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一年级华文 第三学期学习跟进计划 

CATCH-UP PLAN BAHASA CINA TAHUN SATU PENGGAL 3 2021/2022 

 

第二阶段 学习跟进计划 CATCH-UP PLAN FASA 2 
 

星期
MINGGU 

项目 
PERKARA 

执行 
TINDAKAN GURU 

                  目标 
MATLAMAT 

策略 
STRATEGI YANG 

DIRANCANG 

活动 
AKTIVITI YANG 

DIRANCANG 
1 

02-01-2022 
06-01-2022 

第十四单元  

想象的世界 

(一) 我想要的鞋

子 

(二) 蝴蝶在读香

喷喷的报纸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模组练习 辅导计划(TP1-TP2): 

复习之前未达标的标

准 

完成辅助练习 

 

提升与加强计划(TP3-

TP6): 

完成模组练习 

回答思维问题 

 

2 
09-01-2022 
13-01-2022 

第十五单元 

友谊花朵处处开 

(一) 红红的气球 

(二) 花角鹿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3 
16-01-2022 
21-01-2022 

第十六单元 

做情绪的小主人 

 

(一) 我不怕黑 

(二) 我不想生气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4 
23-01-2022 
28-01-2022 

理解文一 

 

理解文二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书写一 

 

书写二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CATCH-UP PLAN FASA 3 
 

MINGGU TEMA/TAJUK STANDARD KANDUNGAN STANDARD 
PEMBELAJARAN 

STRATEGI 
YANG 

DIRANCANG 

AKTIVITI YANG 
DIRANCANG 

5 
30-01-2022 
03-02-2022 

CUTI TAHUN BARU CINA 
 

6 
06-02-2022 
10-02-2022 

理解文三 

 

理解文四 

 

 

 

 

 

 

 

书写三 

 

书写四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7 

13-02-2022 
17-02-2022 

理解文五 

 

 

 

 

 

 

 

 

 

书写五 

 

书写六 

 

书写七 

 

 

 

2.1 阅读与理解教材，能了解

文章的内涵，领会其教育意

义，体验文章表达的情感。在

阅读中发展语感，能感受语言

的优美，积累语言材料，并了

解文章叙述、描写和说明等表

达手法，体会阅读的乐趣。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2.1.1 理解教材，能认识教

材中的汉字，掌握词语，理

解句子、段落篇章的内容。 

2.1.2 阅读教材，培养语

感。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

文章表达的情感，领会其教

育意义。并能感受语言的优

美，培养爱阅读的习惯。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8 
20-02-2022 
24-02-2022 

书写八 

 

书写九 

 

书写十 

3.2 培养书面表达能力,进行

基础写作,学习掌握叙述､描写

和说明等基本表达手法｡要求

从生活中提炼写作材料,不拘

形式地进行写作,做到内容具

体,感情真实,条理清楚,语句

通顺｡并养成书面表达的信心

和兴趣｡ 

3.2.1 练习写话，初步尝试进
行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自
己想说的话，并根据表达的需
要，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对写话
产生兴趣。 

 

模组练习 策划与进行辅导性活

动、巩固性活 

动和加强性活动： 

TP1-TP2: 辅导 

TP3-TP4: 巩固 

TP5-TP6: 加强 

CUTI AKHIR PENGGAL 3: 
25.2.2022-20.3.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