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的传说 
 

Immersion/英语母语者/华裔学⽣/ 初级中级学习者 课堂适用 
 

iChineseReader 
周凌菲 

学⽣⽔平：初/中级（OPI standard） 
课时：45 分钟 

课堂材料 Class materials： 
切好的月饼、电脑 PPT、电视/投影仪。 
 
（如⽆ PPT 投影仪/电视等设备，可根据课件内容使用海报、白板、词卡等⼯具替换。） 
 
教师参考 Teachers’ reference： 
https://baike.baidu.com/item/嫦娥奔月/106?fr=aladdin  

课堂流程 Class schedule: 
 
【45 分钟课型】 
3 分钟 热身 
5 分钟 引⼊ 
10 分钟第⼀段+ 8 分钟 Activity（⿊盒⼦游戏） 
7 分钟  第⼆段+ 5 分钟 Activity（⿊盒⼦游戏） 
2 分钟  第三段 
3 分钟  本课总复习 
2 分钟  发 worksheet 练习单，留作业 
 
【40 分钟课型】 
5 分钟 引⼊ 
10 分钟第⼀段+ 5 分钟 Activity（⿊盒⼦游戏） 
8 分钟  第⼆段+ 5 分钟 Activity（⿊盒⼦游戏） 
2 分钟  第三段 
3 分钟  本课总复习 
2 分钟  发 worksheet 练习单，留作业 

 
 
【30 分钟课型】 
5 分钟 引⼊ 
10 分钟第⼀段  
7 分钟  第⼆段 
2 分钟  第三段 
4 分钟  本课总复习 
2 分钟  发 worksheet 练习单，留作业 
 
*本课件内，每个步骤涉及到的“⽣词”、“语法点”、“输
出语段”都已在表格左侧的注释区整理列好。相关表格
可供复制粘贴，附于附录中。 
 
*本课件内，“【】”符号内内容为板书或 PPT 上显示
的⽣词/句⼦。您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如添加拼
音、图片、删减英⽂、调整齐唱和点读情况等。 
 
*本课件内，附录另附有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ject
⽅案及舞台剧排演⽅案。 
 



 

 

时间 流程 

3 分钟【热身】 
 
（1）此部分的⽣词： 
馅⼉ 
 
复习的词语： 
甜、咸、苦、辣 
 
（2）此部分的语法
点： 
S.+的+月饼馅⼉+是+
（味道词）+的。 
 
*此处语法点为隐性掌
握内容。 
 

热身活动 
 
（请教师购买⼏块月饼，并提前将切成小块，课前 1-2 分钟分发给同学们。） 
 

1. 这个月饼好吃吗？(好吃/不好吃。) 
 

2. 它的馅⼉是什么味道的？ 
【馅⼉ filling】-领读+齐唱 
【甜 sweet】-复习+齐唱 
【咸 salty】-复习+齐唱 
【苦 bitter】-复习+齐唱 
【辣 spicy】-复习+齐唱 
 

3. 老师的月饼馅⼉是咸的。（示例） 
再问-你的月饼馅⼉是什么味道的？（单点回答。） 

【我的月饼馅⼉是甜的。】-领读+齐唱 
 

4. 他的月饼馅⼉是什么味道的呢？  
         （PPT 图片：辣椒+月饼+⼀个龇牙咧嘴的小男孩。） 
【他的月饼馅⼉是辣的。】 

5 分钟【引⼊】 
 
（1）此部分的⽣词： 
中秋节 
农历 
形状 
弯弯的 
半圆的 
椭圆形的 
圆的 
亮 
 
（2）此部分的语法
点： 
XX 节+是+（日期）。 
 
这个/那个+sth.+是+
（形状）+的。 

 
1. 谁知道“月饼”和中国的什么节日有关呢？（中秋节。） 

【中秋节 the Mid-Autumn Festival】-领读+齐唱 
 

2. 中“秋”节——你猜是在什么季节？（秋季。） 
 

3. 今年的中秋节是⼏月⼏号？ 
（PPT 日历上圈出。建议这里选用公立、农历都有的日历图片，贴近现
实，考察学⽣认读农历日历的能⼒。） 

【今年的中秋节是 9 月 13 号。】  
 

4. 9 月，果然是秋天！那中秋节是农历的哪⼀天？  



 

 

 
*此处语法点为隐性掌
握内容。 
 
（3）此部分应掌握的
输出型语段： 
 
每年农历⼋月⼗五的晚
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
亮。 
 
这⼀天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中秋节。 
 
 
 
 
 
 
 
 

【农历 lunar calendar】-领读+齐唱 
            中秋节是农历的哪⼀天——句⼦？ 
【中秋节是农历的⼋月⼗五。】-齐唱 
 

5. 农历⼋月⼗五这⼀天，月亮是什么形状的呢？（选图） 

*图片来源：Level 8《月亮的形状》。 
本课可结合科学课内容组成系列课程。 

 
【形状 shape】-领读+齐唱 
【弯弯的 curved】-领读+齐唱 
【半圆的 semicircular】-领读+齐唱 
【椭圆形的 oval】-领读+齐唱                
【圆的 round】-领读+齐唱      
    
（选中任⼀月亮，提问。） 

这个月亮是什么形状的？（这个月亮是半圆形的。） 
那个月亮是什么形状的？（那个月亮是椭圆形的。） 
那个月亮是什么形状的？（那个月亮是弯弯的。） 
⼋月⼗五这⼀天，月亮是什么形状的呢？ 

【⼋月⼗五这⼀天，月亮是圆的。】 
因为圆，所以很⼤，月亮的光怎么样？（很亮。） 

【亮 bright】-领读+齐唱 
【月亮的光很亮。】-领读+齐唱 
 

6. PPT 显示如下语段，带领⼤家⼀起填读： 
【每年农历_______的晚上，天上的月亮又__又__ 。 
这⼀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______。】 
 
填读后，依次显示答案： 
【每年农历⼋月⼗五的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 
这⼀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7. 播放 iChineseReader 有声卡通故事书： 

Level 10 《嫦娥奔月》。 
播放第 1 页，与前面铺垫相衔接： 
“每年农历⼋月⼗五的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这⼀天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中秋节。” 

 

10 分钟【第⼀段】 
 
（1）此部分的⽣词： 
后羿 
射 
弓箭 
⽓温 
正常 
庄稼 
活了 
神仙 
长⽣不老药 
以前 
开始 
后来 
最后 
 
（2）此部分的语法
点： 
S.+用+(⼯具)+V.+数词
+量词+N. 
 
“了”的用法。 
 
*此处语法点为隐性掌
握内容。 
 
（3）此部分应掌握的
输出型语段： 
 
以前/开始，天上有⼗
个太阳，太热了。 
 

《嫦娥奔月》第⼀段 
 

1. 谁知道，为什么中国⼈要过中秋节呢？（学⽣ 答任意答案。） 
2. 好，我们⼀起来看看传说里，⼋月⼗五这⼀天，发⽣了什么？（教师

继续播放《嫦娥奔月》。） 
播放第 2-4 页： 
 
“为什么中国⼈要过中秋节呢？传说在古时候，天上有⼗个太阳，天⽓很
热，庄稼都快⼲死了，⼈也快没有⽔喝了。 
 
有⼀个叫后羿的男⼈，⼒⽓很⼤。他为了救⼤家，就用弓箭射下了九个
太阳，只留下了⼀个。 
 
很快，⽓温正常了，庄稼活了过来，⼈也有⽔喝了。为了奖励后羿，天
上的神仙给了他⼀颗“长⽣不老药”。神仙告诉后羿，吃了这颗药，⼈就
不会死。” 

 
3. 好。我们先看——他是谁？（后羿。） 

 
【后羿 Houyi】-领读+齐唱 
 

4. 后羿在做什么？（后羿在射太阳。） 
【射 shoot down】-领读+齐唱 
 

5. 后羿射了⼏个太阳？（后羿射了九个太阳。） 
 

6. 他用什么射的？（用弓箭射的。） 
【弓箭 bow and arrow】 
【后羿用弓箭射了九个太阳。】-领唱+齐读 
（红字部分为空格，学⽣填读。读后出现。） 



 

 

后来，后羿用弓箭射了
九个太阳。 
 
最后，⽓温正常了，庄
稼活了，⼈们有⽔喝
了。 
 
神仙给了后羿“长⽣不
老药”。 

 
7. 后羿为什么要射太阳？ 

（以前天上有⼗个太阳/太阳太多，太热。等） 
 

8. 射下太阳后，发⽣了什么？（红体字后显示） 
 射太阳之前 射太阳之后 
⽓温？ 热死了 正常了 
庄稼？ 快⼲死了 活了 
⼈们？ 快渴死了 有⽔喝了 

神仙？ / 给了后羿“长⽣
不老药” 

 
【⽓温 temperature】-领读+齐唱 
【正常 normal】-领读+齐唱 
【庄稼 crops】-领读+齐唱 
【神仙 Gods//Goddesses】-领读+齐唱 
【长⽣不老药 elixir】 
 

9. 教师带领学⽣⼀起，理顺第⼀段内容。 
（屏幕显示上面表格，蓝字部分为已有内容，红字部分为学⽣回答后
再依次出现的内容。） 
 

              
*该表格可供复制粘贴，放于⽂末附录中。 

 
学习下列逻辑连接词（在屏幕侧面显示），教师带领学⽣理顺语段时，请用连
接词引导学⽣进⾏。 
【以前 in the past】-领读+齐唱 
【开始 at the beginning】-领读+齐唱 
【后来 then】-领读+齐唱 
【最后 finally】-领读+齐唱 



 

 

 
 

8 分钟【游戏时间】 
 
 

Activity 
现在，到“⿊盒⼦游戏”时间啦！ 
 
游戏规则：（1）教师将表格内容部分擦去； 

（2）给同学们击鼓传花； 
（3）传到的同学，根据表格提示复述故事；     

                       
（4）如中断，可选 1 位小帮⼿，帮忙回答； 
（5）每位同学答完，教师都回到上⼀页完整的 
PPT，针对回答情况，迅速进⾏复习。 

 
*此游戏旨在训练提升学⽣: 
①对叙述性故事的“重述”能⼒（re-narrate ability）； 
②对“叙事结构”的掌控能⼒（narration structure） 
③⽣成“中⽂段落”的表达能⼒（paragraph expression）。 
 
*请教师根据本班学⽣⽔平，选择表格隐藏的比例多少。 
*请教师根据情况分组游戏，可计分或零食奖励。 



 

 

7 分钟【第⼆段】 
 
（1）此部分的⽣词： 
嫦娥 
妻⼦ 
丈夫 
飘 
想念 
接着 
 
（2）此部分的语法
点： 
S.1+是+S.2+的+妻⼦/
丈夫。 
 
xx+飘+到了+地点状
语。 
 
*此处语法点为隐性掌
握内容。 
 
（3）此部分应掌握的
输出型语段： 
 
开始，嫦娥不小⼼吃了
长⽣不老药。 
 
接着，她就飘了起来，
飘到了月亮上。 
 
最后，后羿只能每天看
着月亮，想念嫦娥。 

《嫦娥奔月》第⼆段 
 

1. 游戏结束了，⼤家小⼼，⼀会⼉咱们还有⼀轮这样的游戏。你们要好好
准备啊！ 
 
接下来，继续播放《嫦娥奔月》第⼆段。 
播放第 5-6 页： 

 
 “可是，后羿的妻⼦嫦娥不小⼼吃了这颗药。吃完以后，她的身体忽然飘
了起来，⼀直飘到了月亮上。那天，正好是农历⼋月⼗五。 
 
后来，后羿只好每天看着月亮，想念嫦娥。” 

 
2. 她是谁？（嫦娥） 

 
【嫦娥 Chang’e】 

3. 嫦娥是后羿的什么⼈？（妻⼦。） 
【妻⼦ wife】-领读+齐唱 

嫦娥是后羿的——给我句⼦？ 
【嫦娥是后羿的妻⼦。】-单点+齐唱 

后羿是嫦娥的什么⼈？（丈夫。） 
【丈夫 husband】-领读+齐唱 

后羿是嫦娥的什么⼈——句⼦？ 
【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单点+齐唱 

4. 这个故事里，嫦娥飘了起来。她吃了什么——为什么会飘起来呢？ 
【她吃了长⽣不老药。】-领读+齐唱 
【长⽣不老药 elixir】-领读+齐唱 
【飘 float】-领读+齐唱 

5. 糟了！她吃了以后，还是⼈吗？（不是了。） 
她变成了什么？（神仙。） 

【神仙 Gods/Goddesses】-复习+齐唱 
6. 她变成神仙了。她飘到了哪里？ 

【她飘到了月亮上。】 
7. 嫦娥飘到了月亮上，那后羿怎么办？他做了什么？ 

【他每天看着月亮，想念嫦娥。】 
（红字部分为空格，学⽣填读。读后出现。） 
 



 

 

【想念 miss】-领读+齐唱 
8. 教师带领学⽣⼀起，整个理顺第⼆段内容 

（屏幕显示如下表格，蓝字部分为已经填好的⽂字，红字部分为学⽣回
答后再依次出现的内容）： 

 
请用下列连接词引导学⽣进⾏。 
【开始 at the beginning】 
【接着 next】-领读+齐唱 
【最后 finally】 

5 分钟【游戏时间】 Activity 
现在又到了“⿊盒⼦游戏”时间啦！规则同上，略。 

2 分钟【第三段】 
 
（1）此部分的⽣词： 
吃团圆饭 
吃月饼 
赏月 
 
（2）此部分的语法
点： 
S.+在+节日+V.+N.  
 
*此处语法点为隐性掌
握内容。 
 
（3）此部分应掌握的
输出型语段： 
 
中国⼈在中秋节吃团圆
饭、吃月饼、赏月。 

1. 这就是后羿和嫦娥的故事。 
嫦娥奔月的这天，是农历的什么日⼦呢？（⼋月⼗五。） 

2. 这天是⼋月⼗五，所以，每到⼋月⼗五，我们就会赏月，吃月饼，过中
秋。 
 
继续播放《嫦娥奔月》第 7 页： 
 
“从那以后，⼈们就在农历⼋月⼗五这天，全家⼈⼀起吃月饼，看月亮，
和家⼈团圆。这就是中秋节的传说。” 
 

3. 所以，现在的⼈们，会在⼋月⼗五中秋节这天做什么？ 
【吃团圆饭 have reunion dinner】-领读+齐唱/单点 
【吃月饼 have mooncakes】-领读+齐唱/单点 
【赏月 moon appreciation】-领读+齐唱/单点 
         很好。所以，中国⼈在中秋节都做什么——说句⼦？ 
【中国⼈在中秋节吃团圆饭、吃月饼、赏月（亮）。】 

3 分钟【本课总复习】 总复习： 



 

 

教师带领学⽣，⼀起填读表格内容。学⽣读后，红体字显现。 

 
*该表格可供复制粘贴，放于⽂末附录中。 

2 分钟【留作业】 下发“worksheet”（请教师将上述表格红字部分挖空，做成 worksheet 供使用）； 
下发“⽣词表”（请教师根据本班学⽣⽔平，合理取舍⽣词，供课后复习使用）。 
 
作业： 

（1） 请你看着 worksheet，把中秋节的传说故事讲给同学听（视情况可填
写），看看能不能都记下来？ 

（2） 嫦娥为什么会“不小⼼”吃下了“长⽣不老药”呢？这中间发⽣了什么？ 
请你查⼀查，都有哪些不⼀样的说法和故事。下节课分享给同学们。 

注 为⽅便⼀线老师阅读，将本堂课的“本课目标”和“终极目标”附在下⽅。 

 本课目标 Class objectives 
 
学⽣能够： 
结合逻辑连接词（开始/以前、后来、最后），复述“后羿射日”的传说故事； 
结合逻辑连接词（开始、接着、最后），复述“嫦娥奔月”的传说故事； 
阐述中秋节在农历的⼋月⼗五，传统习俗为吃团圆饭、吃月饼、赏月； 
熟悉叙事性故事的六⼤要素，即时间、地点、⼈物、开端、过程、结局； 
认读日历上的农历日期。 
 
终极目标 Ultimate objectives 
学⽣能够： 
在面对全新的叙事⽂本时，能够借助叙事的六⼤要素分析结构； 
产出结构清晰的中⽂叙述性语段； 
体会中国⽂化里的浪漫情怀（如：中秋节是⼀位⼥⼦飞到月亮上的故事）； 
了解不同⽂化里⼈性的相通之处（如：面对爱⼈分离，⼈们都会伤⼼）； 
了解不同⽂化里的⼈们对美好⽣活的共同追求（如：吃团圆饭）； 
具备跨⽂化理解视角，具有较强的跨⽂化交际知识、思考能⼒与包容视角。 

 



 

 

 
附录 A： 
 
可复制、粘贴使用的表格。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时间 以前 后来（有一年的八月十五） 现在 

地点 地球 地球，月球 地球 

人物 后羿，神仙 嫦娥 人们 

  

开始 天上有十个太阳，太热了。 嫦娥不小心吃了长生不老药。 每到农历的八月十五， 

就会吃团圆饭、吃月

饼、赏月。 
过程 后羿用弓箭射了九个太阳。 嫦娥飘了起来，飘到了月亮上。 

结局 气温正常了， 

庄稼活了， 

人们有水喝了。 

神仙给了后羿“长生不老药”。 

后羿每天只能看着月亮， 

想念嫦娥。 

 
 
 
 
 
 
 
 
 
 
 
 
 
 
 
 
 
 
 
 
 
 
 
 
 
 
 
 



 

 

 
 
附录 B： 
 

1. 探究式学习方案设计 Inquiry-based project design： 
 

 

嫦娥“不小心”吃了长生不老药。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请你查阅资料，看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如：强盗抢夺版、自私后悔版、后羿暴君版等） 

         *教师参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嫦娥奔月/106?fr=aladdin 

 

（2）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为什么？ 

（3） 不同的说法，体现了人们什么不同的想法？ 

（4） 查一查，你的文化或其它文化的传说故事里，有没有相似的情节？ 

（5） 找一个你感兴趣的点，比较你喜欢的传说故事，谈谈你的想法和发现吧！ 

 

 
 

2. 训练“写”/“说”能力的作业设计 Chinese output training design： 

 

 

神仙只给了后羿一颗“长生不老药”，可后羿和嫦娥是两个人，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请你发挥想象，给这个故事编一个不一样的结尾，也解决好这个问题吧！ 

 

要求：（1）运用逻辑连接词（如：开始、后来、最后）； 

（2）500 字左右。 

       *教师可根据学生水平调整是“写”故事还是“说”故事，以及汉字、拼音和英文的使

用程度。 

 

 

3. 舞台剧/话剧设计 Play design: 
 

 

将学生分成小组，排一出戏剧，表演“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拟设计框架如下： 

 

第一幕：后羿射日 

[时间：远古] 

[地点：田野里] 

[人物：后羿、民众、神仙] 



 

 

[道具：十个太阳、扇子、干枯的植物、干枯的河床、玩具弓箭、神仙的衣服、长生不老药] 

 

*请教师根据学生语言水平，精心设计对话的用词、长度、难度等。 

 

第二幕：嫦娥奔月 

[时间：远古] 

[地点：后羿家中、月亮上] 

[人物：嫦娥、后羿] 

[道具：嫦娥仙女装、长生不老药、电风扇、月亮背景板、擦眼泪的手绢] 

 

*请教师根据学生语言水平，精心设计对话的用词、长度、难度等。 

*教师也可根据学生情况，设计一段嫦娥吃下长生不老药的原因，丰富情节层次性。 

 

第三幕：合家赏月 

[时间：现代] 

[地点：家中] 

[人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兄弟姐妹] 

[道具：圆形桌子、椅子、家中望月的窗口、月亮背景板、月饼、假菜肴、酒壶和酒杯、瓜果] 

 

*请教师根据学生语言水平，精心设计对话的用词、长度、难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