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序号 晒课名称 学科 教师 区县 学校 

1 科学·技术·社会 动物与仿生 初中生物 何枫媛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2 第三节 四川省 初中地理 姚龙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3 设计遮阳篷 初中数学 唐莎莎 灞桥区 西安市宇航中学 

4 第 19 课 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 初中历史 安勇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5 第二节 四大区域自然环境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初中地理 孙婷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6 船工号子 初中音乐 白玮娜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7 三视图 高中通用技术 胡桂平 灞桥区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 

8 Listening and reading 高中英语 南宁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9 第六节 超重和失重 高中物理 邹德宏 灞桥区 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 

10 苏武传 高中语文 刘畅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11 第 7 课 撇点 小学书法 王晨阳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12 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张倩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13 和大人一起读：谁和谁好 小学语文 朱倩倩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14 加与减(一)--练习一 小学数学 赖娜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 

15 秋游 小学数学 苟茜媛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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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比尾巴 小学语文 邵伟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18 精彩的马勺（陕西） 小学美术 杜莎 灞桥区 灞桥区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19 家乡的方言 小学品德与社会 张碧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二小学 

20 正面下手发球 小学体育与健康 宣奇龙 灞桥区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 

21 巴塘连北京 小学音乐 胡芳芳 灞桥区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22 第 3 课 土地改革 初中历史 马克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3 猜想、证明与拓广 初中数学 高小超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24 四、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初中物理 王健军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25 阿玛勒火 初中音乐 郝琳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26 深情 初中音乐 高琨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27 第 20 课 魏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 初中历史 韩晓瑞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28 平方差公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马七话 碑林区 西安市第六中学 

29 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刘月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七十一中学 

30 第 9 课 宋代经济的发展 初中历史 刘钫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31 即席讲话 初中语文 王璐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分校 

32 团体辅导案例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张忠利 碑林区 西安市中铁中学 

33 《红星照耀中国》：纪实作品的阅读 初中语文 张晨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4 人无信不立 初中语文 余小霞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5 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初中数学 雷淑华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6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估算 初中数学 苟冬娟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7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蒋蕾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8 走进分子世界 初中物理 蔺晓菲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分校 

39 任务三 尝试创作 初中语文 曹琳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40 化学合成材料 初中化学 秦艳艳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41 第四节 中国的河流和湖泊 初中地理 寇娜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42 重整河山待后生 初中音乐 任爽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43 设计与生活 初中美术 曹丹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44 我爱这土地 初中语文 巩英莉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45 存在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分数的数 初中数学 郑少蓉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46 第 9 课 辛亥革命 初中历史 董晓雪 碑林区 西工大附中分校 

47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高中思想政治 贺明明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48 《水浒传》 高中语文 王秋君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49 归纳推理 高中数学 焦战武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50 从裴波那契的兔子问题看递归算法 高中信息技术 周杰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51 直线和圆锥曲线的参数方程 高中数学 李剑 碑林区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52 第一节 美丽而奇妙的语言--认识汉语 高中语文 魏亚莉 碑林区 西安市第六中学分校 

53 简单几何体的体积 高中数学 安婕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54 认识发生在盐溶液中化学反应 高中化学 高小政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55 蛋白质工程的崛起 高中生物 李月明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56 问题研究 崇明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高中地理 侯俊 碑林区 西安市第三中学 

57 第 16 课 综合探究：破解“李约瑟难题” 高中历史 刘玲玲 碑林区 西安市铁一中学 

58 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张锁成 碑林区 西安市中铁中学 

59 阅读--素芭 高中语文 段静 碑林区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60 斜抛运动（选学） 高中物理 陈国华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61 实验 2-3 从海带中提取碘 高中化学 李岚媛 碑林区 西安尊德中学 

62 第 18 课 罗斯福新政 高中历史 郭秀锦 碑林区 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63 Structures in Use、Grammar in Use 高中英语 张晓琪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64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小学语文 郭洋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65 守株待兔 小学语文 屈群利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66 大家排好队 小学道德与法治 陈晶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67 大自然的声音 小学语文 薛丽文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68 带刺的朋友 小学语文 王荣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69 春 小学音乐 张晓婷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70 认识小数--练习六 小学数学 王欢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71 小虾 小学语文 邓聪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72 找空气 小学科学 魏敏菲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73 可爱的小象 小学音乐 白娟娜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74 课间十分钟 小学道德与法治 魏红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75 枫树上的喜鹊 小学语文 郑小青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76 沙滩上的童话 小学语文 杜萌萌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77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小学语文 史云娇 碑林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78 发展奔跑能力的练习 小学体育与健康 李欣学 碑林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79 综合学习活动 走进外国名著 小学语文 陈萌 碑林区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80 仙人掌王国 小学语文 司铭 碑林区 西安理工大附属小学 

81 军犬黑子 小学语文 费菲 碑林区 西安理工大附属小学 

82 趣味语文 小学语文 贺艳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安东街小学 

83 第 4 课 反文旁 小学书法 王进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84 Recycle 1 小学英语 王海珊 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85 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刘莉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86 因数和倍数 小学数学 屈璞 碑林区 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87 信息窗一（比的认识） 小学数学 王媛媛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88 信息窗二（三角形的内角和） 小学数学 闵金玉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89 Lesson 20 小学英语 秦菁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90 太阳钟 小学科学 熊平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91 演唱 童心是小鸟 小学音乐 曹改改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92 画故事 小学美术 艾钰菲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93 Lesson 28 小学英语 周静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94 50 米快速跑考核 小学体育与健康 过志韵 碑林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95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初中语文 牛平平 沣东新城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六初级中学 

96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吉晓梅 沣东新城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六初级中学 

97 透镜 初中物理 柳远远 沣东新城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98 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 初中地理 徐慧娜 沣东新城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99 第三节 澳大利亚 初中地理 杨兴杰 沣东新城 西安市车辆中学 

100 第二节 重要的体内能源——油脂 高中化学 马平 沣东新城 西安市车辆中学 

101 函数 y=Asin(ωx+ψ)的图像 高中数学 朱宏娟 沣东新城 西安市长安区第七中学 

102 数学游戏 小学数学 曹文华 沣东新城 西安沣东第六小学 

103 岁月如歌——我们的初中生活 初中语文 李莎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四中学 

104 第三节 化学反应中的有关计算 初中化学 苏明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四中学 

105 第三节 学会沟通 高中语文 郭晓玉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106 四、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高中物理 黄博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 

107 认识感官 小学科学 张敏珍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城关小学 

108 可能性 小学数学 高军英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高家小学 

109 Unit 1 What's he like?--C 小学英语 陈佳佳 高陵县 西安市高陵区泾渭高刘小学 

110 My favourite hobby 初中英语 王梦娇 高新区 西安市鄠邑区庞光初级中学 

111 《中庸》节选 高中语文 吴鸥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2 圆的标准方程 高中数学 汪仁林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3 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刘雒楠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4 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姜璐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5 Using LanguageⅡ 高中英语 韩蕾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6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高中思想政治 辛红刚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7 四、电容器 高中物理 田新月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8 电势差 高中物理 庞蓉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19 第 5 课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高中历史 雷官斌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20 第 1 节 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高中生物 杨妮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21 第一节 旅游概述 高中地理 向亚玲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22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步骤 高中信息技术 李超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23 亲子与师生交往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杨明春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24 清新空气是个宝 小学道德与法治 李婷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125 树之歌 小学语文 郝彬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四小学 

126 我有一双小巧手——手工纸艺、陶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张妍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27 表内除法（一）-练习九 小学数学 张静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28 简单的重叠问题 小学数学 孙兰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29 FUN READING  THE FARMER AND THE RADISH 小学英语 李乐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0 习作：写日记 小学语文 刘涛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1 12 轮子的故事 小学科学 王晓玲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2 第 3 课 彩线连彩点 小学美术 郭阳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3 跳房子 小学体育与健康 马娟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4 雪孩子 小学语文 李文娟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5 冰灯 小学语文 任涛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36 练习一 小学数学 王朝霞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37 练习二 小学数学 岳银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38 诺曼底”号遇难记 小学语文 刘妍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39 用目光倾听 小学语文 陈艳花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0 朱鹮飞回来了 小学语文 赵华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1 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冯琬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2 神奇的计算工具 小学数学 夏英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3 第十六课 发现老房子的美 小学美术 闫小春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4 弓步双摆掌 小学体育与健康 孙寅超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145 心理健康教育通读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徐丹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46 正比例与反比例--画一画 小学数学 赵辰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47 穷 人 小学语文 张小梅 高新区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148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初中语文 李小平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电厂中学 

149 老山界 初中语文 王威艳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甘河初级中学 

150 Writing: A restaurant review 初中英语 宫飞言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初级中学 

151 劝学 高中语文 张海朋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 

152 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高中生物 王馨悦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 

153 第 18 课 多彩的民间美术 小学美术 马四维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甘亭中心学校 

154 种子的梦 小学语文 张龙维 鄠邑区 西安滨河荣华实验小学 

155 认识底和高 小学数学 董亚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北街小学 

156 热空气和冷空气 小学科学 张佳慈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中心学校 

157 从结绳记数说起 小学数学 李月宁 鄠邑区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路小学 

158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初中语文 郑妮娜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159 总复习 初中数学 韩萍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160 Reading:The gifts 初中英语 樊华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161 
Listening "Jack's weekend" & Speak up "My classmate's 

daily schedule" 
初中英语 蒋博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162 Reading: Archimedes and the golden crown 初中英语 王亮 蓝田县 蓝田县初级中学 

163 公因式为多项式的提公司因式法 初中数学 郗蕾 蓝田县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164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崔洁 蓝田县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165 An experiment 初中英语 任颖 蓝田县 蓝田县三官庙镇金山初级中学 

166 信息智能处理的方式 高中信息技术 魏毅 蓝田县 蓝田县孟村中学 

167 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高中地理 郭宁利 蓝田县 蓝田县洩湖中学 

168 电磁波的发射和接收 高中物理 刘婷 蓝田县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169 实验 2-2 海水的蒸馏 高中化学 张菲 蓝田县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170 我的叔叔于勒 初中语文 陈亚康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171 三角形的高 初中数学 刘党会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172 Reading "My lifetime hobby ----- studying stars" 初中英语 麻艳 莲湖区 西安市大兴中学 

173 戏曲与美术 初中美术 贾茗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174 体验物联网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普丹 莲湖区 西安市第六十七中学 

175 国家监察机关 初中道德与法治 党丽照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176 我为社区做贡献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周静 莲湖区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177 少年当自强 初中道德与法治 胡亚宁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178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刘淑霞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179 第 2 节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初中生物 马晓琳 莲湖区 西安市回民中学 

180 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伤害事故发生 初中安全教育 孙浩平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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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台湾──祖国的宝岛 初中地理 王博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183 御风万里 初中音乐 罗敏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184 身边的化学 初中化学 刘玲丽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185 石窟艺术的宝库（自学） 初中美术 吕一凡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186 策划校园文化活动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郑战坤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187 科学·技术·社会 角膜移植、角膜捐献和人造角膜 初中生物 高仙荣 莲湖区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 

188 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高中语文 宋宁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189 停球 高中体育与健康 闫振城 莲湖区 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 

190 二次函数的图像 高中数学 李惠 莲湖区 西安市第十中学 

191 第一节 合理选择饮食 高中化学 李红 莲湖区 西安市第十中学 

192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高中地理 邵佳静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193 第一节 巨人的时代 高中美术 曹文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194 第二节 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高中地理 韩洁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195 创办学生公司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黄青 莲湖区 西安市第四十四中学 

196 Learning about Language 高中英语 王卓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197 经济生活与道德建设 高中思想政治 郭安安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198 塑料制品的加工 高中化学 弓弦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199 18 岁成人仪式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刘朋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200 团体辅导案例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崔新 莲湖区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201 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闭合电路  欧姆定律 高中物理 任鹏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202 第一节 自然地理要素变化与环境变迁 高中地理 张敏 莲湖区 西安市西电中学 

203 做合格的旅游者 高中地理 许雯 莲湖区 西安市信德中学 

204 Unit Five Investing money--content 高中英语 席燕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205 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思路 高中通用技术 何辉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206 Праздники 高中俄语 段莉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207 推和拉 小学科学 王兆琦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208 纸的发明 小学语文 贾静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八一街小学 

209 寻找生活中的标志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冀奕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报恩寺街小学 

210 开会啦 小学数学 李艳娇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前卫路小学 

211 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 小学语文 润娟娟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212 坚持才会有收获 小学道德与法治 张封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213 盐和糖哪儿去了 小学科学 蔡明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21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小学语文 高小云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215 我能行 小学道德与法治 武小群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216 时间像小马车 小学音乐 张璐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217 UNIT 3  GREAT PEOPLE--Lesson 16 小学英语 赵欢 莲湖区 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218 给诗加“腰” 小学语文 杨喜娟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第二实验小学 

219 原地双手胸前投篮与游戏和比赛 小学体育与健康 樊哲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二府庄小学 

220 节约能源与开发新能源 小学科学 关慧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221 第 14 课：花鸟画（二） 小学美术 赵婧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222 男生女生大不同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王迎春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郝家巷小学 

223 京调 小学音乐 刘华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小学 

224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 小学家庭教育 张婧姝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机场小学 

225 学习与考试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赵雨涵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机场小学 

226 相遇问题、植树问题 小学数学 任雪焕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227 班主任实务案例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谢娜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星火路小学 

228 快速跑与发展体能 小学体育与健康 申海平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星火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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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乘法--练习三 小学数学 程晓莹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231 聆听 缆车 小学音乐 董亚莉 莲湖区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232 地球的内部 小学科学 高瑾瑜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233 发展后滚翻能力的练习与游戏 小学体育与健康 沈潇 莲湖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234 正手发高远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骆晓博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何寨初级中学 

235 三峡 初中语文 赵保丽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零口初级中学 

236 走进世界文化百花园 初中道德与法治 童星嫚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初级中学 

237 互斥事件 高中数学 杨萍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238 健康成长中的个人品德 高中思想政治 蔺文超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239 第 18 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高中历史 张海龙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中学 

240 第一课 人类用智慧设计世界——设计与生活 高中美术 黄艳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中学 

241 表达交流--访谈 高中语文 狄聪玲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中学 

242 反证法 高中数学 张丽娟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中学 

243 电磁波的发现 高中物理 张冲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中学 

244 Story Time 小学英语 骆永花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245 演唱 动物说话 小学音乐 齐朵 临潼区 西安市临潼区相桥街办相桥小学 

24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吴小燕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47 智取生辰纲 初中语文 王黎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48 蒲柳人家 初中语文 岳娜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49 酸和碱的反应 初中化学 马超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50 利用三角函数测高 初中数学 刘元生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51 生涯规划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蔡诗瑶 市直属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252 预防犯罪 初中道德与法治 朱静 市直属 西安市育才中学 

253 定风波 高中语文 康雅婷 市直属 西安高级中学 



254 动画的分类 高中信息技术 陈大为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55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高中思想政治 王倍倍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56 第 24 课 欧洲的经济区域一体化 高中历史 刘思远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57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中思想政治 王林 市直属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58 简单计数问题 高中数学 刘根祥 市直属 西安市育才中学 

259 校园里的号令 小学道德与法治 李茜 市直属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260 第 9 课 有趣的勺子 小学美术 王慧 市直属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261 我是什么 小学语文 冯秀员 市直属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262 8 和 9 的组成 小学数学 张子林 市直属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263 邓小平爷爷植树 小学语文 李莎 市直属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264 小真的长头发 小学语文 韩娜 市直属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265 复式条形统计图 小学数学 郭文旭 市直属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266 练习五 小学数学 康珂 市直属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267 解方程（二） 小学数学 刘婷 市直属 西安市凤景小学 

268 鸢尾花 小学美术 安超 市直属 西安市凤景小学 

269 用计算机做科学实验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张秀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270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许兴华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271 布局谋篇 初中语文 姜蕊 未央区 西安市凤城学校 

272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初中道德与法治 任煜 未央区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273 浣溪沙（身向云山那畔行） 初中语文 狄晓昀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274 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初中数学 王倩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275 Lesson 35 Future Transportation 初中英语 闫莉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276 珍惜和保护金属资源 初中化学 李亚平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277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刘银苗 未央区 西安市文景中学 

278 职业（汪曾祺） 高中语文 朱妮娅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79 Using LanguageⅠ 高中英语 王博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80 工作岗位上的职业道德 高中思想政治 王丹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81 第 17 课 晚明科技群英 高中历史 李文安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82 科学家访谈 我赞叹生命的美丽 高中生物 汤媛麟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83 班主任实务案例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张毓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中学 

284 Lesson 3 My Favourite Comedy 高中英语 吕文文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285 第四节 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高中地理 宋春英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286 余弦定理 高中数学 马涵菲 未央区 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学 

287 信息化社会 高中物理 付越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288 实验 2-6 氢氧化铝的制备 高中化学 马军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289 第 2 课 日本仿效唐制的改革 高中历史 王雪丽 未央区 西安市西航一中 

290 花钟 小学语文 侯菲 未央区 未央区陕西师范大学凤凰城小学 

291 搭船的鸟 小学语文 辛克薇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292 Unit 6 Happy birthday!--C 小学英语 刘慧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293 拍手歌 小学语文 吴巧利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94 语文园地三 小学语文 王艳妮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95 语文园地 小学语文 张文婧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96 习作：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小学语文 周文驹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97 妈妈睡了 小学语文 雷蕾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298 有多少个字 小学数学 韩敏霞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东前进小学 

299 司马光 小学语文 孙元利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方新村小学 

300 荷叶圆圆 小学语文 顾雨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文景小学 



301 单元拓展 小学语文 张咏云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新房小学 

302 Let's read 小学英语 李华萍 未央区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小学 

303 古诗诵读：江畔独步寻花 小学语文 秦继霞 未央区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04 成语故事 小学语文 张璐 未央区 西安市东元路学校 

305 秦汉瓦当鸟兽纹（陕西） 小学美术 畅聆希 未央区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306 练习一 小学数学 刘永平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小学 

307 演唱 采菱 小学音乐 项思语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小学 

308 Unit 4 My home--C 小学英语 翟丽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309 阿细跳月 小学音乐 惠杨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高铁寨小学 

310 信息窗二（三角形的面积） 小学数学 缪婉玲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滹沱小学 

311 公顷、平方千米 小学数学 杨坤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南康村小学 

312 小白船 小学音乐 赵丹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三星小学 

313 练习四 小学数学 王艳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文景小学 

314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任雨鑫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315 数字声音与生活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王静怡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316 脚背外侧传球及教学比赛 小学体育与健康 王涛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317 用频率估计概率 初中数学 韩晓勇 新城区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职工子

弟学校 

318 平行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付永强 新城区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319 行路难（其一） 初中语文 王良琦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0 可化为等可能事件的概率计算 初中数学 娄疆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1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王鹏岚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2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洪琳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3 太阳能 初中物理 蔡霞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4 绘画的多元化 初中美术 孙岩 新城区 西安汇知中学 

325 第 3 课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初中历史 王梅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326 四、照相机与眼睛  视力的矫正 初中物理 王磊 新城区 西安市黄河中学 

327 江南逢李龟年 初中语文 安丽娜 新城区 西安市汇文中学 

328 科学·技术·社会  “脱缰之马”——癌细胞 初中生物 刘洁 新城区 西安市昆仑中学 

329 数的概念的扩展 高中数学 郭亚丽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330 第 17 课 全村同在画中居——皖南古村落 高中历史 朱静轩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331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高中体育与健康 张军伟 新城区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332 复习与测试 高中生物 赵庆峰 新城区 西安市第三十八中学 

333 青年管弦乐队指南  〔英〕布里顿曲 高中音乐 王瑾 新城区 西安市第三十八中学 

334 赤壁赋 高中语文 曹太有 新城区 西安市黄河中学 

335 余弦函数性质 高中数学 杨晓丽 新城区 西安市昆仑中学 

336 科学·技术·社会 基因治疗 高中生物 林娜 新城区 西安市昆仑中学 

337 第二课 中国画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语言 高中美术 禚瑜 新城区 西安市西光中学 

338 肥皂泡 小学语文 闫虹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339 周长--练习四 小学数学 吴婷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340 单簧管波尔卡 小学音乐 樊咪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341 场景歌 小学语文 刘雨婷 新城区 西安建大华清小学 

342 顶物走与游戏 小学体育与健康 韩笑 新城区 西安建大华清小学 

343 老虎磨牙 小学音乐 邱令金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344 我变成了一棵树 小学语文 古莉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345 书写提示+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吉娜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长缨路小学 

346 磁铁的两极 小学科学 滑宇昕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347 单手正对投掷方向持小垒球（小沙包）掷远与游戏 小学体育与健康 王腾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348 元日 小学语文 梁瑾 新城区 新城区黄河小学 

349 海底世界 小学语文 张萌 新城区 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350 Unit 1 How long is the Great Wall? 小学英语 井小玉 新城区 西安黄河实验小学 

351 直面青春期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任庭苇 新城区 西安建大华清小学 

352 第 12 课 泥玩具 小学美术 贾红 新城区 西安市实验小学 

353 She couldn't see or hear. 小学英语 王雪莹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354 配制什锦糖问题 小学数学 杨凌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355 Recycle 2 小学英语 刘宁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356 吸烟和酗酒的危害 小学自然 王雪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 

357 用方向与距离确定位置 小学数学 崔雯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358 A Special Pet 小学英语 刘博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359 第二节 球类活动--其他球类 小学体育与健康 李晨阳 新城区 西安新知小学 

360 Unit 2 They sell many different things. 小学英语 薛娟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361 演唱 我怎样长大 小学音乐 胡静 新城区 西安育英小学 

362 天安门广场 小学数学 闫伦 新城区 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363 送友人 初中语文 冯晓卫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364 反证法 初中数学 李爱萍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365 第 5 课 装饰色彩与情感 初中美术 杨晓光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中学 

366 酒中精华──乙醇 高中化学 张聪琴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中学 

367 第二十七节：萧友梅与黄自 高中音乐 张养梅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368 综合活动：我的家乡 高中信息技术 李玮莹 阎良区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369 羽毛球活动 小学体育与健康 范佳玮 阎良区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370 认识整亿数 小学数学 惠子欣 阎良区 阎良区关山镇康桥小学 

371 峨眉山月歌 初中语文 胡卓娟 雁塔区 西安市第九十九中学 

372 等可能事件频率的稳定性 初中数学 康晓波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373 Section B 3a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张昊阳 雁塔区 西安市航天中学 

374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高中数学 马翠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75 共价键与分子的立体构型 高中化学 曾文静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76 第 1 课 先师孔子 高中历史 程小凤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377 节约 小学数学 程小娟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78 第 3 课 捏泥巴 小学美术 钱晴雯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79 田忌赛马 小学语文 周烨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80 Lesson 28 小学英语 陈亮亮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381 信息窗三（除法的意义） 小学数学 雷蕾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三小学 

382 漂亮的童话城堡 小学美术 李钦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383 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刘西宁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384 和大人一起读：小熊住山洞 小学语文 冯翠娥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385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小学道德与法治 朱燕燕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曲江分校 

386 咏柳 小学语文 刘莉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387 棉花姑娘 小学语文 曹国华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航天小学 

388 信息窗（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圆） 小学数学 苟岁艳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389 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刘欢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390 一起做游戏 小学数学 苏俊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明德小学 

391 UNIT 1  PARTS OF MY BODY--Lesson 7 小学英语 赵静 雁塔区 长安大学附属小学 

392 体积和容积的认识 小学数学 王永涛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93 Tidy up! 小学英语 王新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94 第 23 课 小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小学体育与健康 郭浩 雁塔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95 语文天地 小学语文 童育慧 雁塔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396 拍手拍手 小学音乐 申玮 雁塔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397 图形与位置 小学数学 许智萍 雁塔区 西安日化子校 

398 田野在召唤 小学音乐 胡小娟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399 挑山工 小学语文 代雪芬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0 式与方程 小学数学 代密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1 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练习二 小学数学 李红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2 Unit 1 How can I get there?--C 小学英语 王嘉欣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3 Recycle 1 小学英语 刘洋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4 投掷活动 小学体育与健康 李辉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5 各种形式的掷实心球与发展体能 小学体育与健康 杨恩海 雁塔区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406 我的发现•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宁红莉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407 欣赏与设计 小学数学 王华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小学 

408 我是校园小主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杨岚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409 Unit 3 I have a friend 小学英语 耿萍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410 第七章 体育游戏 小学体育与健康 郭旭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新华小学 

411 一个这样的老师 小学语文 马凯娟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小学 

412 小数的意义（二） 小学数学 张胤 雁塔区 西京公司子校 

413 骨骼、肌肉的保健 小学科学 杨娓 雁塔区 西京公司子校 

414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初中语文 寇星 长安区 西安市航天城第一初级中学 

415 第一节 质量守恒定律 初中化学 魏宁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八中学 

416 加权平均数的应用问题 初中数学 彭英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香积寺逸



夫中学 

417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The last leaf; White 

elephants 
初中英语 刘丹凤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香积寺逸

夫中学 

418 钱塘湖春行 初中语文 李佳佳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鸭池口初级中学 

419 A friendly dolphin 初中英语 高婕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鸭池口初级中学 

420 三、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初中物理 姚宁珍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申店初级

中学 

421 寻访历史 初中语文 宋朝辉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九年制学校 

422 做大自然的朋友 初中道德与法治 魏婉荣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初级中学 

423 有创意地表达 初中语文 罗亚娟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办事处王庄初级

中学 

424 二次函数与根的判别式的关系 初中数学 王英丽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425 Conditional sentences (1) 初中英语 李婷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426 Reading:The great flood 初中英语 朱碧云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427 三、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初中物理 吕磊 长安区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428 扶助身边的弱势群体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刘茹 长安区 西安市八一民族中学 

429 课题学习 正方体截面的形状 高中数学 宁静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0 数的概念的扩展 高中数学 何玲玲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1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高中思想政治 杨倩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2 牛顿第一定律 高中物理 张晓华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3 金属的冶炼 高中化学 赵兵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4 第 14 课 新航路的开辟 高中历史 刘伍洋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5 本章小结 高中生物 王凤华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6 第二节 海水的运动 高中地理 曹文静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7 二、识读机械加工图基础 高中通用技术 陈瑞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438 二项分布 高中数学 任晓龙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439 Unit 1 That snakes are short. 小学英语 张蒙 长安区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万科城小学 

440 可爱的动物 小学道德与法治 石霞 长安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悦美分校 

441 日积月累+和大人一起读：胖乎乎的小手 小学语文 杨征征 长安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绿地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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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赵州桥 小学语文 冯笑笑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444 我的环保小搭档 小学道德与法治 李娜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445 童年的水墨画 小学语文 刘田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446 我们奇妙的世界 小学语文 王楠 长安区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447 鹿角和鹿腿 小学语文 张淑茹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448 面积和面积单位 小学数学 张玉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449 第 9 课 我们身边的痕迹 小学美术 王妮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450 为我们生活服务的人 小学道德与法治 张静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南街小学 

451 火烧云 小学语文 宁妮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南街小学 

452 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柏旭英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实验小学 

453 动物儿歌 小学语文 徐昌环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454 两位数乘两位数竖式计算 小学数学 李毅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455 水是什么样的 小学科学 李蕊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456 嘹亮歌声 小学音乐 马瑞 长安区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橡树湾分校 

457 空气是什么样的 小学科学 杨慧婵 长安区 长安美林小学 

458 Unit 1 Lingling is skipping. 小学英语 李倩 长安区 长安区富力城黄河国际小学 

459 网络信息辨真伪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于瑞娜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小学 

460 资源亮出黄牌 小学品德与社会 龚卫荣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小学 



461 我的发现•日积月累 小学语文 童娟宁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462 Unit 6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Part A 小学英语 唐袁媛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463 整理与练习 小学数学 赵可 长安区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464 不同的声音 小学科学 张玉 长安区 长安美林小学 

465 卖炭翁 初中语文 朱小利 周至县 周至县终南镇终南初级中学 

466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高中语文 杨红 周至县 周至中学 

467 简单几何体的侧面积 高中数学 郭彩妮 周至县 周至中学 

468 第 14 课 多彩的拉花 小学美术 薛妍 周至县 周至县尚村镇神灵寺小学 

469 综合性学习：中华传统节日 小学语文 赵海燕 周至县 周至县辛家寨镇中心小学 

470 Unit 2 My schoolbag--C 小学英语 许江鱼 周至县 周至县尚村镇中心小学 

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