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安全教育 预防和应对火灾伤害事故发生 李江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平民镇中心小学
初中安全教育 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伤害事故发生 孙浩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六单元 学会交往天地宽--第11课 掌握交往艺术--文明交往礼为先 刘锋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一课 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与社会 罗婷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第6课 关爱自然 善待自然--做大自然
的朋友

魏婉荣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四课 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的机遇
与挑战

任煜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五课 少年的担当--少年当自强 胡亚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五课 做守法的公民--预防犯罪 朱静 西安市 西安市育才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国家监察机关 党丽照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

肖亚荣 咸阳市 旬邑县 旬邑县太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九单元 与世界文明对话--第19课 世界因不同而精彩--走进世界文
化百花园

童星嫚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王文海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三中学

初中地理
第八章 认识中国的地理区域--第一节 北方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
原和东北平原

徐慧娜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初中地理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7.3 台湾──祖国的宝岛 王博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初中地理 第七章 认识我国的区域--第三节 四川省 姚龙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初中地理 第三章 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四节 中国的河流和湖泊 寇娜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初中化学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1.1 身边的化学 刘玲丽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初中化学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9.2 化学合成材料 秦艳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初中化学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单元2 几种常见的酸和碱 吴雅利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南海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单元复习 吕江涛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少华中学
初中化学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8.3 酸和碱的反应 马超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初中化学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第四节 酸碱中和反应 于海玲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秦都中学

初中化学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2.3 构成物质的微粒（Ⅱ）——原子和离
子

韩妮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家庭教育 青少年成才优秀家庭教育案例 张璐媛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附件1:

2019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省级“优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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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历史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第19课 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 安勇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7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 潘仕珍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赤岩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演变--第15课 大航海时代 穆凯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第20课 魏晋
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

韩晓瑞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初中历史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第9课 宋代经
济的发展

刘钫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初中历史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朱晓妮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第3课 土地改革 马克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建立--第9课 辛亥革命 董晓雪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初中历史 第五单元 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与扩大--第22课 美国南北战争 张捷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陕广学校
初中美术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第6课 花的变化 折慧文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第三中学
初中美术 石窟艺术的宝库（自学） 吕一凡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初中美术 3. 设计与生活 曹丹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初中美术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第2课 用心灵接触自然 高增智 榆林市 定边县 定边县红柳沟镇中学
初中美术 10. 宣传品的设计 康宇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陕柴中学
初中美术 1. 绘画的多元化 孙岩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初中生物
第6单元 生命活动的调节和生态系统的稳定--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1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程瑜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生物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科
学·技术·社会　 “脱缰之马”——癌细胞

刘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昆仑中学

初中生物
第3单元 生物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第7章 能量的释放与呼吸--
第2节 人体的呼吸

何苗 安康市 汉滨区 汉滨高级中学

初中生物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社会　动物与仿生

何枫媛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初中生物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科学·技
术·社会　角膜移植、角膜捐献和人造角膜

高仙荣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初中生物
第6单元 生命活动的调节和生态系统的稳定--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
持--第2节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马晓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回民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7 整式的除法--单项式除以单项式 何春丽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一中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回顾与思考 姜瑞娥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6 完全平方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的应用 刘彰宇琛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2. 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白亚妮 榆林市 佳县 佳县通镇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 张苒利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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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数学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2 画轴对称图形--作轴对称图形 柳红杰 宝鸡市 千阳县 千阳县红山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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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朝晖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初中数学 第12章 整式的乘除--12.3 乘法公式--完全平方公式 王丹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湘水镇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章 二次函数--5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二次函数与根的判别
式的关系

王英丽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初中数学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7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相似三角形的对应线段的
关系

元团委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赵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复习题 田盼盼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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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南幸兴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马嵬镇马嵬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综合与实践--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雷淑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数学
第二十四章　圆--24.2 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24.2.1点和圆
的位置关系--反证法

李爱萍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初中数学 第四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三角形的高 刘党会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初中数学 总复习 韩萍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六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可化为等可能事件的概率计
算

娄疆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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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辉 汉中市 勉县 阜川镇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17章 函数及其图象--17.4 反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 周玉娟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燕子砭镇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8 有理数的除法 王欢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数学 第12章 整式的乘除--12.3 乘法公式--平方差公式 李颖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华兴中学
初中数学 第十四章 一次函数--一次函数--14.4 一次函数 王红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华兴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章 实数--1 认识无理数--存在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分数的数 郑少蓉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初中数学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1 认识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估
算

苟冬娟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数学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菱形的性质与判定的
综合应用

蒋蕾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数学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2 用频率估计概率 韩晓勇 西安市 新城区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
职工子弟学校

初中数学 第四章 因式分解--2. 提公因式法--公因式为多项式的提公司因式法 郗蕾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1 锐角三角函数--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及有关的计算--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及用计算器求角的三角函数值

党林红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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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数学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去括号与去分
母--3.3.2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去分母--——去分母解一元一次
方程（2）

严黎锦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2 直线、射线、线段--线段的性质 陈世珍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永乐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1. 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的判定 陈瑜 宝鸡市 岐山县 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31章 圆--31.1 圆的有关性质--31.1.1 圆 韩雪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回顾与思考 许兴华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初中数学 综合与实践--设计遮阳篷 唐莎莎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宇航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1 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王倩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初中数学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回顾与思考 刘淑霞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初中数学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1 锐角三角函数--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及有关的计算--正弦、余弦、正切函数的简单应用

景刘芳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6 利用三角函数测高 刘元生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第十章 安全第一说体育--二 体育运动中的保护 刘文周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第四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第三章 技术与运用--跳远 刘月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七十一中学

初中物理 第二章  物态变化--综合实践活动 刘银苗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文景中学
初中物理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四、运动的相对性 孙锋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陇海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四、照相机与眼睛  视力的矫正 王磊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黄河中学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三、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姚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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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压强与浮力--一、压力 压强 秦小强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龙白九年制学校
初中物理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四、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 张俊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华州镇城关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五、物质的物理属性 徐悟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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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军 神木县 神木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一、走进分子世界 蔺晓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物理 第八章  力--一、力 弹力 彭翠红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物理 第一章 常见的运动--五、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张鹏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六中学
初中物理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三、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吕磊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初中物理
学习物理——从认识物质开始--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四、新材料及其应用

王慧 神木县 神木县第五中学

初中物理
从现象到本质——相互作用与能量--第七章 运动和力--二、弹力 力
的测量

米震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普集街乡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二、透镜 柳远远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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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物理 第九章  力与运动--一、二力平衡 刘鹏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前进路初级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生涯规划 蔡诗瑶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通读 芦娟 榆林市 绥德县 绥德县四十铺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辅导案例 张忠利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中铁中学

初中音乐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唱歌--凤阳花鼓 何鑫沂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第三单元 雪域天音--演唱--☆献上最洁白的哈达 陈新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饶峰九年制学校
初中音乐 第一单元 七子之歌--欣赏--☆御风万里 罗敏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随心唱响--重整河山待后生 任爽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初中音乐 第五单元 劳动的歌--欣赏--☆船工号子 白玮娜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初中音乐 第三单元 雪域天音--欣赏--☆阿玛勒火 郝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初中音乐 第四单元 亚洲弦歌--欣赏--☆深情 高琨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初中英语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Lesson 43 Directions 高宝利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巨家镇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Contents--Module 3 My school--Unit 2 The library is on the
left of the playground.

周园 商洛市 商洛市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Lesson 38 Stay Healthy! 薛兆莹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Uint Review 张淼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初中英语 Unit 2 Great People--Lesson 10 Touch the World 来雪婷 咸阳市 永寿县 永寿县监军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6 Be a Champion!--Lesson 32 My Favourite Record 李菁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My
favourite hobby

王梦娇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庞光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1 Daily Life--Skills--Reading: A Dangerous Job; Safety
First

吴鑫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Unit 3 Language in use 党菡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崔洁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9 Communication--Lesson 49 Get Along with Others 葛小花 咸阳市 三原县 三原县东郊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Reading:The gifts

樊华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7 Enjoy Your Hobby--Lesson 37 What’s Your hobby? 董国盈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逸夫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
—3c

王鹏岚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2 Great People--Lesson 8 A Universe of Thought 潘梅 咸阳市 泾阳县 泾阳县三渠镇雪河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Lesson 22 Big Plans for the
Weekend

李妍 咸阳市 武功县 武功县逸夫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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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英语
Unit 7 Work for Peace--Lesson 39 The Dove and the Olive
Branch

姚鑫 铜川市 铜川市第一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3 Safety--Lesson 16 How Safe Is Your Home? 毛瑾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赵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Contents--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We're enjoying
the school trip a lot.

温利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Lesson 37 You Are What You
Eat!

何江艳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城关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Lesson 26 Cookies, Please! 陈记英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城关第一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6 Be a Champion!--Lesson 36 Classroom Olympics 艾娜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Lesson 34 The Fisherman and the
Goldfish ( II

贠铭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10 You are suppoed to shake hands.--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洪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Conditional
sentences (1)

李婷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
—3c

罗凤菊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A
friendly dolphin

高婕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鸭池口初
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8 Save Our World--Lesson 44 Environment Clubs 魏苏妹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丰仪乡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Lesson 35 Future
Transportation

闫莉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初中英语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Writing: A
restaurant review

宫飞言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Module 10 On the radio--Unit 1 I hope that you can join us
one day.

温莉 韩城市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

初中英语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Reading "My lifetime hobby ----- studying stars"

麻艳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名著导读--《红星照耀中国》：纪实作品的阅读 张晨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语文 第2单元 两代人的心灵沟通--六 秋天的怀念 张俊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写作--学写读后感 韩艳 咸阳市 乾县 乾县铁佛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四）阅读有独特的感悟--诵读欣赏 乡愁（余光
中）

韩娅利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育红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十一）知人论世读经典--二十一 小石潭记 古兴俊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城关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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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初中语文 第4单元 历史风云--综合学习--寻访历史 宋朝辉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九年制学
校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5 孔乙己 张洲 安康市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4 故乡 马敏娜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4 诗词五首--雁门太守行 沈旭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写作--布局谋篇 姜蕊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凤城学校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自主阅读--2 我爱这土地 巩英莉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约客 杨辉娟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丰仪乡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送友人 冯晓卫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6 老山界 何娟 汉中市 洋县 洋县书院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十一）知人论世读经典--二十三 记承天寺夜游 田朝祖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赵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2 范进中举 王美艳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5 我的叔叔于勒 陈亚康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浣溪沙（身向云山那畔行） 狄晓昀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写作--综合性学习--人无信不立 余小霞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9 三峡 赵保丽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零口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尝试创作 曹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7* 大雁归来 刘芳利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2 词四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段玉玲 咸阳市 三原县 三原县高渠乡高渠中学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1 智取生辰纲 王黎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口语交际--即席讲话 王璐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分校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1 《孟子》二章--富贵不能淫 何谧 汉中市 洋县 洋县书院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8*蒲柳人家 岳娜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写作--学写传记 关宁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一中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1 《庄子》二则--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晋佳 韩城市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综合性学习--岁月如歌——我们的初中生活 李莎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四中学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峨眉山月歌 胡卓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第九十九中学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五）借助注释学文言--十八 陈涉世家 刘晓娟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少华中学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潼关 贠静莉 渭南市 渭南初级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信息技术--8.用计算机做科学实验 张秀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2.策划校园文化活动 郑战坤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社会服务活动--2.我为社区做贡献 周静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高中安全教育 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伤害事故发生 叶婧 宝鸡市 宝鸡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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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高中地理
第七篇 产业区位与分布--专题23 工业区位与工业区--工业区位的变
化

姚媛媛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高中地理 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邵佳静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一章 海洋水体--第二节 海水的运动 曹文静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一章 旅游和旅游资源--第一节 旅游概述 向亚玲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第四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问题研究　崇明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侯俊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地理
第四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二节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
动的影响

刘颖华 商洛市 陕西省商洛中学

高中地理 第四章 文明旅游--第一节 做合格的旅游者 许雯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问题研究　地理环境为新加坡经济发
展提供了哪些条件

张蕾 安康市 安康市第二中学

高中俄语 Урок1--Праздники 段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
学校

高中化学
第三单元　化学与材料的发展--课题3　高分子化合物与材料--高分子
化合物的合成

赵迪 咸阳市 秦都区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

高中化学
4 剖析物质变化中的能量变化--4.2化学变化中的能量变化--铜－锌原
电池及其原理

赵靖 榆林市 绥德县 绥德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第二单元 物质的获取--课题二 物质的制备--实验2-6 氢氧化铝的制
备

马军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高中化学
6 揭示化学反应速率和平衡之谜--6.2反应物如何尽可能转变成生成物
--可逆反应中的化学平衡

冯磊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石泉中学

高中化学 第一章　关注营养平衡--第二节　重要的体内能源——油脂 马平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市车辆中学

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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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二高中

高中化学
6 揭示化学反应速率和平衡之谜--6.1化学反应为什么有快有慢--影响
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汪洋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陕柴中学

高中化学 6 金属元素--6.1 金属及其冶炼--金属的冶炼 赵兵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化学
主题二 物质性质及反应规律的研究--2、认识发生在盐溶液中化学反
应

高小政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化学
第三单元　化学与材料的发展--课题3　高分子化合物与材料--塑料制
品的加工

弓弦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
第二单元 物质的获取--课题一 物质的分离和提纯--实验2-2海水的蒸
馏

张菲 西安市 蓝田县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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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
第二单元 物质的获取--课题一 物质的分离和提纯--实验2-3从海带中
提取碘

李岚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高中化学 第二章 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2、共价键与分子的立体构型 曾文静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化学 第四章　化学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归纳与整理 王涛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第二章 官能团与有机化学反应　烃的衍生物--1、有机化学反应的类
型

赵蕊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二高中

高中历史
第三单元　从人文精神之源到科学理性时代--第16课　综合探究：破
解“李约瑟难题”

刘玲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铁一中学

高中历史
第五单元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18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张海龙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中学

高中历史 第五单元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第24课　欧洲的经济区域一体化 刘思远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高中历史
专题三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候的杰出.--四 “军事天才”拿破仑•波
拿巴（一）

王晓兰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高中历史 第一单元 古代历史上的改革（上）--第2课 日本仿效唐制的改革 王雪丽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高中历史 第五单元 中华文明的瑰宝--第17课 全村同在画中居——皖南古村落 朱静轩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高中历史 第五单元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14课 新航路的开辟 刘伍洋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 第二单元 中国古代政治家--第5课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雷官斌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 第五章 理性的光辉--第一节 巨人的时代 曹文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高中美术 第二课 中国画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语言 禚瑜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西光中学
高中美术 第一课 人类用智慧设计世界——设计与生活 黄艳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中学
高中生物 科学家访谈　我赞叹生命的美丽 汤媛麟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高中生物 第4章 基因工程--第1节 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杨妮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 第5章　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科学·技术·社会　基因治疗 林娜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昆仑中学

高中生物
第二章  减数分裂和有性生殖--第一节  减数分裂--细胞的减数分
裂

汤海峡 安康市 汉阴县 汉阴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 第4章　基因的表达--第3节　遗传密码的破译（选学） 李一凡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西郊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 专题3胚胎工程--复习与测试 赵庆峰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三十八中学

高中生物
第一章  基因工程--第一节  基因工程概述--基因工程的工具——
酶与载体

柳英 安康市 安康市第二中学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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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菲 汉中市 汉台区 汉台中学
高中生物 专题1　基因工程--1.4　蛋白质工程的崛起 李月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生物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第一节  探索遗传物质的过程--DNA是主
要的遗传物质

彭飞 商洛市 陕西省商洛中学

高中生物 第二章 染色体与遗传--本章小结 王凤华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第 9 页，共 21 页



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高中生物 第3章　生物科学与工业--第2节　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王馨悦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 第4章 遗传信息的传递规律--第3节 伴性遗传--二 人的伴性遗传 闫旭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一章 推理与证明--1 归纳与类比--1.1归纳推理 焦战武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一章 三角函数--8 函数y=Asin(ωx+ψ)的图像--函数y=Asin(ωx+
ψ)的图像

李建锋 咸阳市 秦都区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三章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3 指数函数--3.2 指数函数y=2^x和
y=(1/2)^x的图像和性质

符婷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一章 计数原理--4 简单计数问题--简单计数问题 刘根祥 西安市 西安市育才中学
高中数学 第二章 概率--4 二项分布--二项分布 任晓龙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一章 立体几何初步--课题学习 正方体截面的形状 宁静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三章 推理与证明--4 反证法--反证法 张丽娟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中学

高中数学
第1章 立体几何初步--1.2 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1.2.3 直线
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杜晓燕 榆林市 定边县 定边县第四中学

高中数学 第四章 定积分--3 定积分的简单应用--3.2简单几何体的体积 安婕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数学 第二章 解析几何初步--2 圆与圆的方程--2.1圆的标准方程 汪仁林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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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翠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数学 第三章 概率--2 古典概型--2.3互斥事件 杨萍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高中数学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3.4 函数的应用--3.4.1 函数
与方程

谭铄 安康市 汉阴县 汉阴县汉阴中学

高中数学 第二章 函数--5 简单的幂函数--简单的幂函数 陈刚 汉中市 西乡县 陕西省西乡县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
第五章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1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1.1
数的概念的扩展

何玲玲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
第二章 平面向量--5 从力做的功到向量的数量积--从力做的功到向量
的数量积

田秋峰 汉中市 汉台区 汉台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专题一　古典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遗产--3　李嘉图的理论贡献 翟青云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二高中
高中思想政治 第六课 经济制度社会保障--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贺明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第四单元　当代国际社会--第八课　走近国际社会--坚持国家利益至
上

辛红刚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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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必然

王东东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综合探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贯彻新
发展理念

李雪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石泉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专题二　公民的道德生活--2　工作岗位上的职业道德 王丹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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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第四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十课 新发展理念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王林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专题二　公民的道德生活--4　健康成长中的个人品德 蔺文超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专题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1　经济生活与道德建设 郭安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1.足球--基本技术--停球 闫振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第二章 促进身体健康--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张军伟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第一章 体育 社会 人--体育运动--社会活动中的润滑剂 代海航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高中通用技术
第四单元 控制与设计--四  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施--1、控制系统设
计的一般思路

何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
学校

高中通用技术
第二章 设计的知识准备--第三节 识读技术图--二、识读机械加工图
基础

陈瑞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物理 第四章 电能的输送与变压器--4.2变压器为什么能改变电压 邵艳娇 渭南市 经开区 渭南中学
高中物理 第二章 磁场--四、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黄博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第三章 原子世界探秘--3.2原子模型的提出 肖锐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第二高中
高中物理 第二章 研究圆周运动--3、圆周运动的案例分析 寇纪宏 榆林市 定边县 定边县第四中学
高中物理 第一章 电场 电流--四、电容器 田新月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第四章 电磁波及其应用--四、信息化社会 付越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高中物理 第三章 原子世界探秘--3.3量子论视野下的原子 潘军民 咸阳市 旬邑县 旬邑县中学
高中物理 第三章  牛顿运动定律--1. 牛顿第一定律 张晓华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高中物理 第二章 波和粒子--2.2涅槃凤凰再飞翔 惠婉宁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高中物理 第二章  直流电路--4. 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闭合电路  欧姆定律 任鹏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高中物理 第一章  抛体运动--4. 斜抛运动（选学） 陈国华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高中物理 第一章　静电场--5　电势差 庞蓉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亲子与师生交往 杨明春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班主任实务案例 张毓珂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第四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4.5 递归算法与递归程序--4.5.1 从裴波那
契的兔子问题看递归算法

周杰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第2章 信息获取--四、信息价值的判断 刘丽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铁中

高中信息技术
第五章 声音、动画、视频的采集与加工--5.2 动画的制作--5.2.1 动
画的分类

陈大为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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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毅 西安市 蓝田县 蓝田县孟村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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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步骤

李超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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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高中音乐 第二单元  中国戏曲--第六节  京剧的音乐--知识--京剧 赵宇瑛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中音乐 第十五单元 新音乐歌声初放--第二十七节：萧友梅与黄自 张养梅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高中音乐
第十二单元 传统风格体裁的解体---现代主义音乐的新趋向--第二十
二节：勋伯格

孟磊 府谷县 府谷县第三中学

高中英语 Module 1 Europe--Listening and vocabulary 李邢静 汉中市 勉县 勉县武侯中学
高中英语 Module 7 Revision--Grammar 刘菲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1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Warming up
、Pre-reading、Reading、Comprehending

李艳红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仓颉中学

高中英语
Unit 5 ACTION AND STATE(Ⅰ)--Structures in Use、Grammar in
Use

李猛苍 渭南市 经开区 渭南中学

高中英语 Topic 1 Personal finance--Unit Five Investing money--content 席燕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
学校

高中英语 Topic 1 Personal finance--Unit One Earning an income--content 刘明岩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4 Learning efficiently--Learning about
Language

姜璐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5 Enjoying novels--Using LanguageⅠ 王博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高中英语
Unit 11 DELIVER MESSAGES IN DIFFERENT WAYS(Ⅰ)--Structures in
Use、Grammar in Use

张晓琪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英语 Unit 17 Laughter--Lesson 3 My Favourite Comedy 吕文文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3　Computers--Learning about Language 张锁成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中铁中学
高中英语 Module 3 Foreign Food--Grammar 杨瑛 商洛市 陕西省商洛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4 Pygmalion--Learning about Language 王卓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3　A taste of English humour--Using LanguageⅡ 韩蕾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CONTENTS--Unit 5 Inside advertising--Warming up、Pre-reading
、Reading、Comprehending

贺惠敏 咸阳市 渭城区 陕西咸阳中学

高中英语
Unit 2 The environment--Grammar and usage(1): Verb-ing
form as an adjective or adverb

尹增香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石泉中学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　《论语》选读--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杨红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中学
高中语文 第五单元 苏洵、苏辙散文三篇--13 六国论（苏洵） 支东锋 咸阳市 秦都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高中语文
诗歌之部--第三单元　因声求气　吟咏诗韵--推荐作品--　般涉调·
哨遍　高祖还乡/睢景臣

黄燕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中学

高中语文 第五单元--十七 采薇 韩丽萍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中语文 第四单元 论如析薪--11 劝学 张海朋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素芭 段静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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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晒课节点 教师 市 区县 学校

高中语文 第四单元　修齐治平--相关读物--《中庸》节选 吴鸥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第十单元　人文心声--大视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杨英妮 渭南市 渭南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唐宋词--第十一课 一蓑烟雨任平生——抒志咏怀--定风波 康雅婷 西安市 西安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第六单元　《墨子》选读--一、兼爱 柏喜娜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中语文 第一章　写作的多样性与独特性--第三节　学会沟通 郭晓玉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　入门四问--相关读物--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 张玉梅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第四单元 多彩的人生--阅读与鉴赏--11 苏武传 刘畅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高中语文 第二单元 生命之思--阅读与鉴赏--5 曹操诗二首--短歌行 张昊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大河坎中学
高中语文 第一课　走进汉语的世界--第一节　美丽而奇妙的语言--认识汉语 魏亚莉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第六中学分校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6.创办学生公司 黄青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7.18岁成人仪式 刘朋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小学安全教育 当公交车突发伤害事件自护方法 李欢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7 可爱的动物 石霞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悦美
分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3 我能行 武小群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我们的生活真方便--为我们生活服务的人 张静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南街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1 大家排好队 陈晶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2 我的环保小搭档 李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7 课间十分钟 魏红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0 清新空气是个宝 李婷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5 坚持才会有收获 张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小学家庭教育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 张婧姝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机场小学
小学科学 3单元 空气--7 找空气 魏敏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小学科学 2单元 玩磁铁--6.自制指南针 陈爱青 宝鸡市 宝鸡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2单元 水--4 水是什么样的 李蕊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小学科学 4单元 用双手创造--12 轮子的故事 王晓玲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科学 4单元 用双手创造--10 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 李梓 宝鸡市 宝鸡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2单元 用感官观察--4 认识感官 张敏珍 西安市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城关小学
小学科学 2单元 水--6 盐和糖哪儿去了 蔡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小学科学 3单元 用力以后--7.推和拉 王兆琦 西安市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小学科学 3单元 空气--9 空气是什么样的 杨慧婵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美林小学
小学科学 月球--6 月相的成因 贾浩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毓秀小学
小学科学 五单元  神奇的能量--4 节约能源与开发新能源 关慧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小学科学 一单元  骨骼与肌肉--4 骨骼、肌肉的保健 杨娓 西安市 雁塔区 西京公司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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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 一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2 热空气和冷空气  张佳慈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中心学校
小学科学 第4单元 力与运动--1 无处不在的力 王波 商洛市 商州区 商州区第二小学
小学科学 第2单元 生生不息--1 花开花落为哪般 张莉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小学科学 一单元  白天和黑夜--2 太阳钟 熊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科学 三单元  奇妙的声音王国 --4 不同的声音 张玉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美林小学

小学美术 冬日婴戏图 张靖楠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绿地城小
学

小学美术 第3课　彩线连彩点 郭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美术 第11课 让我的飞机上蓝天 李媛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 4.漂亮的童话城堡 李钦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美术 第3课 捏泥巴 钱晴雯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美术 第9课 有趣的勺子 王慧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美术 第二单元 点线色，你我他--3. 五彩的泡泡 史丽莎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小学美术 第14课 多彩的拉花 薛妍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县尚村镇神灵寺小学
小学美术 第18课 多彩的民间美术 马四维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甘亭中心学校
小学美术 11. 城市美容师 刘亚丽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二小
小学美术 第14课：花鸟画（二） 赵婧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小学美术 第二单元 学习的好朋友--6. 自己做镇纸 武新燕 榆林市 榆阳区 榆阳区芹河乡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10.蛋壳创意玩具 牟瑞 宝鸡市 岐山县 岐山县凤鸣镇城北小学
小学美术 11.画故事 艾钰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美术 第一单元 大地与江海的乐章--1. 小乔、流水、森林 贺静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九小学
小学美术 第3课 生活中的冷色 杨洋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小学
小学美术 第三单元 写实与抽象的世界--8. 不同物象的表面特征 李媛媛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南关小学
小学美术 第十六课 发现老房子的美 闫小春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美术 22.秦汉瓦当鸟兽纹（陕西） 畅聆希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小学美术 第12课 泥玩具 贾红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 8. 静物一家 刘惠菊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莲花小学
小学美术 鸢尾花 安超 西安市 西安市凤景小学
小学美术 第三单元 写实与抽象的世界--7. 画出立体感、空间感 唐国强 榆林市 吴堡县 吴堡县第二完全小学
小学美术 第三单元 夸张有趣的艺术--7. 名人漫画 刘荣荣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六小学
小学美术 21.精彩的马勺（陕西） 杜莎 西安市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第一单元 哺育我成长的家乡--2.我的家乡风光好 祝凤娥 商洛市 柞水县 柞水县城区第一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第二单元 我的家乡在变化--5 绿色小卫士 何红娟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埝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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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品德与社会
第三单元 走出深重的灾难（上）--8 鸦片的背后--鸦片——特殊的武
器，屈辱的战争

石佳 榆林市 米脂县 米脂县银州镇姬家峁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第二单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6.家乡的方言 张碧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第三单元 只有一个地球--7.资源亮出黄牌 龚卫荣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小学

小学书法 第一单元--第4课 反文旁 王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小学书法
第二单元 包围结构字的书写一--第5课 两面包围的字——左上包右下
1

安玉林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小学数学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8和9的组成 张子林 西安市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一 除法--商是几位数 侯楠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埝城小学
小学数学 八 认识小数--练习六 王欢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小学数学 七 加与减（二）--搭积木 邓超 汉中市 洋县 洋县青年路小学
小学数学 一 加与减--秋游 苟茜媛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智慧广场--分类列举 李风琴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城关小学
小学数学 六 认识图形--我说你做 王永琴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城北小学
小学数学 一 生活中的数 --小猫钓鱼 刘瑜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十五小学

小学数学
四 牧童——认识图形--信息窗（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和圆）

苟岁艳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小学数学 三 加与减（一）--可爱的企鹅 董莎 渭南市 华州区 渭南市华州区城关小学
小学数学 五 森林里的故事——除法的初步认识--信息窗三（除法的意义） 雷蕾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数学好玩--一起做游戏 苏俊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明德小学
小学数学 六 乘法--去奶奶家 张永康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朝阳小学
小学数学 五 2～5的乘法口诀--需要几个轮子 张婧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五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1.面积和面积单位 张玉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五 周长--练习四 吴婷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三 生活中的大数--有多少个字 王琴 榆林市 清涧县 清涧县高杰村镇九年制学校
小学数学 一 加与减(一)--开会啦 李艺 咸阳市 泾阳县 泾阳县兴隆镇北程小学
小学数学 五 加与减(二)--练习三 李虹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四 表内除法（一）--7、练习九 张静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五、认识图形--数学游戏 曹文华 西安市 沣东新城 西安沣东第六小学
小学数学 四 角的认识--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 何昌斌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小学
小学数学 智慧广场--简单的重叠问题 孙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一 除法--练习一 王朝霞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三 生活中的数--练习二 岳银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总复习--式与方程 代密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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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四 正比例与反比例--画一画 赵辰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三 观察物体--天安门广场 闫伦 西安市 新城区 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一 认识更大的数--从结绳记数说起 李月宁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路小学
小学数学 四 分数的意义和基本性质--分数和小数的互化 鱼瑶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巨家镇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三 平行四边形、梯形和三角形--三角形 王小梅 汉中市 略阳县 略阳县高台小学
小学数学 一 圆--欣赏与设计 王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小学
小学数学 四 图形变换--平移和旋转 贾亚妮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城关东街小学
小学数学 一 认识更大的数--国土面积 李爱丽 咸阳市 淳化县 淳化县卜家完全小学
小学数学 五 解决问题--相遇问题、植树问题 任雪焕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四 统计图表与可能性--复式条形统计图 郭文旭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二 乘法--三位数乘两位数 谭继亭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二 比和比例--解决问题--配制什锦糖问题 杨凌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一 小数除法--调查“生活垃圾” 易红玉 汉中市 勉县 汉中市仁德学校
小学数学 三 因数和倍数--因数和倍数 屈璞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小学数学 二 分数除法--分数乘除混合运算 杨蕊 咸阳市 长武县 昭仁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六 组合图形的面积--公顷、平方千米 杨坤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南康村小学
小学数学 四 人体的奥秘——比--信息窗一（比的认识） 王媛媛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二 乘法--用方向与距离确定位置 崔雯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小学数学 三 乘法--练习三 程晓莹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五 认识方程--解方程（二） 刘婷 西安市 西安市凤景小学
小学数学 总复习--图形与位置 许智萍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日化子校
小学数学 一 圆--练习一 刘永平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小学
小学数学 五 分数除法--练习五 袁文芸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莲花小学
小学数学 二 圆--圆的面积公式推导 何易远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4、体积和容积的认识 王永涛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二 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练习二 李红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三 乘法--神奇的计算工具 夏英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四、巧手小工匠——认识多边形--信息窗二（三角形的内角和） 闵金玉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一 小数除法--练习二 李平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五章 体操类活动--第五节 韵律活动和舞蹈 贺军芳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球类活动--3．乒乓球游戏--1.握拍与端球比稳游戏 麻新玲 汉中市 洋县 洋县南街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基本身体活动--4．投掷与游戏--4.单手正对投掷方向持小垒球（小沙
包）掷远与游戏

王腾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二学期--第21课 技巧：跪跳起 敖俊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金台区新福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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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二学期--第1课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身高差别的原因 牛欣 咸阳市 秦都区 秦都区英才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2.跳房子 马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基本身体活动--1．走与游戏--5.顶物走与游戏 韩笑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建大华清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三章 身体娱乐--第二节 球类活动--6、其他球类 李晨阳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一章 身体活动--第一节 跑--3、障碍跑 寇廷龙 汉中市 南郑县 汉中市龙岗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基本身体活动--1.跑--3.50米快速跑考核 过志韵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球类运动--2.小足球--4.脚背外侧传球及教学比赛 王涛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体育运动技能 武术--二、武术组合动作--2.弓步双摆掌 孙寅超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基本身体活动--3.投掷--1.各种形式的掷实心球与发展体能 杨恩海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基本身体活动--1.跑--11.发展奔跑能力的练习 李欣学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2.运动技能--球类活动--小篮球活动 王森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二学期--第23课 小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郭浩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球类运动--3.软式排球--3.正面下手发球 宣奇龙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通读 徐丹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男生女生大不同 王迎春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郝家巷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班主任实务案例 谢娜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星火路小学

小学艺术 第六单元 我们在成长--2. 出奇不意的礼物 张溶婷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午井镇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第4课 长鼻子--演唱--两只小象 李雅琦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市实验学校
小学音乐 第6课 兽王--聆听--老虎磨牙 邱令金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小学音乐 第7课 跳动的音符--聆听--单簧管波尔卡 樊咪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第8课 时间的歌--演唱--时间像小马车 张璐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小学音乐 第5课 音乐会--演唱--嘹亮歌声 马瑞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橡树湾分校
小学音乐 第4课 春天的歌--聆听--春 张晓婷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第4课 长鼻子--演唱--可爱的小象 白娟娜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小学音乐 第5课 京韵--演唱--京调 刘华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小学
小学音乐 第二单元　五十六朵花--唱歌--久不唱歌忘记歌 薛雯 榆林市 陕西省绥德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第7课 打起手鼓唱起歌--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姚静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西郊逸夫小学
小学音乐 第4课 认识音的时值（三）--歌曲《小白船》 鄢亚梦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江湾扬州希望小学
小学音乐 第8课 多彩的乡音（五）--歌曲《鸿雁》 侯小红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市陕飞一小
小学音乐 第2课 月下踏歌--聆听--阿细跳月 惠杨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高铁寨小学
小学音乐 第2课 足迹--演唱 我怎样长大 胡静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小学音乐 第2课 欢乐的村寨--演唱--巴塘连北京 胡芳芳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小学音乐 第3课 飞翔的梦--演唱--小白船 赵丹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三星小学
小学音乐 第4课 你好！大自然--演唱--田野在召唤 胡小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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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 第5课 童心--知识与技能 拍号3/4 项力娴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城关小学
小学音乐 第3课 水乡--演唱 采菱 王炯 汉中市 洋县 洋县城西小学
小学音乐 第4课 美好祝愿--演唱--拍手拍手 申玮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第5课 童心--演唱 童心是小鸟 曹改改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第7课 祝你快乐--演唱 幸福拍手歌 刘园园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第6课 欢乐的少年--聆听 缆车 董亚莉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6 Where is my eraser?--Part A 吕梦媛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羌白镇羌西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6 How many?--C 屈娜 神木县 神木县第十一中学
小学英语 Unit 1 Animals on the Farm--Lesson 2 Cats and Dogs 丁文娟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市渭滨区金陵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4 Time--Story Time 骆永花 西安市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小学英语 FUN READING  THE FARMER AND THE RADISH 李乐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1  PARTS OF MY BODY--Lesson 7 赵静 西安市 雁塔区 长安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Project 4--Animals I like 闫璐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高新第一小学麓湾
分校

小学英语 Unit 4 Whose coat is this?--Part C 罗莹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方圆学校
小学英语 Unit 1 My body--Part A 杨盈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两宜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5 Do you like candies?--Part B 李婷 渭南市 华州区 华州区毓秀小学
小学英语 Recycle 2 许波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燕子砭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Food and Meals--Lesson 14 Would you Like Some Soup? 刘佳丽 杨陵区 杨凌高新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4  HEALTH FOOD--Lesson 28 陈亮亮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8 What color is it?--Part A 白旭 咸阳市 淳化县 淳化县城关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2 Animals at the zoo--Lesson 11 What Do They Eat? 李晓娟 渭南市 白水县 白水县东风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5--Unit 1 Lingling is skipping. 李倩 西安市 长安区 长安区富力城黄河国际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Good morning!--Part A 郝娜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6--Unit 1 That snakes are short. 张蒙 西安市 长安区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万科城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1 Changes and differences--1 Tidy up! 王新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1 Sports--Lesson 6 A Famous Football Player 杨红勇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2 Me, my family and friends--Unit 3 I have a friend 耿萍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1 Going to Beijing?--Lesson 5 What Are They Doing? 樊娅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胜利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1　How can I get there?--C 王嘉欣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1 Li Ming Goes to Canada--Lesson 5 In the Living Room 刘萍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贠张逸夫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4 He Lives in a Village--Part A 张小莉 商洛市 洛南县 洛南县西街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GREAT PEOPLE--Lesson 16 赵欢 西安市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Let's Go!--Lesson 16 Cars and Buses 郭晨 渭南市 临渭区 临渭区阎村镇白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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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Recycle 1 刘洋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7--Unit 2 She couldn't see or hear. 王雪莹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6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Part A 唐袁媛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7 Be careful!--Part A 韩阿娟 咸阳市 旬邑县 旬邑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WHEN I GROW UP...--Lesson 20 秦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2--Unit 2 They sell many different things. 薛娟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小学英语 Reading for Pleasure--A Special Pet 刘博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小学英语 Recycle 1 王海珊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小学英语 Recycle 2 刘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Module 1--Unit 1 How long is the Great Wall? 井小玉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Revision 2 段晶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西街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3 All about Me--Lesson 13 How Old Are You? 张斌 宝鸡市 陇县 陇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UNIT 4  ADVICE ON HOW TO KEEP HEALTHY--Lesson 28 周静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小学英语 Unit 1 My classroom--C 石若凝 汉中市 洋县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小学语文 课文--9 枫树上的喜鹊 郑小青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3 花钟 吕皎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城关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1 大自然的声音 薛丽文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4 邓小平爷爷植树 李莎 西安市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18 太空生活趣事多 刘莹 咸阳市 渭城区 文林学校
小学语文 识字--5 动物儿歌 徐昌环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3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郭洋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20 蜘蛛开店 刘小莉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风轮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5 搭船的鸟 辛克薇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3 带刺的朋友 王荣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5 小虾 邓聪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21 古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 王雷歌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槐巷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2 我们奇妙的世界 汪伟 安康市 安康市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7 妈妈睡了 雷蕾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习作：写日记 刘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习作：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周文驹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小学语文 9 智慧--①田忌赛马 周烨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8 海底世界--②圆圆的沙粒 张娜娜 渭南市 华阴市 华阴市城关小学
小学语文 5 鸟儿--①翠鸟 汪艳红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6 陶罐和铁罐 聂爱玲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隆坊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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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习作：看图画，写一写 蒋娟娟 杨陵区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0 在牛肚子里旅行 杜韩云 延安市 黄陵县 黄陵县桥山小学
小学语文 5 读书--语文天地 刘西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8 古诗二首--登鹳雀楼 程娟娣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西北二棉学校
小学语文 课文--口语交际：注意说话的语气 张瑜 渭南市 华州区 渭南市华州区城关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0 纸的发明 贾静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八一街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6 比尾巴 邵伟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小学语文 课文--20 雪孩子 李文娟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识字--语文园地一--和大人一起读：谁和谁好 朱倩倩 西安市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快乐读书吧 樊亮 汉中市 勉县 勉阳街道办继光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语文园地八--和大人一起读：小熊住山洞 冯翠娥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20 肥皂泡 闫虹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第八单元--24 司马光 孙元利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方新村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7 我变成了一棵树 古莉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语文园地八--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刘欢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小学语文 10 过年--③冰灯 任涛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元日 梁瑾 西安市 新城区 新城区黄河小学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17 古诗三首--望洞庭 付荣全 汉中市 镇巴县 镇巴县黎坝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高小云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13 荷叶圆圆 顾雨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文景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14 古诗二首--游园不值 庞婷 咸阳市 渭城区 渭城区风轮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5 守株待兔 鱼亚强 咸阳市 长武县 长武县冉店九年制学校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6 小真的长头发 韩娜 西安市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7 鹿角和鹿腿 张淑茹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邓红丽 汉中市 南郑县 南郑县城关小学
小学语文 识字--语文园地三 王艳妮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小学语文 课文--1 古诗二首--咏柳 刘莉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10 沙滩上的童话 杜萌萌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2 声音--①你一定会听见的 甄蓓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张文婧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6 秋天的雨 董晓娟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城关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组--语文园地七--成语故事 张璐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东元路学校
小学语文 习作4 马哲 汉中市 略阳县 略阳县何家岩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五 心愿--种子的梦 李卫玲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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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一 高尚--穷 人 张小梅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古诗诵读：舟过安仁 胡卫平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集灵小学
小学语文 第六组--成长足迹--新来的王老师 张丽荣 宝鸡市 陇县 陇县西大街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5 桂林山水 刘海蓉 榆林市 靖边县 靖边县宁条梁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十 家园的呼唤--鸟儿的侦察报告 杨瑞娜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第六组--与诗同行--给诗加“腰” 杨喜娟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7 仙人掌王国 司铭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理工大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军犬黑子 费菲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理工大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4 白杨 杜云侠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朝阳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18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 孙浩莉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七组--28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史云娇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选读课文--5　电子计算机与多媒体 刘军 汉中市 洋县 洋县青年路小学
小学语文 六 眼睛--语文天地 童育慧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选读课文--3　小青石 王蕾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东关小学
小学语文 四 手--语文天地 柳青青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市金台区东仁堡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9 “诺曼底”号遇难记 刘妍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十一 快与慢--挑山工 代雪芬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第二组--语文园地二--趣味语文 贺艳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安东街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6 梦圆飞天 李学敏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小学
小学语文 三、科学家眼中的动物--综合学习活动 走进外国名著 陈萌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四 真诚--用目光倾听 陈艳花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第一组--语文园地一--宽带网 马叶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二 美与丑--语文天地 刘莉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小学语文 课文--6 半截蜡烛 慕年荣 商洛市 镇安县 镇安县城关小学
小学语文 十二 回归--朱鹮飞回来了 赵华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0 词二首--10.1 渔歌子 梁荣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压缩机厂子弟学校
小学语文 二 春潮--语文天地 冯琬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第四组--　语文园地四--我的发现•日积月累 宁红莉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小学自然 8.卫生与健康--吸烟和酗酒的危害 王雪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考察探究活动--2.寻找生活中的标志 冀奕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报恩寺街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技术--1.我有一双小巧手——手工纸艺、陶艺 张妍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社会服务活动--6.我做环保宣传员 侯晓敏 宝鸡市 扶风县 扶风县杏林镇涝池岸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信息技术--4.网络信息辨真伪 于瑞娜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考察探究活动--2.跟着节气去探究 徐建利 汉中市 西乡县 西乡县城北街道办事处四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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