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 1 单元（第 25 册）教学安排

第一节课  上课内容 第二节课  上课内容 回家作业

第一周 开学

古诗《塞下曲》

听故事：谁来当国王

学习《祖先的歌谣》前半部

分

巩固《学诗》前半部分

自学《飞将军李广》《上课第一天》

预习《学诗》后半部分

作文：谁来当国王（写故事）

第二周 古诗《春怨》

复习《学诗》前半部分

朗读《飞将军李广》《上课第一天》

学习《祖先的歌谣》后半部

分

巩固《学诗》后半部分

自学《野牵牛》《卖菜谣》《用时间…( 上 )》

预习《祖先的歌谣》前半部分

第三周 古诗《清明》

复习《学诗》后半部分

朗读《野牵牛》《卖菜谣》《用时间…( 上 )》

学习《学诗》前半部分 巩固《祖先的歌谣》前半部分

自学《秦始皇（上）》《用时间…( 下 )》

预习《祖先的歌谣》后半部分

第四周 古诗《绝句》

复习：《祖先的歌谣》前半部分

朗读：《秦始皇 ( 上 )》《用时间…( 下 )》

学习《学诗》后半部分 巩固《祖先的歌谣》后半部分

自学《秦始皇（下）》《保护根本》

预习《来之不易的“绿”字》

第五周 古诗《商歌》

复习：《祖先的歌谣》后半部分

朗读《秦始皇（下）》《保护根本》

学习《来之不易的“绿”

字》

巩固《来之不易的“绿”字》

自学《妹妹考哥哥》《远行的朋友》

预习《中国民歌》

第六周 古诗《鹿柴》

复习《来之不易的“绿”字》

朗读《妹妹考哥哥》《远行的朋友》

学习《中国民歌》 巩固《中国民歌》

自学《歌词选》《贵人哪里来 ( 上 )》

预习《阴历，阳历，阴阳历》前半部分

第七周 古诗《长干曲》

复习《中国民歌》

朗读《歌词选》《贵人哪里来 ( 上 )》

学习《阴历，阳历，阴阳历》

前半部分

巩固《阴历，阳历，阴阳历》前半部分

自学《苏东坡和对联》《贵人哪里来 ( 下 )》

预习《阴历，阳历，阴阳历》后半部分

作文：秦始皇（研究报告）

第八周 古诗《题西林壁》

复习《阴历，阳历，阴阳历》前半部分

朗读《苏东坡和对联》《贵人哪里来 ( 下 )》

学习《阴历，阳历，阴阳历》

后半部分

巩固《阴历，阳历，阴阳历》后半部分

准备口试

自学《有趣的标点》《无心的错误》

第九周 总复习 口试《阴历，阳历，阴阳历》 

第十周 个别口试与笔试



第一节课  上课内容 第二节课  上课内容 回家作业

第一周 开学
古诗《石头城》
听故事：《赚钱！花钱？》

学习 《破釜沉舟》 巩固 《破釜沉舟》
自学 《鸿门宴》《据理力争》
预习 《四面楚歌》前半部分
作文：《赚钱！花钱？》（写故事）

第二周 古诗《绝句》
复习《破釜沉舟》
朗读 《鸿门宴》《据理力争》

学习 《四面楚歌》
前半部分

巩固 《四面楚歌》前半部分
自学 《韩信背水立阵》《靠自己和靠父母》
预习 《四面楚歌》后半部分

第三周 古诗《题乌江亭》
复习 《四面楚歌》前半部分
朗读《韩信背水立阵》《靠自己和靠父母》

学习 《四面楚歌》
后半部分

巩固 《四面楚歌》后半部分
自学 《张良拜师》《师生之间》
预习 《清明上河图》前半部分

第四周 古诗《春夜洛阳闻笛》
复习：《四面楚歌》后半部分
朗读：《张良拜师》《师生之间》

学习 《清明上河图》
前半部分

巩固 《清明上河图》前半部分
自学 《大风歌》《忧患意识》
预习 《清明上河图》后半部分

第五周 古诗《春夜喜雨》
复习：《清明上河图》前半部分
朗读 《大风歌》《忧患意识》

学习 《清明上河图》
后半部分

巩固 《清明上河图》后半部分
自学《清明上河图细赏》《重新来过 ( 上 )》
预习 《野草》

第六周 古诗《从军行》
复习《清明上河图》后半部分
朗读《清明上河图细赏》《重新来过 ( 上 )》

学习 《野草》 巩固 《野草》
自学 《对联》《重新来过 ( 下 )》
预习 《王羲之妙写春联》
作文：论项羽是不是英雄

第七周 古诗《出塞》
复习《野草》
朗读 《细柳营》《重新来过 ( 下 )》

学习 《王羲之妙写春联》 巩固 《王羲之妙写春联》
自学 《细柳营》《快乐是什么》
预习 《说 “对仗”》

第八周 古诗《观猎》
复习《王羲之妙写春联》
朗读 《细柳营》《快乐是什么》

学习 《说 “对仗”》 巩固 《说 “对仗”》
准备口试
自学 《歇后语》《在风雨中成长》

第九周 总复习 口试 《说 “对仗”》 

第十周 个别口试与笔试

九年级 2 单元（第 26 册）教学安排



第一节课  上课内容 第二节课  上课内容 回家作业

第一周 开学
古诗：子夜吴歌
听故事：跟花谈话的园丁

学习 《为学》前半部分 巩固 《为学》前半部分
自学 《难易及其他》《打工》
预习 《为学》后半部分
作文：跟花谈话的园丁 （写故事）

第二周 古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
复习《为学》前半部分
朗读 《打工》《难易及其他》

学习 《为学》后半部分 巩固 《为学》后半部分
自学 《龙》《退路》
预习 《汉字字体沿革》前半部分

第三周 古诗：黄鹤楼
复习《为学》后半部分
朗读《龙》《退路》

学习 《汉字字体沿革》
前半部分

巩固 《汉字字体沿革》前半部分
自学 《草圣张旭》《天才是什么》
预习 《汉字字体沿革》后半部分

第四周 古诗：月下独酌
复习：《汉字字体沿革》前半部分
朗读：《草圣张旭》《天才是什么》

学习 《汉字字体沿革》
后半部分

巩固 《汉字字体沿革》后半部分
自学 《刘德升写行书》《真实的生活》
预习 《王羲之》
行书练习

第五周 古诗：游子吟
复习：《汉字字体沿革》后半部分
朗读 《刘德升写行书》《真实的生活》

学习 《王羲之的故事》 巩固 《王羲之的故事》
自学 《文房四宝》《不必在乎》
预习 《趵突泉》

第六周 古诗：忆江南
复习《王羲之的故事》
朗读 《文房四宝》《不必在乎》

学习 《趵突泉》 巩固 《趵突泉》
自学 《忆老舍》《泪脸和笑脸》
预习 《七子之歌 澳门》       作文 《汉字》

第七周 古诗：清平乐
复习《趵突泉》
朗读《忆老舍》《泪脸和笑脸》

学习 《七子之歌 澳门》 巩固 《七子之歌 澳门》

自学 《洗衣歌》《愈烧愈发》
预习 《唐宋元明清》

第八周 古诗：天净沙
复习《七子之歌 澳门》

朗读《洗衣歌》《愈烧愈发》

学习 《唐宋元明清》 巩固 《唐宋元明清》准备口试
自学 《印章》《手足之情》

第九周 总复习 口试 《唐宋元明清》 

第十周 个别口试与笔试

九年级 3 单元（第 27 册）教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