？
2）请为这些小朋友排队。（可由高到矮，可由矮到高）
3）观察图片，小朋友为什么这样高兴？火箭上天时，我们怎样来告诉操作
手？请你当指挥家，指挥火箭发射。教师可启发学生联想我们国家发射火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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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激动的心情。
5．Let’s sing! 让我们唱一唱！
1）欣赏学唱歌曲：Ten Little…
（1）这首歌曲是根据 Ten Little Indian Boys 改变而成的，如果时间允许、学
生英语程度合适的话，老师也可以播放原文歌曲 Ten Little Indian Boys。
（2）请学生听、学唱。
2）歌曲表演
（1）教师再播放一遍录音，学生跟录音朗读歌词。
（2）学生数出 P15 上下两行中男生、女生的数量。
（3）男、女生分别演唱这首歌曲，看谁唱得好，歌词记得准，进行男、女
生比赛。
3）进行本节课的复习情况小结，为优胜组画一面红旗。
6．课后作业。
1）听本单元各课录音，跟读，指图说所学过的单词，复习、准备单元测验。
2）听各课录音，根据指令做动作。
3）听录音，跟随录音演唱所学的歌曲。
4）做小书：
（1）用本课所学的物品单词做一本小书；
（2）用所学数字 1-10 做一本小书。
7．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因为本节课是整个单元的复习课，所以教师可以采用多种复习方法和复习活
动，最终目的是到达熟练掌握本单元所学内容。建议教师根据学生特点，设计有
效、有趣的练习，如：
1）转转盘说数字。
2）做一做，猜一猜：一位学生做动作，其他同学猜一猜他在干什么？
3）教师利用图片或投影呈现遮挡部分图案的方法，让学生猜图片上的事物，
抢答比赛。
4）打靶子：通过打靶子游戏练习单词和指令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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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IN THE MORNING
单元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1．目标单词 12 个：tooth，teeth，brush，face，wash，comb，eat，breakfast，school，
walk，o’clock，when
2．接触词组与短语 9 个：wake up，get up，eat breakfast，brush one’s teeth，
wash one’s face，comb one’s hair，walk to school，in the morning，every morning
3．含有动词短语的日常交际用语 6 组:
1）Wake up/ Get up/…/，XX．
（或 XX，wake up/up/…/。）
OK．
2）When do you …？你几点钟……？
I … at …．我……（时间）……（所做事情）。
3）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
It’s …o’clock．现在…点。
4）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你上午做什么事情？
I … in the morning．我上午……（所做事情）。
5）XX，it’s time to …．XX，到了该……的时间了。
Yes，XX．好的，XX。
6）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怎么去上学？
I go to school by …我……去上学。
I walk to school．我走路上学。

知识技能目标
1．能够听懂时间，运用已经学过的数字模仿表达整点时间。
2．能够听音指图、做动作并模仿说出表示动作的固定短语。
3．能够听词汇辨别身体部位并能够指图模仿说出表示部位的词汇。
4．能够听懂询问时间的功能问句并能够回答（整点时间）。
5．能够听动词短语做出相应反应并运用所学动词短语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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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够运用动词短语与人交流，表达自己一天所做的事情。
7．能够在情境中感知并通过模仿体会疑问词 when，what 的用法。
8．能够在语境中感知并初步体会时间介词 at，in 在表达中的用法。
9．能够跟录音学习并快乐地演唱本单元每课后面的每日活动歌曲。
10．能够在各种操练活动和真实交际中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其他目标
1．能够通过看图，描述图中的动作行为，发展学生的理解和想象能力。
2．能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感知、理解英语母语国家的文化习俗。
3．能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帮助学生树立规律、健康生活的习惯意识。
4．能够在小组合作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及相互帮助的精神。
5．能够温故知新，使学生在活动中反复使用语言，轻松接受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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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表示时间的单词和表示动作的短语 4 个：o’clock，eleven，twelve，
wake up
2）理解并尝试运用单词 2 个：when，what
3）复现、巩固所学数字单词 1～10。
4）复现、巩固短语 5 个：
read English，
sing a song，
play soccer，
play basketball，
go swimming
2．句型
学习对话三组，并能够用其它词汇进行替换：
1）发指令及其应答：
— …，XX．
— OK．
2）When do you…？你什么时候……？
I … at … 我……（时间）……（所做事情）。
3）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
It’s … o’clock．现在……点钟了。
感知、理解课堂用语：
1）Let’s play a game．
2）Listen and number．
3）Read after me．
4）Say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5）Let’s have a competition．

教学难点
1．整点时间表示法的理解和初步运用。
2．在恰当情境中询问某人何时做某事的交际用语。
3．能对别人的简单建议做出相应的有礼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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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一个时钟
2．课文图片
3．录音机、单词卡片
4．多媒体课件
5．故事书、小篮球、小足球、话筒、游泳帽
6．自制一些与动词短语相关的图片为奖品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18 页~第 19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有关时间的表达方法，
以及询问某人在什么时间做某事的功能交际用语和操练活动。
1．Learn it．
本部分通过画面、文字和录音呈现了整点的时间和描述这一时间的英文句型。
学生可以借助本部分的画面，理解时间表达的意义，根据录音材料，模仿学习时
间表达的发音，并认读相应的短语和句子。学生在学习本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可
以替换其它数字时间进行短语和句子的充分练习，此时，教师可以补充教学数字
11，12，帮助学生拓宽语用渠道，使学生的练习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2．Work in pairs．
本部分通过有趣的图画，生动地呈现了小顽皮敲鼓叫醒小姑娘的情景，同时
呈现了叫人起床的功能句型：Wake up，Betty．醒醒吧，贝迪。以及回应他人指令
的肯定答语：OK．好吧。在这一对话之后，教材又呈现了询问他人何时醒来的功
能句型：When do you wake up？你什么时候醒来？和相应的答语：I wake up at six
o’clock．我六点钟醒。学生可以通过画面理解这部分句型的含义，根据听力材
料模仿学习 When 引导的交际用语。
3．Listen and number．
本部分通过六幅图带领学生们通过录音材料完成给图片标号的任务，学生在
完成任务的同时进行正确的模仿和练习，从而加深对本课功能句型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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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同时渗透对人称代词 I 和 you 的替换训练。学生在图画提供的情景中能
够直观地理解句子的意思，在录音的帮助下，学生可以正确地朗读句子，学习 I…
at …．谈论日常生活。该部分听音选图的录音材料为：
（1）I read English at 8
o’clock．
（2）I play basketball at 4 o’clock．
（3）I swim at 1 o’clock．
（4）I wake
up at 6 o’clock．
（5）I read Chinese at 2 o’clock．
（6）I play football at 5 o’clock．
4．Ask and answer．
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两位小朋友对话的情景，清晰呈现了操练句问、答句子
的具体语境和录音：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It’s six o’clock．现在六点了。
同时还提供了三个钟表，展示了不同的时间，以供学生进行替换练习，更好地在
问答对话中体验所学语言，感知语言在生活中的运用。
5．Let’s sing！
本部分，学生根据录音内容，学唱歌曲。此活动符合孩子学习语言的认知水
平和特点，富有童趣，并能使学生在节奏明快的乐曲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学习中，
及时强化学生对本节课所学内容的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导入
（1）通过 TPR 活动复习第一单元学过的带有数字的歌曲。
T：Good morning/afternoon，boys and girls．Please stand up．Hands up，
please．Show me your fingers．Let’s count from 1 to 10 together．Fingers ready？
Let’s do it．1，2，3，… 10．OK．Boys and girls，you did a very good job．Now
let’s sing a song about numbers．
（2）通过看时钟上的数字复习学过的数字。
T：Look，boys and girls，what’s in my hand？
S：A clock．
T：Good！A clock．
What can you see on the clock？… Yes，
very good．
We can see
some numbers on the clock．Can you tell me what numbers you can see？
学生看表盘，看有哪些数字在表盘上？学生通过指认表盘上的数字复习已经
学过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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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I see one．
S2：I see two．
S3：I see …．
学生边用手指指出表盘上的数字边用英文说出数字。
2．学习 Learn it．中表示时间的短语和句子
1）通过提问表盘上的数字所表达的意思引出新句型 It’
s …．
现在……点了。
教师有意识地将表盘的长针指向 12．短针指向 6，再进行提问。
T:（手指指着表盘上的数字 6）What time is it？
Ss：Six．
T：Yes．It’s six o’clock．Please read after me．Six…six… o’clock… o’clock …
Six o’clock…
Six o’clock… It’s six o’clock．
Ss:（跟读）
2）请学生听录音，看教科书上的图，指图听音跟读，在具体语境中加强理
解和模仿表达。
3）再分别以 11 点和 12 点为例重复上述活动，如果个别学生对数字 11、12
不太熟悉，个别指导并多做带读。
4）编一个小 Chant，帮助学生有效操练比较生疏的数字和句型：
Eleven，eleven．
Eleven o’clock，eleven o’clock．
It’s eleven o’clock．
学生集体练习。
5）将时钟调到 12 点，让学生分组编出一个小 Chant。
6）游戏：快速抢答。
PPT 上出示其它的整点时间，让学生快速抢答。最快回答正确的学生得到一
个小卡片作为奖励。
3．学习 Work in pairs．中的短语和句型
1）学习 Wake up，XX．及其回应 OK．
（1）图片展示，创设情境，引出 Wa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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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出示对话中 Betty 在床上睡觉的图片，引导学生边做动作边说出
sleep．PPT 中出示指向 6 点钟的表。教师提问：
T：What time is it？
Ss：It’s six o’clock．
PPT 中小顽皮敲鼓出现了，让学生猜一猜这个小顽皮会说什么呢？充分调
动能够说出：Wake up．的学生的积极性，利用他们做小老师，最大限度地利用学
生资源。之后学生或教师带读，其他学生跟读：Wake up．Wake up，Betty．
（2）操练短语
引导学生说出 sleep，或做出“睡觉”的姿势表示。
T：Great！Now，wake up．教师变化方式做出指令，学生做出相应动作进行
回应。如：
Everybody，sleep．
Wake up，Peter．
Wake up，Susan and May．
Wake up，boys/girls．
Wake up，everyone．
教师先做出示范，继而选择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发出指令。
T:（老师轻轻拍睡觉的学生，并大声说）Wake up．Wake up．指示学生抬起
头来做“醒来状”；
T:（请学生看闹钟）It’s six o’clock．
（2）带领学生操练
T：Now let’s do it again．Sleep，please．学生装睡。
T：Wake up．Wake up．It’s six o’clock．学生醒来。
可选择更多的时间练习。
（3）请学生同伴之间操练，而后在班上表演。
2）学习询问某人何时做某事的交际用语。
（1）创设情景，学习 When do you wake up？I wake up at six o’clock．
教师出示时钟，展示 6 点：
T：What time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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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t’s six o’clock．
T：Yes，great．I wake up at six o’clock．I wake up early．Please repeat me．I wake
up at six o’clock．
Ss：跟读。
T：Do you wake up at six o’clock？
引导学生说出：
Ss：Yes．I wake up at six o’clock．/ No．I wake up at … o’clock．
（2）练习对话：When do you wake up？
T：I wake up at six o’clock．When do you wake up？
S1：I wake up at…
T：I wake up at six o’clock．When do you wake up？
S2：Six o’clock/I wake up at six o’clock．
T：Who can repeat my question？
S3：I wake up at … o’clock．When do you wake up？
S4：I wake up at … o’clock．
（3）Pair works 练习对话，然后展示。
3）听录音
（1）听 18 页录音，逐词、逐句模仿。
（2）学生两人一组练习。
（3）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指出听到的句子，之后跟录音朗读对话。
（4）请学生表演对话。
（5）分组创编自己的对话。
（6）展示。
4．Listen and number．听力练习，操练对话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六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动词短语：
wake up，read English，sing a song，play soccer，play basketball，go swimming。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标序号。
T：Now，let’s listen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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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finish numbering the pictures．
）
（3）再听录音，这一次，请学生们听出各图片中做这个活动的时间，用阿
拉伯数字标注在图片下方。
T：Now boys and girls．Please write down when they do these．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time they do things．
）
（4）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对话练习。
（用课前准备好的小道具帮助学生创设
语境进行练习）
（1）教师示范：
（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Number 1．Read English，Mary．
Mary：OK．
T：When do you read English？
Mary：I read English at 8 o’clock．
（2）学生两人一组做问答练习。
（3）分组进行展示。
5．Ask and answer．问答练习，语境中应用语言
1）Listen and point．
（1）教师告诉学生：Now，let’s listen to the tape and point the picture．
（2）播放整段录音，要求学生根据听到的时间指向对应的时钟。
2）Look and say．
（1）PPT 出示图片中的时钟，每次一个，让学生快速抢答出时间。
（2）教师再次出示钟表，拨动表针，问学生：What time is it now？提前渗透
询问时间的功能句型，让学生在情境中理解，并能够看钟表上的时间，用英语说
出：It’s …o’clock．
3）Ask and answer．
（1）教师示范：与一学生对话进行问题
（2）两人一组分组练习
（3）分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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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t’s sing！来唱英文歌！
将最后的教学环节提前，可以达到在说唱、表演中巩固本课表达在某个时间
做某事的句型的目的。
1）学生听一遍歌曲 T：Let’s listen an English song．
2）学生听歌曲试着说出歌曲中的句子。
3）学生跟唱歌曲，边唱歌曲边做相应的动作。
7．课后作业
1）听第 18-19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跟随着录音唱本课新学的歌曲。
3）和同伴朗读本课的三段对话。
4）请两个学生一组，做任意 2 个问答练习，表演本课的主要内容。
5）将所学用于生活：请学生在早晨的适当时间，用英语叫醒父母，如：Wake
up，mother．Wake up，father．It’s… o’clock．
6）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Draw clocks．
根据所给时间，画表盘。
2）Chant
把 Listen，look and answer 当中的句子按韵律编排成小歌曲，并带学生们说
一说，唱一唱。
3）Jigsaw
把所有出现在本课的句子打印成句子条发给学生，让他们根据录音，对句子
进行正确排序。这个活动可能有一点点难度，目的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认读句子。
4）学生用图片配钟表的形式表述自己的一天活动安排，然后在班里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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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表示动作的短语 1 个：get up
2）复习重现单词和短语 4 个：o’clock，wake up，speak English，ride a bike
3）进一步理解并使用数词：1～12
2．复习、巩固对话三组
1）发指令及应答：
— …，XX．
— OK．
2）When do you…？你什么时候……？
I … at …．我……（时间）……（所做事情）。
3）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
It’s … o’clock．现在……点钟了。
3．继续感知、理解、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et’s play a game．
2）Listen and number．
3）Read after me．
4）Say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5）Let’s have a competition．

教学难点
1．正确理解和区分短语 wake up 和 get up 的不同含义。
2．根据时间和情境运用恰当的交际用语询问他人何时做某事。
3．时间的正确表达和连贯性地、正确地表达某时间所做的事情。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钟表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有关活动内容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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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媒体课件等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20 页~第 21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时间表达的学习
内容以及如何询问他人何时做某事的交际对话和操练活动，是对上节课所学交际
句型的复现与替换。但对学生的语言表达有了更高的要求，即能够将时间和所做
的事情连贯、正确地表达出来。
1．Learn it．
本部分通过插图、文字和录音的形式进一步呈现了整点时间的短语及句型表
达。学生可以在情境中感知具体的七点钟，通过录音和文字，学生能正确模仿读
音、认读文字，从而更好的学习理解时间表达法。本课的时间学习内容是在前一
课的基础上的扩充和提高，为教师和学生根据这两课所学的时间表达，进行其它
时间的替换操练提供了空间。
2．Work in pairs．
本部分通过图画创设的情景，生动地呈现了小顽皮击鼓叫 Jimmy 起床的祈
使句：Get up，Jimmy．起床吧，吉米。以及 Jimmy 应答的语言：OK．好吧。同时
还呈现了询问何时做某事的功能问句与答句：When do you get up？你什么时间起
床？I get up at seven o’clock．我七点钟起床。这两个交际性用语是对上节课所学
内容的替换和深化，学生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画面理解这部分句型的含义，模仿
听力材料学习对话的发音。该项活动要求学生能够听懂询问何时做某事的交际用
语，并能够在情境中做出回答反应，从而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
3．Listen and check．
本部分设计了听力材料，学生要看图选择所听到的单词。以此检测学生对所
学的整点时间表达的理解和对有关活动短语的理解及反应的正确程度。该部分听
音选图的录音材料为：
1）I ride my bike at ten o’clock．2）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4．Ask and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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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两个小朋友对话的情景，清晰呈现了操练句问、答句子
的具体语境和录音：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It’s seven o’clock．I get up at
seven o’clock．现在七点了。我七点钟起床。这样一组将时间和该时间所做的事
情进行连续表达，提高了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同时还提供了三个小朋友
在不同的时间所做事情的图片，为学生替换练习提供了语言情境。因此学生可以
在看图问答对话中更好地体验所学语言，感知语言在生活中的运用。
5．Let’s sing！
本部分是一首以本课学习内容编写的歌曲，歌曲中复现了本课的重点语言项
目。通过学唱这首歌曲，学生不仅能巩固、复习新知识，而且能在说唱和表演活
动中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强化记忆本课的词组、短语和
句子，还能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TPR 活动复习
（1）齐唱上一课时中学过的带有时间的歌曲。
（2）复习学过的动词短语：
* 教师说短语，学生做动作；
* 教师做动作，学生快速抢答说出短语。
2）复习对话
（1）复习时间（PPT 出示不同的时间）
T：What time is it？
S1：It’s … o’clock．
S2：What time is it？
S3：It’s … o’clock．
（2）用同样的方式复习对话
— When do you …？
— I … at …
2．学习 Learn it．复习巩固整点时间的表达方式
1）通过提问表盘上的数字所表达的意思再现句型 It’s …．
（现在……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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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意识地将表盘的长针指向 12，短针指向 7，再进行提问。
T:（手指指着表盘上的数字 7）What time is it？启发引导学生主动观察、思
考并说出：
Ss：Seven．
T：Yes．It’s seven o’clock．Please read after me．Seven…seven… o’clock…
o’clock … Seven o’clock…Seven o’clock… It’s seven o’clock．
Ss:（跟读）
2）根据上节课所学内容学生自主编一个小 Chant。
Seven，seven．
Seven o’clock，seven o’clock．
It’s seven o’clock．
学生集体练习。
3）游戏：快速抢答
PPT 上出示不同的整点时间，让学生快速抢答。回答又快又正确的学生得到
一个小卡片作为奖励。
3．学习 Work in pairs．中的短语，进一步操练相关句型
1）继续学习询问他人何时间做某事的交际用语。
（1）呈现 Jimmy 起床图片及短语 get up，带领学生认读并大声说该短语。
（2）通过 PPT 播放 Jimmy 睡觉和起床的小视频，边播放边让孩子们听录音。
反复看两遍后，出示短语 wake up，再将 wake up 替换成短语 get up，帮助学生
理解这两个短语意思上的不同。
（3）出示 wake up 和 get up 的图片，帮助学生借助图片感受两个短语的不
同，并练习熟练地读出两个短语。（可利用睁眼睛图说明 wake up，利用起来穿
衣服的图说明 get up，突破难点，之后请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表演或表达。）
2）操练活动
（1）看图快速读出相应短语。
（2）游戏：Simon says．
通过游戏提高学生对两个短语的熟练掌握程度。
* 教师发出指令，学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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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发出指令，学生做。
（3）带领学生操练。
T:（请学生看闹钟）It’s seven o’clock．
T：Now let’s act together．Sleep，please．
（学生装睡）
T：Wake up．Wake up．
T：Get up．Get up．It’s seven o’clock．
（4）请学生同伴之间操练，而后在班上表演。
2）学习询问某人何时做某事的交际用语。
（1）创设情景，学习 When do you get up？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教师出示时钟，展示 7 点。
T：What time is it？
Ss：It’s seven o’clock．
T：Yes，great．I get up at seven o’clock．Please repeat me．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Ss：跟读。
T：Do you get up at six o’clock？
引导学生说出：
Ss：Yes．I get up at six o’clock．/ No．I get up at … o’clock．
（2）练习对话：When do you get up？
T：I get up at six o’clock．When do you get up？
S1：I get up at．…
T：I get up at six o’clock．When do you get up？
S2：Seven o’clock/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T：Who can repeat my question？
S3：I get up at … o’clock．When do you get up？
S4：I get up at … o’clock．
（3）Pair works 练习对话，然后展示。
3）听录音
（1）听 20 页录音，学生逐词、逐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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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两人一组练习。
（3）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指出听到的句子，之后跟录音朗读对话。
（4）请学生表演对话。
（5）分组创编自己的对话。
（6）展示。
4．Listen and check．完成练习，操练句型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四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动词短语：
wake up，get up，ride a bike，speak English。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圈出与录音相符的图片。
T：Now，let’s listen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
（3）再听录音，这一次，请学生们听出做这个活动的时间，用数字的形式
标注在图片下方。
T：Now boys and girls．Please write down when they do these．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time they do things．
）
（4）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对话练习
（1）教师示范：
（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Ride your bike，Susan．
Mary：OK．Ride my bike．
T：When do you ride your bike？
Mary：I ride my bike at 10 o’clock．
（2）学生两人一组做问答练习
（3）展示
5．Ask and answer．问答练习，在语境中应用语言
1）Listen and point．
（1）教师告诉学生：Now，let’s listen to the tape and point to the picture．

65

（2）播放整段录音，要求学生听到时间指出对应的时钟，听到动作指出对
应的图片。
2）Look and say．
（1）教师出示课前准备的小道具，让学生快速抢答出相关短语，这时候，
教师有意识地渗透两个信息，并将两个信息连续表达，帮助学生后面练习表达做
示范。
T：Oh，yes．It’s seven o’clock．Get up at seven o’clock．etc．
（2）PPT 呈现其中完整的一幅图片，进行师生对话：
T：What time is it？
Ss：It’s seven o’clock．
T：What do you do at seven o’clock？
Ss：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T：Good．So we can say it’s seven o’clock．I get up at seven o’clock．Please
repeat me．
Ss：跟读。
3）Ask and answer．
（1）教师示范：与一学生进行问题对话
（2）两人一组，分组练习
（3）分组展示
6．Let’s sing！唱一唱！
1）播放 P21 练习 5 的歌曲，让学生先指着歌词听录音。
2）教师再次播放本课歌曲，请学生逐句跟唱歌曲。
3）全班学生一起演唱歌曲，边唱歌曲边做相应的动作。
7．课后作业
1）听第 20~21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画一块钟表，然后画上自己的起床时间，并模仿教科书在图下写出英文：
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3）与同伴用英语相互询问醒来和起床的时间，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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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所学内容用于生活：在早晨适当时候，用英语请爸爸、妈妈等起床，
如：Get up，mother．Get up，father．It’s… o’clock．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英文歌曲比赛：男生唱 Jimmy 部分，女生唱 Betty 部分。
2）游戏：Simon Says
3）快速抢答：教师用 PPT 呈现不同的时间，让学生们抢答，谁能又快又正
确的说出具体时间，谁就可以获得小奖励。
4）教师用英语快速说出时间，学生听时间并用双手表示出来。
5）教师或学生做动作，如：wake up，get up，speak English 等，学生根据看
到的动作马上说出相关的动词短语，继而说出完整的句子，如：I get up at s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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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0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表示身体部位的单词 3 个：tooth，teeth，brush
2）理解并尝试使用短语 2 个：brush one’s teeth，in the morning
3）复习表示身体部位的单词 3 个及其复数形式：hand，hands，ear，ears，eye，
eyes
4）复习表示动作的短语 2 个：wake up，get up
2．句型
进一步学习询问某人何时间做某事的日常交际用语及其回应：
1）When do you … ？你什么时间做……？
2）I … at/ in…

我……点/上午……。

3．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一听，看一看，说一说。
2）Work in pairs！两人练一练。
3）Listen and draw．听一听，画一画。
4）Let’s sing！咱们一起唱！

教学难点
1．单词 tooth，teeth 单、复数的理解和正确使用，学生容易混淆。
2．学生对于时间前面的介词有时用 at 有时用 in，弄不明白为什么，运用时
有时会错。
3．回答问题时人称代词的简单替换对部分学生有难度。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牙齿的图片，刷牙动作的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有关活动内容的图片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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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22 页~第 23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牙齿、刷牙的图片以
及单词，还有询问他人何时刷牙的交际用语和操练活动。是本单元功能句型的情
景扩展和语言深化。
1．Listen，look and say．
本部分通过图画、文字和录音完整地呈现了牙齿 tooth 的单、复数的拼写形
式及发音，同时有关刷牙动作的图画和录音，可以帮助孩子们理解动词 brush 的
意思，模仿学习动词的读音。
2．Work in pairs．
本部分的情景图画呈现了：When do you brush your teeth？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这个功能句型和日常交际用语。学生可以借助生动有趣的画面理解
句型的含义，利用听力材料学习朗读问、答句，进一步掌握有关询问他人何时做
某事的交际用语。
3．Listen and check．
本部分教材设计听录音看图，针对本课以及之前学生学过的身体部位的单、
复数的理解检测练习。学生要根据在录音中听到身体部位的单数还是复数选择相
应图片。该部分的听力内容为：
（1）five teeth （2）two hands （3）one ear （4）
two eyes
4．Listen and draw．
本部分设计了听音画图，针对本课所学的 tooth 单、复数及表示数量的数词
的理解检测练习。学生要根据在录音中听到的牙齿数量，在动物和人物图上画出
正确数量的牙齿。该部分的听力内容为：
（1）Draw one tooth for the boy．
（2）Draw
two teeth for the elephant．
（3）Draw four teeth for the panda．
5．Let’s sing!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内容改编的歌曲。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曲，可以及时
复习、巩固新知识。在说唱和表演中，学生能够体会到英语学习的快乐，并进一
步强化对所学单词和句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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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复习热身
1）请学生一边做动作，一边唱第 8 和第 9 课歌曲。
2）老师给出所学的动词短语作为指令：wake up，get up，play soccer，read your
book，clap your hands，请学生迅速反应做出动作。
3）游戏：Point to your …（身体部位）
2．学习 Listen，look and say．中的词语
1）Learn the new words ：tooth，teeth
（1）借助热身活动，引出新单词
热身活动中的游戏即将结束时，教师指向自己的牙齿，一颗牙齿，带读单词
tooth。
（也可以请学生打开书，观看图画，听音、指图来学习单词 tooth，并引导
学生发现 tooth 和 teeth 从发音到词形和意义上的不同，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力和
发现问题并思考的能力。）
（2）教师指自己的一颗牙说：Look．This is a tooth．请学生说 tooth。
（3）教师再指自己的牙说：Look．These are my teeth．请学生说 teeth。
（4）这时教师领读：Tooth↗ tooth↗tooth↘．Teeth↗ teeth↗teeth↘。
（5）请学生分别指着自己的一颗牙、多颗牙，说：a tooth，my tooth; teeth，
my teeth。
2）学习单词 brush 和短语 brush your teeth
（1）出示实物牙刷，教授单词 brush。
（2）引出 brush one’s teeth。
教师边做刷牙的动作边说：brush，brush，brush my teeth．
（3）学生模仿教师的动作跟读。
（4）引导学生做下面的转换练习。
T:（做刷牙的动作）I brush my teeth．
Ss:（模仿教师的动作）I brush my teeth．
T:（请学生做刷牙的动作）Please brush your teeth．
Ss:（做刷牙的动作）OK．I brush my teeth．
（5）教师示范上述活动后，请同学来做小老师带领其余学生做上述活动。
70

3．Work in pairs．继续学习询问某人何时做某事的交际用语
1）学习短语 in the morning
（1）在黑板上写时间，用图示法使学生理解 morning，
并初步接触其他时间，
增进对时间的理解。例如：画一个闹钟，用彩色粉笔表示时间：画早晨 6 点到 12
点 morning，特殊标记 12 点 lunch time。
T：Look at my clock．From 6 o’clock to 12 o’clock，it’s morning．请学生读
morning。
（2）引导学生说出上午可能做的几件事（强调介词 in，以引起学生关注）
T：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s：I wake up in the morning．I get up in the morning．I eat in the morning．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做动作引导学生说出：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
借助语感，帮助学生学会运用 in 和 in the morning，从而突破难点，发现它
与 at seven/six 等具体的时间表达上的不同。
请学生说 brush my teeth，in the morning，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也可
以说：I brush my teeth at seven in the morning．
（3）渗透其他时间刷牙的需要
T：Oh，you brush your teeth in the morning．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
too．Do you brush your teeth some other time 引导学生说其他时候刷牙。
T：Do you brush your teeth after you eat？
Ss：Yes．
T：Yes．Please brush your teeth after you eat．Do you brush your teeth before you
sleep？
Ss：Yes．
T：Yes．Please brush your teeth before you sleep．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吃东西后刷牙”（如早饭、午饭、晚饭以
及吃完甜食等），晚上睡觉前刷牙很重要，而不是只在早晨起床后刷牙。
2）听录音
（1）听、跟读第 22 页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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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带领全班学生一起朗读对话。
（3）分男、女生或分小组朗读对话。
（4）请部分学生展示问答对话的操练。
（5）请部分学生到前面表演，下面的学生看表演说出相应的动词短语。内
容可以包括前两课的知识，如：wake up，get up，brush your teeth 等。
4．完成 Listen and check．中的练习，检测学生对身体部位单词单、复数的理
解和掌握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六幅图片，每两幅图为一组，分别呈现了一个
能用单、复数描述的身体部位，帮助学生回顾、区分和记忆已经学过的几组单词：
tooth—teeth；hand— hands；ear—ears；eye—eyes。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圈出与录音相符的图片。
T：Now，let’s listen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
（3）再听录音，这一次，请学生们听出相应，身体部位的数量，并将数字
标注在对应图片下方。
T：Now boys and girls．Please write down the numbers you hear．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numbers．
）
（4）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指读练习。
（1）教师示范（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Point to five teeth，Mary．
Mary：OK．Point to five teeth．
（2）学生两人一组做问答指读练习：一位同学说指令，另一位同学指出相
应单词的图片。
（3）分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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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 Listen and draw．中的听力练习，检测学生对身体部位单词单复数以
及数字的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对所学新单词的理解和掌握
1）教师请学生仔细看书第 23 页练习 4 的三幅图画。
2）请学生用英语说出三幅图上的内容。
3）教师播放录音，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给动物或小朋友画上相应数量的牙齿。
4）教师请学生说出他们为每幅图画的牙齿数量，然后出示正确答案画在黑
板上，全班订正。
5）该题简单易操作，但应注意对学生进行指导，因为学生可能画不好大象
的牙齿，需要老师的指导或示范，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一下如何画象牙。
6．Let’s sing! 唱一唱！
1）播放本课的新歌曲，让学生先指着书上的歌词听录音。
2）教师再次播放歌曲，带领学生一起学唱歌曲。
3）第三遍播放时，学生可以跟随录音唱歌曲，还可以尝试着边唱歌曲边做
相应的动作。
7．课后作业
1）听第 22～23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听录音唱本课歌曲，唱给家长听。
3）请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对话，至少描述 3 件事情。
A：When do you…
B：I…
4）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Draw and talk．
学生通过画画来表达自己上午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同伴间进行分享。
I wake up at 6 o’clock．
I get up at 6 o’clock．
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
2）教师还可以通过科普英语的读物，告诉学生们一些有关保护牙齿的科普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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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1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表示身体部位以及打理自己的单词和短语 5 个：face，wash，comb，
wash one’s face，comb one’s hair
2）复习重现单词、短语 7 个：
dance，
brush one’
s teeth，
play soccer，
play basketball，
wash one’s hands，sing a song，in the morning
2．掌握 2 个句子，并能替换其它单词
1）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我早晨洗脸。
2）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我早上梳头。
3．掌握描述自己什么时间做某事的日常用语
I __________ at/ in __________．
4．巩固、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一听，看一看，说一说。
2）Act it out．演一演。
3）Listen and number．听录音标号。
4）Let’s sing！咱们一起唱！

教学难点
1．对于动词 wash，comb 的理解和使用。
2．正确描述早晨做的事情需要记住动词短语，还要会说时间。
3．一年级学生没有人称代词的概念，替换人称时会有困难。

教学准备
1．时钟，一把小梳子
2．课文图片、洗脸的图片，梳头的图片
3．录音机、单词卡片
4．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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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24 页——第 25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表达人们洗脸、梳
头的单词和句子以及操练的活动和本课的歌曲学习内容。
1．Listen，look and say．
本部分通过画面、文字和录音材料，呈现了名词 face，和动词 wash 、comb
三个单词。学生可以在形象的画面帮助下直观地理解词义，并借助录音学习朗读
这些单词，看文字感知这些单词的词形，从音、形、意三个方面掌握本课的生词。
2．Act it out．
本部分通过两幅图，形象地呈现了描述早晨主要活动的陈述句：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我早晨洗脸 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我早上梳头。这两
个句子实际上是对本单元前几课所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可以借助画面理解句型的
含义，模仿录音学习说句子，并在情境中初步尝试使用。
3．Listen and number．
本部分提供了听力材料，图画，要求学生根据录音内容给图标号，以此检查
学生对描述早晨所做事情的句子理解和正确判断。学生在听音标号过程中，既练
习了听力，有复习巩固了所学的陈述句，及时地操练可以帮助学生减少遗忘。本
部分听力内容为：
（1）I wash my hands in the morning．
（2）I play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3）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
（4）I dance in the morning．
（5）I sing
in the morning．
（6）I play basketball in the morning．
4．Ask and answer．
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两位小朋友对话的情景，清晰呈现了操练句问、答句子
的具体语境，并提供了录音：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你上午都做什么事
情？I wash my face/brush my teeth/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我上午洗脸/刷牙/
梳头/。帮助学生进行替换练习，更好地在问答对话中体验所学语言，感知语言
在生活中的运用。
5．Let’s sing！
本部分是由本课新单词和句子编成的歌曲，歌词体现了本课重点和难点。学
生能在学唱这首歌曲的过程中，通过说唱和表演，牢固地记忆 I comb my hai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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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ning．这一句式。同时，表演还激发了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热身
（1）教师和学生一起用 TPR 的活动方式边做动作边唱前面三课中学过的
歌曲。
（2）用时钟复习时间，方式如下：
T：What time is it？
S1：It’s six o’clock．
S1:（拨动时钟上的表针，然后发问）What time is it？
S2:（根据时钟上显示的时间进行回答）It’s … o’clock．
S2:（拨动时钟上的表针，然后发问）What time is it？
S3:（根据时钟上显示的时间进行回答）It’s … o’clock．
…
（3）自由对话重现句型。
T：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1：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2：…
2）游戏导入新课：Simon Says
活动目的：通过这个游戏，带领学生复习有关身体部位的名词及动词短语。
Simon says：
I brush my teeth．
I wake up at seven o’
clock．
Touch your nose．
Touch
your hair．Touch your mouth．Simon says：Touch your tooth．Touch your teeth…教
师示范一两组之后，请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代替老师发出指令。教师做最后一组，
将游戏的最后指令放在身体部位上，引出所要学习的新单词。
2．学习 Listen，look and say 中的单词和短语
1）学习单词 face，wash 和短语 wash one’s face。
（1）通过游戏引出身体部位 face。
（2）教师指自己的脸说：Look．This is my face．请学生说 face。
（3）这时教师领读：Face↗ face ↗face↘ Face↗ fac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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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学生分别指着自己的脸说 face，my face，touch my face．
2）教师在黑板上以画简笔画的形式，一边画五官，一边请学生说出脸上各
部位名称:
T：What’s this？

Ss：It’s a nose/mouth．

T：What are these？ Ss：They’re eyes/ears．
而后把这五官放到一张脸上，说：
T：What’s this？
Ss:．
．
．
T：It’s a face．请学生说 face．
3）看图、听录音学习单词
4）学习句子：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
（1）教师做洗脸的动作，边洗边带学生说：
wash，
wash my face，
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
（2）请学生做洗脸动作，跟读 wash，wash my face，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
（3）帮助学生用 wash 造出新的短语和句子。
T：What can we wash，boys and girls？
Ss：Wash，wash my hands．I wash my hands in the morning．
Ss：Wash，wash my hair．I wash my hair in the morning．
5）学习句子：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
（1）指着自己的头发，教学单词 hair，请学生指着自己的头发说 hair，
my hair。
（2）在黑板上的简笔画头上补充上头发，边画边引导学生跟读单词 hair。
（3）引导学生理解 comb my hair。
T:（拿出一把小梳子，边梳头边说）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
Ss：模仿教师动作，跟读。
6）短语
（1）教师说短语，学生做动作；
（2）教师做动作，学生说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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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听录音
（1）听、跟读第 24 页录音。
（2）听音指脸、听音指头发，检查学生对新单词、新句子的理解是否正确。
（3）拓展训练
教师呈现书上的三张图片，带领学生复习这三个单词的读音后，引导学生们
说出：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I wash my face
at seven o’clock．I comb my hair at seven o’clock．
3．Act it out．表演复习
1）听音表演
（1）通过 PPT 呈现图片或直接呈现图片：Jimmy 洗脸和 Betty 梳头，带领
学生边听录音边说这两句话：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I comb my hair in the
morning．
（2）学生大声说两遍后，分成小组进行练习，或两人一组进行操练。
（3）全班学生比一比，看看谁能一边说这两个句子，一边用动作把它们演
出来。表扬并奖励表现好的学生。
2）对话表演
（1）教师请学生将前几课的对话复习一遍：
A：When do you wake up？
B：I wake up at…
而后用 get up，wash my face，comb my hair 替换操练，鼓励学生加进更多搭
配，如 wash my hair，wash my hands，wash my feet…
（2）说句子比赛：请学生说 I do sth，看谁说的多，如：I wash my face at seven
o’clock．I comb my hair at seven o’clock. I eat an egg. I eat an apple.I drink water. I
ride my bike…
4．完成 Listen and number．中的听力练习，操练句型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六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动词短语：
wash my face，wash my hands，sing a song，play soccer，play basketball，dance。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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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ow，let’s listen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finish numbering the pictures．
）
（3）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对话练习。
（1）教师示范（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Number 1．Mary，please tell us what it is．
Mary：OK．Number 1，I wash my hands in the morning．
（2）学生两人一组做指读练习
（3）小组展示
5．Ask and answer．问答练习操练句型
1）Listen and point．
（1）教师告诉学生：Now，let’s listen to the tape and point the picture．
（2）播放整段录音，要求学生听到哪、指到哪、说到哪。
2）PPT 呈现其中完整的一幅图片，进行师生对话（视情况而定做一组或者
两组示范）
T：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s：I wash my face in the morning．
3）两人一组，分组练习
4）分组展示
6．Let’s sing！唱一唱！
1）播放本课的英语歌曲，让学生先对照书听。
2）教师带领学生们一起说歌词，再听录音跟唱歌曲。
3）再播放时，学生可以跟唱歌曲，并边唱歌曲边做相应的动作。
4）请小组或部分学生到前面来为全班表演，及时鼓励、表扬大胆演唱的
学生。
5）用 I wash my face 替换 I comb my hair 重新演唱歌曲。
7．课后作业
1）听第 24~25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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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录音唱本课歌曲，并唱给家长听。
3）学生两人一组，练习说 I do sth．下节课上看哪组说得多。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Simon Says
（1）本节课适用该游戏，教师可用这个游戏训练学生对动词短语的理解
（2）教师发指令：Simon says，brush your teeth，comb your hair，wake up，
get up，touch your nose 等。
（3）教师发指令：
（没有 Simon says）Brush your teeth，comb your hair，wake
up，get up，touch your nose 等。
2）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仿照 Let’s sing 歌曲自编歌词进行替换练习，强化学
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
3）教师可以考虑在黑板上出示一些动词或名词，让学生根据读的内容选择
书上六幅图片，把相应的单词抄在图片下面。
动词：wash，comb，brush，eat，ride．
名词：egg，bike，hand，face，teeth，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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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2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及动词短语 3 个：breakfast，eat breakfast，every morning
2）复习、重现身体部位单词 5 个：tooth，teeth，hair，face，feet
3）复习、重现短语 4 个：get up，go swimming，play soccer，in the morning
2．句型
1）XX，it’s time to…．XX，到了该……的时间了。
2）I … every morning．我每天早上……。
3．学习和巩固使用活动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一听，看一看，说一说。
2）Work in pairs！两人练一练。
3）Listen and number．听录音标号。
4）Listen and check．听一听，测一测。
5）Let’s sing！咱们一起唱！

教学难点
1．单词 breakfast 的读音比较长，且学生容易在 k、f 中间断开读。
2．单词 every 意思的理解和字母 v（唇齿音），r y 的准确发音有些困难。
3．
在正确语境下使用表达对自己或者是他人进行提示的句子：
It’
s time to．
…。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早餐的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有关活动的图片等
3．多媒体课件
4．对话用的一周七天的表格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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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26 页~第 27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本课单词和句型的学
习内容、巩固复习的操练活动、听力训练内容和本课的歌曲学习内容。
1．Listen，look and say．
本部分通过插图、文字和录音的形式呈现了名词 breakfast，动词 eat 以及动
词短语 eat breakfast。形象的插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单词，录音帮助学生
学习单词的正确发音，文字启发学生将单词的拼读与拼写联系起来，整体识记单
词，从而为今后学习单词的正确拼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Work in pairs．
本部分通过呈现妈妈提醒 Betty 该吃早餐了，这一十分生活化的语境，提出
了本课的语言学习项目：It’s time to eat breakfast．同时借助画面，用语言描述了
吃早餐这一行为：I eat breakfast．I eat breakfast every morning．这两个句子是对日
常用语的扩展和补充，学生可以通过生动的画面理解该部分句型的含义，通过模
仿听力材料朗读，学生能够掌握陈述句的正确发音，并学会在情境中运用恰当的
功能句型描述时间和事物。
3．Listen and number．
本部分教材设计了听录音看图、给图标号的操练活动，并以此形式训练学生
的听力，检查学生对所学的身体部位名称的理解和记忆情况，同时还考查了之前
学习的重点，牙齿的单复数形式：tooth 和 teeth．
听力内容如下：
（1）breakfast （2）
one tooth （3）face （4）hair （5）teeth （6）feet。
4．Listen and check．
本部分再次提供听力材料，同时提供了四幅图画，学生要根据听到的内容，
选择与所听内容相符合的图画，以此来检查学生对所学到的句子的理解和记忆，
并再一次强化了对本课句型的识别和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的能力。该部分听力内容
如下：
（1）It’s time to eat breakfast．
（2）It’s time to swim．
5．Let’s sing！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是本课的重点单词、句子。
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及时巩固复习新学的知识，而且在说唱和表演的活动中能够调
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有效提高记忆效果，并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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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热身
（1）教师和学生一起边做动作边演唱本单元已经学过的各课的歌曲。
（2）头脑风暴：帮助学生分类复习所学单词：* 数字 1~12 * 身体部位* 动
词短语 * 食物名称等。
2）复习导入
（1）用时钟复习时间，方式如下：
T：What time is it？
S1：It’s six o’clock．
S1:（拨动时钟上的表针，然后发问）What time is it？
S2:（根据时钟上显示的时间进行回答）It’s … o’clock．
S2:（拨动时钟上的表针，然后发问）What time is it？
S3:（根据时钟上显示的时间进行回答）It’s … o’clock．
…
（2）自由对话重现句型：
T：I brush my teeth in the morning．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1：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2：…
2．学习 Look，listen and say 中的单词和短语
1）引入新课
T：We do so many things in the morning．Do we eat in the morning？
Ss：Yes．
T：Good，yes！Now，let’s see what we eat in the morning．
（1）出示 eat an egg 的图片，请学生快速说出该短语，并做吃的动作。
（2）鼓励学生说更多的食品，并引导学生使用 eat …这一短语来表达。
（3）教师迅速在黑板上记录学生说出的食品名称，之后，让学生选择 What
we eat in the morning．帮助学生使用下列句式表达，教师在学生说出该食品的时
候圈出相应食品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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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at an egg in the morning．
I eat some bread in the morning．
I eat an apple in the morning．
I eat some cake in the morning．
I eat a hamburger/sandwich in the morning．等。
2）学习 breakfast，eat breakfast
（1）通过上述活动圈出的单词，引出 breakfast 这一新单词。
T：
Oh，we eat … in the morning．They’
re our breakfast．We eat them in the morning．
They’re our breakfast．请学生说单词 breakfast．可以分段说这个单词 break-fast．
（2）注意单词 breakfast 的发音，通过教师引导突破难点：注意不要把-fast
中元音字母 a 发成带 /r/的音。在英语中，如果元音字母后没有字母 r，这个元音
都不可以读成带/r/的音，而是要读成单词 panda 中的最后一个字母 a 的发音。
（3）进一步理解 eat breakfast
T：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Ss：In the morning．
T：Yes．We eat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What time do you eat breakfast？
Ss：I eat breakfast at … o’clock．
3）学习 every morning，I eat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1）看图、听录音模仿。
（2）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话，运用课前老师制作好的表格两人一组进行判
断，哪些事情是每天做的，哪些事情不是每天都做，只是一周某一天或几天在做。
T：OK，boys and girls，please take out your paper sheet．
（同时在 PPT 上呈现
该表格）
（3）教师根据表格与一位同学展开对话，提示其他同学认真听，这样才能
知道下面的活动怎样做。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wash face
brush teeth
go to school
eat break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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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eter，you wash your face on Sunday？
Peter：Yes，I wash my face on Sunday．
（T：在相应的表格中打钩。）
（4）做完一周七天对这件事的调查。学生明白后开始两人一组做对话练习
并完成调查表。
（5）教师与一名同学一起进行小组对话并完成 PPT 中的表格。
（6）呈现调查结果。

wash face
brush teeth
go to school
eat breakfast

Sun． Mon．
√
√
√
√
√
√
√
√

Tue． Wed．
√
√
√
√
√
√
√
√

Thu．
√
√
√
√

Fri．
√
√

Sat．
√
√

√

√

（7）学生通过观察表格得出结论，教师引导学生说出结论：
I wash my face every morning．
I brush my teeth every morning．
I eat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I do not go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8）学生通过自己造句完成对 every morning 的理解与使用，学生使用的
句型为：I … every morning．
3．Work in pairs．语境中学习句型
1）通过上述活动引出新句型 It’s time to …。
（1）师生对话引出 Work in pairs．中的情景对话。
T：OK，
boys and girls．
Now I know you all eat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It is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What time do you eat your breakfast？
Ss：I eat my breakfast at …。
T：OK．Now let’s go to Betty’s home to see when she eats her breakfast．
（2）引导学生观察图片，说出从图片中所能获取的信息。
It’s seven o’clock．
Mom wants Betty to eat breakfast．
Betty eats breakfast at s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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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录音，引导学生自主听出 Betty 的妈妈是怎样让 Betty 吃早饭的。
（1）请学生听、跟读录音，进行模仿。
（2）学生两人一小组，操练说和表演，之后进行展示。
（3）PPT 展示其他情景，请学生自主创编对话，并进行展示。
4．完成 Listen and number．中的听力练习，复习、巩固所学单词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六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单词：one
tooth，a face，teeth，breakfast，two feet，hair。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标序号。
T：Now，let’s listen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finish numbering the pictures．
）
（3）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指读练习。
（1）教师示范（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Number 1．Mary，please tell us what it is．
Mary：OK．Number 1，breakfast．
（2）学生两人一组做指读练习
（3）展示
5．完成 Listen and check．中的听力练习，操练句型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四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相关动词
及动词短语：eat breakfast，get up，swim，play soccer．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圈出与录音相符的图片。
T：Now，let’s listen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circle the pictures．
）
（3）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指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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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示范（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Point to the picture which means it’s time to eat breakfast，Ben．
Ben：OK．Here．It’s time to eat breakfast．
（2）学生两人一组做问答指读练习：一位同学做出指令，另一位同学指出
相应单词的图片。
（3）分组展示。
6．Let's sin！唱一唱！
1）播放本课歌曲，让学生先仔细听歌曲的曲调和歌词。
2）请学生再听一遍录音，并指着书跟读歌词。
3）教师再播放歌曲录音，带领学生们一起小声跟录音唱歌曲。
4）让学生分组练习并大声演唱歌曲，边唱歌曲边做相应的动作。
7．课后作业
1）听第 26~27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继续听录音，跟录音学唱本课的歌曲，唱给家长听。
3）请学生说出至少 3 组这样的句子：It’
s seven/eight… o’
clock．
It’
s time for…
4）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看动作，说短语
（1）请部分学生上来分别表演，下面的学生看表演说出相应的英语短语。
（2）可利用以下短语进行表演：wash my face，comb my hair，brush my teeth，
wash my hands，ride a bike，eat an egg，eat breakfast 等。
2）抽卡片说句子
（1）教师准备好不同食品的卡片，请学生抽卡片。
（2）学生根据抽到的卡片，用 I eat…的句式结合抽到的单词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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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3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短语 4 个：school，walk，walk to school，go to school
2）在情景中理解短语 2 个：by car，by bike
3）复习重现短语 4 个：wake up，get up，eat breakfast，every morning
2．句型
1）掌握 3 个句子，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操练：
（1）It’s time to school．到了去学校的时间了。
（2）I walk to school．我走路去上学。
（3）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我每天早上走路上学。
2）理解询问某人怎样去某地的说法及其答语：
（1）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怎么上学？
I go to school by bike．我骑车上学。
I go to school by car．我做汽车去上学。
I walk to school．我步行上学。
3．巩固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一听，看一看，说一说。
2）Work in pairs！两人练一练。
3）Listen，look and answer．听一听，看一看，答一答。
4）Let’s sing！咱们一起唱！

教学难点
1．句子 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比较长，不容易读、说。
2．go to school 和 walk to school 两个短语意思上的区别和正确理解。
3．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描述自己上学的方式。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学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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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录音机、单词卡片、交通工具的图片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28 页~第 29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学校、走、走着去上
学的单词和短语的表达方法，同时还继续呈现了固定用法 It’s time to…拓展了学
生谈论日常生活的内容，使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单词和句子表达和谈论日常的主
要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本部分通过画面、文字和录音的形式呈现了名词 school，动词 walk，以及动
词短语 go to school。学生可以借助画面理解和记忆这些单词，通过观看文字学
习整体认读单词和短语，借助录音学习单词的发音。在听音、看图、认读单词的
过程中，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初步掌握本课的新单词和短语。
2．Work in pairs．
本部分通过生动有趣的情景图片呈现了固定用法的表达方式：It’s time to go
to school．上学的时间到了。I walk to school．我走路去上学。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我每天早上走着去学校。这些句子仍然是对本单元谈论日常生活及活
动内容的补充。学生可以通过生动的画面理解句型的含义，借助听力材料学习正
确地朗读和拼读，并能够做到准确地看图说话。
3．Listen，and number．
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四幅图片，清晰呈现某人在做某事，通过检测学生对动
词短语意思的理解，同时检测了学生对本单元所学新句型的理解。本部分的听力
内容为：
（1）I go to school at 7:30 in the morning．
（2）I wake up at 6 o’clock．
（3）
I eat breakfast at 7 o’clock．
（4）I get up at 6:30 in the morning．
4．Ask and answer．
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两位小朋友对话的情景，清晰呈现了出行方式问、答语
的具体语境和操练活动。同时教材还提供了录音：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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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去上学？I go to school by car/by bike．我乘车/骑车去上学。I walk to school．我
步行去上学。
5．Let's sing！
本部分是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学生通过学习演唱这首歌曲，能够
及时巩固、复习本课所学的新知识，而且还能在说唱和表演的活动中调动多种感
官参与学习，使英语课的学习活动更加丰富、活泼、有趣味。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热身
（1）教师和学生一起边做动作边演唱本单元前面各课学过的歌曲。
（2）用图画或 PPT 出示本单元所学的有关早晨活动的情景，并在图画下方
闪出相关的动词短语：
wash my face，comb my hair，brush my teeth，wash my hands，
ride a bike，eat an egg，eat breakfast 等。
（3）对话练习
* 教师示范
T：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s：I eat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T：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Ss：I eat breakfast at 7．
* 生生练习
S1：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2：I eat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S1：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S2：I eat breakfast at 7．
2）复习导入
T：Great，boys and girls．We do so many things in the morning．What do we do
after eating breakfast？Yes，very good．We go to school．
2．学习 Listen，look and say．中的单词和短语
1）学习单词 school 和短语 go to school （将单词 walk 放在 Work in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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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习）
（1）出示学校的图片，学生跟老师读出 school，注意该单词尾音部分要向
上翘舌。
（2）出示一个小朋友背着书包走入校门的情景，学习短语 go to school．
2）看图、听录音、跟读单词和词组：school，go to school
3）在句型中操练单词和短语
（1）教师示范（视情况示范一组或者是两组）
T：Do you go to school every day？
Ss：No，we do not go to school every day．
T：When do you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Ss：We go to school at …
（2）学生两人一组分组练习
（3）分组展示
3．学习 Work in pairs．中的句型
1）学习单词 walk 和短语 walk to school．
（1）教师做走路的动作，边做边说 walk，学生跟读，并模仿教师动作，练
习单词发音。
（2）教师走向黑板上学单词 school 时贴的学校的图片，边走向图片边说：
Walk．
Walk to school．
I walk to school．
（3）学生模仿教师动作并重复教师的语言，在动作中理解单词和短语的
意思。
（4）看图听录音，模仿说出句子：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3）区分短语 go to school 和 walk to school．
（1）教师边做动作边说短语 go to school（强调背上书包的动作），walk to
school（强调走路的动作），帮助学生理解这两个短语的区别。
（2）学生模仿教师的动作练习边做动作边说出两个短语。
（3）教师说短语，学生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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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做动作，学生说短语。
4）在情景中学习对话。引导学生观察图片，说出从图片中所能获取的信息。
It’s seven o’clock．
Dad wants Jimmy to go to school．
Jimmy goes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
5）听录音
（1）听 28 页录音，逐词、逐句模仿。
（2）学生两人一组练习。
（3）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指出听到的句子，之后跟录音朗读对话。
（4）请学生表演对话。
5）鼓励学生说短小语篇。
如：It’s seven o’clock．It’s time for school．I go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3．完成 Listen and number．中的听力练习，操练对话。
1）完成练习
（1）PPT 展示练习中出现的四幅图片，帮助学生回顾已经学过的动词短语：
wake up，get up，eat breakfast，go to school/walk to school。
（2）学生看书上图片，听录音，标序号。
T：Now，let’s listen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finish numbering the pictures．
）
（3）再听录音，这一次，请学生们听出做每个活动的时间，用数字的形式
标注在图片下方。
T：Now boys and girls．Please write down when they do these．
Ss:（Take out their pencils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time they do things．
）
（4）播放录音，学生自我检查答案，教师巡视检查，给有困难的学生具体
的帮助。
2）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进行对话练习。
（1）教师示范（视情况做一至两组示范）
T：Number 1．Jack，please tell us what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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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OK．Number 1，I go to school at 7:30 in the morning．
（2）学生两人一组做指读、对话练习
（3）分组展示
4．Let’s sing！唱一唱！
1）播放本课的新歌曲，请学生看歌曲，并指歌词听歌曲。
2）教师带领学生朗读歌词，再听录音，跟录音学唱歌曲。
3）再播放录音，学生跟录音大声演唱歌曲，边唱歌曲边做相应的动作。
5．课后作业
1）听第 28~29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听录音学唱本课歌曲，唱给家长听。
3）与同伴一起朗读本课的单词和句子。
4）尝试与同伴操练 P29 练习 3 的对话。
5）请学生学会描述自己上学的交通方式。
6）做本课《活动手册》。
6．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看一看，猜一猜
请部分学生表演，可以是本课学过的内容，也可以是前几课学过的内容。下
面看表演的学生根据同学的表演，快速说出对应单词或短语。如：walk，by bike，
wash face，brush teeth 等。
2）读一读，演一演
教师给学生准备一些小纸条，上面写上本单元的活动单词，包括动词和动词
短语。请几名学生上来抽纸条，仔细阅读纸条，根据纸条上的内容进行表演，下
面的学生看表演说动词或短语，请表演的学生鉴定他们说的对不对。通过这样的
活动，逐渐培养学生的认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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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4
教学重点
1．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的动词及动词短语。
2．复习、巩固整点时间的问答方式。
3．在情境中复习有关询问某人做某事的问答句型。
4．复习、巩固表示身体部位的单、复数名词，并渗透理解和应用。
5．在活动中复习日常交际用语和课堂用语。

教学难点
1．在真实语境中使用所学句型进行交际。
2．多个信息的连续表达。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
3．多媒体课件
4．奖励用的小图片等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复习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30 页~第 31 页，用画面形式呈现了复习的语言内容和
活动。第一部分通过 9 幅图片，复现了本单元学的动词短语。第二部分则将单元
中所学的主要句型进行了呈现：When do you …？How do you go to school？旨在
帮助学生梳理在本单元所学的内容。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复习热身
（1）教师和学生一起边做动作边演唱本单元学过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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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头脑风暴分类复习单词和短语：* 1~12 数字* 动词及动词短语* 交
通工具。
2）复习导入
（1）对话练习
* 教师示范
T：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s：I eat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T：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Ss：I eat breakfast at 7．
T：How do you go to school？
Ss：I go to school by …/I walk to school．
* 生生练习
S1：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S2：I eat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S1：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S2：I eat breakfast at 7．
S1：How do you go to school？
S2：I go to school by …/I walk to school．
2．复习 Let’s say it．中的动词短语
1）PPT 呈现出本单元出现的全部动词和动词短语，学生快速抢答。
2）请同学们打开书，教师带读，学生指读、跟读。
3）两个同学一组，指读，并互相检测。教师巡视，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3．在运用中复习、巩固
1）教师以第一幅图为例为学生做出示范：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 wake up at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2）学生两个同学一组仿照教师的示范运用动词短语作连续性的表达。
3）分组展示。
（教师帮助学生运用在本单元学到的句型和动词短语，对自己
所做的事情做完整的连续性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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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测学生认读短语的活动
1）Choose
教师在黑板中间贴上所有的动词短语卡片，黑板的两侧分别为男生队和女生
队。请男生、女生队各上来一个人，选择教师读到的卡片。谁先选到，谁就可以
把卡片贴在自己队的黑板上，这样比一比，看哪队获胜。下面的学生在他们选择
短语卡片的同时要用英语不断地重复卡片中的内容，如：eat breakfast，comb my
hair，wash my face，brush my teeth，get up，wake up，walk to school。
2）Match．
黑板中间的卡片被两队抢着贴完以后，请学生把图片贴在相应卡片的旁边。
5．复习巩固 Work in pairs. UN
1）听录音
（1）听 31 页录音，逐词、逐句模仿。
（2）学生两人一组练习。
（3）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指出听到的句子，之后跟录音朗读对话。
（4）请学生表演对话。
2）引导学生观察图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练习，鼓励学生说短小语篇
如：It’
s seven o’
clock．
It’
s time to go to school．
I go to school at seven o’
clock．
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6．综合练习巩固语言
1）教师把全班分成六个组，用事先准备好的 dice，让每组组长选号，选到
号后全组马上起立，一起齐唱该号所代表课的歌曲。
对应号码为：1——Lesson 8， 2——Lesson 9，3—— Lesson 10，4——Lesson
11，5—— Lesson 12，6—— Lesson 13。
2）闯关游戏
学生按六个组继续进行比赛。用掷色子的方法决定先后顺序，各组选择自己
的闯关难题后，全组一起动脑筋，回答问题。答对问题的小组集体闯关成功，每
个人均可获得奖励。闯关的内容是选词填空，教师用 PPT 呈现，学生只要说出所
缺的内容即可。
第一组题 It’s ____（7）o’clock．I get ____

at ____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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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题 I ____ my hair at seven o’clock．I _____ my hair __ the morning．
第三组题 I wake up at _____（6）o’clock．I eat ____in the morning．
第四组题 I ____ my teeth in the morning． I ____ my face in the morning．
第五组题 It’s____ for school．I ____ to school．
第六组题 How____ you ____to school？I go to school ____bike．
7．课后作业
1）听本单元各课录音，跟读模仿，指图说所学过的内容，复习准备单元
测验。
2）听各课录音，根据指令做动作。
3）听录音，跟随录音演唱所学的歌曲。
4）做小书：鼓励学生用本单元所学习和重现的动词短语，做一本小书。可
以用图、钟表和文字表达自己整个上午的时间安排，下节课上课时进行展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因为本课是整个单元的复习课，所以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复习，最终
目的是学生熟悉掌握本单元所学内容。建议教师根据学生特点，设计有效、有趣
的练习，例如：
1）学生做动作，其他同学猜一猜表演的是什么词或短语。
2）教师说一个短语，然后学生根据这个短语说一句话。
3）教师利用图片或幻灯片等让学生进行看图说话练习。
4）教师故意在呈现的内容中，拿走或藏起一个，让学生想一想，少了哪一
个单词或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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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MEANS OF TRANSPORT
单元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1．目标单词 13 个：bus，school，taxi，zoo，boat，lake，truck，bridge，plane，
sky，ship，train，travel
2．
接触短语 9 个：
go to school，
by bus/car/bike，
by train，
by ship，
take a taxi/bus，
row a boat，on the lake，on the bridge，in the sky
3．接触缩略语 2 个：what’s，it’s
4．功能句型 3 组：
1）询问物品及回答的功能句型：
What’s this/ that？ 这（那）是什么？
It’s a …

这（那）是……

This is a ship．

这是一只船。

That is a train．

那是一辆火车。

2）询问看见某地有某物及回答的功能句型：
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你在桥上看到了什么？
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我看见一辆货车在桥上。

3）询问出行方式的功能句：
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们/你怎么上学？
How do you travel？你们怎么旅游？
We/I go to school by bus．我们/我坐公共汽车上学。
We/I take a bus to school．我们/我坐公共汽车上学。
We travel by ship．我们坐船旅游。
5．课堂指令用语 2 个：
Work in pairs．俩人一组学习。
Work in groups．小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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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目标
1．能够听音指出相应的交通工具图片、模型或真实的交通工具。
2．能模仿录音用基本正确的语音语调说出 8 个交通工具词汇。
3．能够模仿运用询问交通工具并用所学的交通工具词汇回答。
4．能够听懂“What’s this/ that？”交际用语并做出相应回答。
5．能够在语境中感知和正确模仿使用指示代词 this 和 that。
6．能够在语境中理解介词 in、on 模仿使用介词短语 in the …，on the …。
7．能够在操练活动中，简单地谈论与交通工具有关的话题。
8．能够大声说歌谣、演唱本单元的歌曲和在游戏中运用所学语言。
9．能够在各种听、说的操练活动中提高综合语言的运用能力。
10．能够结合生活实际与他人交流、询问、运用和表达出行方式。

其他目标
1．学生能够联系生活谈论日常所见交通工具表述自己的出行方式。
2．学生能够通过对话学习培养乐于开口和主动与人交流的好习惯。
3．学生能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积极与其他同学配合进行合作学习。
4．学生能够通过看图说话发展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5．学生能够通过谈论交通工具提高注意安全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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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5
教学重点
1．词汇
1）学习交通工具名词 1 个、疑问词 1 个、指示代词 1 个、短语 2 个：
bus，how，this，go to school，by bus
2）复习、巩固名词 5 个：school，bike，car，boy，girl
3）复习缩略语表达方式：what’s，it’s
2．句型
学习对话两组：询问物品及回答、询问上学方式的功能句型。
1）What’s this？这是什么？
It’s a bus/bike/school．它是一辆公共汽车/一辆自行车/一个学校。
2）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怎样去学校？
I go to school by bus．我乘公交车去上学。
感知、理解课堂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

听一听，看一看，说一说。

2）Work in pairs. 俩人一组学习。
3）Listen and number. 听听，排序。

教学难点
1．交通工具单词的词义理解和使用。
2．恰当情境中出行方式的正确表达。
3．对课堂指令做出正确反应并能初步使用指令语。

教学准备
1．课文图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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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32 页~第 35 页，分六部分呈现了本单元的主题背景。
有关交通工具的单词，询问交通工具的名称及回答以及询问出行方式及回答的功
能对话，听力检测材料、游戏操练活动和歌曲的学习内容。
1．单元背景
P32 页~P33 页为本单元的主题背景。背景通过图画和文字呈现了本单元的
主要学习内容。第 32 页画面中有马路上的叔叔和男孩。叔叔开着汽车、男孩在
骑自行车。画面的设计是为了引起学生对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关注。教材在提
供话题情境的同时，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提醒他人注意、小心的祈使句：Be
careful！及其答语：OK！第 33 页呈现了 4 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
的画面，并列出了本单元的主题：Means of Transport。这些材料能够帮助学生直
观、形象地感知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2．Listen，look and say．
本部分利用画面呈现了公共汽车这一交通工具，同时提供了该交通工具的英
语单词和录音材料。第二个单词是 school，对应的是学校图片和录音。学生可以
借助插图，理解本课新词汇的意思，模仿听力材料的准确发音，整体感知单词的
拼写。
3．Work in pairs．
该部分呈现了两组对话以及这两组功能对话的相应情境。上面是第一组对话
及其情境，即：由左边的问句图框发出特殊疑问句 What’s this？右边是一个男孩
和他的回答：It’s a bus．下面是第二组对话及其情境。由右边的小精灵发出他的
询问：How do you go to school？左下是一辆坐满小学生的公共汽车及学生们的答
语：We go to school by bus．画面及文字为学生提供了本课询问交通工具、出行方
式的功能问答句。学生可以借助画面、文字和听力材料模仿学习本课的功能交际
用语，学会在情境中介绍交通工具、表达上学的方式。
4．Listen and number．
本部分呈现了六幅图片，分别是自行车、小汽车、公共汽车、学校、男孩和
女孩。同时教材还提供了相应的录音材料。教材设计的意图是通过让学生听录音，
根据录音内容给六幅图片排序，检查学生对所学交通工具的准确理解和识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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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的过程中发展学生对单词发音的正确模仿能力，训练学生听的方法和步骤，
即：1）看图，思考、回想这些词的发音；2）听音，寻找、判断是哪一幅图，将
录音信息和与之匹配的图画联系起来；3）判断后进行标号。
5．Let’s play!
本部分教材设计了一个操练本课功能句型的游戏活动。教材中呈现了三个小
朋友和小精灵。他们分别站在图画的四个角上。中间有一个圆圈，圆圈里画着自
行车、公共汽车和一所学校的图画。教材为师生提供了游戏开展的示范。首先由
小精灵提问：What’s this？然后其他三个小朋友分别根据圆圈中的事物进行回答：
It’s a…游戏的开展，可以使学生们在快乐的氛围中，进行有趣味的词汇巩固机
械操练。同时还能复习巩固本课询问物品的功能对话。
6．Let’s sing!
本部分是一首有关交通工具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歌曲。歌曲中再次呈现了本课
的主要单词和句子。学生通过学唱和表演这首歌曲，可以及时复习巩固新知识，
激发英语学习的兴趣，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交通工具及出
行方式的理解和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老师和学生相互问候，准备上课。
2）复习导入
（1）演唱第 13 课的英语歌曲，使学生进入 go to school 状态。
（2）复习前一单元的内容，与学生进行交流：How do you go to school？和 I
go to school by…。
3）导入话题
（1）请学生看第 33 页的图。说说在图中看到什么，引导学生说出“飞机”、
“火车”、“轮船”、“公共汽车”。
T：What is this？
Ss：
“飞机”、“火车”、
“轮船”、“公共汽车”。
（ 2 ）T：Yes ．They are vehicles ．教师边说边板书 Unit 3 MEANS OF
TRANSPORT。教师请学生猜一猜 TRANSPORT 的意思，手指一指第 33 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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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交通工具，导入单元话题。
T：In this Unit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transport．再一次指着第
33 页的图片说：We are going to learn plane，bus，train and ship．They are means of
transport．
之后教师指图中的交通工具，请学生猜一猜 They are means of transport．是
什么意思。学生能够很快地说出：这些都是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已经是一年级的
小学生了，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认识一些交通工具。
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单词 bus
（1）教师出示公共汽车的图片，问：
“What’s this？”
Ss:“公共汽车。”
T：“Yes．It’s a bus. ”
（2）教师请学生听录音。在第二遍听录音时，大声跟录音说出：bus。
2）学习单词 school
（1）教师出示本校的照片，问学生：
“Where is it？”或“What’s this？Is it a
bus？”学生根据图片、教师的语气、语调，很容易辨别出这不是一辆公共汽车，
他们会说出：“No.”或：“No．It’s not a bus.”
（2）教师接着请学生看书、指图，或看黑板上的大图，指图，听录音：school。
（3）请学生听录音，跟录音大声说出：school。教师加以肯定，点头说：“Yes．
It’s our school. ”
3）识别区分
（1）教师先后说出单词：bus，school，请学生听音快速指出相应图片，检
查学生是否能根据听到的音识别或指认图片或照片。
（2）教师请学生看图说出单词，对不正确的发音进行纠正和指导。
（3）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师自制）转动或遮挡部分，请学生猜是 bus 还是
school。利用游戏的方式进行学习操练，既达到及时复习、强化巩固的目的，同
时还能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极大地感受到英语学习、词汇识记的快乐，克
服枯燥学习、死记硬背、多次重复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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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ork in pairs．
1）学习句式 What’s this？It’s a …
（1）教师出示自行车图片，引出句型：
T：What’s this？
Ss：Bike．
T：Yes．It’s a bike．
（2）学习本课句型 What’ s this？It’s a bus．
教师出示刚刚学过的公共汽车的图片，再次问学生 What’s this？Is this a bike？
请学生说 bus。教师带领学生用完整句进行表达：It’s a bus．
（3）扩展练习 What’s this？It’s a．
．
．
教师可以出示其他交通工具，如：bike，car 等。练习 What’s this？It’s a bike/
car．通过呈现不同颜色和大小不一的玩具车进行练习。引导学生说出 It’s a
red/blue/white bus．和 It’s a little/ big bus．甚至 It’s a small/big red/blue/green/gray
bus．等，利用原有知识拓展学生的表达。
（4）扩展练习其他话题
除了交通工具，教师可以问一问在学校中学生熟悉的物品，如学校（school），
钢笔，铅笔，铅笔盒（pencil box），橡皮（eraser）、书包（bag），书（book）等，
练习使用“What’s this？”和“It’s a…”等。
（5）做游戏练习
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投色子”的游戏。教师选出 6 种物品名称，将 6 种物品
编号 1～6。教师与一个学生做示范，教师投色子，假如投到数字 2，数字 2 代表
bus，示范学生问：What’s this？教师回答：It’s a bus．学生小组合作练习句式。
进一步巩固练习本课询问物品的重点功能句型。
注：活动（3）到（5）也可以放在下面的句型练习之后进行。
2）复习、巩固句式 How do you go to school？I go to school by…
（1）T：How do you go to school？教师出示学校和家的照片，用动画箭头表
示从家去学校，并指自己说：I go to school by bus．
（2）教师询问学生：How do you go to school？请学生说 go to school，by bus，
I go to school by bus．由于在前一单元学生已经学习过了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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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 to school by car/bike．所以学生很容易说出：I go to school by bus．他们能够借
助图画，轻松地将 car / bike 替换成本节课新学的 bus 就可以了。
（3）教师和学生交流：I go to school by bus．
问学生 Do you go to school by bus，
too？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回答：I go to school by bus/car/bike．
或 We go to school
by bus．
（4）鼓励学生说自己上学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包括步行。如：
S1：I go to school by bus．
S2：I go to school by bike．
S3：I go to school by car…
S4：I/ We walk to school．
（5）也可以鼓励学生说乘坐某交通工具到别的地方，如：
I go to the zoo by bus．I go to the park by bus…
3）听音模仿
（1）播放录音，学生听录音，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进行跟读练习。
（2）学生两人一组进行对话练习。
（3）请学生分组表演对话。
（4）鼓励学生用其他物品，使用句型进行替换练习。
4．Listen and number.
1）描述图片
（1）教师指图问：
“What’s this？”学生回答教师的问题描述黑板上的图画：
“It’s a bus/ a bike/ a car/ a school”等。
（2）鼓励学生对同一图片做尽可能多的描述，如：
It’s a bus．It’s a green bus．It’s a big bus．I go to school by bus…
（3）开展 pair work，请学生两人一组练习看图说话，在描述中掌握重点句型。
2）听力训练
（1）教师按自己的朗读顺序读句子，请学生听句子指图，训练学生听句子，
并给句子排顺序的能力。听力材料可以是：It’s a school．It’s a bike．It’s a car．It’s
a bus．带领学生核对答案。再听教材提供的录音，学生指出听到的句子。
（2）教师利用课件呈现，或在黑板上写出，或发给学生打印好的句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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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句子都有空缺的单词或字母，让学生听句子，然后写出所缺的单词或字母。如
果找不出来，可以让他们在听到的句子后，从书上找出应该写出的字母或单词，
降低活动难度。教师可以先做一个示例，如：It’s a __ike．请学生说一说横线上
应该填写那个字母。学生写出后教师应及时给与鼓励。
听力材料为：1）It’s a __us．2）It’s a __ike．3）It’s a ca__．4）It’s a __school．
5．Let’s sing!
1）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听，
2）学生听歌曲试着说出歌曲中的句子。
3）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
4）学生熟练唱会歌曲后，试着进行歌词替换练习，之后进行小组展示。
5）教师可以把句子主干写到黑板上，启发学生改编。
What’s this？

It’s a …

What’s this？

It’s a …

We go to school by …
We go to school by …
6．课后作业
1）听录音 P34~P35，跟读单词和句子。
2）看图读句子，尝试进行替换练习。
3）跟随录音唱本课新学的歌曲，并唱给家长听。
4）两个学生一组，分角色唱本课歌曲，下节课表演。
5）做本课《活动手册》。
7．练习参考答案
P35，Listen and number

413265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找朋友：请学生把图片和单词进行配对。
2）两人一组练习：一方说出一种交通工具，另一方根据听到的内容画图，
最后画出一幅平面图，展示学生的作品，看谁的图画得既正确又漂亮。
3）听单词，按照听到的单词顺序摆放图片。
4）摸一摸，说一说。教师准备几种水果、学习用品、交通工具、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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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到前面来闭上眼睛摸一摸，其他学生问：What’s this？摸的学生回答：It’s
a …学生之间进行句型操练。

Lesson 16
教学重点
1．词汇
1）名词 2 个，动词 1 个，代词 1 个：taxi，zoo，take，that
2）继续巩固词组 5 个：go to school，take a taxi，take a bus，by car，by bike
2．句型
继续学习询问如何出行的功能句型：
1）What’s that？那是什么？
2）It’s a taxi．它是一辆出租车。
3）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我们乘坐出租车去动物园。
复习由 how 引导的特殊疑问句：How do you go to school？你怎么上学？

教学难点
1．单词 taxi 的发音。
2．take a taxi/ bus to …的理解与运用。
3．指示词 that 的理解。

教学准备
1．单词 taxi，zoo 卡片
2．录音机、歌曲录音带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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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36 页~第 37 页，教材分四部分呈现了交通工具
词汇，有关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功能问答句和歌谣的学习内容，录音材料和
操练活动。
1．Listen, look and say．
（P36）
本部分是词汇学习。教材通过图片、录音和文字呈现了交通工具 taxi 以及地
点名词 zoo。教材提供的听力材料、图片和文字，供学生理解词义、模仿发音，
在听听、看看的过程中学习新词汇，发展听力技能。
2．Work in pairs．
（P36）
教材提供了三组图片，学生根据呈现的图片，继续学习有关询问物品的功能
句型和介绍出行方式的日常交际用语。学生可以在听录音，跟读过程中学习上述
日常交际用语，同时也可以自然为引出下面学习内容作好铺垫。
3．Let’s play!（P37）
教材提供了 4 组图片、文字和录音，呈现了询问和回答出行方式的句型。学
生可以通过观察画面、阅读文字整体感知多种出行表达方式的情景和语言参照，
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巩固和操练句子。
4．Let’s sing！
（P37）
本部分是一首关于询问远处的交通工具以及乘坐交通工具去哪儿的英语歌
曲。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巩固复习了所学单词和句型，并在有节奏地说唱中，配
合动作进一步加深了对语言的体验、理解和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2）复习巩固。
（1）教师在黑板上呈现街道公路的简笔画，并画出 car，bus，bike，school 几
样交通工具的外形轮廓，边画边问学生：“What’s this？”学生回答：“It’s a…”师生
在画画说说的过程中复习前面已学的单词和句型，并为下面新授内容作好铺垫。
（2）学生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试着画出 car，bus，bike，school 的简笔画，
另外一个学生说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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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单词 taxi
教师出示玩具出租车或者图片，问：What’s this？学生回答：出租车。
T：Yes，It’s a taxi．教师播放录音请学生仔细听 taxi 的发音，之后请一些学
生试着读出单词，教师纠正发音。教师在教授 taxi 单词的发音时，可以分音节，
注重字母 a 和 xi 的发音。
2）学习单词 zoo
教师出示动物园的图片，并问 Do you see animals？ Ss：Yes．
教师问：Do you like animals？Ss：Yes，I like．
教师可以问一问学生图片中的动物是什么，复习以前学过的动物的名称。
T：Look！There are so many animals here．It’s a zoo．
教师板书 zoo，并播放录音，学生练习说 zoo。
3．Work in pairs.
1）学习句式 What’s that？It’s a taxi．
（1）教师出示出租车的图片问一问学生:What’s this？Ss：It’s a Taxi．
教师走到教室的中间问学生，手指着远处出租车的图片问学生：
T：What’s that？ Ss：It’s a Taxi．
（2）教师可以把准备好的玩具自行车、公共汽车、小汽车和出租车放在远
离讲桌的一个地方，老师一个一个地分别指着它们，问：“What’s that？”这时，
可以过去拿起来公共汽车，说：“Oh，it’s a bus.”以同样的方式练习其他玩具交
通工具。最后问：
“What’s that？It’s a taxi．
”
。让学生练习说：
“What’s that？It’s
a taxi．
”
（3）教师可以通过对比的方式，加深学生对“What’
s this？”和“What’
s that？”
的区别理解。老师把 bus 放在讲桌上，靠近自己的地方，把 taxi 放在距离自己远
的地方，与学生进行对话练习。
T：What’s this？

Ss：It’s a bus．

T：What’s that？

Ss：It’s a taxi．

而后调换 bus 和 taxi 的位置，再问同样的问题。学生小组练习，模仿刚才老
师和学生的对话进行练习。

109

2）学习 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
（1）教师再次出示动物园的图片，并问学生：
“What’s this？”学生回答：
“It’s
a zoo．而后可以与学生对话如下：
T：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zoo？
Ss：Yes．
T：OK．Let’s go to the zoo．
教师出示由本学校到动物园的地图，画出大概的路线图，出示 taxi 和 bus 两
种交通工具，并问：
“How can we go to the zoo？Can we take a bus to the zoo？”教
师用动画演示坐出租车从学校去动物园。
Ss：Yes．
T：Yes．We can take a bus to the zoo．Can 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教师用动
画演示座公共汽车从学校去动物园。
Ss：Yes．
T：Yes．We can take a taxi to the zoo．
T：Do you want to take a bus to the zoo，or take a taxi to the zoo？
Ss:…（一些学生说乘 bus，一些乘 taxi）
T:（老师与几个乘 bus 的学生站在一起）We take a bus to the zoo．
T:（老师与几个乘 taxi 的学生站在一起）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
请学生说 take a bus，take a taxi 和 We take a bus to the zoo．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
教师同时出示 We take a bus to the zoo．We go to the zoo by bus．告诉学生这
两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请学生重复这两句话。
教师同时出示 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We go to the zoo by bus．请学生重复
这两句话。
（2）小组合作
教师设计一张表格，请学生在小组内采访，看一看每一种交通工具被选择的
人数。

bus

How do you go to the zoo？
car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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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录音
（1）播放录音，让学生认真听录音并模仿跟读。
（2）给学生一些时间，鼓励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句型。
（3）让学生两人一组进行对话表演。
（4）鼓励学生用其他交通工具，如 car，bus 做替换操练。
4．Let’s play！
1）活动一
用接龙的方式练习句子。教师先出示第一幅图，如：car，by car，go to school
by car，I go to school by car．教师给出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的接龙：car，take a car，
take a car to school，I take a car to school．教师写出前两句，后面只写出 bike，by
bike，
……

bike，
ride a bike，
……鼓励学生自己说下去：
I go to school by bike．
I ride

a bike to school．教师继续出示 taxi 和 bus，完成句子的练习。
2）活动二
（1）首先老师请一个学生进行句式的问答练习，做示范。
T：How do you go to school？
S：I go to school by bus．I take a bus to school．而后请学生两人一组进行问答
交流。
（2）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回答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5．Let’s sing！来唱英文歌！
1）活动一：TPR
（1）教师有节奏地说歌词的上句，请学生按相同的节奏接下句。
（2）听音乐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2）活动二：创编歌曲
（1）教师带领学生唱熟歌曲后，引导学生改编歌词：What’s that？It’s a
car．What’s that？It’s a car．Take a car to the zoo．Take a car to the zoo．
（2）教师引导学生开阔思维，更广泛地练习改编歌词并表演。
6．课后作业
1）听教材 36~37 页录音，跟读，大声读给家长听。
2）朗读每个单词、词组五遍，尝试说出新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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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朗读、背诵课文，下节课展示。
4）跟唱英语歌曲，唱给家长听。
5）做本课《活动手册》。
7．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教师出示半张交通工具图片和空缺单词的句子，让学生猜一猜并快速说
出单词，
最后完成句子。如：
出示半张 taxi 图片和“I go to school by_______.”句子，
学生快速说出 taxi 单词后，完成句子：“I go to school by taxi.”
2）学生分组竞赛，背诵课文。

Lesson 17
教学重点
1．词汇
1）名词 2 个、动词 1 个，短语 2 个：boat，lake，row，row a boat，on the lake
2）复习、巩固短语 4 个：ride a bike，walk to school，take a taxi，take a bus
2．句型
比较中学习询问物品的交际用语。
1）What’s this？这是什么？
2）What’s that？那是什么？
3）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我们在湖上划船。

教学难点
1．单词 row，boat 的发音。
2．词组 row a boat 的发音。
3．区分指示代词 this 和 that 的意思。

教学准备
1．单词 boat，lake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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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录音机、歌曲录音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38 页~第 39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有关询问物品的
学习内容和表达不同出行方式的句子和听音判断、唱歌曲的操练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P38）
本部分是词汇学习。教材呈现了交通工具 boat 以及 lake 的情境图片。并且
提供了听力材料、图片，供学生看图理解，模仿发音，在听听、看看中学习新词
汇，发展听力技能。
2．Work in pairs．
（P38）
本部分继续学习有关询问物品的日常交际用语。教材通过呈现近处的船和远
处的湖引出句式“What’s this？It’s a boat．What’s that？It’s a lake．
”要求学生能
够根据教材呈现的图片，学会相互询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并能做出准确
回答。同时教材还通过呈现两个小孩在湖中划船的图片，自然地引出了“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
”学生可以在听录音，跟读过程中学习上述日常交际用语，同
时引出下面的学习内容。
3．Listen and check．
（P39）
本部分在前面已经学习了一些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相关单词和句子的基础
上，通过听录音，选择正确图片，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句型，熟悉句型。
4．Let’s sing！
（P40）
本部分还是一首关于小船的英语歌曲。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巩固复习 row，
row a boat，on the lake 等单词和词组，学生在有节奏地说唱中，配合动作进一步
加深了对语言的体验、理解和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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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习巩固
（1）教师准备好已经学过的有关交通工具的图片，分别呈现给学生，并与
学生利用图片进行交流。教师拿出 bus 的图片，举着图片问学生：“What’s this？”
学生回答：“It’s a bus.”
教师接着问：“How do you go to school？”学生回答：“I go to school by bus. ”
教师再拿出其它的几张图片，反复问学生：“What’s this？” “What’s that？” “How
do you go to school？”让学生练习回答“It’
s a …”并以各种交通工具的图片作为奖
励，发给学生。
（2）让学生两人一组用自己得到的单词卡片相互练习问答。
2．Listen，look and say.
教师可以用纸叠一只小船，把画着湖的画面贴在黑板上。老师拿起小船问：
“What’s this？”学生回答：小船。T：Yes．A boat．It’s a boat．并播放录音。让
学生练习 boat．It’s a boat．请学生注意 oa 字母组合的发音。接着再指向远处黑
板上挂着的画儿，问：
“What’s that？”学生说出“It’s a lake．A lake．
”让学生练
习 lake．It’s a lake．注意 a 的发音。
3．Work in pairs.
1）教师请学生在黑板上、纸上画小船的简笔画，或者用纸叠小船，并说 boat，
还可以尝试说“I can make a boat．
”
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一个问号？并问学生：
“What’
s this？”请学生猜一猜，
学生可以随意说一说。随后教师播放录音“It’
s a boat．
”
学生再次重复“It’
s a boat．
”
2）教授“What’s that？It’s a lake．
”
（1）教师指向远处黑板上挂着的湖的图片，问：
T：What’s that？
引导学生说出：
Ss：It’s a lake．
请学生说 lake 和 It’s a lake．
（2）加深学生对 lake 的理解
T：What’s in the lake？
Ss：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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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es．There is water in the lake．
T：Can we swim in the lake？教师做游泳的动作帮助学生理解 swim．
Ss：Yes．
T：What else can we do in the lake？我们还可以在湖里面做什么呢？请学生发
挥想象说一说。
Ss：划船。
T：Yes．We can row a boat on the lake．
3）教授“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
”
（1）教师把用纸叠的小船粘在画着湖的图片上，手抓住小船的浆做划船的
动作，同时说：
“row a boat”，请学生跟着一起说：
“row a boat”，一边说一边做动
作。教师要强调 row 中字母组合 ow 的发音。
接下来教师继续说：I row a boat。学生重复。教师：
“I row a boat on the lake. ”
然后，教师请几名学生到前面来，跟着教师做同样的动作。引导学生一起边做划
船的动作，边说句子。
T & Ss：Row a boat．We row a boat．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教师可以奖励
发音准确、动作到位的学生。
（2）学习“划船”歌，进一步学习。
英语中，有一首划船时唱的歌曲。歌词是：
Row，row，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Merrily，merrily，merrily，merrily．
Life is but a dream．
但是，其中有太多的生词，可以把它改编为简单易唱的歌词，请学生唱：
Row，row，row your boat．
Row your boat on the lake．
Happily，happily，happily，happily．
Life is but a song．
4．听录音
1）播放录音，让学生认真听录音并模仿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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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学生一些时间，鼓励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句型。
3）让学生两人一组进行对话表演。
5．Listen and check．
活动一：句型操练
教师充分利用书中的这些图片，巩固操练有关如何出行的功能句型。
1）教师呈现图片，请学生先观察图片，想一想描述图片的句子。
2）Pair work：学生两人一组，一人描述每个小题左边图片，另一人描述每
个小题右边图片。
3）教师提问
（1）T：How do you go to school？
Partner 1：We go to school by bike/ We ride bikes to school．
Partner 2：We walk to school．
（2）T：What do you do in the lake？
Partner 1：We swim in the lake．
Partner 2：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
（3）T：How do you go to school？
Partner 1：We take a bus to school．/ We go to school by bus．
Partner 2：We take a taxi to school．/ We go to school by taxi．
（4）T：How do you go to school？
Partner 1：We take a taxi to school．/ We go to school by taxi．
Partner 2：We take a bus to school．/ We go to school by bus．
教师要鼓励学生试着用两种不同的句式描述同一幅图片。
4）小组学生进行问答练习，教师巡视检查，及时纠正错误，查漏补缺。
活动二：听一听，选一选。
1）播放录音，指导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相对应的图片。
2）教师先播放一句话，给学生演示怎样做，请学生拿出笔，仔细听录音，
选择相对应的图片。
3）核对答案。
1）We walk to school．

116

2）We row a boat on the lake．
3）We take a bus to school．
4）We take a taxi to the zoo．
6．Let’s sing！来唱英文歌！
1）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有节奏地说歌词的上句，请学生按相同的节奏接
下句。
2）听音乐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3）全班或分组表演歌曲。
7．课后作业
1）听第 38~39 页录音，跟读，大声读给家长听。
2）朗读每个单词、词组五遍，尝试说出新词组。
3）朗读、背诵课文，下节课展示。
4）跟唱英语歌曲，唱给家长听。
5）做小书：鼓励学生用已经学过的交通工具和其他事物的名称做小书。
6）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拼摆各种图片：教师把不同的交通工具图片散乱地放在一起，说句子，
让学生准确地找出相应的图片并用另一种方式说出相同的意思。如：
教师说：
“I go
to school by bus. ”
，学生找出 bus 一词后，练习说：
“I take a bus to school. ”
2）学生分组背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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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8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名词 2 个、词组 3 个：truck，bridge，on the bridge，this is，that is
2）复习、巩固单词 8 个：this，that，bus，taxi，car，boat，school，zoo
2．句型
学习介绍某物和询问看见某处有什么及回答的交际句型。
1）This is a truck．这是一辆卡车。
2）That is a bridge．那是一座桥。
3）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你看见桥上有什么？
4）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我看见桥上有一辆卡车。

教学难点
1．单词 truck，bridge 的发音。
2．句式 I see…的表达。

教学准备
1．单词 truck，bridge 卡片
2．录音机、歌曲录音带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40 页~41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介绍物品，询问看
见某处有什么及回答的交际句型和听音排序，学习歌谣等操练活动。
1．Listen, look and say．
（P40）
本部分是词汇学习。教材呈现了交通工具 truck 以及 bridge 的情境图片，和
文字，并提供了听力材料，要求学生模仿录音，读准单词，并在图片的指示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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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帮助下理解词义。
2．Work in pairs．
（P40）
本部分学习分别介绍近处和远处物品的陈述句以及询问看见某处有什么及
回答的交际用语。要求学生能够根据教材呈现的图片，学会表达“This is a
truck．That is a bridge．
”能互相交流“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并做出准
确回答：
“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学生可以在听录音、跟读过程中学习上述交
际用语，同时引出下面的学习内容。
3．Listen and number．
（P41）
本部分呈现了前面所学过的一些交通工具及生活场所的相关单词的图片，通
过听录音给图片排顺序，训练学生听力，让学生在听力活动中更牢固地掌握所学
单词和句型。
4．Ask and answer．
（P41）
本部分呈现了几种常用交通工具，让学生运用所学的句型进行替换操练，巩
固本课重点句子，加深对句型“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I can see… on the
bridge.”的理解，提高看图说话能力。
5．Let’s say it！
（P41）
本部分的这首英语歌曲是让学生巩固、复习本课所学单词和句型，在有节奏
地说唱中，配合动作和表演进一步加深对语言的体验、理解和记忆，同时激发学
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2）复习巩固
教师将学生分成 4 人一组的若干小组，给每个小组一些之前学过的单词的图
片和单词卡片。单词可以有：bus，bike，car，taxi，boat，school，zoo 等。学生像
玩纸牌一样，先发图片和词卡，之后一个学生出示一张图片或者单词卡片并说出
相应的英文单词，手握相应单词卡片或图片的学生出卡片并在此重复英文单词，
直到所有学生手里的卡片全部出完，游戏结束。这样的练习能够让学生将单词与
图片的记忆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快速反应中训练听和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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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单词 truck
（1）老师拿出一座玩具卡车，问学生：
“What’s this？” 学生会说：卡车。
（2）请学生看书，指一指卡车图，听录音，然后跟录音大声说出。
（3）教师出示玩具卡车，学生看着玩具说：
“truck”。教师说：
“Yes，
It’
s a truck．
”
教师大声师范，板书 truck，学生看板书说出单词。
2）学习单词 bridge
（1）教师出示一张桥的图片，问大家：
“What’s this？”学生说：
“桥。”
（2）请学生看书，指着图片，听录音，跟读。
（3）学生听录音，重复 bridge，教师注意学生的发音。
3．Work in pairs．
1）学习“This is a truck．That is a bridge．
”
（1）分别拿起不同交通工具的玩具或图片，学习“This is a…”。
T：This is a car/bus/bike/truck/bridge…
（2）把不同的交通工具的玩具放在离老师和学生远的地方（或者把图片贴
在离老师远的地方），分别指着每一个说：
T：That’s a car/bike/boat/truck/bridge…
（3）小组活动
教师可以把学生学过的名词分成两组，一组单词贴在距离学生比较近的地方，
一组单词放在离学生比较远的地方。小组内的学生抽签，抽到哪个名词就按照距
离的远近用“This is a…”或者“That’s a…”介绍物品。
2）学习“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
（1）教师出示玩具卡车，问学生：
“What’s this？”学生回答：
“It’s a truck. ”
教师出示玩具桥，问学生：“What’s this？”学生回答：
“It’s a bridge. ”
（2）教师把卡车放在桥上，动作要夸张，问：
“What’s on the bridge？”教
师可以用手势表示 on 的意思。引导学生说出：
“A truck on the bridge．
”
在学生说完后，教师可以制作一个 on 的小桌签，放在玩具桥上。提示学生
on 的意思。请学生重复“A truck on the bridge．
”
（3）教师出示书上第 40 页的图片，但不要显示桥上的物品。接着教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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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
教师可以板书 I see___________．请学生猜一猜横线上可以填什么。然后播
放本部分录音，学生试着跟录音重复。
Ss：
“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
（4）教师可以将“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分成几个语段让学生重复。
（5）请学生做替换练习
把 bus，car，bike 等放到桥上，让学生练习说“A bus/car/taxi/bike on the bridge．
”
和“I can se a truck/bus/car/taxi… on the bridge．
”
（6）扩展练习
把一张画着湖、桥、蔚蓝的天空的图片挂在黑板上，问学生：
T：What’s this？
引导学生说出：
Ss：It’s the sky/a lake/a bridge．
然后，把用硬纸板做的卡车模型放到桥上，问：
T：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
引导学生说出：
Ss：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再把汽车、出租车、公共汽车、自行车模型等分别放到桥上，练习说 I see…on
the bridge．
4．听录音
1）播放录音，让学生认真听录音并模仿跟读。
2）给学生一些时间，鼓励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句型。
3）让学生两人一组进行对话表演。
4）鼓励学生用其他交通工具做替换，练习句型“I see… on the bridge．
”
5．Listen and number．
1）听力训练
（1）教师分别出示“学校、桥梁、动物园”图，学生听录音，按听到的顺序
排列三张图片。录音材料：zoo，school，bridge
（2）接着，教师出示“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图，让学生听录音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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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排列这三张图片。录音材料：bus，truck，taxi
（3）教师打乱上面这些图片，让学生听录音后按听到的顺序重新排列这些
图片。录音材料：①bus

②zoo

③truck

④school

⑤taxi

⑥bridge

2）表达训练
（1）教师把“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的图片分别放在“桥上、动物园
里、学校里”，问学生：“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 What do you see in the zoo？
/ What do you see in the school？”让学生回答：“I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I see a
bus in the zoo．/ I see a taxi in the school.”
（2）教师和学生一起对本课中重点句子进行反复操练，并适当做拓展练习，
为下一课的学习做好铺垫。
6．Ask and answer.
1）教师呈现几种交通工具的单词，和学生一起谈论这些图片，并且练习替
换本课重点句子，给学生做对话的示范：
“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I see a …
on the bridge．
”
2）将学生分成 4 人一组的小组，教师发给每组一张桥的图片和学生学过的
交通工具的图片，小组内每一个学生都动手摆一摆，随意将一种交通工具放在桥
上，并问：
“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其余学生根据图片用英语进行描述。
3）请几位学生上黑板上随意将某个交通工具的图片摆在桥上，问：
“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全班学生一起回答。
7．Let’s sing！来唱英文歌！
1）教师出示本课歌曲相应的图片，配上卡车的音效声音，有节奏地说歌词
的上句，请学生按相同的节奏接下句。
2）学生大声朗读歌词，也可以分组进行问答形式的朗读练习。
3）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听音乐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4）请学生主动到前面为全班表演歌曲。
8．课后作业
1）听第 40~41 页录音，跟读，大声读给家长听。
2）学生两人一组，用交通工具练习本课对话，下节课展示。
3）学唱本课歌曲，唱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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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本课《活动手册》。
9．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请家长带领学生观察路上的车辆，让学生尝试说出它们的英文名称。
2）当个小小摄影记者：把看到并且会说的交通工具拍下来，做成小画刊，
在每幅照片下面写出各种交通工具的英文名称，练习读一读，然后介绍给家长或
者好朋友。

Lesson 19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名词 2 个、短语 2 个：plane，sky，in the sky，in the lake
2）复习、巩固单词 2 个、词组 5 个：fish，bird，what’s，it’s，in the sky，
on the lake，on the bridge
2．句型
继续学习询问某地有某物及其回答。
1）What’s that？It’s a plane．那是什么？它是一架飞机。
2）What do you see in the sky？在天空中你看到什么？
3）I see a plane in the sky．我看见天上有一架飞机。

教学难点
1．单词 sky，plane 的发音。
2．on 和 in 的区别。
3．I see…的运用及意义理解。

教学准备
1．单词 sky，plane 等卡片
2．录音机、歌曲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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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42 页~第 43 页，分四部分继续呈现有关询问远处
的物品，询问看见某个地方有什么及其答语的交际用语和问一问、答一答、歌谣
的学习内容，还提供了相关录音材料和操练的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P42）
本部分是词汇学习。教材通过画面、文字呈现了交通工具 plane 以及 sky，
同时提供了录音材料，要求学生模仿录音，读准单词，并在图片的指示和教师的
帮助下理解词义。
2．Work in pairs．
（P42）
本部分教材设计了对话的情景和语言，要求学生继续学习有关询问远处的物
品，询问看见某个地方有什么及其答语的交际用语，并能够根据教材呈现的图片，
学会相互询问“What’s that？It’s a plane．What do you see in the sky？”并做出准
确的回答：
“It’s a plane．I see a plane in the sky. ”学生可以在听录音、模仿过程中
学习上述交际用语。
3．Ask and answer．
（P43）
本部分呈现了一些常用交通工具和动物的图片，让学生通过相互交流，将看
到的情境运用所学的句型模仿教材提供的情境和语言示范进行对话练习，让学生
在练习看图说话中更牢固地掌握所学单词和句型，加深对句型“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I can see… on the bridge. ”的理解，提高看图说话能力。
4．Let’s say it！
（P43）
本部分的英语歌曲是让学生巩固、复习本课所学单词和句型，继续在有节奏
地说唱中，配合表演动作进一步加深对语言的体验、理解和记忆，同时通过歌曲
演唱，活跃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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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问候
2）活动热身
（1）教师带领学生复习演唱前面学过的歌曲。
（2）教师将前面所学过的单词和图片呈现在多媒体课件中，学生两个人一
组，边拍手边说单词，学生在说一说，动一动中练习说单词。
（3）教师在黑板上画简笔画，呈现出：花草、树木、公路、桥梁、天空、
太阳等情景。
教师在不同位置分别贴出卡车、小船、汽车、自行车，边贴边问学生：
“What’s
this？What do you see on the …？What do you see in the …？”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
借助图片练习句型：
“It’
s a car．It’
s a truck．It’
s a lake．I can see a car on the bridge．I
can see a truck on the bridge．
”
I can see a boat on the lake．…
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单词 plane 和 sky
（1）老师用纸叠一架飞机，问学生：
T：What’s this？
Ss：飞机。
教师：Yes，it’s a plane．请学生跟读。
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模仿录音说出 plane．
（2）将一张画有蔚蓝色的天空的图片挂在黑板上，问学生：
T：What’s that？
Ss：天空。
请学生看书，听录音，模仿录音说出 sky。
教师询问：
“What color is the sky？”学生：“It’s blue.”
教师：
“Can we see a plane in the sky？”教师可以拿着纸飞机模仿飞机在天空
中飞行的样子，说：
“Yes．We see a plane in the 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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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ork in pairs.
1）继续巩固句式“What’s that？It’s a plane．
”
（1）教师将纸飞机贴在天空的图片上，站在远处问学生：
“What’s that？学
生：
“It’s a plane. ”
教师问：
“What do you see in the sky？”，请学生说：
“plane，in the sky”和“I
see a plane in the sky．
”
（2）请学生打开书。学生两人一组，一个人指着图片问：
“What’s that？”
另一个学生指着图片回答：
“It’s a plane. ”
（3）教师出示一个小鸟的图片并将图片粘在天空的图片上，问：
“What do you
see in the sky? ”
学生：
“I see a bird in the sky. ”
再把一个气球、一根羽毛往空中扔，引导学生说“I see a balloon in the sky．I
see a feather in the sky．
”
2）听录音
（1）播放录音，请学生听、跟读单词、课文。
（2）学生两人一组进行对话练习。
（3）请男女生分角色进行课文对话练习。
（3）学生分组到黑板前面看图进行会话表演。
（4）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结合黑板简笔画进行对话扩展练习。
A：What’s that？
B：It’s a …
A：What can you see in the sky/on the bridge…？
B：I can see a plane/truck in the sky/on the bridge…
4．Ask and answer
1）看图说话
（1）教师先帮助学生复习 on 和 in 的意思。教师可以拿出一个盒子，分别
将一辆玩具小汽车放在盒子的上面和盒子的里面，帮助学生理解 on 和 in 的意思。
在此基础上教师出示 17 课出示过的湖的图片，将一只小船放在湖面上，和湖中
的水进行对比，通过这个例子学生再次对这两个词的意思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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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和学生一起就第一幅图进行对话练习，作为示范，鼓励学生扩展
对话。例如，就第一幅图片可以有以下对话
A：
（指着湖）What’s this？
B：It’s a lake．
A:（指着水）What do you see in the lake？
B：I see water in the lake．
A:（指着小船）What’s this？
B：It’s a boat．
A：What do you see on the lake？
B：I see a boat on the lake．
2）替换扩展
请学生两人一组，就以下 3 幅图进行对话练习，而后在班上表演。看哪组学
生就同一幅图说的好、说的多。
3）教师还可以继续为学生提供一些可以替换操练的情景和其他单词，如 car，
taxi，bike 等。让学生多进行看图说话的练习，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大胆运用语言
表达的好习惯。
5．综合训练
在黑板上贴一张画有天空、湖和桥的图片，准备好所学过的交通工具模型或
玩具，如 taxi，bus，car，bike，truck，boat，plane，让学生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
上，并做正确的描述。在组织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可以问学生：
“ Where should we
put the taxi？”等，引导学生把 taxi，bus，car，bike，truck 放到桥上，把 boat 放到
湖上，把飞机放到天空中，最后学生两人一组展示，一个人问：
“What do you
see…？”另一个人说出：“I see…．in the sky/ on the bridge．
”
6．Let’s sing！来唱英文歌！
1）教师出示歌曲相应的图片，配上飞机的音效，有节奏地说歌词的上句，
请学生按相同的节奏接下句。
2）学生看书，自己试着读出歌词，之后全班齐声朗读歌词。
3）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听录音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4）请部分学生为全班表演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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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课后作业
1）听录音 42~43 页，跟读，大声读给家长听。
2）练习用单词 sky，plane 说一、两句话。
3）小组练习 P43 内容，下节课展示。
4）给家长演唱本歌英语歌曲。
5）动手做：请学生用纸叠，或用纸壳做交通工具，并在课上谈论所做的交
通工具。
6）做本课《活动手册》。
8．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练习句型“What’s in the sky？”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现有的实物进行
随机替换练习。如：
What’s in the bag？There is a book in the bag．
What’s in the pencil-case？There is a pencil in the pencil-case．
What’s on the desk？ There is a ruler on the desk．
2）猜物品游戏。两个学生分别准备一些自己会说的物品，放在书包或铅笔
盒里，让对方猜一猜自己的包或笔盒里有什么？游戏过程中，要求学生运用本单
元所学的语言“What’s in/on…There is a… in/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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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0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名词 2 个、动词 1 个，词组 2 个：ship，train，travel，by ship，by train
2）复习、巩固单词 8 个：boat，bus，plane，train，taxi，truck，car，bike
2．句型
学习询问用何种交通方式出行的交际用语及其答语。
复习、巩固介绍近处及远处交际用语及其答语。
1）How do you travel？你们怎么旅行？
2）We travel by ship．我们坐轮船旅行。
3）We travel by train．我们坐火车旅行。
4）This is a ship．这是一艘轮船。
5）That is train．那是一辆火车。

教学难点
1．单词 ship，train，travel 的发音。
2．句型“How do you travel？”的运用及意义理解。

教学准备
1．单词 ship，train，travel 等卡片
2．录音机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44 页~第 45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询问用何种
交通方式出行的学习内容，以及听音标序号，听听画画并涂色和歌谣的操练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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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是词汇学习。教材呈现了交通工具 ship，
train 以及 travel 的情境图片，
听力材料和文字，要求学生模仿录音，读准单词，并在图片的指示和教师的帮助
下理解词义。
2．Work in pairs．
（P44）
本部分复习介绍近处和远处物品和学习有关询问用何种交通方式出行的日
常交际用语。要求学生能够根据教材呈现的图片，学会相互询问“How do you
travel？”，并能做出准确回答：
“We travel by …”学生可以在听录音、模仿过程
中学习上述交际用语。
3．Listen and number. （P45）
本部分呈现了前面所学过的六种交通工具的图片。学生观察图片，听录音，
按照所听录音的顺序给图片排序。该活动设计意图是通过听音选择相应的图片，
检测学生对本单元交通工具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
4．Listen，draw and color.（P45）
本部分通过听录音发指令画出交通工具并给其涂颜色。该活动既能让学生在
画一画中复习了交通工具的词汇，又复习了颜色词汇，还可以检测学生对指令语
的掌握情况。
5．Let’s sing！
（P45）
本部分是英语歌曲的学习环节，教师要带领学生通过学唱、表演歌曲，达
到巩固、复习本课所学单词和句型的目的，并进一步加深对语言的体验、理解
和记忆。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活动热身
（1）师生问候
（2）Guessing game：做动作，猜交通工具名称
教师将学生分成四人一组的小组。教师与三名学生先做示范，教师通过动作
表示一种交通工具如骑自行车的动作，请同组的其余三位学生猜一猜这是什么交
通工具。然后小组成员之间轮流做动作。学生在动一动，说一说中复习词汇。
（3）猜谜语，复习交通工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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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可以一边做动作，一边说谜语，请学生给出谜底，如 boat:
T：I’m a vehicle．People travel in me．They row me on the water．What am I？
Ss：Boat．
如 ship：I’m a vehicle．People travel in me on the water．I’m a large boat．
如：bus：I run in the street every day．Many people take me to work．Many
children take me to school．
3）复习句子
（1）教师呈现动物园、学校等图片，复习已经学过的句子，问学生：
“How
do you go to school？How do you go to the zoo？”学生回答：
“I go to school by bus．
/
I go to the zoo by car. ”
（2）学生说句子时，教师板书出主要功能句型，并请学生大声朗读：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I go to school by bus．
（3）根据实际情况，请学生说出自己每天是怎样去上学的，复习运用单词：
walk to school/on foot，by bike/ride a bike，by bus/take a bus，by taxi/take a taxi 等。
2．Listen，look and say.
1）学习 ship 和 train
教师可以播放包含了轮船和火车的视频或者图片，请学生说一说看到了
什么。
学生：轮船和火车。
请学生看书，指一指图片，教师播放录音，学生跟着录音模仿说出 ship 和
train．然后教师出示轮船和火车的玩具模型，问：
“What’s this？”引导学生回答：
“It’s a ship/ train。”教师板书 ship、train。
2）巩固句式“This is…”和“That is …”。
教师在班中的两个位置，一远一近，分别贴上轮船和火车的图片，问：
“What’
s this/ that？”学生指着图片回答：
“This is a ship．That is a train. ” 教师可以贴出
更多的交通工具图片，让学生两人一组练习对话。
3）学习 travel
教师可以出示一张自己背着旅行包的照片，再出示一些旅游时的照片，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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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to travel．It’s funny．
”老师可以准备一个旅行包，老师背起旅行包，说：
“Tomorrow I am going to travel．
”
T：Am I going to school？
Ss：No．
T：Am I going to the zoo？
Ss：No．
教师出示一张外地的照片，并问：
“What’s this place？”
Ss：……
T：Yes．It’s …．I’m going to travel．I’m going to…．
请学生说 travel．
请学生打开书，看看书上的图片。教师问：
“What is the boy going to do？”
学生：
“travel”
教师：
“Yes．He is going to travel. ”
3．Work in groups．
1）学习句子“We travel by ship．We travel by train．
”
（1）老师继续做旅行的动作，引出所要教授的句子。
T：I often travel with my mom and dad．We go to many places．教师出示不
同地方的图片。如：
“上海，大连，香港等。”教师在每个地方后写出相应的交
通工具。
How do you travel？
上海
大连
香港

We travel by train．
We travel by ship．
We travel by plane．

T：“Do you travel，too？”
Ss：“Yes. ”
（2）情景中进一步理解、巩固。
T：
We all want to travel．
Let’
s go travel together．
（出示地图）Where do you want
to go？Do you want to go to…（教师可以选择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内陆城市）？
Ss：Yes！
T：Great．Let’s travel to …．How do you want to travel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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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y train/ plane…
T：“Yes．We travel by train/ plane. ” 请学生试着说出完整的句子。
（3）请学生选择比较合适的交通工具到某地。
T:（指着某个内陆城市）Do we travel to…by boat/ship？
Ss：No．
T:（指着香港等有港口的地方）Do we travel to Hong Kong by ship？
Ss：Yes．
T：“We travel to Hong Kong by ship.” 教师带领学生试着说出完整句子。
教师可以发给每位学生一张小表格：
Where do you travel？
How do you travel？

We travel to _______．
We travel to ______by ____．

学生可以先把表格补充完整：填写地点以及选择的交通工具。鼓励学生使用
不同的交通工具旅行。但是，注意其可行性，如不能乘船到内陆城市。填完表格
后学生可以拿着自己的表格下位去和别的学生交流，鼓励学生说 We travel
to___by___．看看能不能找到和自己去的地点以及选择的交通方式一样的同学。
4．听录音
1）播放录音，请学生听、跟读。
2）学生几人一组进行对话练习。
3）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进行对话扩展练习。
A：This is a … That is a …
B：How do you travel？
Group 1：We travel by…
Group 2：We travel by …
5．Listen and number．
（1）教师出示已经学过的一些交通工具图片，让学生看图片快速说出单词，
进行对话练习：What’s this？It’s a …

What’s that？It’s a …

（2）教师分别出示“火车、卡车、公共汽车”图，学生听教师的发音，按听
到的顺序排列三张图片。
录音材料：train，bus，truck

133

（3）接着，教师出示“出租车、轮船、小汽车”图，学生听教师的发音，按
听到的顺序排列三张图片。
录音材料：car，ship，taxi
（4）教师打乱上面这些图片，让学生听录音后按听到的顺序重新排列这些
图片。录音材料：
（1）bus

（2）truck （3）ship

（4）taxi （5）train （6）car

6．Listen，draw and color.
该活动为听力训练和检测，活动中检测学生对指令的理解，并复习颜色和交
通工具的词汇。
1）教师先画一幅小汽车的简笔画，请学生猜一猜这是什么。
T：“I will draw a picture．Guess what it is？”
Ss：“It’s a car. ”
2）教师请一名学生给汽车涂色。T：“Color the car red. ” 学生给图涂色。
3）请学生打开书，听音画画并涂色。
听第一遍，学生试着画出 ship 和 plane．
听第二遍，学生拿出彩笔给 ship 和 plane 涂色。
4）请学生跟着录音试着说一说指令语，练习看图说话的流畅表达能力。
7．Let’s sing！
1）教师出示歌曲相应的图片，配上轮船的音效，有节奏地说歌词的上句，
请学生按相同的节奏接下句。
2）学生看书，自己试着读出歌词，之后全班齐声朗读歌词。
3）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听录音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4）请部分学生为全班表演歌曲。
8．课后作业
1）听第 44 页~45 页录音，跟读，大声读给家长听。
2）练习用单词 ship，train，travel 各造两个句子。
3）小组练习 P43 内容，下节课展示。
4）跟录音学唱英语歌曲，唱给家长听。
5）做小书：用交通工具做小书，学生可以自己画交通工具，也可以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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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自制的小书里。鼓励学生在交通工具下，写上相应的英语名称。下节课展示。
9．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练习句型“We travel by ship.”时，教师可以根据地图上的不同城市，
让学生自由选择旅行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地图替换成世界地图，让学生说一
说怎样去美国、欧洲、日本旅行，这样可以更能激发学生表达的热情，在活
动中巩固所学句子。
2）教师给出一些活动场所、世界上的大城市或者著名的旅游景点，然后给
出学过的交通工具，并且出示句子，让学生选择去这个地方用哪这种交通方式更
合适。如：教师出示美国，再给出自行车、飞机、火车图片，然后让学生读对话，
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
A：How do you travel？
B：We travel by ________．
A．bike

B．plane

C．train

学生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地理知识，能够选择出利用飞机这一交通方式，
帮助学生学会利用生活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3）学生完成连线任务后，请学生在投影仪上呈现连线结果，下面的学生一
起大声朗读这些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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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1
教学重点
1）复习本单元所学交通工具单词，通过不同形式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巩固、
记忆。
2）在情景中复习、巩固乘坐交通工具的两种表达方式：by train/plain… take
a taxi/bus…
3）能够在情境中，询问并回答看见某物的交际用语。
4）能够看图谈论旅行的方式。

教学难点
介词 on、in 在具体情境中的用法。

教学准备
1．各种交通工具的单词卡片
2．录音机、本单元各课的歌曲录音
3．多媒体课件、有关交通工具的图片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复习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46 页~第 47 页，分三部分呈现了有关交通工具的
词汇、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功能问答句、询问在某地看到什么的交际用语和歌谣
的操练活动。
1．Listen，look and say．
（P46）
本部分是词汇复习。教材呈现了各种已经学过的交通工具以及生活中常见的
地点的图片，听力材料，要求学生看图片熟练地读出单词。
2．Ask and answer．
（P46～47）
本部分为学生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情景图，清晰呈现了操练问、答句子的具体
语境。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图片，熟练询问有关乘坐交通工具出行以及询问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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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某地有某物的交际用语。
3．Let’s sing！
（P47）
本部分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学习 wheel，round，
on the bus 等单词和词组，学生在有节奏地说唱中，配合动作进一步加深了语言
的体验、理解和记忆。

教学建议
师生问候
1．复习单词
活动一：Bingo 游戏
教师设计一个九宫格的表格，游戏要求是所有的单词都听到后才能喊出
“bingo”
。教师依次说出交通工具的单词，学生听到那个单词就在相应的单词上
划勾，直到九个格全部画满。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对交通工具单词的听音
判断能力以及对单词字形的准确判断。
活动二：抽签
教师准备好不同交通工具的卡片并将学生分成 4 人一组的小组，教师发给每
组一些单词卡片，学生在小组内抽签，轮流介绍自己卡片上的交通工具。要求运
用句式：
“This is…/ It’s …”然后小组内学生指着对方的卡片介绍：
“That is…”。
2．Listen，look and say.
1）教师带领学生一起观察书上的图片，请学生说一说看到的图片单词。
2）教师播放录音，学生跟录音模仿说单词。
3）教师只出示图片，并随意指向某个图片，学生快速地说出单词。
4）接下来教师将按顺序读出书中的这些单词，学生将这些单词进行排序。
3．Ask and answer.
1）复习句式“How do you go to school？I take…to…”
（1）教师给出一张学校的图片并给出 How…？请学生说出完整的句子：
“How
do you go to school？”教师出示两个词组：
“take a bus、by bus”
。引导学生用两种
方式表达：
“I take a bus to school．I go to school by bus．
”
（2）教师请学生看书，学生小组内练习对话，如：
S1：How do you go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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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I take a taxi to school．/ I go to school by taxi．
2）复习句式“How do you travel？I travel by…”
（1）教师给出上海、天津等几个不同城市的交通状况图以及不同颜色的交
通工具图片，让学生可以看到不同城市、不同城市的交通状况不一样。
（2）教师示范：
“I go to…by…”请学生分别用前面复习过的交通工具进行
语言表达。
（3）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想法、希望和水平，进行对话扩展练习。
3）看图描述
（1）教师可以用粉笔和粉笔盒做为实物示例帮助学生复习 on 和 in 的区别。
当教师把粉笔放到粉笔盒上时，引导学生说出 on。
当教师把粉笔放入粉笔盒里时，
引导学生说出 in。
（2）教师带领学生一起观察书上的图片，然后试着用英语描述出来。
第一幅图，青蛙在水里，a frog in the water．
第二幅图，鱼在水里，a fish in the water．
第三幅图，云在天空里，clouds in the sky．
第四幅图，车在桥上，a car on the bridge．
第五幅图，船在水上，a boat on the lake．
第六幅图，兔子在草上，two rabbits on the grass．
（3）教师出示书中的某个图片，学生快速说出相应的英文描述。
（4）教师再请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如第一幅图：
T：What do you see in the water？
S：I see a fish in the water.
教师再请一位学生，问第四幅图：
T：What do you see on the bridge？
S：I see a car on the bridge.
（5）学生以小组形式，就图片练习问答。
4．Let’s sing！
1）教师出示汽车轮胎的图片，并播放汽车在路上行驶的画面，教师教授单
词 wheel，wheels on the bus，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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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看书，自己试着读出歌词，之后全班齐声朗读歌词。
3）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听录音学唱歌曲，边唱边做动作。
4）请部分学生为全班表演歌曲。
5．课后作业
1）指图并熟练说出有关交通工具的单词。
2）唱本课歌曲，唱给家长听。
3）与同伴表演本单元各课的主题对话。
4）做小书“My Little Vehicle Book”，用交通工具做一本小书。鼓励学生将内
容扩展。
5）做本课《活动手册》。
6）认真复习，准备单元测试。
6．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1）练习句型“What vehicles can you see？”时，教师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的活
动场景，做替换练习。如：
出示动物园的图片，问学生：
“What animals can you see？”
让学生回答：
“I can see a bird. ”出示摆满学习用品的图片，和学生做对话练习，
进一步扩展句子的语用范围。
2）在涂色练习中，教师还可以把涂色内容不仅仅局限在各种交通工具上，
还可以增加一些动物、花草、太阳、天空、湖水、大桥等情景图片，丰富学生的
想象力，扩展思维。
3）请学生出示各种玩具车辆，全班根据看到的车辆，演唱不同的车辆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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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4

HEALTH FOOD
单元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1．目标单词、短语 14 个：rice，bread，chicken，meat，milk，yogurt，chocolate，
cake，ice cream，tomato，cucumber，banana，egg，orange
2．接触单词、短语 8 个：what，want，for，me，please，favorite，too much，sweet
food
3．功能句型 6 个：
1）We have…．
2）What do you want？
3）I want …．
4）… for me，please．
5）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6）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知识技能目标
1．能够听懂、会说本单元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
2．
能够理解、会说“We have…．
What do you want？I want…．
…for me，
please．
”
等功能句型。
3．能够在情景中初步感知、理解不定代词 some 后加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及不定冠词 a，an 的用法。
4．能够在具体情景中感知食物单词中的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5．能够在具体情景中初步运用本课所学的功能句型进行交际。
6．能够模仿录音学唱歌曲，并大胆演唱和表演每课的歌曲。
7．能够通过听说唱演等操练活动，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8．能够在真实交际中，运用本课的相关句型进行真正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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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标
1．能够就课堂指令开展活动，提高学生听的技能。
2．能够通过看图说话，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3．能够通过表演问答对话，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4．能够在听、说、唱、演、连线、选择、画画、涂色、标号等活动中激发
学生的兴趣。
5．能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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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2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2 个：rice，bread
2）理解、认读单词 5 个：what，want，for，me，please
3）复习重现单词 6 个：fish，apple，bird，bear，elephant，boy
2．句型
掌握句型 4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
1）We have … and …．

2）What do you want？

3）I want …．

4）… for me，please．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Work in groups．小组合作练习。
3）Listen and match．听、连线。
4）Let’s sing！让我们来唱歌！

教学难点
1．单词 bread 和 for 的正确发音。
2．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3．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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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50 页~第 51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
以及表示“某人想要某物”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容为“健康
食品”中的主食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孩子和妈妈面前的餐盘，本课为空盘。
1．Listen，look and say．
（P50）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2 个单词：rice 和 bread。学生可以借助形
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单词；借助提供
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在此部分中需要引导学生感知
rice 和 bread 为不可数名词。
2．Work in groups．
（P50）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We have rice
and bread．What do you want？”及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
“I want bread．
”和“Rice
for me，
please．
”
学生能够在情景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能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
为自我表达打下基础。
3．Listen and match．
（P51）
本部分通过卡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将动
物或人物与其所选择的食物进行连线，以此检测学生对“某人想要某种食物”的理解。
4．Let’s sing！
（P51）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子，
学生通过学唱本首歌曲，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而
且还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互相问候
2）复习活动
（1）教师出示单词卡或者实物、模型等，带领学生回忆以前学过的一些食
物单词，如：apple，fis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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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活原有认知：请男女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去找自己喜爱的食物，激
活原有认知，为学习本课的内容做好准备。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rice 和 bread
（1）教师出示时钟，显示时间为 6:00 p．m．
。
T：Look，it’s 6 o’clock．It’s time for supper．
（手捂肚子，做出很饿的状态。）
Oh，I’m hungry．I want to eat something．Hey，
（出示 rice 和 bread 卡片）we have
rice and bread．
（2）指 rice 卡片，T：I want rice．
（出示单词卡片 rice）r-i-c-e，rice．渗透语
音知识：ice。鼓励学生能从 rice 中发现单词 ice—冰。使学生能通过一个单词，
认识更多单词。学生说出 rice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口的样子。
（3）T：I still feel hungry．
I also want some bread．
（出示单词卡片 bread）br-ea-d，
bread．渗透语音知识 br，ea。鼓励学生能从 bread 中发现单词 read（读）。教师
引导学生发现 bread 和 read 中 ea 的不同发音。学生说出 bread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
口的样子。
（4）看 rice 和 bread 卡片。练说句子“We have … and …．”如把 rice 卡片
放在前，bread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说出“We have rice and bread．
”把 bread 卡
片放在前，rice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说出“We have bread and rice．
”
2）学习课文
（1）“We have rice and bread．
”一句在学习单词时已经解决。
（2）T：We have two kinds of food．What do you want，rice or bread？教师手拿
两张卡片，说到哪个词时晃动哪个卡片，进一步在句中巩固单词，帮助学生理解句意。
（3）请所有选 rice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rice．
”再请所有选 bread 的
同学起立，齐说：
“I want bread．
”最后请两者都选的同学起立，齐说：
“I want rice
and bread．
”
（4）T：Are you still hungry？Do you want more rice or bread？Now，listen and
try to learn a new sentence．
Who can say it，
who can get more food．
听录音学习“Rice
for me，please．
”
S1：Rice for me，please．教师把卡片给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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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Rice for me，please．S1 把卡片给 S2。依此类推。
教师拿出 bread 卡片，引导学生说出：
“Bread for me，
please．
”
学习形式同前。
（5）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和全体学生对话。
T：We have rice and bread．What do you want？
出示 bread 卡片，选择 bread 的同学起立，说出：
“I want bread．
”并引导学生
继续说出“Bread for me，please．
”
出示 rice 卡片，选择 rice 的同学起立，说出：
“I want rice．
”并引导学生继续
说出：“Rice for me，please．
”
鼓励两种食品都选的学生起立，说出“I want rice and bread．
”并引导学生继
续说出“Rice and bread for me，please．
”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三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鼓励学生在挑选一种食物时用两种方式来回答，或挑选两种食物。
4．扩展练习
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三人一组看图、词练习对话。
S1：We have …，… and …．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and …．
S3：… and … for me，please．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51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match．
1）分别出示本题中的四个人物，请学生说出他们都是谁。
T：Who is this？
Ss：It’s a（an）bird / bear / boy / elephant．
2）教师出示 bread，rice，fish，apple 卡片，请学生说出这些单词。
T：What’s this？
Ss：It’s bread / rice / fish．It’s an apple．
3）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图片连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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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听后核对答案。
5）听力材料：
（1）The bird wants rice．
（2）The bear wants bread．
（3）The elephant wants an apple．
（4）The boy wants fish．
6．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卡片中选出 bread，从而表
现歌词大意。
3）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练习表演歌曲。
4）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换词演唱。
7．课后作业
1）听第 50~51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制作 rice 和 bread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换词演唱。
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个“某人想要某食物”的对话，下节课展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参考答案
P51．3（1）小鸟—米饭（2）小熊—面包（3）大象—苹果（4）男孩—鱼
9．参考活动
1）请学生将所学人物或动物以及食物画在纸上，用“… wants …”发指令，
另一些学生听音，进行卡片搭配。
2）学生可以将歌曲内容进行改编或连续唱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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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3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2 个：tomato，cucumber
2）理解、认读单词 5 个：what，want，for，me，please
3）复习、重现单词 7 个：apple，bread，rice，green，yellow，red，big
2．句型
掌握句型 4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
1）We have … and …．
2）What do you want？
3）I want …．
4）… for me，please．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Work in groups．小组合作练习。
3）Listen and check．听力检查。
4）Listen，draw and color．听、画、并涂色。
5）Let’s sing！让我们来唱歌！

教学难点
1．单词 cucumber 的正确发音。
2．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3．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水彩笔或彩色粉笔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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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52 页~第 53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以及
表示“某人想要某物”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容为“健康食
品”中的蔬菜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孩子和妈妈面前的餐盘，本课以 22 课为基础，所以孩子
的盘子里有面包，妈妈的盘子里有米饭。
1．Listen，look and say．
（P52）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2 个单词：tomato 和 cucumber。学生可以
借助形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单词；借
助教材提供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
2．Work in groups．
（P52）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We have
tomatoes and cucumbers．What do you want？”及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
“I want a
tomato．
”和“A cucumber for me，please．
”学生能够在情景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
能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为自我表达打下基础。在此部分中引导学生感知
tomato 和 cucumber 的单、复数：a tomato—tomatoes，a cucumber—cucumbers。
3．Listen and check．
（P53）
本部分通过卡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
圈出所选择的食物，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名称和颜色、大小等形容词的理解。
4．Listen，draw and color．
（P53）
本部分只提供听力材料，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在空白处画出相应的图片。在
提高学生听力理解水平的同时，通过绘画的形式复习、巩固所学单词，发展多元
智能。
5．Let’s sing！
（P53）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子，
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而且
还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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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互相问候
2）复习活动
（1）演唱上一课歌曲。
（2）教师出示若干食物图片，请学生三人一组表演自编对话。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tomato 和 cucumber
（1）教师出示孩子装有面包的盘子和妈妈装有米饭的盘子，T：
When we have
meals，
we want to eat health food，
we should have rice，
bread，
noodles and so on．
They
are main food．And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vegetables．Look，what are they？（出
示 tomato 图片和 cucumber 图片）
（2）指 tomato 卡片，T：This is a tomato．
（出示单词卡片 tomato）to-ma-to，
tomato．鼓励学生能从 tomato 中发现单词 to。使学生能通过一个单词，认识更多
单词。学生说出 tomato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口的样子。T：Look，
I have two tomatoes，
（大屏幕出示 two tomatoes），
（指黑板上的 a tomato）a tomato，two tomatoes，what
are the differences？引导学生发现单、复数之间的区别。
T：
（出示一个红西红柿，一个黄西红柿。）Which tomato do you want，the red
tomato or the yellow tomato？
引导学生回答
Ss：I want the yellow tomato．/ I want the red tomato．/ I want the red tomato and
the yellow tomato．
T：
（出示一个大西红柿，一个小西红柿。）Which tomato do you want，the big
tomato or the small tomato？
引导学生回答
Ss：I want the big tomato．/ I want the small tomato．/ I want the big tomato and
the small tomato．
（3）T：One kind of vegetable is not enough．We need another kind of
vegetable．Look，acucumber．
（出示单词卡片 cucumber）cu-cum-ber，cucumber．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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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语音知识 er。学生说出 cucumber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口的样子。T：Look，I have
two cucumbers，
（大屏幕出示 two cucumbers）
（指黑板上的
，
a cucumber）a cucumber，
two cucumbers，what are the differences？引导学生发现名词单、复数之间的区别。
T：
（出示一根大黄瓜，一根小黄瓜。）Which cucumber do you want，the big
cucumber or the small cucumber？
引导学生回答
Ss：I want the big cucumber．/ I want the small cucumber．/ I want the big
cucumber and the small cucumber．
（4）大屏幕出示 a tomato 和 a cucumber。练习说句子“We have … and …．”
如把 a tomato 卡片放在前，a cucumber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说出“We have a
tomato and a cucumber．
”把 a cucumber 卡片放在前，a tomato 卡片放在后，引导
学生说出“We have a cucumber and a tomato．
”
同样方法练习 tomatoes 和 cucumbers。
2）学习课文
（1）“We have tomatoes and cucumbers．
”一句在学习单词时已经解决。
（2）T：What do you want？教师指向相应卡片。
（3）请所有选 a tomato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a tomato．
”并引导学生
继续说出“A tomato for me，please．
”
再请所有选 tomatoes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数量词）tomatoes．
”并
引导学生继续说出“… （数量词）tomatoes for me，please．
”
请所有选 a cucumber 的同学起立，齐说 I want a cucumber．并引导学生继续
说出“A cucumber for me，please．
”再请所有选 cucumbers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 cucumbers．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 cucumbers for me，please．
”
（4）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和全体学生对话。
T：We have tomatoes and cucumbers．What do you want？
出示 a tomato 卡片，选择 a tomato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a tomato．
”并
引导学生继续说出“A tomato for me，please．
”
出示 a cucumber 卡片，选择 a cucumber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a cucumber．
”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A cucumber for me，please．
”

150

鼓励两种食品都选的孩子起立，说出“I want a tomato and a cucumber．
”并引
导学生继续说出“A tomato and a cucumber for me，please．
”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三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鼓励学生在挑选一种食物时用两种方式来回答，或挑选两种食物。
4．扩展练习
1）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三人一组看图、词练习
对话。
S1：We have …，… and …．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and …．
S3：… and … for me，please．
2）概括孩子和妈妈选择的食物。
The boy wants bread and a tomato．His mom wants rice and a cucumber．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53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check．
）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子。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say a sentence according to each picture．
Ss：I want a red tomato．/ I want a yellow tomato．/ …
2）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选图任务。
3）听后核对答案。
4）听力材料：
（1）A yellow tomato for me，please．
（2）I want a green apple．
（3）A big cucumber for me，please．
（4）I want bread．
（做书上第 53 页第 4 题 Listen，draw and color．
）
1）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画图、涂色任务。
2）听后核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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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力材料：
（1）Draw a tomato．Color the tomato red．
（2）Draw a cucumber．Color the cucumber green．
6．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卡片中选出 a tomato，从
而表现歌词大意。
3）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表演歌曲。
4）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换词改编演唱。
7．课后作业
1）听第 52~53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写出 tomato 和 cucumber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换词演唱。
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个表达“某人想要某食物”的对话，下节课展
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参考答案
P53．3（1）黄西红柿

（2）绿苹果

P53．4（1）一个红西红柿

（3）大黄瓜

（4）面包

（2）一根绿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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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4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3 个：chicken，egg，meat
2）理解、认读单词 5 个：what，want，for，me，please
3）复习重现单词 4 个：fish，rice，bread，water
2．句型
掌握句型 4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
1）We have … and …．
2）What do you want？
3）I want …．
4）… for me，please．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Work in groups．小组合作练习。
3）Listen and number．听音并标号。
4）Ask and answer．问答练习。
5）Let’s sing！让我们来唱歌！

教学难点
1．单词 chicken 的正确发音。
2．理解不定代词 some 后加不可数名词及不定冠词 an 的用法。
3．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4．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
3．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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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第 54 页~第 55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以及
表示“某人想要某物”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容为“健康食品”
中的肉蛋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孩子和妈妈面前的餐盘，本课以 22 和 23 课为基础，所以
孩子的盘子里有面包和一个西红柿，妈妈的盘子里有米饭和一根黄瓜。
1．Listen，look and say．
（P54）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3 个单词：chicken，egg 和 meat。学生可
以借助形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单词；
借助教材提供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
2．Work in groups．
（P54）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We have meat，
chicken and eggs．What do you want？”及对待不可数名词和可数名词两种不同的
回答方式：
“I want some chicken / meat．
”和“I want an egg，too．
”学生能够在情景
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能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为自我表达打下基础。在此部
分中继续引导学生感知 chicken 和 meat 为不可数名词，和 egg 的单、复数：an egg
—eggs，强调单数 egg 前的不定冠词为 an。
3．Listen and number．
（P55）
本部分通过图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
对食物图片进行标号，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单词和句型的理解。
4．Ask and answer．
（P55）
本部分教材提供了功能问答句，还提供了让学生替换操练的 6 幅食物图片。
图周围两个小朋友的问答对话，是学生进行对话交流的语言示范和参照。教师应
充分利用范例、图画，带领学生进行替换操练，使学生扎实地掌握本单元谈论“某
人想要某种食物”的重点功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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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t’s sing！
（P55）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子，
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而且还
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地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互相问候
2）复习活动
（1）演唱上一课歌曲。
（2）教师出示若干食物图片，请学生三人一组表演自编对话。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chicken，meat 和 egg
（1）教师出示孩子装有面包和西红柿的盘子和妈妈装有米饭和黄瓜的盘子，
T：When we have meals，we want to eat health food，we should have main food，such
as rice，bread，and noodles．
（出示主食图片）And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vegetables．
（出示蔬菜图片）And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meat and eggs．Look，
what are they？（出示 chicken 图片、meat 图片）
（2）指 chicken 图片，T：This is chicken．
（出示单词卡片 chicken）ch-i-ck-en，
chicken．渗透语音知识 ch，ck。并告知学生其中包括的单词 chick（小鸡）。使学
生能做到通过一个单词，认识更多单词。
T：Who wants some chicken？想吃的学生起立，齐说“I want chicken．
”学生
说出 chicken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口的样子。如果学生说不出 some，则由教师出示
该单词进行引导，直至学生说出“I want some chicken．
”为下面对话的学习打下
基础。
（3）T：But His mom（指大屏幕上的妈妈）doesn’t like chicken．So dad has
some meat for her．
（出示单词卡片 meat）m-ea-t，meat．渗透语音知识 ea。并和
单词 bread 中的 ea 发音进行比较。
T：Who wants some meat？想吃的学生起立，齐说“I want meat．
”学生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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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t 单词后并做出吃一口的样子。如果学生说不出 some，则由教师出示该单词
进行引导，直至学生说出“I want some meat．
”为下面对话的学习打下基础。
（4）继续出现一只鸡的图片，从鸡的图片衍生出 chicken 鸡肉和 egg 鸡蛋。
从而复习 chicken，引出 egg。设计动画“鸡妈妈生蛋”。生出一个蛋，即引导学
生说 an egg，再生出一个蛋，第一个蛋消失，继续引导学生说出 an egg，依此类
推，直到学生能独立说出 an egg。
再把这些鸡蛋都出示出来，学习单词 eggs。使学生区分单数 an egg 和复数
eggs。T：We have some eggs．Who wants eggs？
请所有选一个鸡蛋的孩子起立齐说“I want an egg．
”所有选两个及以上鸡蛋
的孩子起立齐说“I want … eggs．
”
（5）大屏幕出示 chicken，egg 和 meat。练说句子“We have …，… and …．”
如变换 3 张单词卡 chicken，egg，meat 的位置，请学生在句子练习中反复熟练单
词。
2）学习课文
（1）“We have meat and chicken．
”一句在学习单词时已经解决。
（2）T：What do you want？教师指向相应卡片。
（3）请所有选 chicken 的同学起立，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说出“I want some
chicken．
”并继续引导学生换一种说法“Some chicken for me，please．
”
再请所有选 meat 的同学起立，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说出“I want some meat．
”
并继续引导学生说出“Some meat for me，please．
”
（4）此时出示一些鸡蛋。T：Oh，we have some eggs，too．大屏幕出现此句
话，请学生连读两句话：“We have meat and chicken．We have some eggs，too．
”
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理解 too 的含义。“We have so many food. What do you
want？”出示 chicken 和 an egg，请同学说“I want some chicken．I want an egg．
”
如果学生说不出 too，教师及时出示 too 的词卡，引导学生说出“I want an egg，
too．
”再出示 meat 和 an egg，请同学说“I want some chicken．
”继续引导学生说出
“I want an egg，too．
”
（5）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和全体学生对话。
T：We have meat，chicken and egg．What do you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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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 chicken 和 an egg 卡片，选择这两者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some
chicken．I want an egg，too．
”变换二者的顺序，引导学生说出“I want an egg．I want
some chicken，too．
”
出示 meat 和 an egg 卡片，选择这两者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some meat．I
want an egg，
too．
”
变换两者的顺序，引导学生说出“I want an egg．I want some meat，
too．
”
鼓励三种食品都选的孩子起立，说出“I want some meat，chicken．And I want
an egg，too．
”并变换卡片顺序，引导学生按顺序阐述自己想要的食品。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三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鼓励学生能够挑选三种食物进行表达操练。
4．扩展练习
1）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三人一组看图、词练习
对话。
S1：We have …，… and …．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and …．
S3：… and … for me，please．
2）概括孩子和妈妈选择的食物。
“The boy wants bread，a tomato，some chicken
and an egg．His mom wants rice，a cucumber，some meat and an egg．
”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55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number．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say a sentence according to each picture．
Ss：I want some chicken / fish / meat．
2）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标号任务。
3）听后核对答案。
4）听力材料：
（1）meat（2）fish（3）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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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问我答。
做书上第 54 页第 4 题 Ask and answer．
1）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首先模仿问答。
2）看图，学生两人一组进行问答练习。
3）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表演。
7．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卡片中选出 chicken，从而
表现歌词大意。
3）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练习表演歌曲。
4）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歌曲改编。
8．课后作业
1）听第 54~55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制作 meat，chicken 和 eggs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创编歌词。
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段关于“某人想要某食物”的对话，下节课展
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9．参考答案
P55．3（1）肉

（2）鱼

（3）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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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5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2 个：milk，yogurt
2）理解、认读单词 5 个：what，want，for，me，please
3）复习重现单词 8 个：chicken，fish，cucumber，tomato，apple，egg，rice，bread
2．句型
掌握句型 4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
1）We have … and …．

2）What do you want？

3）I want …．

4）… for me，please．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Work in groups．小组合作练习。
3）Listen and check．听力检测。
4）Ask and answer．问答练习。
5）Let’s sing！让我们来唱歌！

教学难点
1．单词 yogurt 的正确发音。
2．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3．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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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56 页~第 57 页，分五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
以及表示“某人想要某物”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容为“健
康食品”中的奶制品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孩子和妈妈面前的餐盘，本课以 22、23 和 24 课为基础，
所以孩子的盘子里有面包、西红柿、鸡肉和一个鸡蛋，妈妈的盘子里有米饭、黄
瓜、肉和一个鸡蛋。
1．Listen，look and say．
（P56）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2 个单词：milk 和 yogurt。学生可以借助
形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单词；借助教
材提供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
2．Work in groups．
（P56）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We have milk and
yogurt．What do you want？”及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
“I want milk．
”和“Yogurt for
me，please．
”学生能够在情景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能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为
自我表达打下基础。教师注意在此部分中引导学生感知 milk 和 yogurt 为不可数名
词。
3．Listen and check．
（P57）
本部分通过图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
圈出所对应的食物，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单词的理解。
4．Ask and answer．
（P57）
本部分教材提供了功能问答句，还提供了让学生进行替换操练的 6 幅食物图
片。图周围两个小朋友的问答对话，是学生进行对话交际的语言示范和参照。教
师应充分利用范例、图画，带领学生进行替换操练，使学生扎实地掌握本单元谈
论“某人想要某种食物”的重点功能句。本部分的句型为选择性一般疑问句“Do
you want … or …？”及其回答“I want…．”。
5．Let’s sing！
（P57）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子，
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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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地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互相问候
2）复习活动
（1）演唱上一课歌曲。
（2）教师出示若干食物图片，请学生三人一组表演自编对话。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milk 和 yogurt
（1）教师出示孩子装有面包、西红柿、鸡肉和鸡蛋的盘子和妈妈的装有米
饭、黄瓜、肉和鸡蛋的盘子，T：When we have meals，we want to eat health food，
we should have rice，bread，noodles and so on．They are main food．And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vegetables、meat and eggs．And we also should have some dairy
products．Look，what are they？（出示 milk 图片和 yogurt 图片）
（2）指 milk 卡片，T：What’s this？如果有会的学生则引导学生说出“Milk．/
This is milk．
”
可以让会的学生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认读。
（出示单词卡片 milk）
m-i-l-k，milk．并引导学生认识奶盒上的奶牛图片 cow，达到通过一个单词联想到
其他单词的目的。
学生说出 milk 单词后并做出喝一口的样子。T：We have milk．Do you want
milk？想喝牛奶的同学起立齐说：
“Yes，I want milk．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
“Yes，
milk for me，please．
”
（3）指 yogurt 卡片，T：We have another dairy product．Look，what’s this？
如果有会的学生则引导学生说出“Yogurt．/ This is yogurt．
”可以让会的学生当“小
老师”，带领大家认读。（出示单词卡片 yogurt）yo-gur-t，yogurt．并引导学生从
yogurt 一词中找到 yo，从而联想到 yo-yo，达到通过一个单词联想到其他单词的
目的。
学生说出 yogurt 单词后并做出喝一口的样子。T：
We have yogurt．
Do you want
yogurt？想喝酸奶的同学起立齐说“Yes，
I want yogurt．
”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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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urt for me，please．
”
（4）大屏幕出示 milk 和 yogurt。练说句子“We have … and …．”如把 milk
卡片放在前，yogurt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说出“We have milk and yogurt．
”把
yogurt 卡片放在前，milk 卡片放在后，则引导学生说出“We have yogurt and milk．
”
2）学习课文
（1）“We have milk and yogurt．
”一句在学习单词时已经解决。
（2）T：What do you want？教师指向相应卡片。
（3）请所有选 milk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milk．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
“Milk for me，please．
”再请所有选 yogurt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yogurt．
”并
引导学生继续说出“Yogurt for me，please．
”请所有选 milk 和 yogurt 的同学起立，
齐说“I want milk and yogurt．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Milk and yogurt for me，
please．
”
（4）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和全体学生对话。
T：We have milk and yogurt．What do you want？
出示 milk 卡片，选择 milk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milk．
”并引导学生继
续说出“Milk for me，please．
”
出示 yogurt 卡片，选择 yogurt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yogurt．
”并引导学
生继续说出“Yogurt for me，please．
”鼓励两种食品都选的孩子起立，说出“I want
milk and yogurt．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Milk and yogurt for me， please．
”或者
“Yogurt and milk for me，please．
”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三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鼓励学生在挑选一种食物时用两种方式来回答，或同时挑选两种食物。
4．扩展练习
1）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三人一组看图、词练习对话。
S1：We have …，… and …．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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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and … for me，please．
2）概括孩子和妈妈选择的食物。The boy wants bread，a tomato，chicken，an
egg，and milk．His mom wants rice，a cucumber，meat，an egg and yogurt．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57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check．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say a sentence according to each picture．
Ss：I want chicken．/ I want fish．/ I want milk．/ I want yogurt．/ I want a
cucumber．/ I want a tomato．/ I want an egg．/ I want an apple．提醒学生还可以使
用句型 … for me，please．
2）Pair works．学生看图进行问答练习。
S1：We have chicken and fish．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 … for me，please．
3）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选图任务。
4）听后核对答案。
5）听力材料：
（1）chicken（2）milk（3）cucumber（4）egg
6．你问我答。
做书上第 57 页第 4 题 Ask and answer．
1）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首先模仿问答。
2）看图，学生两人一组进行问答练习。
3）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表演。
7．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卡片中选出 chicken 和 fish，
从而表现歌词大意。
3）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练习表演歌曲。
4）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换词创编歌曲。
8．课后作业
1）听第 56~57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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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出 milk 和 yogurt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换词演唱。
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段关于“某人想要某食物”的对话，下节课展
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9．参考答案
（1）鸡肉

P57．3
（2）牛奶

（3）黄瓜

（4）鸡蛋

Lesson 26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2 个：orange，banana
2）理解、认读单词 8 个：what，want，for，me，please，sweet，sour，yummy
3）复习重现单词 8 个：apple，tomato，cucumber，father，mother，boy，girl，
monkey
2．句型
掌握句型 2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进行替换操练：
1）Do you want…or…？
2）I want …．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Work in groups．小组合作练习。
3）Listen and match．听录音连线。
4）Let’s sing！让我们来唱歌！

教学难点
1．单词 orange 所搭配的不定冠词为 an。
2．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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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58 页~第 59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
以及表示“某人想要某物”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容为“健康
食品”中的水果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孩子和妈妈面前的餐盘，本课以 22、23、24 和 25 课为基
础，所以孩子的面前有面包、西红柿、鸡肉、鸡蛋和牛奶，妈妈的面前有米饭、
黄瓜、肉、鸡蛋和酸奶。
1．Listen，look and say．
（P58）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2 个单词：orange 和 banana。学生可以借
助形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单词；借助
教材提供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
2．Work in groups．
（P58）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Do you want a
banana or an orange？”及回答：
“I want a banana．
”和“I want an orange．
”学生能
够在情景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能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为自我表达打下基础。
教师注意在此部分中引导学生感知不定冠词 a 和 an 的用法。
3．Listen and match．
（P59）
本部分通过图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
把人物和其所选食物进行连线，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单词及句型的理解。
4．Let’s sing！
（P59）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曲。歌词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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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学唱这首歌，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而且
还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地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师生互相问候
2）复习活动
（1）唱演上一课歌曲。
（2）教师出示若干食物图片，请学生三人一组表演自编对话。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orange 和 banana
（1）教师出示孩子和妈妈面前的所有食物，T：
We have main food，
vegetables，
meat，egg and dairy．And we also should have some fruit after each meal．Look，what
are they？（出示 orange 图片和 banana 图片）
（2）指 orange 图片，T：
What’
s this？如果有会的学生则引导学生说出 orange，
可以让会的学生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认读。教师带领学生拼读 o-ran-ge，渗透
语音知识。并引导学生从 orange 中找到单词 or 和 an，从而达到由一个单词认识
更多单词的目的。教师强调 an orange，指导学生连读，并说出完整回答句：
“This
is an orange．
”巧记方法：从 orange 中能找到 an，从而记住 an orange。T：
（教师
手拿一个橘子。）Do you want an orange？引导学生回答“Yes，I want an orange．
”
（3）T：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ruits．What other fruits do you know？教师引
导学生说出一些他们知道的水果类单词。如果学生说出了 banana，则 T：Just now
XXX said“banana”．如果学生没有说出 banana，则 T：Now let me tell you a kind of
fruit，banana．从而引出本课新单词 banana。
可以让会的学生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认读。教师带领学生拼读 ba-na-na，
渗透语音知识。T：What’
s this？并说出完整回答句：
“This is a banana．
”巧记方法：
banana 中有 3 个同样的字母，是什么？是 a，从而记住 a banana。T：
（教师手拿
一根香蕉。
）Do you want a banana？引导学生回答“Yes，I want a ban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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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课文
（1）大屏幕出示 orange 和 banana。练说句子“Do you want … or… ？”如
把 a banana 卡片放在前，an orange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说出“Do you want a
banana or an orange？”把 an orange 卡片放在前，a banana 卡片放在后，引导学生
说出“Do you want an orange or a banana？”
（2）请会说的学生到前面来指图片或拿实物进行提问，引导其他学生进行
选择和回答“I want …．
”请所有选 a banana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a banana．
”
再请所有选 an orange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an orange．
”
请所有选 a banana 和 an orange 的同学起立，齐说“I want a banana and an
orange．
”
（3）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或实物和全体学生对话。
T：Do you want a banana or an orange？
出示 a banana 卡片或实物，选择 banana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a banana．
”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A banana for me，please．
”
出示 an orange 卡片或实物，选择 orange 的同学起立，说出“I want an orange．
”
并引导学生继续说出“An orange for me，please．
”
鼓励两种食品都选的孩子起立，说出“I want a banana and an orange．”并引
导学生继续说出“A banana and an orange for me，please．
”或者“An orange and a
banana for me，please．
”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三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鼓励学生在挑选一种水果时用两种方式来回答，或同时挑选两种水果。
4．扩展练习
1）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三人一组看图、词练习对话。
S1：Do you want…，…or…？
S2：I want … and …．
S3：… and … for me，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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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括孩子和妈妈选择的食物。The boy wants bread，a tomato，chicken，an
egg，milk，and a banana．His mom wants rice，a cucumber，meat，an egg，yogurt，
and an orange．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59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match．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guess who wants what．
Ss：
Maybe dad wants a cucumber．
/ Maybe．
．
．
．
培养学生在进行猜测时先说 maybe。
2）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选图任务。
3）听后核对答案。
4）听力材料：
（1）My father wants a tomato．
（2）My mother wants an apple．
（3）The boy wants an orange．
（4）The girl wants a cucumber．
（5）The monkey wants a banana．
6．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图片中选出 apples，oranges
和 bananas。
3）教师再拿出糖果图片（表示 sweet），醋图片（表示 sour），
“舔嘴”图片（表
示 yummy），请学生根据歌词内容进行单词卡片配对，如唱“Apples are sweet．
”
时就举起 apples 卡片和 candy 卡片。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歌词大意。
4）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尝试表演歌曲。
5）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换词改编歌曲。
7．课后作业
1）听第 58~59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写出 orange 和 banana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换词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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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段关于“某人想要某食物”的对话，下节课展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参考答案
P59．3（1）爸爸—西红柿 （2）妈妈—苹果 （3）男孩—桔子

（4）女

孩—黄瓜（5）猴子—香蕉

Lesson 27
教学重点
1．词汇
1）掌握单词 3 个：chocolate，cake，ice cream
2）理解、认读单词、词组 5 个：what，favorite，eat，too much，sweet food
3）复习重现单词 14 个：bread，rice，cucumber，tomato，chicken，fish，meat，
banana，orange，father，mother，boy，girl，tiger
2．句型
掌握句型 2 个，并能用其它单词替换：
1）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2）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继续学习使用课堂指令用语：
1）Listen，look and say．听、看、说。
2）Let’s play！让我们玩！
3）Listen and match．听录音连线。
4）Let’s say it！让我们说！

教学难点
1．单词 chocolate，favorite 的正确发音。
2．理解 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少吃甜食”。
3．在恰当的情景中使用指令用语。
4．对指令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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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
2．录音机、单词卡片（包括卡片和单词）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60 页~第 61 页，分四部分呈现了有关食物的名词
以及表示“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的功能句型的学习内容和操练活动。本课内
容为食品类中的甜点类。
1．Listen，look and say．
（P60）
本部分以看、听、说的形式呈现了 3 个单词：chocolate，cake 和 ice cream。
学生可以借助形象的插图理解食物名词的含义；在录音的帮助下，模仿学习朗读
单词；借助教材提供的文字感知单词的拼写，为认读单词奠定基础。
2．Let’s play！（P60）
本部分是句型的学习和操练内容。教材通过生动画面呈现了“What’s your
favorite food？”及回答。学生能够在情景中初步理解句意，并且能模仿录音中
的语音语调，为自我表达打下基础。学生能在情景中理解“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教师更要把这种理念渗透给学生。
3．Listen and match．
（P61）
本部分通过图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内容
把人物和其所选食物进行连线，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单词及句型的理解。
4．Let’s say it！
（P61）
本部分是一首根据本课学习内容改编的歌谣。歌谣内容均为本课的词汇和句
子，学生通过学说这首歌谣，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句子，
而且还可以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体验语言，加深对所学知识地理解和记忆，从而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说本首歌谣时，要把全班学生分成两部分，从而使学
生分清角色及语言的使用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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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出示若干食品图片，学生利用练习图片说单词、句子和对话。
2）教师播放音乐，学生一起有节奏地唱歌并伴有动作表演。
2．教授新课
1）学习新词 chocolate，cake 和 ice cream
（1）
“We have learned so many food，today we will have some dessert．Most of
them are sweet．What dessert do you know？”鼓励学生可以用中文回答。
（2）指 chocolate 卡片，T：What’s this？如果有会的学生则引导学生说出
chocolate，可以让会的学生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认读。教师带领学生拼读
cho-co-late，渗透语音知识。并引导学生从 chocolate 中找到单词 late，从而达到
由一个单词认识更多单词的目的。但一定让学生区分 chocolate 中 a 的发音和 late
中 a 发音的不同。在学习本单词时，一定注意学生的发音是否正确，不要让中文
“巧克力”的发音影响英文发音。
T：Do you like chocolate？
Ss：Yes，I do．
/ No，I don’
t．
（引导学生说出更加完整的句子。）I like chocolate．
/
I don’t like chocolate．
T：Chocolate is sweet．Sweet food is bad for your teeth．So（出示句子）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3）T：Now，I have a riddle．Please guess what it is．When someone’s birthday
is coming，
we always buy it，
and we put some candles on it．
It’
s sweet and yummy．
引
导学生说出“蛋糕”或者“cake”。
T：Do you like cake？
Ss：Yes，I do．/ No，I don’t．
（引导学生说出更加完整的句子。）I like cake．/
I don’t like cake．
T：Cake is sweet．Sweet food is bad for your teeth．So（出示句子）Don’
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4）T：Now，I have another riddle．Please guess what it is．When summer is
coming，we always eat it．It’s cold，sweet and yummy．引导学生说出“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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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ice cream”。
T：Do you like ice cream？
Ss：Yes，I do．
/ No，I don’
t．
（引导学生说出更加完整的句子。）I like ice cream．
/
I don’t like ice cream．
T：Ice cream is sweet and cold．Sweet food is bad for your teeth，and cold food is
bad for your body．So（出示句子）Don’t eat too much sweet and cold food．
2）学习课文
（1）学习新的句子：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① Word bank。教师出示课件，出示本单元学过的食物名词。
② 教师可以在课件中设计“What’s missing？”活动，帮助学生复习学
过的单词。
③ 导入新句。教师拿出手偶或卡片，问学生：
“What does …want？”学生回
答：
“…wants…．”
教师又问学生：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问完，教师自己先回答，给学
生做示范，帮助学生理解 favorite food 的含义。也可以通过出示多种食品，在不
同食品下出示不同的表情或不同数量的心形图片或不同大小的心形图片，帮助学
生理解 favorite 的含义。
④ 学生有些明白后，教师问全班：
“What do you want？”学生说：
“I want…”
⑤ 教师马上问该生：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学生说出最爱食品的名
称即可。
⑥ 教师带读：Favorite ↗ favorite ↗ favorite food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2）大屏幕出示 chocolate，cake 和 ice cream。练说句子“What’
s your favorite
food？”出示三种食物的图片。选择 chocolate 的同学起立，齐说：“Chocolate.”
选择 cake 的同学起立，齐说“cake”。选择 ice cream 的同学起立，齐说“Ice cream．
”
T：Chocolate，cake，and ice cream are all sweet food．Sweet food is bad for your
teeth．So（出示句子）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3）让刚才没有选择任何一种食品的孩子先起立，学会该句话。去劝告好
朋友“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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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呈现完整对话。教师利用卡片或实物和全体学生对话。
T：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出示 chocolate 卡片或实物，选择 chocolate 的同学起立，说出“Chocolate．
”
出示 cake 卡片或实物，选择 cake 的同学起立，说出“Cake．
”
出示 ice cream 卡片或实物，选择 ice cream 的同学起立，说出“Ice cream．
”
请三种食品都不选的学生起立，去劝说同学：
“Don’
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
3．听读表演
1）放录音，请学生听音、指读。
2）学生四人一组练习对话。
3）请学生分组展示。
4．扩展练习
1）大屏幕出现若干学生学过的食物卡片和单词，四人一组看图、词练习
对话。
S1：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S2：…．
S3：…．
S4：…．
如果某个学生说出的最爱食品是 sweet food，则其他三个学生一起说：
“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
2）句型拓展
教师给出句型结构 What’s your favorite …？
学生拓展该句：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 fruit / vegetable / …？
学生进行回答。
5．听力检测
做书上第 61 页第 3 题 Listen and match．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guess who wants what．
Ss：Maybe dad wants a cucumber．/ Maybe．
．
．
．培养学生在进行猜测时先说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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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选图任务。
3）听后核对答案。
4）听力材料：
（1）My father wants bread and cake．He wants an orange，too．
（2）My mother wants a cucumber．She wants ice cream，too．
（3）The boy wants a tomato．He wants chocolate，too．
（4）The girl wants rice and fish．She wants a banana，too．
（5）The tiger wants chicken．It wants meat，too．
6．唱歌表演
1）学生听一遍歌曲，试着说出能听懂的歌词。
2）教师请全班学生大声朗读歌词，并从众多食品卡片中选出 chocolate 和 ice
cream。
3）出现某种食品就举起哪种食品的卡片，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歌词大意。
4）学生跟录音学唱歌曲，分组练习歌曲，鼓励学生尝试表演歌曲。
5）学生自主选择食物卡片，进行换词改编歌曲。
7．课后作业
1）听第 60~61 页录音，跟读，并读给家长听。
2）写出 chocolate，cake 和 ice cream 单词卡，贴在家中相应食品的外包装上，
并写出提示语“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一并贴在食品外包装上。
3）跟随录音演唱本课新学的歌曲，最好能换词演唱。
4）学生三人一组，编至少两段“What’s your favorite …？”的对话，下节课
展示。
5）做本课《活动手册》。
8．参考答案
P61．3（1）爸爸—面包、蛋糕、橘子

（2）妈妈—黄瓜、冰激凌

（3）男孩—西红柿、巧克力

（4）女孩—米饭、鱼、香蕉

（5）老虎—鸡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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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8
教学重点
1．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单词，通过复现加深理解、记忆。
2．复习本单元可数名词的复数及不可数名词的使用。
3．在情景和活动中巩固运用本单元所学的指令用语。
4．复习本单元所学的歌曲，通过表演活动强化记忆。

教学难点
1．可数名词的复数及不可数名词的使用。
2．特殊疑问句和选择性一般疑问句的具体运用。
3．在情景中正确运用所学的单词和句子。

教学准备
1．课文卡片及娃娃、手偶等
2．录音机、单词卡片（教师自制）
3．多媒体课件
4．人物、动物及物品卡片。

课时分配 一课时（40 分钟）
课

型 复习课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参照教材第 62 页~第 63 页，分三部分复习了有关食物的名词
及句型。
1．Listen，look and say．
（P62）
本部分呈现了食品单词和图片。这些单词是按类划分的，肉食类、主食类、
蛋类、蔬菜类、水果类、奶类、甜品类。学生可以借助图片进一步复习、巩固食
物名词的含义、复习所有本单元出现过的句型。
2．Listen and check．
（P63）
本部分通过图片和录音创设了语言情景。学生要听录音材料，根据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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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把人物所最钟爱的、想要的食物进行圈选，以此检测学生对食物单词及
句型的理解。
3．What do you want to eat for dinner？Circle food from each group．
（P63）
本部分出现了一个“食品金字塔”，让学生根据每层所给出的食物为自己进
行选择。通过该“金字塔”进一步强调分类意识，也告诉学生每种食品的摄入比
列，希望这种意识能够真正地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使学生能树立健康饮食的
概念、并付诸于行动。

教学建议
1．导入新课
1）出示若干食物卡片，学生可以认读单词、看图说话或对话。
2）教师播放音乐，师生一起有节奏地唱歌并伴有动作表演。
2．Listen，look and say．
1）词汇练习
活动一：Sticking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两个区域，一左一右，请学生分男、女各上来一个，按照
教师指令选择卡片迅速贴在黑板上，同时用英语说出所贴物品，比一比谁说得又
快又准（教师在黑板上给较快队加 2 分，慢队加 1 分）。
活动二：Touching
贴完后，教师分别请几位男、女生上台，每次一对选手，分别站到各自队的
图画前，听指令指出物品；其他学生听到指令后，根据指令快速说出英语单词。
如：Touch the fish．
（按选手指图快慢结果记录男、女生得分）
活动三：Simon Says
教师发指令，学生做出相应动作。如果教师没有说 Simon says，而学生做了
动作，视为做错，给相应选手做减分处理。Are you ready？One，two，three，go！
Simon says：Touch the apple．
（教师发指令时语速要有变化，时快，时慢，富有
感情色彩和挑战性。）
活动四：认读单词卡片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不断地出示单词卡片。学生借助卡片上的画面说出单词，
逐步做到对单词的认读。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认读的尝试活动，具体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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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首先，教师出示有图、词的卡片，请学生大声说出。
其次，教师出示单词卡片，请学生尝试认读，为读得又快又正确的队加分。
2）句型练习
活动一：Look and say.
教师让学生看书并提问：What is …’s favorite food？学生快速说出单词，同
时用手指出单词。教师为最先说出单词的男生或女生加分。学生在愉快，紧张而
有趣的活动中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单词和句子。
活动二：多元搭配
为动物或人物找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搭配不一定是一对一的，一个动物或人
可以喜欢或想要多种食物。例如，可以让女孩和冰淇淋、饼干、巧克力等进行搭
配，说 The girl wants some ice cream，cookies，and chocolate．/ Father wants … / …
活动三：我能说
鼓励学生把整个单元的句型编成一段对话，两人一组进行交流，如：
Two friends are in the zoo．
A：Look at that monkey！
B：The monkey wants a banana．
A：We have apples，bananas，and oranges．What do you want？
B：I want an orange．My favorite fruit is oranges．
A：We also have some cakes and ice cream．Do you want some cakes or ice
cream？
B：I want some cakes．
A：Here you are．But 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3．Listen and check．
做书上第 63 页第 2 题 Listen and check．
1）看图，请学生看图说句。
T：Look at the pictures，please guess who wants what．
Ss：Maybe dad wants fish．/ Maybe．
．
．
．
2）放录音，请学生听录音，完成圈选图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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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后核对答案。
4）听力材料：
（1）My favorite food is fish．
（2）My favorite food is rice．
（3）I want a cucumber． （4）I want a banana．
4．What do you want to eat for dinner？Circle food from each group．
T：Look at the pyramid of food．How many parts can you see？There are 6 parts，
main food，fruits，vegetable，dairy，meat，and dessert．The sweet food part is the
smallest part．So don’t eat too much sweet food．
T：Look at the picture，
there are so many food，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for dinner？
Now，please do pair works．
S1：We have bread，rice，and dumplings．What do you want？
S2：I want …
S1：Do you want an apple，an orange or a banana？
S2：I want a banana．
…
两个学生一组，互换英语书，进行提问回答，提问的学生帮回答的学生在书
上进行圈选。
5．参考答案
P63．2 （1）鱼

（2）米饭

（3）黄瓜

（4）香蕉

6．课后作业
1）听本单元各课录音，跟读，指图说所学过的单词，复习准备单元测验。
2）听各课录音，根据对话做动作。
3）听录音，跟随录音演唱所学的歌曲。
4）做本课《活动手册》。
7．供参考选择的活动
因为本课是整个单元的复习课，所以教师可以采用多种复习方法和复习活动，
最终目的是熟悉掌握本单元所学内容，建议教师根据学生特点，设计有效、有趣
的练习，如：
1）和学生一起画出各种物品的简笔画。
2）猜一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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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ngman 游戏。
4）教师或一学生说单词，其他学生听单词，并快速画出图，看谁画得又快
又好。如：apple，cak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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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5 FUN READING
阅读方法及建议
在小学阶段开展英语阅读教学是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的一种重
要途径。对于低年级儿童而言，教师将阅读兴趣的培养作为开展阅读教学的首要
任务，是符合《英语课程标准》中倡导的教学理念和小学教学实际的。在 1A 的
FUN READING 阅读方法及建议中已经介绍了在低年级开展阅读教学的一些建
议和具体方法与措施。本阶段阅读建议是在延用前期做法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保
1
持兴趣及发展口语的重要性。即：保持住那些正处于英语初始阅读和编码阶段（6

岁到 7 岁）儿童的阅读兴趣；强调在阅读中促进儿童口语发展。
一、保持儿童阅读兴趣的做法
（一）常见问题剖析
1．量不等于多次重复
学习语言，大量的重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量简化处理为“重
复”，比如课文念 20 遍，单词抄 50 遍，量是有了，兴趣没了。量，需要通过不
同时间、不同场景、不同输入形态来实现，既可以保护兴趣，又可以增强记忆。
英语初始阅读（包括听和朗读）是实现输入量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兴趣永远是一
种语言的切入点，因为人类文明中所有的兴趣都可以和语言关联起来，而人通常
会有一个兴趣爱好。
2．有趣不等于学习发生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趣味学习虽然是第一前提，但是如果我们单纯追
求有趣，而不考虑是否学到了什么，长此以往有趣也变无趣了。
当我们让孩子做英语阅读时，当然是希望孩子能通过这个过程把英语学好。
虽然这样的功利心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肯定懂得，孩子做阅读是因为内容吸引他
们，而不是因为这些内容是用英语写出来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阅读的学习性，
也许连孩子的阅读兴趣都保不住，何谈学习？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孩子究竟通过阅
读学没学到英语，只要读，学习就会发生，只是有快慢和深浅之分罢了。

[1]

王文静，罗良：
《阅读与儿童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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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对策
1．运用心理学中“量”或者“频度”要素，刺激即时记忆
孩子对重复的事情难以保持兴趣，切忌将“量”或者“频度”理解为多说几
遍，多抄写几遍。因为这样的“量”自然不会有好效果，“量”应该体现在所学
知识的呈现媒介（presentation media）、传输媒介（delivery media）、学习模态
（learning modes）、间隔时间（time span）的多样化上。例如：先是通过阅读（眼
睛）文字（纸介）获取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通过听（耳朵）声音和看（眼睛）
图像（电视）获取了相似的信息，这样多维度的刺激让即时记忆转变成了长时记
忆。因此，老师让孩子反复抄写生词等做法其实是太粗线条了，因为这对孩子的
刺激是单维度的，很难勾起孩子的兴趣，自然作用不大。
2．简单把握学习发生的门道
从活动设计（activity design）来看，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PPP（present，practice，
produce，即演示、练习和输出）的过程；从师生互动（interaction）来看，要有多种
类型；从课堂指令（instruction）来看，要清晰、易懂，可采用图式、手势等进行辅
助；从语言输入（language input）来看，要充分、适时，要多维度、形式多样化；从
反馈（feedback）来看，要能通过展示了解孩子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问题，或灵活
调整活动内容或明确下一课时下一阶段安排。简言之，是否给孩子充分的语言输入？
是否组织孩子进行充分的练习？是否给孩子机会展示语言输出。带着这三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对一堂课中学习是否发生了做出初步的判断。
只要孩子保持阅读，生词和句子都会在文中多次出现，孩子读多了自然就掌
握了。另外，我们可以引导孩子的兴趣，比如读完故事，问他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为什么？孩子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都可以，也可以掺和着说，还可以让他把最喜欢
的单词或者句子写下来，问他为什么等等。
3．教师的认识到位很重要
成绩是实的，放在那里谁都看得清楚；素养是虚的，一时半会儿搞不明白。
如果我们认为孩子学英语是出于无奈，那么还能指望孩子的英语学得多好吗？我
们重视孩子的英语教育，不单单是因为它是三大主科之一，还因为它确实能够给
孩子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境界、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这些，难有好成绩；
没有这些，有了好成绩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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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阅读中促进儿童英语口语发展的建议
（一）教师认识上的误区
不少老师认为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是在对话学习或功能句式的学习中进行
的，而忽略了故事语言内在的美好，如：准确、丰富、生动、细腻。这样孩子即
便学习了相应的功能句式结构，甚至一些交际策略，但是孩子并不能准确表达自
己的真实感受，从而导致他们口语能力的发展受到影响。而阅读正好为此提供了
良好的输入，为口语表达提供资源、养料和素材。
无论在学生口语发展期还是口语交际策略期，阅读都会对口语表达能力的发
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选自 Krashen 的“语言输入假设”理论）
（二）建议
1．把握阅读的学段任务，为表达找准目标定位
低年级段是儿童阅读的初始阶段和编码阶段，儿童还只是在机械地模仿，没有
内化到头脑中，通过字母发音的直接教学，能利用简单的语言模式和高频词汇阅读
简单的故事。阅读内容为图、文结合的故事，旨在引导学生借助图片和文字的帮助，
理解故事的意思，培养阅读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借助故事的学习，引导
学生仔细倾听，细致模仿，自信朗读及表演，培养学生语音意识及渗透拼读能力。
2．通过阅读积累“ 词块”，为语言表达提供基本储备
“词块”就是词与词的组合。它结构比较固定，是以一个固定的单位存储在
记忆中，可以反复操练并可以在说话、阅读、写作中随时使用。
“词块”分为四种
类型：短语、搭配、惯用话语和句子框架。在阅读学习中，孩子可以在阅读材料
所创设的语境中对“词块”的意思、使用场景及表达方式进行深度的学习和练习。
3．基于阅读的文本设计口语练习活动，为表达奠定扎实基础
（1）挖掘文本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
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激活学生的思维，学生可以利用
文本中提供的语言支架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攀登
英语》字母 B《The Biscuits》的故事时，启发学生：一块饼干的样子还可以是怎
样的？孩子很自然地运用故事中的语言结构：A biscuit can be a …表达自己看到
的饼干的样子，学生语言表达的内容远远超越了故事的内容。在口语练习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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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也得到了激发。
（2）通过朗读训练学生的口语技能
朗读是学生口语表达的基础2，学生的眼、口、耳、手等多个器官全部被调
动，参与到清晰、洪亮的朗读过程中。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学生将文本的内容与
主题，人物情感变化，文本中的停顿、感叹等各种语气、语调及对声音的调控等
都要表现出来。因此，朗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同时对口
语表达中所需要的语气、语调、情感的调控等进行很好的练习。
在指导学生进行朗读练习时，首先要让学生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有充分的听
的输入，也就是通过教师范读或利用录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示范。学生通过范读
直接感受语音语调的变化、语言的抑扬顿挫，体会角色的特征和语言的情感色彩。
在充分输入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多种练习形式指导学生细致模仿。
（3）通过表演将阅读与口语练习有机结合
表演通常是在故事学习后，学生分角色进行表演，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口语
练习的一种重要方法和途径。
在组织学生进行故事表演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先熟练掌握故事中的语言。然
后根据角色进行表演分工，为学生准备适当的道具和场景，帮助学生要将文本中
的语言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所扮演角色的特征，创造性地演绎出来。故事表演还是
小组团队每个成员共同参与、合作分享、相互学习的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为
了整个团队的成功展示会不断激励自己，反复练习，完成角色扮演的任务。
以《THE GOAT FAMILY》为例（40 分钟一课时，三课时完成一个故事）：
第一课时 读图，理解故事大意，挖掘文本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
第二课时 听读与朗读，培养英语语感，通过朗读训练学生的口语技能
第三课时 流畅阅读与表演，梳理情节加深理解，将阅读与口语练习有机结合

[2]

王文静，罗良：
《阅读与儿童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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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T FAMILY》
图画故事阅读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1．目标单词 9 个：live，forest，across，monster，angry strong，run，hit，great．
2．接触单词 4 个：Hooray，Ouch，Darling，yummy．
3．接触短语 10 个：
Mother Goat，Father Goat，Baby Goat，in the forest．
across the bridge，under the bridge，on the bridge．
come（s）up on the bridge，fall（s）off the bridge，cross（es）the bridge．
4．感知并模仿运用的习惯用语 3 个，祈使句 1 个：
No problem．没问题。

No way！没门！

Go away！走开！

Let’s（go）．我们走吧。
5．疑问代词 How，Who 引导的特殊疑句
1）How can …？怎么能……？
2）Who’s on … ？谁在……上面？
6．句子框架
1）I see …（on /across/under/…）…我看见……（上面/周围/下面/……）……
2）You’re too…（small /thin/strong）．你太……（小/瘦/壮）了。
3）It’s（me）．是（我）。

知识技能目标
1．能够学会读图，根据画面猜测词意，通过图画间的关系推测故事、理解
故事大意。
2．能够仔细倾听，细致模仿，大胆跟读，形成正确的语音语调。
3．能够自信朗读，用表情和声调来辅助朗读，增强语感，进一步理解故事
内容。
4．能够合作表演，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变换语调，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5．能够整理排序，理清逻辑关系，提高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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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标
1．学生能够通过看图，发展观察力、理解力。
2．学生能够通过联系生活实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3．学生能够积累“语块”，利用简单的语言模式和高频词汇阅读故事。
4．学生能够通过朗读、表演，发展口语技能。
5．学生能够在小组合作中学会分享，体现团队精神。

教学内容分析
现就图画故事《THE GOAT FAMILY》做具体分析如下：
故事大意：
山羊一家三口住在森林里，山羊宝宝看到桥对面有新鲜的草，想和家人一起
去吃，但是桥下有个很坏的怪物，是否过桥爸爸妈妈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妈妈起
初表现出畏惧，而爸爸态度坚决，给山羊宝宝和妈妈鼓足了勇气，于是，山羊宝
宝和妈妈分别大胆过桥。由于怪物嫌山羊宝宝个头小，嫌他妈妈瘦，没有理会，
放他们过去了。当山羊爸爸过桥时，怪物觉得他又肥又大很对口味，于是展开了
搏斗，山羊爸爸勇敢地反抗，最终将怪物打下桥，与桥对面的家人团聚并得到了
家人的赞赏。

故事特点
1．篇幅适中，内容曲折有趣
主题图配词（P64）1 幅，封面图（P65）1 幅，7 页画面（P66~P72）13 幅
图配文字。故事的图画和文字各自充分发挥表达的优势，共同讲述一个内容，给
学生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情节曲折有趣，引人入胜，这就为创设多种情境引
导孩子阅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2．语言生动形象，易于内化
作者把故事角色拟人化，生动形象。教师可引导学生积累运用“词块”，在
反复操练中，在阅读材料所创设的语境中对“词块”的意思、使用场景及表达方
式进行深度的学习和练习。抓住故事语言内在的美好，如：准确、丰富、生动、
细腻。为口语表达提供资源、养料和素材。
引导学生融入情境、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感情地朗读，感受故事角色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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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难度略高，但建构反复
故事中生词及短语偏多，但故事建构利用了反复的模式，主要句式均有多达
三次的复现，有利于帮助孩子理解相关内容。加之图片的达意效果较强，从而降
低了理解难度。教师可充分利用图片，再适时辅以肢体语言，表情、动作、语调
变化及相关教具等手段，会有效消除学生的理解障碍。另外，稍具挑战性的内容
更能调起学生的胃口，教师可巧妙利用图文互补共同讲述故事的特点培养想像力
和迁移能力。在学生流畅阅读的同时，引导他们把故事演出来有助于梳理情节、
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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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读图，理解故事大意，挖掘文本与学生现实生
活的联系

阅读策略
1．通过视频、图像、图片、文字、声音等方式获取相似的信息，利用多维
度的刺激让孩子的即时记忆转变成为长时记忆。
2．挖掘文本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在活动中促进儿童口语的发展。
3．利用信息和肢体语言线索，简单猜测词义；利用表情和动作等非语言线
索，简单地预测和推断故事情节；利用图画间的关系推测故事大意。
4．利用图画排序，理清逻辑关系。
5．利用图画故事“留白”的特点，发展学生的想像力和迁移能力。

教学准备
1．视频、PPT 幻灯片、词卡、句条、动物图片及玩具、手偶等。
2．图画故事阅读 P64~P72。

教学内容
图画故事《THE GOAT FAMILY》

教学建议
一、新课导入
[目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视频、图片、声音、文字、补白等手段多维度激
活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导入故事，介绍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及与故事内容
相关的主要信息，引出部分关键词，单词复现与趣味并举，在活动中促进儿童口
语的发展。
活动 1：播放 Family 公益广告，活跃气氛同时渗透关键词，同时练习字母在
单词中的发音。
f-a-m-i-l-y
f-father，a-and，m-mother，i-I，l-love，y-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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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and mother，I love you．
活动 2：呈现故事封面图、主题图、题目，促进儿童口语的发展
T：Let’s look at the title of the story．
（教师请学生看封面并指着题目）
“THE GOAT ______ ”，请学生补充 family，再示意齐读题目 “THE GOAT
FAMILY”
T：This is Baby Goat．This is ______．This is ______．
（封面图与主图同时呈
现，配合使用，示意孩子边指边说边补充）
They are Father Goat，

and

．（体会单句和整句表达方式的不

同）
This is a

family．
（学生补充 goat）

T：Look！There is a monster under the bridge．Is it good or bad？
What happened between a goat family and a monster？山羊一家和怪物之发生
了什么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一起来读故事。
二、故事阅读
[目的] 通过对图片信息的浏览，帮助学生理解故事的内容，初步体会角色
语言及心理变化；通过对角色语言的模仿，既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又提高了他
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加深了学生对角色特点的理解；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适时地让
学生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简单的预测，训练学生对故事内容推测的能力，适时
提炼、小结，帮助学生理清故事脉络。
[步骤]（逐页讲故事）
1．呈现故事背景（P66）
Q：Where does a goat family live？How do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T：A goat family lives in the forest．They are Father Goat，Mother Goat and Baby
Goat．
（教师看图讲故事，适时与学生互动。）
教师出示森林的图片并带读“forest，in the forest.They lives in the forest．
”
Ss：I’m Father Goat．I’m Mother Goat．I’m Baby Goat．
（示意孩子用不同的
语气介绍山羊一家）
过度：What does the goat like to eat？Ss：Grass！/草！
（预设：若学生不会说，
教师指图配词卡带读几遍，并试图按字母在单词中发音分解带读，辅以手指示意）
188

2．起因：山羊宝宝想过桥吃草，爸爸、妈妈给出不同的态度（P67）
教师手拿手偶站在背景图前，用夸张的表情、动作、变换的语调表述山羊宝
宝分别与爸爸、妈妈的对话。
T：I see grass（略停顿）across the bridge，mom/dad．Grass，grass…，across the
bridge…．Let’s go eat them（扮演山羊宝宝边说边指，分别对他爸爸、妈妈各说
一遍）
A bad monster lives under the bridge．How can we go？（扮演山羊妈妈，表现
出为难的样子）
Mother Goat is thin and timid 胆小（补充说明山羊妈妈瘦弱、胆小）
“ No problem．Let’s go！”（扮演山羊爸爸，充满自信）
Father Goat is strong and brave．
（补充说明山羊爸爸强壮、勇敢）
学生活动：三人一组分别扮演山羊一家三口进行对话，体会角色的情感。
T：What does Baby Goat do then？Can you guess？
（教师可适时给个简单的选
择疑问句，以降低难度）Is he across the bridge or not？
Ss：Yes/No /害怕不敢过桥…
3．过程：山羊一家过桥的情景（P68~P30）
T：Baby Goat is on the bridge．
（教师请一学生扮演山羊宝宝站在背景桥上）
“Is the monster happy？”
“The monster is angry”请学生观察怪物的表情（与
学生一起做出生气的表情）
“Who’
s on the bridge？”
（都师追问这是谁说的话？）。
重复练习“Monster. It’s monster．The monster is angry．
”
Q：山羊宝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Ss：It’s me，Baby Goat.（勇敢，不害怕）No problem．Let’s go！
（山羊爸爸
告诉他的）
T：Is the Baby Goat across the bridge？（山羊宝宝过桥了吗？）How do you
know that？
学生找出：
M：
You’
re too small．
Go away！用手势、语气帮助学生理解 Go away
的含义。
请学生模仿怪物的语气朗读句子并做表演。
阶段小结：教师通过图片、语气、表情和动作帮助学生体会、理解山羊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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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的情景．山羊妈妈、爸爸过桥时与怪物的对话和山羊宝宝的基本相同，请学
生与同伴来合作完成。
学生三人一组，分别扮演旁白，山羊妈妈/山羊爸爸，怪物。
（示意学生表演
的时候要有语调、动作的变化）
Q：Is Mother Goat / Father Goat across the bridge？How do you know that？
学生找出：
M：You’
re too thin．
Go away！
（学生从 Go away 判断出怪物放过了山羊妈妈）
M：You’re BIG and FAT．I’ll eat you！
（学生从 I’ll eat you！能判断出怪物不
会轻易放过山羊爸爸）
T：What happens between Father Goat and monster？Let’s look at P71．
4．山羊爸爸打败怪物（P71）
Monster：You’re BIG and FAT（贬义） Father Goat：“I’m strong！”（褒义）
（对比两句话，让学生体会用法）
T：The monster comes up on the bridge．The monster runs to Father Goat．Father
Goat hits him．The monster falls off the bridge．
（山羊爸爸与怪物搏斗的情景，通过
手偶表演、夸张的语言、动作来呈现更具直观性也更易于理解。一串动词的使用，
把搏斗的场面描述得很精彩，也是一种很好的写作手法，可指导或推荐给孩子背诵。
）
5．
结局：
山羊爸爸的勇敢得到妻儿的赞赏，
全家过桥吃草，
享受快乐生活（P72）
T：Father Goat crosses the bridge．Mother Goat and Baby Goat run to him．
Q：If you’re Baby Goat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father？
Ss：爸爸真棒！太了不起了！Good！
学生找出：“Father，you’re great！” “Darling，I love you！”
T：They are very happy．
教师小结：带领学生以贴图、帖句条的方式对故事情节做简单梳理，学生可
自愿选取一个或多个情节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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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GOAT FAMILY》
↓
Characters：
（ Father Goat Mother Goat Baby Goat）monster
↓

↓

↓

（strong，big and fat）thin

Place：

↓

（small）

bad

↓

↓

live in the forest

under the bridge

Key words：grass，bridge
Phrase：No way，No problem，go away，ouch，hooray，yummy
Clue：
A goat family → in the forest →see grass→ across the bridge→
A bad monster→under the bridge→Mother /Father Goat’s attitude（How…）/
Father Goat（ No problem…）
Baby Goat（small）/Mother Goat（thin，timid）/ Father Goat（strong and brave/
big and fat））→monster comes up…runs to…hits…falls up…
A goat family→happy→ “Father，you’re great！”/“Darling，I love you！”
T：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Do you like it？Would you like to watch and listen
to it？
Let’s look forward the next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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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听读与朗读，培养英语语感，通过朗读训练学生的口
语技能
阅读策略
1．边听故事，边跟读（录音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同步跟读）鼓励学
生仔细倾听，大胆跟读，形成正确的语音语调。
2．在充分听的基础上，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练习，指导学生细致
模仿。
3．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学生将文本的内容结合主题、人物情感变化、文本
中的停顿、感叹等表现出来，同时对口语表达中所需要的语气、语调、情感的调
控等进行很好的练习。
4．引导学生用表情和声调来辅助朗读，并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变换语速。

教学准备
1．视频、PPT 幻灯片、词卡、句条、动物图片及玩具、手偶等
2．图画故事 CD 光盘
3．图画故事阅读 P64~P72

教学内容
图画故事《THE GOAT FAMILY》

教学建议
一、播放图片，教师讲故事，学生给故事图片排序
[目的] 回忆故事，帮助学生再现故事情景，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步骤]
1．图片环游
2．教师讲故事
3．用图片给故事排序
二、听读故事
[目的]为保证学生聆听范读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教师可以给出一两个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促进学生边听边思考，提高学习效率；整体理解故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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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解故事中的细节信息。
[步骤]
1．带着问题听录音，看故事
2．边听故事，边跟读（录音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
3．同步跟读、积极模仿
4．学生个人读
5．小组内练习
三、大声朗读
[目的]通过朗读训练，学生不仅可以积累丰富且规范的“语块”，而且能不
断增强语感，使学生能够使用语言表情达意。理解故事内容、感受作者情感。
[步骤]
1．优秀学生领读和齐读
2．学生个人自由读
3．同伴互相读
4．分角色朗读
5．个性化朗读
6．教师引导学生用表情和声调来辅助朗读，并且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变换语速
四、总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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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流畅阅读与表演，梳理情节加深理解，将阅读与口语
练习有机结合

阅读策略
1．课前与学生一起为表演做准备，制作合适的道具，使得活动更为有趣。
2．学生分角色进行表演，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口语练习的一种重要方法和
途径。
3．鼓励学生用表情和声调来辅助朗读、辅助表演，并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
变换语速，使得表演更具生动性，并且让孩子更好体会故事角色。
4．多给予学生肯定，要具体明确地说出来，适当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如：
表演得很自信！台词记得很熟，说得很流畅，理解得很到位！各角色配合再默契
一些就更好了…

教学准备
1．视频、PPT 幻灯片、词卡、句条、动物图片及玩具、手偶、头饰等
2．图画故事 CD 光盘
3．图画故事阅读 P64~P72

教学内容
图画故事《THE GOAT FAMILY》
教学建议
一、看图片、听录音、请学生朗读故事
[目的]再度熟悉故事的情景、打通英文听觉通道、流畅阅读、梳理故事情节
[步骤]
1．图片环游（最好配乐）
2．边看图边听录音
3．边看图边跟读，积极模仿，感受英语语音、语调的变化
4．大声朗读，更好体会故事角色
二、看图片，听学生读故事
[目的]帮助学生再现故事情景，请学生以朗读的方式展示阅读成果，练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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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音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步骤]
1．请学生个人朗读
2．请学生分角色朗读
3．教师及时肯定，根据展示情况适当给出有益的建议
三、看图片，提供关键词，看学生表演故事
[目的]以呈现图片、关键词为线索引导学生结合图式梳理思路、大胆运用文
本中生动的词语、典型的句式，把书上的内容变成自己的语言，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文本、积累“语块”，提高儿童的口语能力，提高儿童语言的整体素质。
[步骤]
1．呈现图片和关键词，给学生语言表达提供很好的支撑。
2．鼓励学生大胆运用表情和声调来辅助表演。
3．允许学生在讲的过程中有断续的情况，或使用一些中文，教师可适时提醒。
4．鼓励学生加上自己设计的动作和表情，这些肢体语言能体现出学生对故
事内容的理解程度。
5．教师及时表扬，学生只要敢于表演就是最大的成功，不做过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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