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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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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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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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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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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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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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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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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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0693

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王薇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41S1K2018122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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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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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0097
元素周期表 初中化学 张新昌 宝鸡市 宝鸡市第一中学 71S1K2018122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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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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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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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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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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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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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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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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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2558
8. 色彩风景画 初中美术 李毅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51S1K20181225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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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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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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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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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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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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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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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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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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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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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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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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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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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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1411
1 函数 初中数学 毛盼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81S1K20181225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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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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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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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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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1305
5 确定圆的条件 初中数学 汪亚萍 西安市 户县 西安市鄠邑区甘河初级中学 81S1K201812251374
复习题 初中数学 王军 咸阳市 秦都区 陕科大附中 91S1K201812251306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王佩英 西安市 户县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学 01S1K20181225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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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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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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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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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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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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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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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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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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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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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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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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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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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0028
二、乐音 初中物理 陈永林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21S1K20181225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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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磁场 初中物理 樊晓青 宝鸡市 宝鸡市第一中学 11S1K20181225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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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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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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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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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087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杨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71S1K20181225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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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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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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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304

☆长江之歌 初中音乐 党田丹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11S1K20181225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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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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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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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4067
龙船调 初中音乐 张文洁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三中学 31S1K20181225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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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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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2733
Lesson 19 A Dinner Date 初中英语 陈鑫 汉中市 勉县 勉县九冶中学 61S1K201812252852
Writing: An email to Aunt Linda 初中英语 陈雪 西安市 户县 西安惠安中学 61S1K2018122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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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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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3140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林士荣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51S1K20181225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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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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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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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2871
Lesson 21 The Fable of the
Woodcutter

初中英语 马宁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51S1K201812252868

Lesson 58 Ms. Liu’s Speech 初中英语 毛健 咸阳市 泾阳县 姚家巷中学 81S1K20181225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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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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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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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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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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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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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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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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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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2965

Lesson 13 I Love Autumn 初中英语 张紫薇 铜川市 印台区 王石凹中小学 51S1K20181225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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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3452
23* 马说 初中语文 邓倩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51S1K20181225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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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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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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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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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3575
记承天寺夜游 初中语文 王彬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1S1K20181225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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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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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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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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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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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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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297
登幽州台歌 初中语文 张学超 安康市 安康市初级中学 31S1K201812251139
9 三峡 初中语文 朱昌芝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永乐中学 61S1K20181225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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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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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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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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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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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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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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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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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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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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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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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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724
第二节 人口的迁移 高中地理 朱菊萍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21S1K20181225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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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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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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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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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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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8497
引言 高中化学 王丽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21S1K20181225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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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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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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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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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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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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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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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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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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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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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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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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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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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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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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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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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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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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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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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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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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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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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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9072
数学证明 高中数学 薛庆媛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91S1K20181225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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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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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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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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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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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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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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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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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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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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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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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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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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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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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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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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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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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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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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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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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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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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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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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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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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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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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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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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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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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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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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4534
Listening and reading 高中英语 但军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71S1K201812259495
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郭玮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61S1K201812259463
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雷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51S1K201812259462
Vocabulary 高中英语 刘菲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第一中学 41S1K201812259574
Warming up、Pre-reading、Reading
、Comprehending

高中英语 孙晓园 韩城市 韩城市象山中学 01S1K201812254289

Reading and vocabulary 高中英语 徐莎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01S1K20181225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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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4366
Writing 高中英语 张绳霞 汉中市 勉县 勉县第一中学 01S1K201812259570
二、王何必曰利 高中语文 高洁 咸阳市 渭城区 陕西咸阳中学 01S1K20181225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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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9753
二、非攻 高中语文 黄冯梅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一中学 31S1K20181225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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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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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4428

概说 高中语文 廖小庆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01S1K20181225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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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9745

念奴娇 赤壁怀古 高中语文 王成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石油中学 81S1K20181225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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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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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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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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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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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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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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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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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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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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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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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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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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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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5763
4 不同的声音 小学科学 赵昱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21S1K20181225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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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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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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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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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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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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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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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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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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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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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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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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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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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5918
第4课 学画抽象画 小学美术 张思欣 杨陵区 杨凌高新小学 71S1K20181225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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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2483
12. 端午节 小学美术 周君 汉中市 洋县 洋县南街小学 91S1K20181225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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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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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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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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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4691

第 8 页，共 12 页



晒课节点 学科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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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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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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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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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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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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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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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2111
练习四 小学数学 高美萍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凤城学校 71S1K20181225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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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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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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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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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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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2013
练习四 小学数学 李琼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21S1K20181225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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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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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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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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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5059
练习二 小学数学 孙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1S1K20181225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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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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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5086
栽蒜苗（一） 小学数学 王华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41S1K201812255167
长颈鹿与小鸟 小学数学 王雪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21S1K2018122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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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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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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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5147
猜数游戏 小学数学 岳银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31S1K201812255166
这月我当家 小学数学 张国华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高新一中 91S1K201812255131
练习七 小学数学 张静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51S1K2018122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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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5003
6和7的组成 小学数学 张妮 商洛市 商洛市小学 21S1K20181225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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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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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认识 小学数学 赵娜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61S1K201812255145
捉迷藏 小学数学 朱盼盼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61S1K201812255056
跳伞表演 小学数学 庄瑞 神木县 神木县第十一中学 81S1K20181225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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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1K20181225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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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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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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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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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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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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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7973
演唱 苹果丰收 小学音乐 付东方 西安市 户县 西安市鄠邑区甘亭中心学校 61S1K201812258041
演唱 噢！苏珊娜 小学音乐 胡静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41S1K201812258025
演唱 杨柳青 小学音乐 李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91S1K20181225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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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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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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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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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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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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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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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S1K201812258021
音乐实践 小学音乐 张思慧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北塘实验小学 31S1K201812257986
Part A 小学英语 白荣莉 商洛市 商洛市小学 51S1K20181225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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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6448
Part B 小学英语 段晶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31S1K201812256704
C 小学英语 李乐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51S1K20181225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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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6286
Lesson 7 小学英语 马文璇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61S1K201812256574
Part A 小学英语 米巧英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金山学校 81S1K20181225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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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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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6481
Lesson 14 小学英语 苏萌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31S1K20181225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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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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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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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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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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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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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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6575
Lesson 10 小学英语 张少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51S1K201812256573
Part A 小学英语 张维艳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实验小学 71S1K201812256708
瑞雪图 小学语文 查知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51S1K20181225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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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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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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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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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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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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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3248
语言的魅力 小学语文 李晓静 西安市 户县 西安市鄠邑区西街小学 61S1K20181225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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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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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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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7390
古诗二首 小学语文 秦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61S1K20181225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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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52910
草 原 小学语文 苏美菊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51S1K20181225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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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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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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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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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S1K20181225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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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1K20181225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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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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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S1K20181225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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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2961
7 落花生 小学语文 杨花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北大街小学 81S1K20181225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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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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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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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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K201812253143
月光曲 小学语文 张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81S1K201812253149
练习7 小学语文 张瑜 汉中市 略阳县 略阳县高台小学 81S1K20181225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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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1K20181225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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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1K20181225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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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S1K201812252419

节点 学科 作者 市 区县 学校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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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S1K201812260010

（特殊教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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