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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中⽂⼜语系列——四年级趣味⼜语 
 

“趣味⼜语”部分安排在放学前最后⼀项，尽量轻松活泼些。除了说中⽂，还希望能通过这

个有趣的环节让孩⼦喜欢中⽂课，更喜欢来中⽂学校。另外，把这个环节作为最后⼀项，

孩⼦们见到家长时这个环节刚刚结束，还记忆犹新，如果对本周的“趣味⼜语”部分感兴

趣，他们会主动和家长分享，⽆形中又拉长了说中⽂的时间。 

⽼师们每次放学前也可以说⼀两句话来引导和⿎励孩⼦们和家长分享“趣味⼜语”的内容。

下次上课时再来询问下上周学⽣们在家⾥的执⾏情况。希望让孩⼦们觉得既有动⼒（趣味

性）又有压⼒（⽼师会问）来和家长说说中⽂。（我给出了每周引导语和询问语的例句，

⽼师可以根据情况⾃⼰改动。） 

⽼师们可以不采⽤我们编写的内容，⾃⼰根据情况编写。但希望每周都安排趣味⼜语。 

这部分的设计原则是：⼀，要有趣味性。⼆，⽬的是说中⽂⽽不是活动⾝体，即使马上要

放学，也不该让课堂秩序陷⼊混乱。三，句⼦不能过长。四，尽量不要让⽼师准备任何

“教具”，否则会降低⽼师们的参与度。五，最好能结合本周课⽂内容。 

这个环节还有⼀个基本要求：全班每个同学都要依次发⾔。这也是区别于课堂其他环节的

重要⼀点，不能只让外向爱举⼿的同学说话，内向腼腆不会主动发⾔的同学也要能说到中

⽂。 

希望试⽤的⽼师能给我们反馈如下内容：试⽤了其中哪⼏周的内容？⾃编了哪些周的？⾃

编的内容是什么？哪⼏周的效果⽐较好？哪⼏周的效果不好？ 

希望我们抛出的“砖”能引来很多很多的“⽟”，把我们的趣味⼜语进⼀步完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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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单元 
第⼀课：⼩丽长⼤了 

形式：问答接龙 

内容：“我有⼀双灵巧的⼿，样样事情都会做。我会 XXX，你会做什么？”每个⼈把句中

的 XXX 替换成⾃⼰会做的⼀件事情，最好是⼀种家务。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观察⼀下，爸爸妈妈每天都做哪些家务，有哪些是你们能帮忙的？

这些家务⽤汉语怎么说？ 

下⼀周询问语：上周在家⾥有没有学到⼀些家务的汉语说法？ 

 

第⼆课：⼗⼆⽣肖歌 

形式：回答问题 

内容：“如果让我选择⾃⼰的⽣肖，我想属 XX，因为……” 

每个学⽣说出⾃⼰想要属的动物，并且说明原因。动物不限制⼗⼆⽣肖⾥⾯的，⽽是任何

的动物都可以。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征集⼀下家⾥⼈的答案，看看他们都想要属什么？ 

下⼀周询问语：关于想要属什么动物，你们家⾥有⼈给出什么好玩的答案没有？ 

 

第三课：蔡伦造纸 

第⼀周 

形式：词汇造句 

内容：A 同学从本周词汇中任意选择⼀个，让 B 同学⽤这个词造句，然后 B 选⼀个词让

C 同学造句，依次进⾏，最后⼀名同学选个词让 A 造句。 

为了避免“选择困难症”的学⽣选词占⽤太长时间，⽼师也可以把⼤字卡拿在⼿⾥，让学⽣

来抽词。 

如果学⽣⽔平⽐较⾼，还可以进⾏选两个词来造句的⾼难度版，趣味性会更强。 

放学前引导语：请你们回家做作业的时候顺便和爸爸妈妈玩这个游戏，看看能造出什么样

的句⼦。 

下⼀周询问语：你们⽤上周的词汇在家玩造句游戏了吗？ 

 

第三课：蔡伦造纸 

第⼆周 

形式：词语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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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师从课⽂中选出⼀个容易联想的词，让 A 同学由这个词联想出另⼀个词（联想

出来的词不要求是课⽂⾥的），并说明理由，B 再由 A 的词联想下去。进⾏不下去时，

⽼师可以选择⼀个新的词重新开始。 

亚洲→中国，因为中国在亚洲。→北京，因为北京在中国。→烤鸭，因为我在北京吃过烤

鸭。→汤，因为我吃烤鸭的时候也喝了鸭汤…… 

课上可以选的词：实验，亚洲，舒服，⽅便…… 

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公路”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

想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公路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第四课：⽥忌赛马 

第⼀周： 

形式：⽐输赢 

内容：A 和 B ⼀起说“⽯头剪⼑布”，出拳，输的同学对赢得同学说“赢了别骄傲”，赢的同

学对输的说“输了不要哭”。依次全班每个同学都玩到。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时候玩游戏输了都哭没哭过。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问过⼩时候输过没有。 

 

第四课：⽥忌赛马 

第⼆周： 

形式：解说 

内容：类似故事接龙，请学⽣们想象⼀下第⼆场赛马的实况，按顺序每⼈说 1-2 句话，为

第⼆场⽐赛进⾏解说。 

放学前引导语：你们回家后可以试着为不同的东西解说，⽐如找⼀段你们⼩时候的视频，

不放声⾳，来解说。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给什么内容的视频解说了？ 

 

第五课：东郭先⽣和狼 

第⼀周： 

形式：回答问题 

内容：如果狼来向你求救，你会救它吗？为什么？ 

请每个同学说出⾃⼰的答案。 

放学前引导语：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不会选择救狼。 

下⼀周询问语：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救那只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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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东郭先⽣和狼 

第⼆周： 

形式：歇后语 

内容：歇后语是中国⾃古以来在⽣活实践中创造的⼀种特殊语⾔形式，是⼀种短⼩、风

趣、形象的语句。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分起“引⼦”作⽤，像谜⾯，后⼀部分起

“后衬”的作⽤，像谜底，⼗分⾃然贴切。在⼀定的语⾔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

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所以就称为歇后语。 

1，狼吃刺猬——下不了⼜ 

2.狼吃东郭——恩将仇报 

3.东郭先⽣救狼——好⼼没好报 

4.前有狼后有虎——进退两难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请爸爸妈妈再教你们⼀些有趣的歇后语吧 

下⼀周询问语：谁上⼀周学到好玩的歇后语了？ 

 

第⼆单元 
第⼀课：时光⽼⼈的礼物 

形式：词汇造句 

内容：A 同学从本周词汇中任意选择⼀个，让 B 同学⽤这个词造句，然后 B 选⼀个词让

C 同学造句，依次进⾏，最后⼀名同学选个词让 A 造句。 

为了避免“选择困难症”的学⽣选词占⽤太长时间，⽼师也可以把⼤字卡拿在⼿⾥，让学⽣

来抽词。 

如果学⽣⽔平⽐较⾼，还可以进⾏选两个词来造句的⾼难度版，趣味性会更强。 

放学前引导语：请你们回家做作业的时候顺便和爸爸妈妈玩这个游戏，看看能造出什么样

的句⼦。 

下⼀周询问语：你们⽤上周的词汇在家玩造句游戏了吗？ 

 

第⼆课：第⼀次跳伞 

形式：词语联想 

内容：⽼师从课⽂中选出⼀个容易联想的词，让 A 同学由这个词联想出另⼀个词（联想

出来的词不要求是课⽂⾥的），并说明理由，B 再由 A 的词联想下去。进⾏不下去时，

⽼师可以选择⼀个新的词重新开始。 

飞机→上海，因为我坐飞机去过上海。→迪⼠尼，因为我知道上海有迪⼠尼乐园。→⽶⽼

⿏，因为迪⼠尼乐园⾥有⽶⽼⿏…… 

课上可以选的词：跳伞，飞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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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公路”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

想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公路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第三课：地震仪 

形式：传话 

内容：⽼师可以从下⾯的例句中选⼀句，也可以⾃⼰造个跟课⽂有关的句⼦。⽼师把这句

话⼩声告诉 A 同学，要避免其他⼈听到，A 再⼩声告诉 B。全班结束后，请最后⼀位同学

⼤声说出他“听到”的话，再逆序请每个同学说出他“听到”的话。 

学⽣多的班级，⽼师可以将全班分为⼏组，分别告诉每组第⼀个同学相同或不同的句⼦，

最后请每组最后⼀名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再按组请全班每个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

⼦。 

例句：1 地震能把房⼦震倒。2 地震是⾮常可怕的灾难。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和爸爸妈妈玩⼀下传话的游戏，看看能不能把⼀句话传对。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在家⾥玩传话的游戏？想把⼀句话传对是不是很难？ 

 

第四课：神医扁鹊 

第⼀周 

形式：情景对话 

内容：请每两名同学⼀组，分别扮演“发烧嗓⼦疼”的患者和医⽣，进⾏⼀⼩段对话。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可以和爸爸妈妈进⾏⼀段情景对话，你们假装不舒服，不想去上

学，看看爸爸妈妈怎么说。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有没有在家和⽗母进⾏过情景对话？ 

 

第四课：神医扁鹊 

第⼆周 

形式：情景对话 

内容：这回还是扮演医⽣和“患者”，但情节不是去看病，⽽是去体检，让学⽣两两对话，

看看和上周的有什么不同。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和⽗母进⾏情景对话，你们扮演陪孩⼦体检的⽗母，你们的⽗母扮

演医⽣，看看课堂上有没有漏掉的体检时的细节。 

下⼀周询问语：上周和家长在家进⾏体检的对话了吗？ 

 

第五课：捉鱼 

形式：情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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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让学⽣们扮演服务⽣和去餐馆就餐的⼈，两两⼀组进⾏⼀⼩段点餐对话。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也玩⼀下这个游戏，看看他们点的菜是不是你们

最爱吃的。或者你们点爱吃的菜看爸爸妈妈会不会做。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回去点菜让爸爸妈妈做？他们给你们做了吗？ 

 

 

 

第六课：万圣节之夜 

第⼀周 

形式：问答接龙 

内容：A 问 B“今年万圣节你扮成了谁？他是你最想扮成的⼈物吗？”B 回答完 A 的问题再

去问 C，全班依次进⾏，最后⼀名同学向 A 提问。 

放学前引导语：如果让你们替爸爸妈妈们选万圣节扮成谁，你想让他们扮成谁？回去把你

们的答案告诉他们，看看他们明年会不会听你们的建议。 

下⼀周询问语：你们告诉爸爸妈妈你们想让他们扮成谁，他们是怎么说的？ 

 

第六课：万圣节之夜 

第⼆周 

形式：问答接龙 

内容：A 问 B“你最喜欢哪个节⽇？为什么？”B 回答完 A 再去问 C，全班依次进⾏，最后

⼀名同学向 A 提问。 

放学前引导语：你们回去问问爸爸妈妈他们最喜欢什么节⽇，下周来和我们⼤家分享⼀

下。 

下⼀周询问语：你们的爸爸妈妈最喜欢什么节⽇，你们问了吗？ 

 

第三单元 
第⼀课：⽉亮姑娘做⾐裳 

形式：绕⼜令 

内容：太阳红⽉亮黄，太阳热⽉亮凉，⽩天太阳暖洋洋，夜晚⽉亮清亮亮。 

学会后让学⽣们逐⼀背诵，看谁背得最快。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让爸爸妈妈教你们⼀个难⼀点的绕⼜令，下周来被给我们听。 

下⼀周询问语：上周谁学了新的绕⼜令可以和我们分享⼀下？ 

 

第⼆课：河神和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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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词汇造句 

内容：A 同学从本周词汇中任意选择⼀个，让 B 同学⽤这个词造句，然后 B 选⼀个词让

C 同学造句，依次进⾏，最后⼀名同学选个词让 A 造句。 

为了避免“选择困难症”的学⽣选词占⽤太长时间，⽼师也可以把⼤字卡拿在⼿⾥，让学⽣

来抽词。 

如果学⽣⽔平⽐较⾼，还可以进⾏选两个词来造句的⾼难度版，趣味性会更强。 

放学前引导语：请你们回家做作业的时候顺便和爸爸妈妈玩这个游戏，看看能造出什么样

的句⼦。 

下⼀周询问语：你们⽤上周的词汇在家玩造句游戏了吗？ 

 

第三课：放风筝 

形式：词语联想 

内容：⽼师从课⽂中选出⼀个容易联想的词，让 A 同学由这个词联想出另⼀个词（联想

出来的词不要求是课⽂⾥的），并说明理由，B 再由 A 的词联想下去。进⾏不下去时，

⽼师可以选择⼀个新的词重新开始。 

风筝→风，因为有风才能放风筝。→冷，因为刮风时会觉得冷。→外套，因为冷的时候我

会穿外套…… 

课上可以选的词：风筝，蜻蜓，蝴蝶…… 

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天空”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

想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天空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第四课：长城的回忆 

第⼀周 

形式：问答接龙 

内容：A 向 B 提问“你去旅游过的地⽅，你最喜欢哪⾥？没去过的地⽅，你最想去哪⾥？”

B 回答完 A 的问题后再问 C 同样的问题，依次类推，全班最后⼀名同学向 A 提问。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和⽗母谈谈你们最想去的地⽅，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们实现愿望。 

下⼀周询问语：有没有谁的⽗母答应带你们去最想去的地⽅旅游？ 

 

第四课：长城的回忆 

第⼆周 

形式：畅想未来 

内容：现在的⼈不能知道未来，你想象中的 500 年后是什么样⼦？我们住什么样的房⼦？

开什么样的车？吃什么样的东西？那时候的学校什么样⼦？医院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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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根据这些问题，或⾃由发挥说 1-2 句“我想象中 500 年后的未来”。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问问家⾥其他⼈，他们想象中的未来是什么样⼦？ 

下⼀周询问语：你们家⾥其他⼈想象的未来和你们的⼀样不⼀样？你们更喜欢谁的？ 

 

第五课：草船借箭 

第⼀周 

形式：传话 

内容：⽼师可以从下⾯的例句中选⼀句，也可以⾃⼰造个跟课⽂有关的句⼦。⽼师把这句

话⼩声告诉 A 同学，要避免其他⼈听到，A 再⼩声告诉 B。全班结束后，请最后⼀位同学

⼤声说出他“听到”的话，再逆序请每个同学说出他“听到”的话。 

学⽣多的班级，⽼师可以将全班分为⼏组，分别告诉每组第⼀个同学相同或不同的句⼦，

最后请每组最后⼀名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再按组请全班每个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

⼦。 

例句：1 周瑜和诸葛亮都⾮常聪明。2 诸葛亮三天能造好箭吗？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和爸爸妈妈玩⼀下传话的游戏，看看能不能把⼀句话传对。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在家⾥玩传话的游戏？想把⼀句话传对是不是很难？ 

 

第五课：草船借箭 

第⼆周 

形式：天⽓预报 

内容：诸葛亮敢答应周瑜三天内造好箭，说明他能准确预计到会有⼤雾。那么我们现在就

请同学们来模拟⼀段天⽓预报，⽼师可以给学⽣们看 1-2 段天⽓预报的视频，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JEN0zm-ho 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blZO2Yc6Q，请每个同学说 1-2 句话，组成⼀段完整

的天⽓预报。可以每个学⽣只报⼀句城市天⽓预报，“XX 城市晴，15-23 度”，也可以模仿

视频前⾯的那⼀段，“某某地区明天会降温”。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给家⾥其他⼈表演⼀段我们当地的天⽓预报，看看你们报得有没有

诸葛亮准。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做的天⽓预报都准确吗？ 

 

第六课：捞铁⽜ 

形式：词语联想 

内容：⽼师从课⽂中选出⼀个容易联想的词，让 A 同学由这个词联想出另⼀个词（联想

出来的词不要求是课⽂⾥的），并说明理由，B 再由 A 的词联想下去。进⾏不下去时，

⽼师可以选择⼀个新的词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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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桥→⾦门⼤桥，因为⾦门⼤桥是⼀座桥。→旧⾦⼭，因为⾦门⼤桥在旧⾦⼭。→动物园，

因为旧⾦⼭有动物园。→北极熊，因为动物园⾥有北极熊…… 

课上可以选的词：铁⽜，桥，河⽔…… 

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放学”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

想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放学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