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四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角边角”“角角边”判定 初中数学 吴艳妮 榆林市 子洲县 子洲县实验中学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1.武术运动
高中体育
与健康

朱亚东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三中学

第一章 碰撞与动量守恒--1.1探究动量变化与冲量 高中物理 朱伟军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三中学
从现象到本质——相互作用与能量--第七章 运动和力--*四、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 初中物理 郑小荣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十二中学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通用） 初中数学 王勇飞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苏州中学
第二章　材料的使用与处理--第三节　材料的压缩与扩展 高中语文 王波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三中学

第五章 声音、动画、视频的采集与加工--5.1 声音的采集与加工--5.1.4 声音的加工
高中信息
技术

牛玲玲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二中学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外向型经济 初中地理 米胜荣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七中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3 同底数幂的除法--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李瑶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十二中学
第四章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我的家乡怎样发展 高中地理 何鹏珏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三中学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二 交通和通信工具的进步 高中历史 张永林 榆林市 吴堡县 吴堡中学
七 分一分与除法--分香蕉 小学数学 田艳 榆林市 绥德县 绥德县第二小学
第四章 三角形--4 用尺规作三角形 初中数学 周瑞 榆林市 清涧县 清涧县昆山中学
识字--2 传统节日 小学语文 刘新艳 榆林市 清涧县 清涧县城关小学
第六单元--阅读--24 词五首--渔家傲•秋思 初中语文 田彩荣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第一中学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课题2　原子的结构--相对原子质量 初中化学 高小宏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第一中学
第一单元　红绿灯　绿灯行--表演唱　小胖胖 小学音乐 杜倩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南关小学
第一单元　我愿住在童话里--歌表演　大鹿 小学音乐 常苗苗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华润希望小学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1 平均数--加权平均数的应用问题 初中数学 赵继海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八中学
第六单元　月儿弯弯--唱歌　小小的船 小学音乐 张慧芬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二小学
物理学让生活更美好——电与磁--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三、串、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关
系

初中物理 张树雄 榆林市 佳县 佳县通镇中学

专题九 戊戌变法--一 酝酿中的变革 高中历史 张永成 榆林市 横山县 陕西省横山中学
第二单元 设计天地--6. 富有情趣的小礼盒 小学美术 杨帆 榆林市 高新区 榆林高新小学
一 小数的意义和加减法--小数的意义（二） 小学数学 尚雍 榆林市 高新区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
小学安全
教育

张巧艳 榆林市 定边县 定边县第二小学

第五单元 有趣的地球村--15. 家乡绿梦 小学美术 张岩 榆林市 榆林高新第一小学

（基础教育部分）

2018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省级“优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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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八章 技术产品的使用和保养--一  产品说明书及其编写
高中通用
技术

张荟萃 榆林市 陕西省榆林中学

第二章 函数--3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单调性 高中数学 杨宪伟 榆林市 榆林市第十中学

信息技术--6.制作我的动画片
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

王婷 榆林市 榆林市第十中学

第四章 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下）--4.2 用智能工具处理信息--4.2.2 信息智能处理的方式
高中信息
技术

雷晓娟 榆林市 榆林市第十中学

第四单元 新时代的曙光--第12课 新文化运动 初中历史 郝秋燕 榆林市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四 乘与除--植树 小学数学 陈晓晓 榆林市 榆林实验小学
第4课 学画抽象画 小学美术 张思欣 杨陵区 杨凌高新小学
第二单元　《孟子》选读--一、王好战，请以战喻 高中语文 杨琳 延安市 延川县 延川县中学
第2课 少年的歌--演唱 小小少年 小学音乐 冯娟 延安市 延川县 延川县南关小学

2.运动技能--球类活动--小足球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张焱龙 延安市 黄龙县 黄龙县三岔乡中心小学

第三组--口语交际·习作三--习作 小学语文 郑晓兰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隆坊镇中心小学
第四单元 祖国统一大业与国防建设--第13课 祖国统一大业 初中历史 马晓霞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桥山中学
第三单元 急剧动荡的现代世界--第7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初中历史 刘静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田庄初级中学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17.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雷爱叶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店头中学
Module 6 Films and TV Programmes--Writing 高中英语 杜艳萍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中学
Unit 7 Work for Peace--Lesson 40 The UN — The Power of Words 初中英语 张婧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初级实验中学
综合复习--2　生活是多么广阔 小学语文 剡小惠 咸阳市 长武县 相公镇中心小学
第二章 解析几何初步--2 圆与圆的方程--2.3直线与圆、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高中数学 王德锁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中学
Unit 1 Our new house--Part B 小学英语 吴倩倩 咸阳市 永寿县 永寿县城关小学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Lesson 37 You Are What You Eat! 初中英语 来雪婷 咸阳市 永寿县 永寿县监军中学
第二章 电磁感应与发电机--2.2探究感应电流的方向 高中物理 潘军民 咸阳市 旬邑县 旬邑县中学
第三章 三角恒等变形--3 二倍角的三角函数--二倍角的三角函数 高中数学 张武党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南郊高级中学
Unit 6 How much is it?--Part B 小学英语 张松柏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Lesson 20 Say It in Five 初中英语 张丽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桑镇第二初级中学

考察探究活动--6.我们的传统节日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张静梅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华兴小学

第二章 平面向量--6 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坐标表示--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坐标表示 高中数学 张保寿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南郊高级中学
第三单元 事理说明--诵读欣赏 词曲二首--渔家傲（范仲淹） 初中语文 杨莉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初级中学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Lesson 2 Meet You in Beijing 初中英语 晏妍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店张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关注国家的发展--第八课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重要
课题

初中思想
品德

吴阿勃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丰仪乡第一初级中学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法

初中数学 王勇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陕柴中学

四 环境和我们--环境问题和我们的行动 小学科学 王宝艳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槐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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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Unit 6 Seasons--Lesson 34 Steven’s Report 初中英语 毛瑾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赵村镇初级中学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Lesson 23 The Giant ( II ) 初中英语 吕妮妮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初级中学
第五单元 人与环境--二十 *都市精灵 初中语文 刘永恒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西城办秦岭中学
选读课文--7　手术台就是阵地 小学语文 梁倩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电务处小学
Unit 3 Is it snowing?--Part B 小学英语 李凯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秦岭小学
课文--12 寓言二则--揠苗助长 小学语文 黄群峰 咸阳市 兴平市 陕西玻璃纤维总厂职工子弟学校
CONTENTS--Unit 5 Meeting your ancestors--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贺晨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南郊高级中学
选读课文--3　小狮子爱尔莎 小学语文 卓婷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镇中心小学
第八组--　语文园地八--习作 小学语文 潘亚男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镇中心小学
物理学让生活更美好——电与磁--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二、学生实验：组装电路 初中物理 米震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街乡初级中学
专题--狼 初中语文 马西锋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街乡初级中学

第一单元 邻里之间--2.邻居之间怎样相处
小学品德
与社会

兰玲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镇中心小学

四 千克、克、吨--1吨有多重 小学数学 符晓雅 咸阳市 武功县 郑坡小学
Unit 7 It's Tuesday.--Part B 小学英语 赵丽娜 咸阳市 渭城区 文林学校

第三单元 关注国家的发展--第九课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耀中华
初中思想
品德

张静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风轮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至爱亲情--十 背影 初中语文 杨雪玲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第8课 龙里格龙--编创与活动 小学音乐 徐婷 咸阳市 渭城区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三 生活中的大数--练习二 小学数学 王芮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果子市小学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8.3 酸和碱的反应 初中化学 王光军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道南学校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Lesson 11 Lily Kaens about China! 初中英语 师宝娟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课文--1 古诗二首（春雨、咏柳） 小学语文 李荣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小学
第二单元　《孟子》选读--二、王何必曰利 高中语文 高洁 咸阳市 渭城区 陕西咸阳中学
识字--语文园地五--和大人一起读：狐狸和乌鸦 小学语文 范凡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华星小学
Unit 8 The ruler is long.--Part A 小学英语 程白燕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华星小学
Unit 3 Care for the earth--Part B 小学英语 陈晨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风轮小学
第三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晚春 初中语文 曾静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课文--10 哪吒闹海 小学语文 朱雯文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压缩机厂子弟学校
第四单元 文言文（2）--基本阅读--16 过秦论 高中语文 支东锋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第一章 旅游和旅游资源--第三节 旅游资源的形成和分布 高中地理 赵亚玲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第二章 信息的获取--2.1 获取信息的过程与方法--2.1.3 采集信息
高中信息
技术

赵凯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二、电磁波及其传播 初中物理 张亮亮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课文--8 雨点儿 小学语文 张晶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实验小学
二 分数混合运算--分数混合运算（三） 小学数学 张慧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实验小学
四 百分数--这月我当家 小学数学 张国华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高新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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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一学期--跳跃：立定跳远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宇萍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金山学校

Unit 4 What do you do on Saturday?--Part A 小学英语 杨路英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中华路小学
五、解决问题的策略--3、解决问题策略的练习 小学数学 杨凤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中华路小学
Unit 2 What Would You Like?--Part B 小学英语 吴妮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中华路小学
Unit 10 I '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吴静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2 我可爱的家乡--公共场所的规则
小学道德
与法治

魏敏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古渡办事处魏家泉小学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Section B 3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王岩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识字--识字6 狮子 大象 老虎 小学语文 王瑞枝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中华路小学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复习题 初中数学 王军 咸阳市 秦都区 陕科大附中
第六单元--阅读 山水情怀--22 湖心亭看雪 初中语文 王娟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动物--5.观察鱼 小学科学 王姣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九 除法--农家小院 小学数学 王红娟 咸阳市 秦都区 陕西科技大学强华学校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Reading: Problems Page; Generation Gap 初中英语 宋雅虹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Unit 3 What's for breakfast?--Part A 小学英语 米巧英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金山学校
第六章 省际区域--6.1 东北三省──辽阔富饶的“黑土地” 初中地理 刘旖璇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第18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
的开发

初中历史 刘苗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第3课 好伙伴--演唱 原谅我 小学音乐 刘美玲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秦都区中华路小学
第二单元 生命之思--阅读与鉴赏--5 曹操诗二首--短歌行 高中语文 胡燕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第六单元　　　　　--词两首--《渔歌子》 小学语文 郭春霞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压缩机厂子弟学校

1、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善于休息增进健康
初中体育
与健康

高飞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Unit 2 I '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邓江海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有声有色的物质世界——声和光--第四章 声现象--二、乐音 初中物理 陈永林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第一章 不等关系与基本不等式--4 不等式的证明--不等式的证明 高中数学 周牛娃 咸阳市 乾县 乾县第一中学
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高中化学 罗兰涛 咸阳市 乾县 乾县杨汉中学
第一章 怎样研究抛体运动--1、飞机投弹和运动的合成 高中物理 韩力 咸阳市 乾县 乾县第二中学
第10章 轴对称、平移与旋转--10.5 图形的全等 初中数学 邢双娜 咸阳市 礼泉县 礼泉县城关镇东关初级中学
第二章 平面向量--3 从速度的倍数到数乘向量--3.2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高中数学 马丹丹 咸阳市 礼泉县 礼泉县第一中学

第二章 信息的获取--2.3 信息的鉴别与评价--2.3.2 从信息的价值取向进行判断
高中信息
技术

王雯娜 咸阳市 泾阳县 泾阳县泾阳中学

Unit 2 Great People--Lesson 7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初中英语 王丽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Lesson 58 Ms. Liu’s Speech 初中英语 毛健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Lesson 21 The Fable of the Woodcutter 初中英语 马宁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Lesson 21 At the Market 初中英语 李艳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二 观察物体--看一看（一） 小学数学 张英英 咸阳市 淳化县 淳化县十里塬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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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第7课 张贴的画 初中美术 穆丹丹 咸阳市 淳化县 淳化县城关镇南村学校
总复习--可能性 小学数学 郝柱 咸阳市 淳化县 淳化县胡家庙完全小学

第一单元 在社会生活中承担责任--第二课 在承担责任中成长--面对责任的选择
初中思想
品德

孙小英 咸阳市 彬县 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紫薇初级中学

Unit 3 My favorite food is hamburgers--Part A 小学英语 段瑞清 咸阳市 彬县 彬县城关小学
10. 我和昆虫 小学美术 薛妍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尚村镇神灵寺小学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Reading:The world in

danger
初中英语 向梦华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长杨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7.不同的生活环境
小学品德
与社会

王倩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二曲镇西街小学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Reading"Fishing with birds" 初中英语 屈晨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二曲初级中学
第四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三节 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 高中地理 罗曼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中学

考察探究活动--4.我与蔬菜交朋友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李新妮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二曲镇西街小学

课文--2 找春天 小学语文 李秋芬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二曲镇东街小学
课文--14 小马过河 小学语文 杜霄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二曲镇东街小学
第三章 导数应用--1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1.1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 高中数学 陈卫轮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第六中学
第6章 生态环境的保护--科学·技术·社会　关注生态伦理道德 高中生物 周红娟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第八组--　语文园地八--口语交际 小学语文 郑盈利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识字--4 中国美食 小学语文 张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识字--1 神州谣 小学语文 张淑茹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三 珍惜--送元二使安西 小学语文 张菲 西安市 长安区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万科城小学

第六章 多媒体作品的集成--6.2 片头的集成--6.2.1 设置演播窗口的大小
高中信息
技术

张春艳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四中学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唱歌 茉莉花 初中音乐 张博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申店初级
中学

第一单元 山水神韵--3 再别康桥 高中语文 杨新利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五中学

第五单元 生活在依法治国的国家--第十一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之路
初中思想
品德

闫妮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初级中学

第六单元--综合性学习--主题探究学习：初识“诸子百家” 初中语文 薛向利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九年制学校
4　三位数乘两位数--因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乘法 小学数学 韦亚菲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Reading "A day at school" 初中英语 王永锋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第四单元--综合性学习--少年正是读书时 初中语文 王鑫涛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Unit 3 Animal--lesson 1 小学英语 王婷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杜曲街道彰仪村涵英希望
小学

引言 高中化学 王丽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当公交车突发伤害事件自护方法
高中安全
教育

王晗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八一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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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诗歌之部--第一单元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推荐作品--　今别离(其一)/黄遵宪 高中语文 王歌歌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六中学
Module 1--Unit 1 Do you use chopsticks in the UK? 小学英语 尚龙 西安市 长安区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万科城小学

第二课 国家机构服务人民--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
高中思想
政治

饶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Unit 1 My day--C 小学英语 马莹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四、欧姆定律的应用 初中物理 吕磊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Reading"Look it up" 初中英语 刘雨瑶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鸭池口初级中学

第四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四节 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 高中地理 刘玲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3.角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小学数学 李毅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第二章 解三角形--1 正弦定理与余弦定理--1.1正弦定理 高中数学 李秀娟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八一民族中学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一、压强 初中物理 李新江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办事处初级中学

第三章 不等式--4 简单线性规划--4.2简单线性规划 高中数学 李嘉耕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李丰华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智慧广场--植树问题 小学数学 李超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CONTENTS--Unit 3 Inventors and inventions--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雷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第三单元　从人文精神之源到科学理性时代--第13课　挑战教皇的权威 高中历史 雷波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六 认识图形--练习五 小学数学 解娜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富力城黄河国际小学

第二单元 音乐与民族--第1节 多彩的华夏之音--民歌篇--上去高山望平川（河湟花儿） 高中音乐 蒋莉萍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课文--11 我是一只小虫子 小学语文 黄子函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南街小学
6　多位数乘一位数--因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乘法 小学数学 胡婵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第一组--词语盘点 小学语文 何庆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新兴运动项目--4.其他
高中体育
与健康

郝碧玉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梳理探究--语文学习的自我评价 高中语文 韩超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课文--11 葡萄沟 小学语文 郭妮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南街小学
课文--语文园地七--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 小学语文 古蓓 西安市 长安区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万科城小学
CONTENTS--Unit 4　Making the news--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高东存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7 小数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小学数学 冯葱明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Module 8--Unit 1 Will you help me? 小学英语 陈晓娟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富力城黄河国际小学

信息技术--3.我是电脑小画家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左萍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七 特产 小学语文 赵懿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八 告别童年--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小学语文 赵卫东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航天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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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五单元 告别小学时代--11.回顾小学生活
小学品德
与社会

赵伟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第五单元 京腔昆韵--演唱--唱脸谱 初中音乐 赵磊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第三章 技术与运用--健美操
初中体育
与健康

赵进英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八 数据的表示和分析--复式折线统计图 小学数学 赵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基本身体活动--1.跑--7.多种形式的接力跑与游戏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张旭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昆明路小学

UNIT 2  THE SHORT VOWEL SOUNDS--Lesson 10 小学英语 张少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九 音乐--月光曲 小学语文 张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第三单元--阅读--12 《诗经》二首--关雎 初中语文 张梦怡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九 除法--练习七 小学数学 张静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五 认识方程--猜数游戏 小学数学 岳银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八 尊重与平等--最美的花束 小学语文 岳军荣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航天小学
课文--3 一个接一个 小学语文 叶金霞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0 动脑筋--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杨静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第三单元 祖国各地的环境与生活--7.走上黄土高坡
小学品德
与社会

杨建攀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五 认识方程--解方程（二） 小学数学 杨慧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第12课 泥玩具 小学美术 闫小春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二 奇观--浙江潮【附《观潮》】 小学语文 徐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课文--5 影子 小学语文 武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十二 走进森林--失踪的森林王国（盛如梅） 小学语文 王英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小学

第一章 走进技术世界--三  技术的未来
高中通用
技术

王一涵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第4课 你好！大自然--演唱--铃儿响叮当 小学音乐 王青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21.虎头娃娃（陕西） 小学美术 王巧婷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第5课 快乐的舞蹈--演唱--喜鹊钻篱笆 小学音乐 王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第四单元 我们在一起--14 请帮我一下吧
小学道德
与法治

王红梅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四 韵味--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王海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第5课 风景如画--聆听 森林的歌声 小学音乐 万楠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第五章 地方文化特色和旅游--第三节 学习与探究——设计一个旅游方案 初中地理 田昱颖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一 除法--练习二 小学数学 孙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一 加与减(一)--做个减法表 小学数学 孙俊娜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UNIT 2  IN THE MORNING--Lesson 14 小学英语 苏萌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三 民族之花--草 原 小学语文 苏美菊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秦朝军威的象征（自学） 初中美术 史美霞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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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Unit 1 Time--Lesson 2 小学英语 史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第3章　基因的本质--科学·技术·社会　DNA指纹技术 高中生物 任丹妮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空六一八中学

第二学期--篮球：行进间运球
小学体育
与健康

青凯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 明月--古诗二首 小学语文 秦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科学·技术·社会　生物
入侵及其危害

初中生物 孟朝妮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三章 三角恒等变形--阅读材料 三角函数叠加问题 高中数学 马翠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汽车的联想 小学美术 吕蕾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航天二一〇小学
第五单元--阅读--17 中国石拱桥 初中语文 罗淑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刘颖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第7章 认识国家--第五节 俄罗斯 初中地理 林春楠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信息技术--10.开源机器人初体验
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

李云海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五 面积--练习四 小学数学 李琼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精读--第一课　杜甫：“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 高中语文 李鹏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3课 太平天国运动 初中历史 李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Unit 4 We love animals--C 小学英语 李乐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一单元  土壤与生命--2 了解土壤     小学科学 焦妮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6.少年团校
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

韩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第16课：有特点的人脸 小学美术 郭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第十课 人类生活得真实再现--外国古代绘画撷英 高中美术 高竹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第四十六中学
四 手--手上的皮肤 小学语文 高崇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第三单元 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结--第14课、避免革命的改革 初中历史 付小静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2单元 水--6 盐和糖哪儿去了 小学科学 樊冰纯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四 有趣的图形--动手做（三） 小学数学 董维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7 远行--①早发白帝城 小学语文 丁元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陈晨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第二章 二次函数--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车大鹏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
Unit 12 What didyou do last weekend?--Section A 2d—3c 初中英语 常鑫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十二 雪--瑞雪图 小学语文 查知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第三章 物质的聚集状态与物质性质--1、认识晶体--晶体结构的堆积模型 高中化学 曾文静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小学语文 赵双莉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小学
课文--语文园地六--识字加油站+展示台 小学语文 张玲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四小学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一课 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与社会
初中道德
与法治

臧兰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六三0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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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杨英爱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初级中学

第八章 技术产品的使用和保养--二  技术产品的使用、维护和保养
高中通用
技术

王珍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小结--构建知识体系 初中数学 王勇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第三课　神奇的汉字--第三节　方块的奥妙 --汉字的结构 高中语文 王蕾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第3课 我们的朋友--聆听--空山鸟语 小学音乐 芦甜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小学
十 20以内的进位加法--3.8、7加几 小学数学 雷洋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识字--1 春夏秋冬 小学语文 贾晓琼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四小学
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5、体积和容积单位 小学数学 董月娥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四小学
一 加与减(一)--捉迷藏 小学数学 朱盼盼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三单元  奇妙的声音王国 --4 不同的声音 小学科学 赵昱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全章复习与测试 高中生物 赵青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西光中学
四单元  关心天气--5 气候与季节 小学科学 张小娟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
22.珍贵的大熊猫（陕西） 小学美术 张蕾娜 西安市 新城区 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第二单元 古代历史上的改革（下）--第7课 忽必烈改制 高中历史 张宏民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第9课 我们身边的痕迹 小学美术 张桂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体操类运动--5.支撑跳跃--5.发展支撑跳跃能力的练习与发展体能
小学体育
与健康

杨宏斌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Unit 4 Then and now--C 小学英语 薛娟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10 吃饭有讲究
小学道德
与法治

魏晶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励志小学

九 除法--长颈鹿与小鸟 小学数学 王雪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第7章 认识国家--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王薇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二单元--第5课 三点水 小学书法 王明庭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实验小学
第三单元--阅读--10 短文二篇--记承天寺夜游 初中语文 王彬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5. 色彩的调和 初中美术 孙岩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四、宇宙探秘 初中物理 桑喜梅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四十中学
第8课 时间的歌--演唱--时间像小马车 小学音乐 邱令金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科学家的故事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初中生物 欧阳茜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3 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正方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孟晓婷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二章 变化率与导数--2 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2.1导数的概念 高中数学 马春红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林士荣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2课 家乡美--演唱 杨柳青 小学音乐 李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第一单元--古诗两首--4.2 饮湖上初晴后雨 小学语文 李亚萍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实验小学
第三单元　从人文精神之源到科学理性时代--第11课　希腊先哲的精神觉醒 高中历史 李树全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第七章 认识我国的区域--第四节 福建省泰宁县 初中地理 李梦月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Module 5--Unit 1 At 7,I get up. 小学英语 李嘉瑞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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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李晗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第四单元--综合性学习--我们的互联网时代 初中语文 雷雪梅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一 小数除法--人民币兑换 小学数学 雷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
15. 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柯文涛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电机厂子弟学校
第二章 多媒体作品的规划与设计--2.4 综合活动：《社区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设计--

2.4.1 活动目的
高中信息
技术

惠晓黎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第3课 好伙伴--演唱 噢！苏珊娜 小学音乐 胡静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复习题 初中数学 海文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华山中学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四、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房玉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黄河中学
第四单元  世界之光--欣赏--故乡的亲人 高中音乐 董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第二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归纳与整理 高中化学 董啸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第二单元 了解祖国 爱我中华--第五课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灿烂的中华文化
初中思想
品德

成瑞君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体操类运动--3.跳绳--2.双摇跳
小学体育
与健康

蔡春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基本身体活动--4．投掷与游戏--5.双手持轻物掷远与游戏
小学体育
与健康

白刚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一单元  白天和黑夜--5 昼夜对动植物的影响 小学科学 朱洋菲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课文--口语交际：推荐一部动画片 小学语文 周文驹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发学校(初中部)

第二组--词语盘点 小学语文 郑媛媛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四校

第六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三  计算机辅助制图（选学）
高中通用
技术

赵连杰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第一单元 歌唱祖国--欣赏--走向复兴 初中音乐 张晓青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第四十八中学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四、照相机与眼睛  视力的矫正 初中物理 张敏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第六章 提高田径运动技能--跑--1.短距离跑--接力跑
高中体育
与健康

张丹丹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专题四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3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高中思想
政治

张春锋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课文--16 雷雨 小学语文 叶凡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二校
第二章 世界气候--第一节 世界的气温和降水 初中地理 姚瑞芝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第五十八中学
三 数一数与乘法--有多少点子 小学数学 杨晓娟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小学
第8课 家乡赞--聆听--在那挑花盛开的地方 小学音乐 杨斌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讲武殿小学
Lesson 3 What time is it? 小学英语 闫媛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方新村小学

体育运动技能 球类活动--二、小足球--4.脚底接地滚球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徐卫华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滹沱小学

课文--21 青蛙卖泥塘 小学语文 徐欢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东前进小学

预防和应对意外道路交通伤害事故
小学安全
教育

魏飞燕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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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二课 小图形 大品牌——标志设计 高中美术 王雨薇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五单元 杰出的科学家--第21课 “地质之光”李四光 高中历史 王理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1.1 身边的化学 初中化学 王珂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课文--语文园地四--语文园地四：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 小学语文 王槐荣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六 确定位置--确定位置（二） 小学数学 王飞鸽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选读课文--7　喜爱音乐的白鲸 小学语文 唐萌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引言--一、奇妙的物理现象 初中物理 谭亚鸽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课文--20 蜘蛛开店 小学语文 秦文君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六小学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蒲芸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第二章 分子结构与性质--归纳与整理 高中化学 马云云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2课 美妙童音--演唱--摇船调 小学音乐 卢梦娜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高铁寨小学
第1课 让大家认识我 小学美术 刘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方新村小学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科学家的故事　血液循环的发
现

初中生物 李伟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精读--第二课　鲁迅：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 高中语文 李萍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专题2　细胞工程--2.1　植物细胞工程--2.1.2　植物细胞工程的实际应用 高中生物 李金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专题四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2　按照民主集中制
建立的新型政体

高中思想
政治

李晨光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科学·技术·社会　“超级细菌”近
在咫尺

初中生物 蒋涵薇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第二单元 我的成长与学校--4 为你介绍我们的学校
小学品德
与社会

姜玲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CONTENTS--Unit 4 Pygmalion--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郭玮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三单元 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第14课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高中历史 郭蕾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工业--课题1　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基本问题--生产中反应条件的控制 高中化学 苟莉莉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四 长方体（二）--练习四 小学数学 高美萍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凤城学校
第7课 放飞梦想--聆听--欢乐颂 小学音乐 冯蓓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白花村小学

信息技术--2.“打字小能手”挑战赛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杜琎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八课 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守护
初中道德
与法治

董惠玲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第五十九中学

第三章 旅游规划--第二节 旅游资源评价 高中地理 邓先武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七 年、月、日--时间表 小学数学 程小莹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滹沱小学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3.轻度损伤的自我处理--2.割伤、刺伤、擦伤
小学体育
与健康

陈兴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高铁寨小学

第二章 太阳系与地月系--第三节 月相和潮汐变化 高中地理 陈曦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课文--24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小学语文 陈茹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东前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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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陈荟宇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第五十八中学
18.复制与传播 小学美术 畅聆希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第四章 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下）--4.1 编制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4.1.4 剖析编制计算机
程序解决问题的过程

高中信息
技术

薄雪娟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第十三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六节 动物--3、环节 动物和节 肢动物 初中生物 张媛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初级中学
选读课文--4　黄继光 小学语文 张娜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课文--语文园地四--语文园地四：我爱阅读 小学语文 余冬丽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小学
第一章 计数原理--2 排列--排列 高中数学 姚婷婷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中学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3节　太阳能 初中物理 闫喜鹊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交口初级中学
第二组--语文园地二--口语交际 小学语文 郗君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缝学校
1. 船 小学美术 魏少丽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任留乡任留小学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2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信息技术应用 探索二次函数的
性质

初中数学 王银娜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4.我是平面设计师
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

王灏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初级中学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武术类运动的基本技术
初中体育
与健康

孙晓鸽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初级中学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Reading "The four seasons" & Speak

up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初中英语 石莹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初级中学

第7课 回声--演唱 山谷静悄悄 小学音乐 沈平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第一章 三角函数--7 正切函数--7.2正切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高中数学 秦蓓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临潼中学
3. 用装饰色彩来表达 初中美术 李梅玉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西泉初级中学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高中物理 李冲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三 倍数与因数--找质数 小学数学 胡燕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新丰小学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16.2 二次根式的乘除--二次根式的除法 初中数学 董小花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零口初级中学
三 小数乘法--包装 小学数学 党沈萍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选读课文--5　七色花 小学语文 陈培宁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第三章  光现象--三、光的直线传播 初中物理 朱亚菲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第一学期--走和跑：快速跑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周宁波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土门小学

第一单元　生活智慧与时代精神--第三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高中思想
政治

张益彬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4. 简单的图案设计 初中数学 张晓勃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三十一中学

逃生与救护知识
初中安全
教育

张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7.走进程序世界
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

张强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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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生涯规划
高中心理
健康教育

张倩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良好的人际关系
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

张芳芳 西安市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二课 保障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
初中道德
与法治

袁琼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总复习--常见的量 小学数学 尤晓群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前卫路小学

发展学习能力
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

杨琨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希望小学

第三单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15课 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初中历史 薛鹏娥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科学·技术·社会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 初中生物 许军娥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21课 清朝前期的文学艺术 初中历史 许慧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

有效管理情绪
高中心理
健康教育

谢婷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十中学

第十三章　光--5　光的衍射 高中物理 王雅梅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十五单元 新音乐歌声初放--第二十七节：萧友梅与黄自 高中音乐 王翔宇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第四章　化学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二节　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 高中化学 王卫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4.1 我们的水资源 初中化学 王蕊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三章 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温和降水 初中地理 王博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UNIT 3  MEANS OF TRANSPORT--Lesson 21 小学英语 田静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第二章 概率--3 条件概率与独立事件--条件概率与独立事件 高中数学 陶建兴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举办演讲比赛 初中语文 唐欢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课文--9 明天要远足 小学语文 宋丹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第三单元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第9课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高中历史 时亚南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第五课　言之有“理”--第二节　句子“手牵手” --复句和关联词 高中语文 任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主题班会活动
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

屈茜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第五章 燃料--5.2 组成燃料的主要元素——碳 初中化学 庞学武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一章 三角函数--5 正弦函数的性质与图像--习题1—5 高中数学 罗亚妮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Unit 8 Save Our World--Lesson 44 Environment Clubs 初中英语 刘娟利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一章 揭开计算机解决问题的神秘面纱--1.1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1.1.1 从生产方案
选择问题开始

高中信息
技术

刘红霞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Unit6　Emails and descriptions of places--Writing 高中英语 李钟亭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Unit 4 My home--C 小学英语 李志航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龙首村小学

第四章 保健与卫生--日常运动损伤的处理
初中体育
与健康

李萍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第六章 概率初步--2 频率的稳定性--非等可能事件频率的稳定性 初中数学 李惠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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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团体辅导案例
初中心理
健康教育

景诗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课文--快乐读书吧 小学语文 贾静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八一街小学
四单元  它们是什么做的 --3 纺织材料 小学科学 何小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小学
二 图形的运动--轴对称（二） 小学数学 郭蕊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一单元  我们长大了--1 我在成长 小学科学 关慧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第四单元--15课--会话：「趣味」 初中日语 高慧燕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6 花儿草儿真美丽
小学道德
与法治

高虹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南小巷小学

第1课 童年--演唱 摇啊摇 小学音乐 董亚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第六单元--阅读--23* 马说 初中语文 邓倩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Unit 10 EXPRESS JUDGEMENT AND ATTITUDE--Listening and reading 高中英语 但军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第16课 大家一起画 小学美术 程丹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2.篮球--基本技术--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高中体育
与健康

陈永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第三组--语文园地三--口语交际 小学语文 陈明 西安市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第三单元 做自尊自爱的人--10.爱惜自己的名誉
小学品德
与社会

陈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小学

第8课 向往--聆听 乘着歌声的翅膀 小学音乐 白如月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小学
第二单元 影视金曲--欣赏--☆辛德勒的名单 初中音乐 安媛媛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4.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多边形的外角和 初中数学 张玉芳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洩湖镇冯家村初级中学
第一章 计数原理--1 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和分步乘法计数原理--1.1分类加法计数原理 高中数学 张伟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孟村中学
第四章 文明旅游--第三节 旅游常识和导游基础知识 高中地理 张琳 西安市 蓝田县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Unit 1 Hello!--B 小学英语 杨希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普化镇终南小学
第一组--口语交际　习作一--习作 小学语文 罗丹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北关小学
专题4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性问题--4.3　禁止生物武器 高中生物 刘丹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洩湖中学
第一章 三角函数--4 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定义与诱导公式--4.1任意角的正弦函数、余
弦函数的定义

高中数学 康毅潇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城关中学

CONTENTS--Unit 2 King Lear--Using LanguageⅠ 高中英语 韩焕 西安市 蓝田县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第四组--口语交际·习作四--习作 小学语文 韩丹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北关小学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第三节 大气环境--大气受热过程 高中地理 封宏博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洩湖中学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4 用尺规作角 初中数学 董娟娜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第五单元--阅读--20 古代诗歌五首--己亥杂诗（其五） 初中语文 陈昀轶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第6课 美术中的比例 小学美术 郑涛 西安市 户县 户县草堂镇中心学校
六 劳动--古诗二首 小学语文 叶瑞 西安市 户县 户县草堂镇中心学校
第一章 计数原理--5 二项式定理--5.1二项式定理 高中数学 吴春娥 西安市 户县 户县第四中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7 整式的除法--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王佩英 西安市 户县 户县石井初级中学
第三章 圆--5 确定圆的条件 初中数学 汪亚萍 西安市 户县 户县甘河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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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六 劳动--幸福在哪里 小学语文 刘颖 西安市 户县 户县南羊小学
一 话语--语言的魅力 小学语文 李晓静 西安市 户县 户县西街小学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平行四边形的判定的综合练习 初中数学 李军 西安市 户县 西安惠安中学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Reading "A blind man and

his 'eyes' in a fire"
初中英语 黎晓静 西安市 户县 户县大王初级中学

第3课 农家乐--演唱 苹果丰收 小学音乐 付东方 西安市 户县 户县甘亭街道中心学校
第12课 唱起来跳起来 小学美术 崔启超 西安市 户县 户县草堂镇中心学校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Writing: An email to

Aunt Linda
初中英语 陈雪 西安市 户县 西安惠安中学

第二课 天人合一 情景交融--中国山水画 高中美术 王静 西安市
国际港务

区
西安市第六十四中学

体操类活动--2．基本体操--1.模仿操第一～四节
小学体育
与健康

龙俊利 西安市
国际港务

区
西安西港花园学校

19.变垃圾为宝 小学美术 段胜美 西安市
国际港务

区
西安国际陆港第一小学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复习题 初中数学 赵尚乐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四中学
9 丁丁冬冬学识字（二）--丁丁冬冬学识字1 小学语文 赵蕾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城关小学
Unit 4 Where is my car?--C 小学英语 张妮娜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高家小学
Useful expressions 小学英语 尤佳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湾子中心小学
第二单元 探索水世界--第四节 元素 初中化学 苏明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四中学
音乐小网站--四、竖笛各部位名称图 初中音乐 刘烨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泾渭中学
七 百分数的应用--百分数的应用（三） 小学数学 刘宁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城关小学
第二章  力--4. 摩擦力 高中物理 孔祥茜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第六课 创造价值 承担使命
高中思想
政治

晋朝荣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12. 如何欣赏工艺美术（选修） 初中美术 胡宁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鹿苑镇中学
五 加与减--小小图书馆 小学数学 赵肖萌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未央区和平村小学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3.高中生生涯规划
高中综合
实践活动

张灿灿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长安区第七中学

第8课 新疆好--演唱--我爱雪莲花 小学音乐 许珊祎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未央区和平村小学

Unit 4  What can you do?--C 小学英语 王洁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办事处镐京小学

第一单元 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第1课 向人性扼杀者宣战 初中历史 马敏霞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沣东第一学校
识字--语文园地一--和大人一起读：谁和谁好 小学语文 刘瑞佩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第17课 动物乐园 小学美术 胡朝霞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第4课 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 高中历史 何高峰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西城中学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的解法

初中数学 郭小妮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办事处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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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课文--23 纸船和风筝 小学语文 程亚楠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庄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九十中学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4.羽毛球--基本步法
高中体育
与健康

朱永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铁一中学

第二章 推理与证明--2.2 直接证明与间接证明--2.2.2 反证法 高中数学 赵钊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铁一中学
六 加与减（三）--练习四 小学数学 赵亚楠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大阳光小学
　第二单元 城市与地理环境--　第三节 城市空间结构 高中地理 赵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太乙路中学
总复习--式与方程 小学数学 张黎勤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第三章 技术与运用--篮球
初中体育
与健康

张凯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Module Four Modern Life--Unit 7 Metropolises 高中英语 张阿娟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学习与探究二 社会生活变化小调查 初中历史 于惟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七十一中学
第五单元--阅读--20 古代诗歌五首--登飞来峰 初中语文 易范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UNIT 3  FEELINGS AND REACTIONS--Lesson 15 小学英语 杨小丽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杨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第3章 遗传信息的复制与表达--第1节 遗传信息的复制 高中生物 薛姣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续小双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课文--12 古诗二首--小池 小学语文 徐玮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第四组--　语文园地四--习作 小学语文 夏国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东关小学
第二课　千言万语总关“音”--第四节　声情并茂--押韵与平仄 高中语文 武艳芬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发展学习能力
初中心理
健康教育

吴燕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六中学

第四单元 工业文明冲击下的改革--第16课 综合探究：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高中历史 魏潇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1单元 石头与泥土--1 石头 小学科学 魏敏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综合与实践--七巧板 初中数学 韦境忆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第九单元 浪漫幻想的音乐世界--第十八节：标题性交响曲的诞生 高中音乐 王雅璐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三课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遵守规则
初中道德
与法治

王晓晓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第十一章　机械振动--3　简谐运动的回复力和能量 高中物理 王小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21.精彩的马勺（陕西） 小学美术 王青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第2课 家乡美--聆听 故乡是北京 小学音乐 王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第一单元--第4课 横折钩 小学书法 王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第二章 二次函数--1 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裴利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三、气体的压强 初中物理 闵帅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写作 从生活中选择有价值的写作材料 初中语文 刘文卷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八十二中学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科学　技术　社会　干细胞和
造血干细胞研究

初中生物 刘乐乐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九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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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初中道德
与法治

梁寅子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8. 色彩风景画 初中美术 李毅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第七章 认识我国的区域--第七节 珠江三角洲地区 初中地理 李雅晴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考察探究活动--9.零食（或饮料）与健康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李小慧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1.2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和直观图--1.2.3 空间几何体的直观图 高中数学 李剑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一 小数的意义和加减法--歌手大赛 小学数学 李红云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第7单元 生命的延续与进化--第20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第1节 动物的生殖 初中生物 黎圆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综合复习--4　狱中联欢 小学语文 雷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专题4 分子空房间结构与物质性质--第一单元 分子构型与物质的性质 高中化学 孔令波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铁一中学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9课 对外开放 初中历史 焦璟丽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第二章 程序设计ABC--2.3 程序的基本结构--2.3.3 循环结构
高中信息
技术

蒋帅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第六章 金属--6.3 金属矿物与冶炼 初中化学 贾春洋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五中学
第三单元 天山之间--欣赏--☆我的金色阿勒泰 初中音乐 郝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2.跳房子
小学体育
与健康

过志韵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第二单元 影视金曲--演唱--☆长江之歌 初中音乐 党田丹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第二章  生物个体的稳态--第一节  人体内环境的稳态--体温调节 高中生物 崔严葡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第四单元 研究型实验--课题二 身边化学问题的探究--实验4-4饮料的研究 高中化学 成超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第六单元--写作--表达要得体 初中语文 周如锦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庆华中学
三 加与减（一）--乘车 小学数学 周俐卿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枣园小学
第三单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12课 对外开放 初中历史 郑小强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宇航中学

第一学期--跳山羊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张训成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

第14课 爬升玩具 小学美术 张同辉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庆华小学
第一单元--3 当代诗两首--乡愁（余光中） 初中语文 张皎雪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浐灞第一中学
第三章  遗传和染色体--第三节  染色体变异及其应用--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高中生物 张芳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
CONTENTS--Unit 1　Cultural relice--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翟晓妮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第6章 认识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王英茹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十九中学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4 利用轴对称进行设计 初中数学 唐莎莎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宇航中学
一 除法--分橘子 小学数学 舒静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小学

2单元 水--4 水是什么样的 小学科学 任柘潓 西安市 灞桥区 灞桥区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龙湖分校

专题1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第三单元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高中化学 马文毅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庆华中学
UNIT 1  SHAPES--Lesson 7 小学英语 马文璇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2.画漫画 初中美术 路怀博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浐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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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5课 童心--演唱 荡秋千 小学音乐 刘媛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灞桥镇小学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三节　拟定保护生态
环境的计划

初中生物 刘维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七十九中学

课文--语文园地八--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小学语文 刘娜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电力小学
概说 高中语文 廖小庆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第一单元 认识我自己--2. 我的优点和不足
小学品德
与社会

李欣超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长乐坡中心小学

第四单元 控制与设计--三  闭环控制系统的干扰与反馈--4、黑箱方法
高中通用
技术

胡桂平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

第7课 黄色和蓝色的画 小学美术 郭洋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华清园实验小学
第三单元--第12课 撇捺组合 小学书法 程育辉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
第四章  机械能和能源--3. 势能 高中物理 成依青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东城第一中学
五 加与减(二)--练习三 小学数学 陈亚会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
第二章 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2.2直线、平面平行的判定及其性质--2.2.4 平
面与平面平行的性质

高中数学 陈冬梅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课文--24 风娃娃 小学语文 白燕妮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

主题班会活动
初中心理
健康教育

朱静 西安市 西安市育才中学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五、物体的浮与沉 初中物理 赵云轩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总复习--数的认识 小学数学 赵娜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二课 保障宪法实施--坚持依宪治国
初中道德
与法治

张璇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第四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4.4 排序算法设计--4.4.1 选择排序算法
高中信息
技术

张晨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第3课 我们的朋友--演唱--顽皮的杜鹃 小学音乐 杨东升 西安市 西安市凤景小学
第四单元 研究型实验--归纳与整理 高中化学 邢丽丽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一中学
第四章 电磁波及其应用--五、课题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电磁波 高中物理 魏向东 西安市 西安高级中学
第一单元--阅读--2 回延安 初中语文 王一羊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第1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科学·技术·社会
酶为生活添姿彩

高中生物 涂延凤 西安市 西安高级中学

第三章 圆--4 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圆的内接四边形 初中数学 梅超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课文--语文园地六--语文园地六：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 小学语文 卢云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探究活动 用模拟方法估计圆周率π的值 高中数学 刘玉记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第四课　词语万花筒--第三节　每年一部“新词典”-- 新词语 高中语文 刘英华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8 上课了
小学道德
与法治

李茜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第四章 文明旅游--第二节 出游前的准备 高中地理 付家鹏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第3课 飞翔的梦--演唱--真善美的小世界 小学音乐 暴雷雨 西安市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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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结束语 高中化学 白永龙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小学数学 张娟 渭南市 潼关县 潼关县实验小学
一 圆柱与圆锥--练习一 小学数学 赵秀侠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城关镇东街小学
第2单元 我们生活的生物圈--第3章 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第1节 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 赵珊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桥山中学
第一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2、元素周期律与元素周期表 高中化学 张小艳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第三中学
第六单元 精彩演讲（自由读写单元）--二十四 悼念玛丽•居里 初中语文 王婷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兴华学校

第一单元 认识信息世界--第一节 无所不在的信息
高中信息
技术

任县利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尧山中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4 整式的乘法--单项式乘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乔引丽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桥山中学
第二章 概率--1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 高中数学 李森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第三中学
第二单元 建设之路的曲折探索--第9课 外交工作的突破与发展 初中历史 李鲁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桥山中学
第一章 推理与证明--4 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 高中数学 陈叶芳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第三中学
第一单元 咏物抒怀--三 *紫藤萝瀑布 初中语文 陈美琳 渭南市 蒲城县 蒲城县初级实验中学
第二单元　可爱的家--音乐实践 小学音乐 张思慧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临渭区北塘实验小学
第三章 圆--*7 切线长定理 初中数学 张苒利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初级中学
Unit 2 Days and Months--Lesson 12 Mr. Moon's Birthday 小学英语 杨红勇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六 数据的表示和分析--栽蒜苗（一） 小学数学 王华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二 春天的脚步--理想的翅膀 小学语文 汪艳红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三 小数乘法--蚕丝 小学数学 宋冰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Unit 8 The ruler is long.--Part B 小学英语 朱微 渭南市 华州区 渭南市华州区城关小学
第八章  力--一、力 弹力 初中物理 周红波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少华中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7 整式的除法--单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郑艳华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杏林镇杏林初级中学
第二课　千言万语总关“音”--第三节　迷幻陷阱 --“误读”和“异读” 高中语文 张莉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铁中

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综合探究　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高中思想
政治

于绍军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铁中

第一单元 学会读书（一）吟哦讽诵而后得之--综合学习与探究--写作 初中语文 吴小英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金堆镇金堆初级中学
经典魅力（综合·探索）--第5课 仕女·簪花 初中美术 王倩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瓜坡镇初级中学
六 分数的初步认识--分数的初步认识 小学数学 王敏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毓秀小学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二十二 词二首--渔家傲 初中语文 刘晓娟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少华中学
第一章 城乡发展与城市化--第三节 城市化进程与城市问题 高中地理 李海红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咸林中学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第2课 关注你、我，他 初中美术 黄博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少华中学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1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垂直 初中数学 胡新芹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金堆镇金堆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三）学学牛吃草--十二 *论美 初中语文 党海燕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杏林镇杏林初级中学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第四节 地球的圈层结构 高中地理 陈莹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咸林中学
一 除法--搭一搭（一） 小学数学 杨歌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城关小学
七 数据的整理和表示--快乐成长 小学数学 苏芬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城关小学
第三章 力与相互作用--1、牛顿第三定律 高中物理 吕艳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岳庙高级中学
Unit 1 Going to Beijing?--Lesson 4 Who Is Hungry? 小学英语 刘阳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城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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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六单元--阅读--24 唐诗二首--卖炭翁 初中语文 程萍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表达交流--确立自信　学习反驳 高中语文 郑刚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合阳中学
Unit 5 What Is He Like?--Part A 小学英语 张维艳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实验小学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7.1 平面直角坐标系--阅读与思考　用经纬度表示地理位置 初中数学 杨新平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高中历史 同智强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路井中学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孙江玲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城关中学
第三单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课　走向世界大战 高中历史 吕少武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合阳中学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8和9的加减法 小学数学 雷亚萍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城关东街小学
第三章 动能的变化与机械功--3、研究功与功率 高中物理 郭建朋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合阳中学
第二章 资源问题与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第一节 自然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高中地理 程溪苹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合阳中学
第六单元　五十六朵花--欣赏--月光下的凤尾竹 小学音乐 王馨苑 渭南市 高新区 高新区第一小学
四 多边形的认识--三角形--三角形的内角和 小学数学 孙媛利 渭南市 高新区 高新区第一小学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刘晓琪 渭南市 富平县 富平县实验中学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刘贤 渭南市 富平县 富平县梅家坪镇清明庙学校
一 分数加减法--“分数王国”与“小数王国” 小学数学 谷亚绒 渭南市 富平县 富平县老庙镇中心小学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第十七课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高中历史 韦晓玲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城郊中学
CONTENTS--Unit 1　Cultural relice--Using LanguageⅠ 高中英语 王晓佩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中学
Unit 5 What Is He Like?--Part B 小学英语 王辉姗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实验小学
第二章 化学键 化学反应与能量--1、化学键与化学反应 高中化学 冯花萍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城郊中学
第二十四章　圆--24.4 弧长和扇形面积--计算圆锥的侧面积和全面积 初中数学 孙李丽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2 消元——解二元一次方程组--8.2.2加减消元法解二元一
次方程组--用适当方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石二莉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1 平行四边形--18.1.3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应用--平行四边形
判定定理的简单应用

初中数学 屈军锋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第二章 化学反应的方向、限度与速率--2、化学反应的限度--平衡转化率 高中化学 贺小虎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白水中学
第二章 化学反应的方向、限度与速率--2、化学反应的限度--化学平衡常数 高中化学 丁江龙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仓颉中学
7.认识时间--解决问题 小学数学 党丹丹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城关镇胜利小学
第一章 人口的增长、迁移与合理容量--第二节 人口的迁移 高中地理 朱菊萍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第一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1、原子结构 高中化学 赵维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主题二 物质性质及反应规律的研究--主题拓展：现代实验技术在研究物质性质及反应 高中化学 张恢宁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第一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3、元素周期表的应用 高中化学 王佩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第七课 通脱豪迈 清峻沉郁——刘禹锡、柳宗元诗四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
连四州

高中语文 王江贤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第四章 一次函数--1 函数 初中数学 毛盼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北魏孝文帝改革--第3课　促进民族大融合 高中历史 惠军利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第十八单元 走向新时代--第三十四节：新时代 高中音乐 杜琼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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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诗歌之部--第一单元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推荐作品--　杂诗十二首(其二)/陶渊明 高中语文 安雨晨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Lesson 13 I Love Autumn 初中英语 张紫薇 铜川市 印台区 王石凹中小学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Lesson 3 A Visit to Xi’an 初中英语 路燕丽 铜川市 印台区 印台中学
一 沉和浮--探索马铃薯沉浮的原因 小学科学 黄萍 铜川市 印台区 方泉小学
有声有色的物质世界——声和光--第五章 光现象--二、光的反射 初中物理 宋玉锦 铜川市 耀州区 铜川市耀州区小丘中学
第六单元 近代欧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第19课 美国的联邦制 高中历史 庞明凯 铜川市 王益区 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
第4课 美丽家园--演唱--我的家在日喀则 小学音乐 贾丹 铜川市 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
一 加与减(一)--跳伞表演 小学数学 庄瑞 神木县 神木县第十一中学
第三章 重要的有机化合物--3、饮食中的有机化合--乙酸 高中化学 刘忠艳 神木县 神木中学
课文--口语交际：用多大的声音 小学语文 贺巧娥 神木县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Unit 2 My family--C 小学英语 陈鸿梅 神木县 神木县锦界第一小学
第三单元--阅读--9 三峡 初中语文 朱昌芝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永乐中学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28.2.2应用举例--例5 航海—

—方位角
初中数学 殷延霞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永乐中学

第十三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七节 病毒 初中生物 胡宏丽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第二中学
第四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三节 寒潮 高中地理 陈波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第二中学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麻亚红 商洛市 商州区 陕西省商丹高新学校
第六单元--阅读--24 诗词五首--饮酒（其五） 初中语文 魏建丽 商洛市 商南县 商南县初级中学
4.表内乘法（一）--2、3、4的乘法口诀 小学数学 刘丽 商洛市 商南县 商南县城关小学
练习3 小学语文 刘奎 商洛市 商南县 商南县金丝峡镇梁家湾九年制学校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第7课 图案之美 初中美术 成伟 商洛市 商南县 商南县初级中学
5. 草丛中 小学美术 熊琦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第3课 快乐的校园--演唱 大家来唱 小学音乐 李拉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Unit 7 Are these bears?--Part B 小学英语 段晶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6和7的组成 小学数学 张妮 商洛市 商洛市小学
Contents--Module 1 My classmates.--Unit 2 I'm Wang Lingling and I'm thirteen years

old.
初中英语 张辉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Module 7 Revision--Writing 高中英语 阮桂琳 商洛市 陕西省商洛中学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初中历史 马静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八课 探问生命--敬畏生命
初中道德
与法治

李明辉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唱歌--校园的早晨 初中音乐 陈莹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第二单元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第6课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高中历史 陈卫 商洛市 陕西省商洛中学
Unit 5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Part A 小学英语 白荣莉 商洛市 商洛市小学
第三章　认识的深化与成篇--第三节　培养创新意识 高中语文 张帆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中学

从现象到本质——相互作用与能量--第九章 机械和功--五、探究——使用机械是否省功 初中物理 姚于奇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第9章 多边形--9.2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多边形的内角和 初中数学 许晨程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平安初级中学

第 21 页，共 26 页



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Unit 6  How do you feel?--B 小学英语 王丽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城关小学
2 百分数（二）--成数 小学数学 李姚贵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城关小学
名著导读--《格列佛游记》：奇异的想象，辛辣的讽刺 初中语文 李菊能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12. 端午节 小学美术 周君 汉中市 洋县 洋县南街小学
第二组--　语文园地二--习作 小学语文 宋筱灵 汉中市 洋县 洋县南街小学
随心唱响--菊花台 初中音乐 申小梅 汉中市 洋县 洋县戚氏初级中学
综合学习--楹联的世界 高中语文 巨东涛 汉中市 洋县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第2章 机械波--第1节 波的形成和描述 高中物理 景家曜 汉中市 洋县 洋县中学
第一章 常用逻辑用语--4 逻辑联结词“且”“或”“非”--4.1逻辑联结词“且” 高中数学 姜涛 汉中市 洋县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第六单元--综合性学习--以和为贵 初中语文 周晶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五中学

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单元复习与测试
高中思想
政治

张琴 汉中市 西乡县 陕西省西乡县第二中学

Module 4 Sandstorms in Asia--Grammar 高中英语 尹碧霞 汉中市 西乡县 陕西省西乡县第二中学

社会服务活动--7.我是尊老敬老好少年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杨静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莲花小学

Module 3 The Violence of Nature--Writing 高中英语 申水林 汉中市 西乡县 陕西省西乡县第二中学
专题4　酶的研究与应用--课题1　果胶酶在果汁生产中的作用 高中生物 屈桂霞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一中学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9 我和我的家
小学道德
与法治

廖香玉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金牛小学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小学家庭
教育

李平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信息技术--12.趣味编程入门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李力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第六单元　《墨子》选读--二、非攻 高中语文 黄冯梅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一中学

2.运动技能--球类活动--羽毛球
小学体育
与健康

韩峰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莲花小学

第一章 运动参与--体验运动乐趣与成功
初中体育
与健康

郭红梅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四中学

一 小数的意义和加减法--练习一 小学数学 程慧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第18章 平行四边形--18.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从边的角度判定平行四边形 初中数学 王怀跃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第一初级中学
第27章 圆--27.3 圆中的计算问题--弧长和扇形的面积 初中数学 沈荣刚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燕子砭镇初级中学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十课 绽放生命之花--活出生命的精彩
初中道德
与法治

郝明英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第一初级中学

第二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2 抛物线--2.1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高中数学 赵俊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English pronunciation patterns 小学英语 张阳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城关小学
第4章　基因的表达--第3节　遗传密码的破译（选学） 高中生物 张伟妮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Lesson 15 The Zoo Is Open 初中英语 杨干民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Module 4 A Social Survey -- My Neighbourhood--Reading and vocabulary 高中英语 徐莎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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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散文之都--第六单元　文无定格　贵在鲜活--推荐作品--　苦斋记/刘基 高中语文 王静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第九章 健康知识--坚固的健康三角形
初中体育
与健康

邱晶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塘坎中学

基本身体活动--2.跳跃--3.跨越式跳高考核
小学体育
与健康

皮春霞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第十单元 酸和碱--课题2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初中化学 牛蕊 汉中市 南郑县 汉山街道办事处草堰初级中学
 课文-- 3 古诗两首 小学语文 刘兴艳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城关小学
第一单元--阅读--1 社戏 初中语文 李莹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濂水镇初级中学
第3章 抛体运动--第3节 平抛运动 高中物理 解庆欢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2.篮球--基本技术--单手肩上传接球
高中体育
与健康

古涛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高台中学

第二单元--古诗诵读：石灰吟 小学语文 方丽 汉中市 南郑县 协税镇中心小学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整式的加减--整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杜小凤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华燕学校

第一单元 我们在一起--4 棉队欺负和威胁
小学品德
与社会

柏雪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第五单元 小调集萃--欣赏--龙船调 初中音乐 张文洁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三中学
三 加与减（一）--小鸡吃食 小学数学 张婷 汉中市 勉县 勉县定军山镇中心小学
Module 2 Highlights of My Senior Year--Writing 高中英语 张绳霞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一中学
11. 剪贴组拼小村庄 小学美术 杨慧慧 汉中市 勉县 阜川镇中心小学
Unit 7 Enjoy Your Hobby--Lesson 38 Hobbies Are Fun! 初中英语 王春蕊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三中学
Unit 2 Colours!--C 小学英语 舒莎 汉中市 勉县 勉县阜川镇小河庙小学
古诗词背诵--2　鸟鸣涧 小学语文 任芬 汉中市 勉县 勉县逸夫小学

Module 3 Body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Listening and vocabulary 高中英语 焦莉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二中学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Lesson 19 A Dinner Date 初中英语 陈鑫 汉中市 勉县 勉县九冶中学
练习7 小学语文 张瑜 汉中市 略阳县 略阳县高台小学
五、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几百几十加、减整百或整十数 小学数学 尹丽 汉中市 略阳县 略阳县何家岩镇中心小学
Module 5 Great people and Great Invention--Reading and vocabulary 高中英语 刘婷 汉中市 留坝县 留坝县中学
五 加与减--算得对吗 小学数学 李静 汉中市 留坝县 留坝县城关小学
课文--20 台湾的蝴蝶谷 小学语文 何静 汉中市 留坝县 留坝县马道中小学
第二组--7 落花生 小学语文 杨花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北大街小学
课文--语文园地四--日积月累+和大人一起读 小学语文 王静 汉中市 汉台区 陕西省汉中师范附属小学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五、物质的物理属性 初中物理 李军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第四中学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田径类运动中常见的运动损伤及预防
初中体育
与健康

李刚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第八中学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2 我们有精神
小学道德
与法治

方蓉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中山街小学

专题1　基因工程--复习与测试 高中生物 程宇 汉中市 汉台区 汉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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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三单元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7 跟着唐僧去西游
小学品德
与社会

赵瑞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朝阳小学

第六单元--阅读--24 寓言四则--杞人忧天 初中语文 赵镓臻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朝阳初级中学
Unit 2 Great People--Lesson 10 Touch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张玲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城关中学
第1课 爱老师，爱学校--歌曲《我们的学校亚克西》 小学音乐 张惠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考院实验小学
第一章 坐标系--2 极坐标系--极坐标系 高中数学 杨情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二中
第三章 圆--2 圆的对称性 初中数学 杨鹏燕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沙河营初级中学
第一单元--阅读--4 古代诗歌四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初中语文 吴天琪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一中
五 面积--面积单位的换算 小学数学 王丽华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考院实验小学
第5课 两首不同风格的合唱曲--歌曲《八只小鹅》 小学音乐 彭翠霞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集灵小学
10. 水墨画风景 小学美术 刘亚敏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考院实验小学
Module 7 Revision--Vocabulary 高中英语 刘菲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第一中学
第七篇 产业区位与分布--专题22 农业区位与农业地域类型--农业区位的变化 高中地理 何菊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第一中学
物理学让生活更美好——电与磁--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二、根据欧姆定律测量导体的电
阻

初中物理 高扬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一中

Module 2 Experiences--Unit 2 They have seen the Pyramids. 初中英语 闫蕾 韩城市 韩城市新城区第四初级中学
第三章 推理与证明--2 数学证明--数学证明 高中数学 薛庆媛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CONTENTS--Unit 4 Learning efficiently--Warming up、Pre-reading、Reading、
Comprehending

高中英语 孙晓园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主题班会活动
高中心理
健康教育

苏锐荣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第三课　神奇的汉字--第一节　人之初，本为画--汉字的起源 高中语文 寇梦洁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我们周围的物体--6.它们去哪里了 小学科学 解利娜 韩城市 韩城市新城区潭马村小学
第六单元--阅读--牲畜林 高中语文 胡晓英 韩城市 韩城市西庄中学
第二章 平面向量--2 从位移的合成到向量的加法--2.2向量的减法 高中数学 高娟丽 韩城市 韩城市司马迁中学
第三篇 电场和磁场--第十一章 电磁感应 电磁波--B.感应电流的方向 右手定则 高中物理 冯伟利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梳理探究--走近文学大师 高中语文 马艳 府谷县 府谷县第三中学

第四单元 谁把距离拉近了--10.现代通信真方便
小学品德
与社会

刘梅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市渭滨区新民路小学

8. 静物一家 小学美术 李娜 宝鸡市 太白县 太白县咀头小学
一单元  骨骼与肌肉--2 关节  小学科学 徐玛丽 宝鸡市 岐山县 岐山县城关小学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三课 公民权利--公民基本权利
初中道德
与法治

王文英 宝鸡市 岐山县 岐山县第三初级中学

课文--1 吃水不忘挖井人 小学语文 邱丽莎 宝鸡市 岐山县 岐山县蔡家坡第一小学

2.运动技能--体操类活动--韵律操
小学体育
与健康

肖菊花 宝鸡市 陇县 陇县城关镇北关明德小学

课文--语文园地三--查字典 小学语文 刘巧芳 宝鸡市 陇县 陇县实验小学
第六单元--阅读--22 《礼记》二则--大道之行也 初中语文 车进 宝鸡市 陇县 陇县曹家湾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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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五 冲突--鹬蚌相争 小学语文 张玮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石油小学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初中音乐 张玲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列电中学
第二单元--8.外国诗两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初中语文 张娟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列电中学
第三章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4 对数--4.1 对数及其运算 高中数学 吴亮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卧龙寺中学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演讲词--13 最后一次讲演 初中语文 王娟琴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列电中学
第一单元 历史坐标上的沉思--1 宋词二首--念奴娇 赤壁怀古 高中语文 王成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石油中学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9课 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 初中历史 韩姝宏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列电中学
第11课：动漫——动起来的漫画 小学美术 冯丽萍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金台区店子街小学

第一单元 哺育我成长的家乡--2.我的家乡风光好
小学品德
与社会

周丽丽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扶风小学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0课 正面战场的抗战 初中历史 彭宁霞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法门镇第一初级中学
第四章 一次函数--4 一次函数的应用--根据一次函数的图象确定解析式 初中数学 刘雪玲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初级中学
CONTENTS--Unit 5 Meeting your ancestors--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刘绵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法门高中
一 圆柱与圆锥--面的旋转 小学数学 陈宁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第二小学
第三单元--阅读--11* 与朱元思书 初中语文 杨金会 宝鸡市 凤县 凤县双石铺中学

从现象到本质——相互作用与能量--第七章 运动和力--三、重力 初中物理 王彦军 宝鸡市 陈仓区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第二初级中
学

第二章 参数方程--2 直线和圆锥曲线的参数方程--直线和圆锥曲线的参数方程 高中数学 郑攀 宝鸡市 宝鸡中学
元素周期表 初中化学 张新昌 宝鸡市 宝鸡市第一中学
三 乘法--队列表演（二） 小学数学 张荣娟 宝鸡市 宝鸡实验小学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单元复习与测试
高中思想
政治

吴彩云 宝鸡市 宝鸡中学

九 观察与发现--李时珍 小学语文 刘巧红 宝鸡市 宝鸡实验小学
物理学让生活更美好——电与磁--第十四章 磁现象--二、磁场 初中物理 樊晓青 宝鸡市 宝鸡市第一中学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4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阅读与思考　一次方程组的古
今表示及解法

初中数学 徐刚 安康市 紫阳县 紫阳县毛坝中学

第四单元--阅读--14 白杨礼赞 初中语文 高海燕 安康市 紫阳县 紫阳中学初中部
第二章 平面向量--4 平面向量的坐标--4.2平面向量线性运算的坐标表示 高中数学 陈玮 安康市 镇坪县 镇坪县高级中学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九课 珍视生命--守护生命
初中道德
与法治

赵志新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第二初级中学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四、功率 初中物理 徐悟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第一初级中学
3.为同学画张像 初中美术 魏丹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赤岩初级中学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22课 活动课：中国传统节日的
起源

初中历史 潘仕珍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赤岩初级中学

第4课 多彩的乡音（二）--歌曲 《瑶山乐》 小学音乐 梁娜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第二小学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测试 初中数学 陈波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神河中学
7. 各式各样的椅子 小学美术 周盈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
第二组--　语文园地二--习作 小学语文 张娟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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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第5课 春天的歌--歌曲《小斑鸠对我说》 小学音乐 王乐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二小学
第二课 中国画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语言 高中美术 吕英华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石泉中学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国家权力机关
初中道德
与法治

罗成宝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中学

第3单元 位置与运动--2 谁在运动 小学科学 李巧衣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池河镇中心小学
第一章 三角函数--6 余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6.2余弦函数性质 高中数学 何柳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石泉中学
选读课文--4　在金色的海滩上 小学语文 程来艳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第五单元--阅读--17 壶口瀑布 初中语文 张洲 安康市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初级中学

第四单元 我们在一起--15 分享真快乐
小学道德
与法治

刘群 安康市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第二小学

Unit 6 Meet my family!--C 小学英语 王洁 安康市 宁陕县 宁陕县筒车湾小学
第二组--口语交际·习作二--习作 小学语文 康厚欣 安康市 宁陕县 宁陕县宁陕小学

预防和应对社会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
小学安全
教育

李加钱 安康市 岚皋县 岚皋县堰门镇堰门小学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第18课 罗斯福新政 高中历史 郑宏民 安康市 汉阴县 汉阴县汉阴中学
第三单元--名著导读--《骆驼祥子》：圈点与批注 初中语文 吕亨田 安康市 汉阴县 汉阴县涧池初级中学
第四章 能量守恒与可持续发展--1、势能的变化与机械功 高中物理 朱崇选 安康市 汉滨区 汉滨高级中学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三 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 高中历史 朱仕伟 安康市 白河县 陕西省白河高级中学
Unit 6 Do you like bananas?--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周玲 安康市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初级中学
第五单元--阅读--20 古代诗歌五首--登幽州台歌 初中语文 张学超 安康市 安康市初级中学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7 课间十分钟
小学道德
与法治

唐小姣 安康市 安康市第一小学

第二章 研究圆周运动--4、研究离心现象及应用 高中物理 罗先舟 安康市 安康市第二中学
第三章 不等式--4 简单线性规划--4.1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与平面区域 高中数学 丁凌娜 安康市 安康市第二中学
课文--12 坐井观天 小学语文 陈忠云 安康市 安康市第一小学

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中年级段（4-6年级） 培智学校 宋松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特殊教育学校
第一学段（1-3年级） 聋校 郝锋娟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特殊教育学校
第三学段（7－9年级） 聋校 范薇娟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二聋哑学校
第四学段（7-9年级） 盲校 张夏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盲哑学校
第一学段（1—3年级） 培智学校 安品融 西安市 西安市启智学校
第一学段（1—3年级） 培智学校 徐亚琴 铜川市 铜川市聋哑学校
第二学段（4—6年级） 培智学校 孟小娟 商洛市 商州区 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
第一学段（1-3年级） 聋校 王婷 商洛市 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
低年级段（1-3年级） 培智学校 董荣荣 商洛市 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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