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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字经》游戏集 
 
 

1. 游戏名称：揪尾巴 

目的：练习在一定范围内四散地追逐跑。复习幷巩固字条 

准备：四个字的字条若干做“尾巴”（数目与孩童人数相等） 

游戏规则：请一个孩童追逐者，站在场地中间。其余孩童做被追逐者，四周

场地上，每个孩童把“尾巴”的三分之一塞在自己颈后的衣领中，其余部分拖

在外边。游戏开始，教师发出口令后，孩童在一定的范围内四散跑，追逐者追

捉，尾巴被拉掉的孩童站在场外，当追逐者拉掉三至五条“尾巴”后，全班孩

童认读，游戏结束。把“尾巴”发还孩童，另选追逐者，游戏重新开始。 

注意事项：（1）塞的“尾巴”要便于抽拉；（2）孩童熟悉游戏后，也可增加

一两个追逐者。 

 

2. 游戏名称：打保龄球 

目的：（1）练习滚球击物；（2）复习单个字。 

准备：（1）空 1 升或 2 升装可乐瓶子若干做“保龄球”，侧面贴复习的汉字；

（2）相应的字卡一套，拿在老师手里；（3）皮球两个。 

游戏规则：孩童分成两组站在击球线后，将两套“保龄球”分别在各组孩童

前两米处一字摆开。各组第一名孩童拿皮球，根据老师出示的大字卡迅速击打

相应的“保龄球”，打对中的得一分。换人后游戏反复进行。最后得分多的组

获胜。 

 

3. 游戏名称：快速抢答 

目的：（1）训练孩童快速反应能力，注意力；（2）复习单个字。 

准备：单个字卡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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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字经口诀熟练的基础上复习单字。 

 

4．游戏名称：传话比赛 

目的：（1）训练孩童的听觉能力；（2）熟悉口诀。 

游戏规则：这是由教师、和学生一起进行的游戏，教师第一、学生第二、例

如当教师出示字条时发音：‘乾坤有序、宇宙无疆’，学生要把教师说的话传给

学生。学生再传给学生，当传到教师这里是错误的时候，就要重新传。目的是

让学生能够发音准确的读出教师出示的字条。此游戏在新课复习中运用最佳。 

 

5.游戏名称：接龙 

游戏规则：这个游戏由两个组或两个以上的组进行就可以了。接龙就是把一句

话分成两句，一个人说前，一个人说后。例如：‘乾坤有序、宇宙无疆’做这

个游戏时就要一个人说‘乾坤有序’另一个人说‘宇宙无疆’。规则是这样的，

但是一个接龙游戏可以有很多种玩法。（例如：前 4 字和后 4 字、前 2 字和后 2

字、前 1 字和后 1 字、男声和女声、大声和小声、粗声和细声、等）在教学中

运用了很多接龙游戏，在这里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玩法进行

游戏。 

 

6.游戏名称：说相反 

游戏规则：按照说相反的原则，进行游戏，教师说一句话用的是大声，学

生就要用小声说下一句话。例如：‘乾坤有序、宇宙无疆’；‘星辰密布，斗柄

指航’教师用大声说第一句，那么学生就要用小声讲第二句。 

 

7.游戏名称：点豆豆 

游戏规则：教师用手指无规则的点字，边点边说儿歌，当儿歌结束时，手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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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哪个字，学生就讲出哪个字的读音。 

附儿歌：点豆豆、点豆豆、点、点、点！ 

 

8.游戏名称：小猴吃桃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中运用的比较多，在玩这个游戏时，要事先准备

一个挂图，图上有棵树，树上有桃子，每个桃子上都写的有字，教师和学生扮

演猴子，边说儿歌边去拿树上的桃子，幷说出桃子的名子。 

附儿歌：教师：小猴小猴要摘桃，（此时学生去摘桃） 

教师：摘的什么桃？ 

学生：我摘的是×桃！ 

教师：×桃×桃快拿来！ 

当游戏规则学生已经很熟悉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可以互换角色。或请单个学生

进行游戏。 

 

9.游戏名称：我是小小录音机 

游戏规则：此游戏适用于学习新课中，帮助学生建立音序的环节中进行。

是一种复读形式，教师用一种声音读一句字条时，学生就学教师的声音把字条

上的字再复读一遍。教师可根据孩子在学习中的情绪表现，不断的变换声音，

让孩子学习，幷增加孩子学习的兴趣。（在变换声音时，要尽量运用小动物、

或贴近孩子生活的声音为宜） 

 

10.游戏名称：看看谁的红旗多 

游戏规则：此游戏适合三个或以上的组进行，教师分别把这三个组在黑板

上表示出来，可以画上三个小圆。幷开始进行竞争，看那一组先学会。先学会

的组可以得到一面小红旗，最后可以比比谁的红旗多，当学生表现的特别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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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可以适当对胜利的组进行物质上的鼓励，例如：小红星、小红花等。 

 

11.游戏名称：奇妙的口袋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的时候进行，教师要事先准备好一个大口袋，在

口袋里装着一些一、二、三级字的字卡。在儿歌中进行游戏，学生拿出口袋里

的字卡，大声念出字音，一旦错误时，教师要给予纠正。 

附儿歌：奇妙的口袋东西多，快来摸摸是什么？（对的进行鼓励，错误的

要及时纠正） 

 

12.游戏名称：开汽车 

游戏规则：教师和孩子先将字卡摆成长长的马路，用手指当小汽车，每开

一步就有一个字卡，如果学生能正确说出字卡的音，就可以继续住前开，如果

错误，教师要带领学生多读几遍。 

 

13.游戏名称：拼图 

游戏规则：此游戏运用在复习中，教师把已经学过的字卡给孩子，让学生

通过自己的爱好进行拼图。也许孩子会拼一座小桥，拼完后，就请学生按照顺

序读出字。读完后，可让学生继续进行拼图游戏。 

 

14.游戏名称：跟我学 

游戏规则：学生和教师进行游戏，教师说什么，学生说什么，教师做什么，

学生做什么。（在做任何动作和发出任何声音时，教师要提前考虑学生的接受

能力） 

 

15.游戏名称：小小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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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此游戏由一个人对集体来进行。要求在游戏前，教师和孩子手

中各拿一些字卡，在儿歌中进行游戏，字卡在游戏中就是信，邮递员可以把自

己手里的信送给自己想送给的人，请他告诉你信上写的是什么，回答对的可以

把信交给他，错的要由发信的人教会他信上的正确发音。 

附儿歌：邮递员：铃铃铃！铃铃铃！ 

大 家：谁呀？ 

邮递员：我是小小邮递员呀！ 

大 家：送给谁的信呀？ 

邮递员：送给××的信呀！ 

然后请收信的人，读出信的内容。再由收信人扮演邮递员继续送信。 

 

16.游戏名称：‘小孩、小孩真爱玩！’ 

游戏规则：此游戏运用在复习中，教师把已经学习过的字卡，随意的贴在

学生视线内的各个地方。通过儿歌，带领学生进行对字的复习。 

附儿歌：教师：小孩、小孩，真爱玩， 

摸摸这儿，摸摸那儿， 

摸摸××快回来! 

教师说出让学生摸的字，请学生去摸，对的要学生给予表扬，错了要及时纠正。 

 

17.游戏名称：挑兵挑将 

附儿歌：挑兵挑将，看谁是我的好兵好老将。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中进行较多，要在儿歌中进行。儿歌结束时，教

师的手指停在哪个字上，学生就要读出这个字的字音。也可以让学生给其他学

生挑字，当学生挑到字让教师读时，教师可装出不会读的样子，让学生给予纠

正。幷鼓励孩子，对学生进行表扬，增加学生继续学习识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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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游戏名称：比比谁讲的好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阅读中进行，主要是当学生已经可以进行对句的阅读

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再进行比赛，比比看谁在阅读的时候，声音好听，又有感

情，当这两方面都达到的时候，可以进行添加动作来进行阅读。 

 

19.游戏名称：小猫钓鱼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中进行，教师要事先做若干个像小鱼形状的硬纸，

再把常用字写或贴在‘鱼’的身上。然后通过儿歌进行游戏，这里由孩子来扮

演小猫去钓鱼。 

附儿歌：小猫，小猫来钓鱼。 

钓的什么鱼？ 

学生：钓的××鱼！ 

家长：快把××鱼拿回来！ 

此游戏也可让教师来钓鱼，反过来玩。 

 

20.游戏名称：找朋友排队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中进行，可以用字卡或字条。桌子上放上一些散

乱的字卡或字条，请孩子独立把散乱的字卡或字条按照音序排成一组，组成和

书本上相一致的句子。然后读出来。孩子在进行这个游戏时，教师可放‘找朋

友’ 的音乐。 

 

21.游戏名称：猜字谜 

游戏规则：当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已经掌握到一定字量的时候，教师可以

带领孩子进行这个游戏。此游戏用在复习中最佳，在猜字的时候，教师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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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字形、字意、等各方面来猜。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牢记字形。 

 

22.游戏名称：开火车 

游戏规则：首先有一个教师扮演为火车头，手拿孩子已经认识的字卡，边

说儿歌边玩游戏。 

火车头点到谁，谁就要上火车。但是在上车之前，要正确认出门票上的字，才

能顺利上车。当这个游戏孩子已经玩得很熟练的时候，教师可以和孩子互换角

色，由孩子当火车头，来增加孩子的学习兴趣。、 

附儿歌：火车，火车就要开， 

学生快上来！ 

 

23.游戏名称：听声找字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单个字中运用，可以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和手脑协

调能力。当孩子复习课中已经过了背诵的关了，可以让孩子进行此游戏，教师

说字，由孩子用最快的速度找出字的位置。在找字的时候，最好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孩子同时进行，以竞争的形式来进行找字活动。这样可以延长孩子兴奋

的时间。 

 

24.游戏名称：小猫钓鱼 

游戏规则：此游戏在复习中进行，老师要事先做若干个像鱼形状的硬纸，

再把常用字写或贴在“鱼”的身上。然后通过儿歌进行游戏，这里由孩子来扮

演小猫去钓鱼。游戏也可以由老师来钓鱼，反过来玩。 

附儿歌：老师：小猫，小猫来钓鱼。钓的什么鱼？ 

   学生：钓的是 XX 鱼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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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游戏名称：猜字谜 

游戏规则：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经掌握到一定字量的时候，家长可以

带领孩子进行这个游戏，此游戏用在复习中最佳，在猜字的时候，老师可以通

过字形，字意等各个方面来猜，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牢记字形。 

 

26.游戏名称：找你回家 

目的：（1）复习有关汉字；（2）练习钻，爬，跳，跑的动作。 

准备：垫子四块，呼啦圈四个，每两把椅子中间栓一个呼啦圈，字卡若干（数

量同孩童人数）挂到绳子上，地上的小框里装有与字卡相对应的图片若干。 

游戏规则：将孩童分成人数相等的四队，站在起跑线上。游戏开始，老师发

令后，各队的第一名孩童快速向前跑，跨过小河，爬过垫子，钻过呼啦圈，然

后跑到绳下，跳起摘一张字卡，在小框里找出相对应的图片，迅速跑回，拍第

二名孩童的手，依次进行，直到全部完成。最后老师检查孩童手中的字卡和图

片，以取得对幷且速度快的队为胜。 

 

27.游戏名称：占圈 

目的：（1）复习有关汉字；（2）快速反应练习。 

准备：（1）字卡若干，粉笔，场地。(2)在场地上无规则地画若干圆圈，每

个圆直径约为 0.3～0.4 米。圆圈与参加游戏的孩童相符，每个圆圈中各有一

张字卡。 

游戏规则：游戏开始，孩童成一路纵队绕一个大圆圈，听口令慢跑后退跑，

跑的过程中老师突然发令：“一二三快进圈！”孩童急忙停下来各自占一个圆圈。

孩童回答：“我占X字圈！”。答对了的孩童在掌声中回原位坐好，没答对的孩童

请全体学生们帮助该名孩童答出正确答案后给予掌声鼓励。所有孩童答完后可

继续下一轮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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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孩童一定要在老师发令后才能进圈；（2）可根据场地及孩童人数

情况适当安排圈数。 

 

28.游戏名称：接龙 

目的：熟悉口诀，增加趣味性。 

准备：若干字卡。 

游戏规则：老师当龙头，孩童当龙尾。例如：乾坤有序，老师念：“乾坤”，

学生接：“有序”。 

 

29.游戏名称：打靶 

目的：（1）认读有关汉字；（2）练习瞄准射击。 

准备：（1）口径大一些的瓶子 3～5 个，小字卡 3～5 个，相应大字卡各一张；

(2)将小子卡字面朝外，贴入瓶内。一字排开摆在 1～2 米远相应高度位置上；

（3）玩具水枪一把。 

游戏规则：老师举大字卡，孩童手中拿水枪，灌满水，然后朝有相同字的瓶

子练习打靶，看谁打得准。 

附儿歌：小手枪，手中拿。 

   瞄瞄准，来打靶， 

一枪一枪打得准， 

大家夸我好枪法。 

 

30.游戏名称：抢椅子 

目的：（1）复习有关汉字；（2）快速反应练习。 

准备：（1）字卡若干放在一布袋里；(2)小椅子四把。 

游戏规则：（1）四把小椅子，两两背挨着背摆好，请五名孩童上来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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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弹奏音乐，五名孩童听音乐围着椅子转圈，音乐停，就抢就近的椅

子坐下。未抢到椅子的孩童到布袋里摸一字卡，读出来。读对了，大家鼓掌；

读错了，老师帮助给予纠正。（3）再请五名孩童上来做游戏，如此反复。 

31.游戏名称：打扑克 

目的：复习单个字。 

准备：字卡若干。 

游戏规则：把全班同学分成五组，每组六个人 200 个单字卡。开始起牌，起

来后，然后出牌，认识的出下去，不认识的留下，最先出完者为胜。游戏反复

进行。 

 

32.游戏名称：圣诞老人的礼物 

目的：（1）复习有关汉字；（2）了解有关圣诞节的常识。 

准备：（1）字卡若干张。 

游戏规则：（1）老师给学生讲圣诞节的来历。（2）孩童们闭上眼睛假装睡着

了，老师把准备好的字卡放在孩童们的椅子下。（3）等老师发完礼物后，让同

学们把眼睛睁开，老师告诉大家：“你们睡得都很甜，圣诞老人给你们每人都

送了一份礼物，放在你们椅子下，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孩童们认读自己的“礼

物”，不会读的可以问同伴或老师。此游戏在接近圣诞节期间使用。 

 

33.游戏名称：我们都是木头人 

形式和人数：集体游戏。 

准备：若干字条。 

游戏规则：大家围坐在一起。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起唱：“我们都是木头

人，不许讲话，不许动，不许露出大白牙。”唱完后让孩童随意摆姿势，幷做

各种怪像逗对方发笑，但不能出声，如果对方笑了，那么就受罚认字条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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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出者全班同学帮忙。受罚完毕，游戏继续进行。 

 

34.游戏名称：好朋友手拉手 

形式和人数：集体游戏。 

准备：字卡若干，参加游戏的人手拉手形成一个圆圈，圆圈中央站一个人作

主持。 

游戏规则：参加游戏的人手拉手一起唱：“好朋友们手拉手，一起朝右走---”

连着念两遍后停下来，主持说：“四只小兔是好朋友---”大家一起说：“手拉

手---然后迅速寻找，四个人拉手围成圈儿蹲下，剩余没有找到足够人数的人，

要罚他们认单字卡一张。然后游戏继续进行。主持人话中出现数字是多少，大

家就要按这个数字找齐人数围成圆圈蹲下。这个游戏可以训练孩子对数的敏感

反应。 

 

35.游戏名称：击鼓传字卡 

目的：复习有关汉字。 

准备：字卡若干(与孩童的人数一致)，铃鼓一面。 

游戏规则：孩童忍受一张字卡，字朝下。老师击鼓，孩童们传字卡。鼓声停，

孩童依次或指定个别孩童出示自己手中字卡幷读出字卡上的字，游戏反复进

行。 

延伸：能力较强的孩童在游戏时，可在认读的基础上组词或说一句完整的

话。 

 

以上游戏可以在教学中的新课和复习课中分别进行，这些游戏在是从实践中得

来。幷通过检验，效果很好。但是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对

游戏进行修改、或在这基础上寻找或研发出更适合自己学生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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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字经》  故  事  集 

 

第 1 课  天文 

1.  乾坤有序 

太阳有九个小朋友，他们天天围绕着太阳奔跑。这九个小朋友的名子叫地球、金星、

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海洋，所以

是蓝色，金星最亮，火星是红色的， 

太阳带着他们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玩耍，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星星从身边飞过。 

 

2.  星辰密布 

每到夜晚，星儿们都密密麻麻布满天空，想比一比宇宙中谁最明亮。 

比来比去，谁也说不出哪个最明亮。 

他们请月亮当裁判。 

月亮从西向东走来，明亮的光辉立即洒满大地。 

月亮走到哪里，哪里的星光就羞愧地隐去。他们知道，星儿永远没有月儿明亮。 

问题：为什么星光隐去？ 

 

3．日明月亮 

月光把星光比了下去，月亮十分得意。他一边走，一边想，天空中我最明亮。 

当他走到东方时，太阳升了起来。太阳的光芒照亮了大地，月亮溶化在白昼里。 

月儿才知道，自已的光辉是从太阳哪儿借来的。 

从此，羞愧的月亮只在夜晚出来，一见到太阳，就赶快躲藏。 

 13



问题：为什么月儿溶化在白昼里？ 

 

4．电闪雷响 

太阳带着地球在宇宙中玩，地球也喜欢围绕着太阳。 

一日，地球醒来忽然看不到太阳，只见空中乌云密布。 

云层里风儿驰骋，雪花飞舞，电闪即逝，雷鸣轰响。 

天，哗哗地下起雨，冰雹从天而降，砸向大地。 

痛苦的地球，闭上了眼睛，任泪水流淌。 

他多么希望再见到明亮的太阳。 

问题：为什么地球喜欢围绕着太阳转？ 

 

5．虹霓霞辉 

风儿吹跑乌云，天空升起彩虹，云霞透出光辉。 

地球睁开眼睛，已经看不见闪电，也听不到雷响。 

忽然，他从霞光的后面，兴奋地发现了太阳。 

太阳走出来，笑着说：“小弟弟，不用怕，刚才是我和你玩的捉迷藏”。 

问题：为什么太阳躲在云霞后面？ 

 

6．春夏秋冬 

太阳给地球讲了春夏秋冬的故事。 

太阳说：夏天我离你最近，你要防暑。冬天我离你最远，你要防寒。春天我向你走来，

你感到温暖。秋天我向远方走去，你感到凉爽。现在我要送你四季的礼物？不知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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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 

地球想了想说：“春天我要百草生，夏天我要万物长，秋天我要收成好，冬天我要种

子藏”。 

太阳笑笑说：“你真聪明，我就送你这四件礼物”。 

地球高兴的转起来，从此唱起了四季歌： 

(33|23|55|--|66|56|53|--|33|23|21|--|6．1|23|65．．|--|） 

春天百草萌生，夏天万物竞长，秋天结果丰收，冬天密闭珍藏。 

问题：地球上分几个季节？ 

 

第 2 课  地理 

7．海田沧桑 

地球的童年很辛苦，他想起那些事情就黯然神伤。 

他诞生时，身体烧得象火球一样。烧退了又浑身积水，在死亡线上生长。  

有几次他和宇宙中的星星相撞，身骨裂成几块，肚子里还流出了岩浆。凸起的岩石变

成高山，拱起的黄土变成陆地，凹陷的深坑变成了海洋。 

还有几次，他转到宇宙深处，全身都被冻伤。冰川冻土就是留下的伤疤。 

所以童年的地球幷不漂亮，到处是岩石、沙漠，洪水泛滥，一片荒凉。 

问题：浑身积水症意味着什么？ 

 

8．植被旷野 

在太阳的关怀下，大地终于孕育出生命。 

植被覆盖了旷野，树苗扎根于沃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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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夏秋冬的锻炼中，他们长成了丰茂的森林，陆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海底的大山想上去看一看，于是一座座小岛探出汪洋，悄悄地在海上张望。 

问题：陆地的绿色是什么东西？ 

 

9．鸟飞兽走 

小岛看到陆地上有美丽的花草、树木和森林，还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鸟在天上飞翔，

兽在地上散步，他们的口中还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响亮。 

小鸟发现了小岛，就飞到他的身上，告诉他陆地上发生的事情，帮他认识了野鶏、山

兔、猴子和大象，还有恐龙、老虎、雄狮和大灰狼。小鸟和小岛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问题：什么是口中发出的响亮？ 

 

10．鳞潜羽翔 

小岛只顾看陆地的景色，忘记了返回家乡。 

有一天，他发现从水里钻出个小怪物，爬到他的身上，伸了一个懒腰，躺在哪儿晒太

阳。 

小岛吃了一惊，低下头去才发现。原来水里也长出了草，鱼鳖虾蟹到处游荡。 

他想回到海底看看清楚，可身体已变成石头，只好永远飘在海洋上。 

问题：小怪物可能是什么动物？ 

 

11．物种安详 

不知过了多少年，地球变得热闹起来。 

在阳光的照耀下，海水蒸发成云，风儿又吹着云到陆地下起了雨，森林和草原吸足了

 16



营养，各种动物也尽情地欢乐，享受着太阳的光芒。 

生态环境美丽和谐，物种相处自然安详。 

问题：什么是动物和植物？ 

 

第 3 课  人伦 

12．父母爹娘 

在数不清的动物中，有一种动物长的和我们一个样。 

这种动物非常爱爸爸、妈妈，有时管他们叫父亲、母亲、老爹、老娘。 

他们也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在困难的时候总是互相帮忙。 

小朋友，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子，现在请你们想一想。 

问题：人是不是一种动物？ 

 

13．亲戚互访 

 “人”就是高级动物。“人”的形状就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站在地上。 

我们大家都是人，不管皮肤是黑，是白，是红，还是黄。 

人人都有兄弟姐妹，但是称呼却不一样。爸爸的兄弟叫“叔伯”，爸爸的姐妹叫“姑

姑”；妈妈的兄弟叫“舅父”，妈妈的姐妹叫“姨娘”。他们都是你的亲戚，抽点时间，

常去拜访。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妈妈的妈妈叫外婆，妈妈的爸爸叫外公。他

们都是你的亲属，一辈子都不能相忘。 

问题：判断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的关系。 

当学生通过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千字量的时候，我们教师可以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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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为孩子编写适合自己班学生年龄阶段的阅读材料。学生的阅读就像学习走路是一样

的，是循序渐进的，需要通过字、词、句、段、篇、章来进行阅读。当孩子已经进入

到段的阅读的阶段时，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班上学生的兴趣来引导他们进行阅读，例如：

《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百科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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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字经》 律动儿歌集 
 

幸福拍手歌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XX，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XX， 

如果感到幸福大家都来拍拍手，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XX 

（跺跺脚，拍拍肩，笑一笑要笑出声哈哈。） 

 

保护小手 

爸爸瞧，妈妈看，宝宝的小手真好看， 

爸爸瞧，妈妈看，宝宝的小手看不见（摇头）， 

爸爸，妈妈都来看，宝宝的小手又出现。 

 

小小手  

拍拍小手点点头，拍拍小手掐掐腰， 

我把小手举起来，我们大家做的好。 

 

请你像我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 

 

大苹果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 

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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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猫 

小花猫，上学校，老师讲课它睡觉， 

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你说可笑不可笑。 

喵！ 

 

拇指歌   

大拇指是爸爸，爸爸开汽车，嘟嘟嘟。 

二食指是妈妈，妈妈洗衣服，唰唰唰。 

三中指是哥哥，哥哥拍皮球，啪啪啪。 

四无名是姐姐，姐姐爱跳舞，啦啦啦。 

小小指头就是我，我来敲小鼓，咚咚咚。 

 

朋友 

来来来，朋友们，把你的右手摆一摆， 

向前摆，向后摆，转一个圆圈接着来。 

来来来，朋友们，把你的身体摆一摆， 

向左摆，向右摆，转一个圆圈坐下来。 

 

种花 

小小的福田种小花，洒洒水呀，洒洒水，嗯哪，开小花。 

小小的福田种中花，洒洒水呀，洒洒水，嗯哪，开中花。 

小小的福田种大花，洒洒水呀，洒洒水，嗯哪，开大花。 

 20



猴子荡秋千 

五只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四只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三只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俩只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一只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这么多的猴子荡秋千，嘲笑鳄鱼被水淹，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啊姆，阿姆。 

 

手指操 

大门开了进不来，小门开了进不来， 

前门开了进不来，后门开了进不来， 

中门开了进不来，十个小朋友都进来， 

立正，齐步走，121，121，稍息。 

 

伸手 

一一二二伸伸手，三三四四点点头， 

五五六六弯弯腰，七七八八扭一扭， 

九九零零踏踏脚，拍腿拍手又动口。 

哒哒哒。 

 

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孩子笑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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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孩子肚子二。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孩子爬高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孩子看电视。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孩子在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孩子在睡觉。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孩子开飞机。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孩子吹喇叭。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孩子喝杯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孩子种果实。 

  

抬抬小脚 

抬抬小脚走一走，拍拍屁股扭一扭， 

摸摸肚子弯弯腰，转个圆圈拍手笑。 

 

小鸭小鶏 

小鸭小鶏碰一起，小鸭嘎嘎嘎，小鶏叽叽叽， 

嘎嘎嘎，叽叽叽，一同唱歌，一同游戏。 

 

小手动一动 

（从小手指到大手指） 

这个小牛儿吃草，这个小牛儿吃料。 

这个小牛儿喝水，这个小牛儿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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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牛儿静躺着， 

我们拍它，我们拍它。 

  

小汽车 

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喇叭响。 

我是汽车小司机，我是小司机， 

我们开车运输忙，运输忙。 

  

小猪 

小猪吃得饱饱，闭上眼睛睡觉。 

大耳朵在煽煽，小尾巴在摇摇。 

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 

小尾巴在摇摇。 

  

两只小鸟 

两只小鸟坐在大树上，它叫丁丁，它叫东东。丁丁飞走了，东东飞走了。 

回来吧丁丁，回来吧东东。 

 

我象快乐的小鸟 

我学老鹰飞飞    我学小鶏刨刨   

我学小兔蹦蹦    我学小狗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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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鱼儿游游    我学马儿跑跑   

我在孩童园里    象只快乐小鸟 

 

数高楼 

哩哩哩 小弟弟  恰恰恰 别淘气 

我来教你数高楼 

哩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哩 恰恰恰 

一层楼 两层楼 三层四层五层楼 

层层叠叠是高楼 

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 恰恰恰 

层层叠叠是高楼 

哩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哩 恰 恰恰恰 恰恰恰 

 

 

鲜花开 

花园里，鲜花开，鲜花开 

一朵朵，真可爱，真可爱 

一个小黄鹂呀，蝴蝶纷纷飞呀 

飞来飞去多呀多愉快 

小朋友，快快来，快快来 

手拉手，跳起来，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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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小蜜蜂呀，亦像花蝴蝶呀 

要像鲜花遍呀遍地开 

 

我家几口 

我家有几口？ 

让我扳指头 

爸爸，妈妈，还有我 

再加一个布娃娃 

哟！有四口 

 

我家有几口？ 

让我扳指头 

爸爸，妈妈，还有我 

再加一个布娃娃 

哟！有四口 

 

谁会这样 

谁会飞呀，鸟会飞 

鸟儿鸟儿怎样飞？ 

拍拍翅膀飞呀飞 

谁会游呀，鱼会游 

鱼儿鱼儿怎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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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尾巴点点头 

谁会跑呀，马会跑 

马儿马儿怎样跑？ 

四脚离地身不摇。 

 

数鸭子 

（白）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唱）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嘎嘎嘎嘎真呀真多呀 

数不清到底多少鸭 

数不清到底多少鸭 

赶鸭老爷爷，胡子白花花 

唱呀唱着家乡戏，还会说笑话 

小孩小孩快快上学校 

别考个鸭蛋抱回家 

（白）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神奇可爱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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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挂在天空中，好象宝石放光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神奇可爱的小星星 

当那太阳落下山，大地披上黑色夜影 

天上升起小星星，光辉照耀到天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神奇可爱的小星星 

 

小花狗 

一只小花狗 

蹲在大门口 

两眼黑黝黝 

想吃肉骨头 

 

小青蛙 

我是一只小青蛙 

我有一张大嘴巴 

两只眼睛长得大 

看见害虫我就一口吃掉它 

我是一只小青蛙 

前腿短来后腿长 

天里住来水上爬 

看见害虫我就一口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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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要诚实 

小花猫喵喵叫，喵喵叫 

是谁把花瓶打碎了？ 

爸爸没看见，妈妈不知道 

小花猫对我叫， 

喵！喵！喵！ 

小花猫你别叫，你别叫 

是我把花瓶打碎了？ 

好孩子要诚实，有错要改掉 

小花猫对我叫 

喵！喵！喵！ 

 

小雪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飘在空中像朵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飘在窗上变窗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飘在手上不见了 

 

刷牙歌 

小牙刷，手中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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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呀张开小嘴巴 

刷左边，刷右边 

上下里外都刷刷 

早上刷，晚上刷 

刷得牙齿没蛀牙 

张张口，笑一笑 

我的牙齿刷得白花花 

 

小金龟 

小金龟呀，圆背甲 

水中游来地上爬 

吃青草。吞小虾 

就怕娃娃来抓它 

小金龟呀，别害怕 

我们盼你快长大 

驮着我们游大海 

采下浪花带回家 

 

小蜜蜂 

嗡嗡嗡，嗡嗡嗡 

大家一起勤劳动 

来匆匆，去匆匆 

 29



走得兴味浓 

春暖花开不做工 

将来哪里好过冬？ 

嗡嗡嗡，嗡嗡嗡 

不学懒惰虫 

 

小小公鶏 

小小公鶏喔喔啼 

叫声妈妈早早起 

妈妈起来下田去 

小小公鶏笑嘻嘻 

塞洛里塞洛塞洛塞洛 

小小公鶏笑嘻嘻 

 

小小公鶏喔喔啼 

叫声爸爸早早起 

爸爸起来工场去 

小小公鶏笑嘻嘻 

塞洛里塞洛塞洛塞洛 

小小公鶏笑嘻嘻 

请你唱个歌吧 

小杜鹃,小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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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你唱个歌 

快来呀,大家来呀 

我们静听你的歌 

咕咕!咕咕! 

歌声使我们快乐 

 

读书郎 

小嘛小二郎 

背着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哪 

没有学问（罗）无脸见爹娘。 

丁丁啦切个隆冬抢 

没有学问（罗）无脸见爹娘。 

 

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祝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我们跳舞 

祝大家新年好 

 

蜜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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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嗡，嗡嗡嗡 

大家一起勤劳动 

来匆匆，去匆匆 

走得兴味浓 

春暖花开不做工 

将来哪里好过冬？ 

嗡嗡嗡，嗡嗡嗡 

不学懒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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