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四册教学大纲 

      

                   教师: 王鹏                              

              邮箱：pspencer0808@gmail.com  

                                                      电话：401-651-0002 

                         
  

教材： 《中文》第四册，暨南大学出版社，《练习册》A，B 
 

课程简介：  

   <<中文>>第四册增加了课文的长度和生字的难度。这是最后一册课文都有拼音。从第五册开始

只有生词有拼音。因此要求学生有很牢固的拼音能力， 并且掌握生词。要求熟练朗诵通书并能够

背诵几篇课文。本学年课堂上要复习一，二 和三册学过的字，为第五册做准备。了解用拼音在电

脑输入中文的方法。这样学生理解为什么拼音重要。 

教学目的：  

1. 学生应掌握课文的生字词：会读写以及正确的应用生字词 
2. 用简单中文回答问题，用课文指定句型及词汇口头造句。 
3. 能流利朗读课文，并能读懂程度相当的课外文章大意。 
4. 会用学过的字组词，句型造句。 
5. 完全掌握汉语拼音，根据发音可以写出拼音。 

 

教学要求： 

1. 不迟到早退,按时上下课。有特别事需要提前向老师请假。 

2. 带好课本，练习册，笔记本，课件，及文具。 

3. 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提问。 

4. 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5. 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集体活动 

6. 上课时不能使用任何电子用品 

7. 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 

需购置的学习用品： 

课本, 练习册, 笔记本 1个，文具等 

 



 

 

 

评分标准: 

1. 期末考试(50%)：学期末进行综合考试，包括听、说、读、写四部分。 

2. 家庭作业(20%)：学生每个星期都会有作业, 主要包括读和写两部分，有时会有课外作业。 

3. 单元测验(20%):在每 3个单元结束后会有一次单元测验,学生将在规定时间完成测验。 

4. 课堂表现(10%)：是否积极认真听讲，做笔记，并回答问题。 

备注：第一，二，三册也会考 

教学内容：  

本册书分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不同的主题，根据不同主题会加入不同的补充材料。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课堂活动 

第

一 

单 

元 

 
1. 给爷爷的信 
2. 颐和园 

3. 凡尔赛宫 

 

1. 会读会写 44 个生字。 
2. 掌握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 理解重点学习的句子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5. 描述风景。 

谈谈自己旅游的

经历 

第 

二 

单 

元 

4. 晒太阳 
5. 小马过河 
6. 猴子捞月亮 

 

1. 会读会写 34 个生字。 
2. 掌握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 理解重点学习的句子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5. 同形字的辨别及运用。 
 

讲故事 

第 
三 
单 
元 

 
7. 古诗二首 
8. 司马光 
9. 数星星的孩子 

 

 
1. 会读会写 42 个生字。 
2. 掌握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 理解重点学习的句子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5. 好的学习习惯从小养成。 
 

 
 
古代名人介绍 

第 
四 
单 
元 

 
10. 问答 
11.  大自然的语言 

12. 月亮上有什么 

 
1. 会读会写 40 个生字。 
2. 掌握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 理解重点学习的句子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简单自然科普 



 

 

 

 

教学计划 

每课计划用两到三个课时完成，前两课时完成教材，第三课时为课堂练习和课外知识补充 
课程次数  日期 内容 

1  9/10 新学期介绍     学生互相了解，介绍，暑假趣味事情 
       2 9/17 学习第一课     生词 句型   朗诵课文 
       3 9/24 完成第一课     课堂，课外练习   开始第二课   生词 句型 

4 10/1 继续第二课     生词 句型   朗诵课文   分组进行对话练习 
5 10/8 完成第二课     课堂练习    课外知识    开始第三课 
6  10/15 学习第三课     生词 句型 课文    练歌 
7 10/22 完成第三课     做练习 练歌 
8  10/29  第一单元测验   练歌 
9  11/5 开始第四课     生词 句型       继续准备演唱比赛 
10  11/12 继续第四课     讲解并朗读课文    继续准备演唱比赛 
11  11/19 中文停课    中文歌曲比赛 
12  11/26 全校停课       感恩节      
13  12/3 完成第四课     课堂、课外练习     开始第五课                                  
14  12/10 继续第五课     生字    句型        
15 12/17 完成第五课     课堂、课外练习：折筷子  
16 12/24 全校停课         圣诞节   
17  12/31  全校停课         新年 
18  1/7 开始第六课     生词 句型 
19 1/14 学习第六课     课文  课后阅读         阅读：猴子掰玉米   
20 1/21 第二单元测验      开始第七课      
21 1/28 学习第七课     生字 句型                  阅读：古诗二首 
22 2/4 完成第七课     课文  课后阅读    课外练习        
23  2/11 开始第八课     生字 句型    中文书写比赛截稿 
24  2/18 学习第八课     课文  对话练习         阅读：华盛顿的故事 
25  2/25 完成第八课     课文练习   课后阅读     开始第九课 
26 3/4 学习第九课     课堂、课外练习       阅读：聪明的爱迪生                              
27 3/11 继续第九课      复习第三单元        
28 3/18 第三单元测验     中文演讲比赛布置                  
29 3/25 开始第十课         生字    中文演讲比赛练习                       
30 4/1 中文课停课         中文演讲/朗诵比赛                     
31  4/8 继续第十课      句型  课文   阅读：特别的朋友            
32  4/15 完成第十课       课堂、课外练习      开始第十一课 
33  4/22 学习第十一课       生词 句型  课文 
34  4/29 全校停课 



35 5/6 完成第十一课       课外练习    阅读：要下雨了    开始第十二课 
36  5/13 学习第十二课       生词   句型   课文       阅读：人造卫星                                         
37  5/20 完成第十二课       复习第四单元                        
38 5/27 第四单元测验       总复习                
39 6/3 期末考试 （一，二，三，四册）  布置暑假作业  

      40 6/10 全校停课   结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