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参加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名单

序号 市  州 学   校 教 师 学  科 课  例  名  称

1 兰州市 兰州市安宁区长风小学 何婧 小学语文 识字--3 “贝”的故事

2 兰州市 榆中县一悟小学 王小彦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习作：我的动物朋友

3 兰州市 兰州市安宁区阳光小学 刘菊梅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5 搭船的鸟

4 兰州市 永登县城关回民小学 葸敏玲 小学语文 第八单元--习作：推荐一本书

5 兰州市 中科院兰州分院小学 李桂苹 小学语文 课文--口语交际：图书借阅公约

6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小学 汪淑琴 小学语文 课文--口语交际：我们做朋友

7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小学 张玉香 小学语文 课文--23 祖先的摇篮

8 兰州市 永登县新城区小学 马兰 小学数学 3　小数除法--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

9 兰州市 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家堡小学 吴霞 小学数学 7 小数的初步认识--认识小数

10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小学 王鑫 小学数学 ★数字编码

11 兰州市 皋兰县石洞小学 魏亮 小学数学 6　有余数的除法--竖式计算--除法竖式

12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三小学 朱义莹 小学数学 ★数学乐园

13 兰州市 永登县新城区小学 王银苹 小学英语 Unit 1 School--lesson 2
14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教师进修学校附设小学 魏黎 小学音乐 第4课 咯咯哒

15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一小学 丁树佳 小学音乐 第6课 百花园

16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二小学 莫兰 小学音乐 第2课 快乐的一天

17 兰州市 永登县第七中学 魏海霞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阅读--19 苏州园林

18 兰州市 兰州市第八中学 张丽娟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2 纪念白求恩

19 兰州市 永登县第七中学 王花花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1 老王

20 兰州市 永登县中堡镇初级中学 罗一芳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写作：学会记事

21 兰州市 皋兰县第三中学 罗筱玲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1 短文二篇（《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

22 兰州市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学 马乐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7 回忆我的母亲

23 兰州市 永登县连铝学校中学 田洪霞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1.2.2数轴

24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谷桃 初中英语 Unit 6 I’m watching TV.--Section B 2a—2c
25 兰州市 榆中县第六中学 白彪龙 初中英语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B 2a—2e
26 兰州市 兰州市第十二中学 柴宏琳 初中英语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A 3a—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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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兰州市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 任苏芸 初中英语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Section B 1a—1e
28 兰州市 兰州市第六十六中学 梁婷 初中物理 第九章　压强--第2节　液体的压强

29 兰州市 永登县武胜驿镇武胜驿初级中学 马明琳 初中物理 科学之旅

30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王晓波 初中物理 第十章　浮力--第3节　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

31 兰州市 兰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陈斌霞 初中物理 第七章　力--第2节　弹力

32 兰州市 兰州市第四十八中学 张天媛 初中化学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课题1　分子和原子

33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 张国栋 初中历史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6课  动荡的春秋时期

34 兰州市 中科院兰州分院中学 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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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 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建

立
35 兰州市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 王艳艳 初中地理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36 兰州市 兰州十一中 何新芳 初中美术 6.色彩的对比

37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三中学 尚云飞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3课--*哦，香雪

38 兰州市 兰州五十九中 杨德慧 高中语文 第六单元--第13课--*装在套子里的人

39 兰州市 永登县第六中学 薛红兰 高中语文 第六单元--第12课--祝福

40 兰州市 榆中县第一中学 赵丽霞 高中数学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6.3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及坐标表示--6.3.1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41 兰州市 兰州五十八中 樊晖 高中数学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3 对数

42 兰州市 兰州五十五中 王鹤龄 高中英语 UNIT 1 CULTURAL HERITAGE--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43 兰州市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金伟 高中物理 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2.动量定理

44 兰州市 兰州七中 孙丕霞 高中物理 第五章 原子核--4.核裂变与核聚变

45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魏玉山 高中物理 第四章 运动和力的关系--4.力学单位制

46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五十中学 徐仰龙 高中化学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第一节 电离平衡

47 兰州市 榆中县第一中学 杨晓 高中化学 第二章 烃--第二节 烯烃 炔烃

48 兰州市 兰州五十九中 王静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3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49 兰州市 兰州二中 陈莉文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4节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50 兰州市 兰州五十一中 李德玮 高中历史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19课 辛亥革命

51 兰州市 兰州新区舟曲中学 张小君 高中地理 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问题研究 崇明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52 兰州市 兰州十四中 杜静 高中信息技术 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1.3.2 大数据及其应用

53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魏斌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

54 兰州市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 韦玉琴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一课 踏上强国之路--坚持改革开放

55 兰州市 兰州师范附属小学 曾笃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做聪明的消费者--6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56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民勤街小学 卢容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8 推翻帝制 民族觉醒

57 兰州市 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第一小学 渊晓妮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0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58 兰州市 兰州市七里河区安西路小学 张红霞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信息万花筒--9 正确认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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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邢文锐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6 将相和

60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逸夫小学 张冬梅 小学语文 课文--21 小壁虎借尾巴

6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文殊镇中心小学 黄巍 小学语文 汉语拼音--1 a o e
62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和诚路小学 陆银霞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语文园地

63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育才学校 刘祥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3 桂花雨

64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实验小学 姬润苗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元日》等三首）

65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胜利路小学 周海霞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5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66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新城镇中心小学 张丹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18 慈母情深

67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育才学校 马玉林 小学数学 1 时、分、秒--解决问题

68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逸夫小学 王金琴 小学数学 7 图形的运动（二）--平移

69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峪泉镇中心小学 池洁 小学数学 5 三角形--三角形的内角和

70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大唐路小学 柳敬霞 小学美术 2. 有趣的刮画

7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长城路小学 张媛婷 小学美术 3.汽车的联想

72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和诚路小学 李德凯 小学音乐 第1课 爱祖国

73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迎宾路小学 王晶 小学科学 第五单元 声音--13 声音的产生

74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南湖小学 刘建萍 小学科学 第二单元 溶解与分离--7 把它们分离

75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四中学 王琨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阅读--21 古代诗歌五首（《登幽州台歌》等五首）

76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丁宏玉 初中数学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17.1 勾股定理

77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王莉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有理数--1.5 有理数的乘方--1.5.1乘方

78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师范附属学校 周毅 初中数学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4 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

79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实验中学 何佳 初中英语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Section A 3a—3c
80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五中学 王龙 初中英语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8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实验中学 崔艳萍 初中物理 第二章　声现象--第1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82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韩红英 初中生物学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三节 基因的显性和
隐性

83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吴亮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11课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84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四中学 杨美龄 初中历史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第13课 五四运动

85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五中学 刘丽 初中地理 第八章　西北地区--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盆地

86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王玮瑾 初中美术 7.汉字的装饰设计

87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范俊丽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1课--氓
88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二中学 王睿 高中语文 第二单元--第6课--芣苢

89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李晶 高中语文 第七单元--第16课--赤壁赋

90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谢娟 高中数学
第五章 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5.1 导数的概念及其意义--5.1.2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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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二中学 陈银山 高中化学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第三节 乙醇与乙酸

92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柴樱 高中生物学 第5章 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第2节 染色体变异

93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吴恭芳 高中历史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第7课 隋唐制

度的变化与创新
94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赵明胜 高中地理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第二节 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95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崔雅婷 高中地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第四节 地球的圈层结构

96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李茹萍 高中信息技术 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3 程序设计基本知识--2.3.3 语句与程序结构--②顺序结构

97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盛娇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八课 中国人 中国梦--我们的梦想

98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大唐路小学 杨小萍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1 我是一张纸

99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建设路小学 郑莹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2 学会沟通交流

100 金昌市 永昌县河西堡第二小学 张殿青 小学语文 课文--口语交际：请你帮个忙

101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小学 姚远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5 七律•长征

102 金昌市 金昌市第六小学 高永春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2*在天晴了的时候

103 金昌市 永昌县河西堡第三小学 靳香 小学数学 8 数学广角——搭配（二）--稍复杂的组合问题

104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小学 陈玉慧 小学英语 Unit 3 Food--Let's Spell
105 金昌市 永昌县第一小学 李有萍 小学英语 Unit 3 Animals--Lesson 1
106 金昌市 永昌县河西堡第二小学 文付忠 小学英语 Unit 3 Animals--Lesson 2
107 金昌市 永昌县第二小学 马雪梅 小学英语 Unit 4 My Family--Lesson 2
108 金昌市 金昌市第五小学 刘轩彤 小学音乐 第1课 跳起来

109 金昌市 永昌县第三小学 石永生 小学科学 第四单元 地球 太阳 月球--14 月相的变化

110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三中学 张积春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0 天上的街市

111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中学 徐星辉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6 我看

112 金昌市 永昌县第五中学 田平寿 初中数学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2 与三角形有关的角--11.2.1三角形的内角

113 金昌市 永昌县第五中学 雷娟 初中英语 Uu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114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中学 张世慧 初中物理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第1节　功

115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中学 王梅 初中物理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第1节　质量

116 金昌市 金昌市龙门学校 朱从科 初中化学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课题3　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117 金昌市 金昌市第五中学 康华强 初中生物学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第三节　 动物细
胞

118 金昌市 金昌市龙门学校 康雪燕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10课 中华民国的创建

119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一中学 孔令杰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9课--念奴娇·赤壁怀古

120 金昌市 金昌市金川高级中学 刘建萍 高中数学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6.4 平面向量的应用--6.4.3余弦定理、正弦定理

121 金昌市 金昌市第二中学 樊晓云 高中英语 UNIT 5 FIRST AID--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122 金昌市 金昌市龙首高级中学 王震华 高中英语 UNIT 3 THE INTERNET--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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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金昌市 金昌市金川高级中学 邓宏波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124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一中学 赵凤玲 高中地理 第五章 环境与发展--第一节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125 金昌市 金昌市龙门学校 赵亚儒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第七课 积极奉献社会--服务社会

126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七小学 苏雯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9 生活离不开规则

127 白银市 会宁县如东友好小学 姜继涛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3 精卫填海

128 白银市 会宁县教场小学 邢玲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1 十六年前的回忆

129 白银市 景泰县实验小学 王花荣 小学语文 汉语拼音--3 b p m f
130 白银市 靖远县乌兰镇南海希望学校 朱丽红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5 守株待兔

131 白银市 靖远县大芦镇纤纤爱心小学 魏学芳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8 卖火柴的小女孩

132 白银市 白银市平川区育才小学 张仁霞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6 麻雀

133 白银市 白银市平川区兴平小学 强小荣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4* 珍珠鸟

134 白银市 会宁县教场小学 杨丽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3 荷花

135 白银市 白银市平川区魏家地学校 羊群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2 古诗三首（《芙蓉楼送辛渐》等三首）

136 白银市 会宁县如东友好小学 李丰男 小学数学 4 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乘法（不进位）

137 白银市 景泰县实验小学 高玉莲 小学数学 5 图形的运动（三）--旋转

138 白银市 白银市白银区第八小学 李军艳 小学数学 6　百分数（一）--百分数的意义

139 白银市 景泰县实验小学 刘永霞 小学数学 3　分数除法--倒数的认识

140 白银市 白银市平川区第三中学 武丙霞 小学数学 6　多边形的面积--三角形的面积

141 白银市 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冯兴萍 小学数学 4.表内乘法（一）--2—6的乘法口诀--6的乘法口诀

142 白银市 景泰县草窝滩镇长城小学 王少科 小学数学 5.认识人民币--认识人民币

143 白银市 靖远县五合乡中心小学 张永霞 小学数学 5　简易方程--等式的性质

144 白银市 白银市白银区第十一小学 高红艳 小学英语 Unit 4 Numbers--lesson 1
145 白银市 白银市平川区靖煤小学 董黎军 小学英语 Unit 2 My week--A
146 白银市 靖远县三滩镇中二学校 孙素霞 小学英语 Unit 4 At the farm--A
147 白银市 景泰县第七小学 郭雅莉 小学英语 Unit 2 Mybody--lesson 1
148 白银市 会宁县北关小学 杨雄 小学美术 10. 画家凡•高
149 白银市 白银市第十中学 裴雪凌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2 《诗经》二首（《关雎》《蒹葭》）

150 白银市 会宁县会师初级中学 张沥文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3 植树的牧羊人

151 白银市 靖远县第五中学 刘占书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5 秋天的怀念

152 白银市 景泰县第三中学 冯黎明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4 背影

153 白银市 白银市育才学校 袁兆龙 初中数学 第二十四章　圆--小结

154 白银市 会宁县四房吴初级中学 姜安鹏 初中数学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1 几何图形--4.1.1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

155 白银市 会宁县实验中学 李思佐 初中数学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1 一元二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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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白银市 会宁县会师初级中学 王得娟 初中英语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Section A 1a—2d
157 白银市 靖远县北滩乡北滩中学 拓万锋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现象--第2节　光的反射

158 白银市 景泰县第三中学 周来成 初中物理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第2节　欧姆定律

159 白银市 会宁县新庄乡初级中学 张毅 初中物理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3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160 白银市 景泰县第四中学 王海云 初中生物学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一节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161 白银市 八里湾初级中学 成娟 初中生物学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五章　病毒

162 白银市 靖远县第八中学 吴杰瑞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14课  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

163 白银市 白银市第六中学 张登花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15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

164 白银市 会宁县枝阳初级中学 车育婧 初中地理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第一节　大洲和大洋

165 白银市 靖远县第二中学 杨淑芳 高中语文 第七单元--第14课--故都的秋

166 白银市 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 殷勇鹏 高中语文 第八单元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学习活动--二 把握古今词义的联系与区别

167 白银市 甘肃省会宁县第三中学 乔文燕 高中语文 第二单元--第6课--记念刘和珍君

168 白银市 白银市第八中学 姚学翠 高中数学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3 幂函数

169 白银市 会宁县第五中学 崔家宾 高中英语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5.Reading for Wrting
170 白银市 景泰县第一中学 杜彩云 高中英语 UNIT 1 PEOPLE OF ACHIEVEMENT--7.*Project
171 白银市 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 李雪兰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一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72 白银市 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 李志桃 高中物理 第九章 静电场及其应用--4.静电的防止与利用

173 白银市 白银市第十中学 杨长青 高中物理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4.自由落体运动

174 白银市 白银市实验中学 连金兰 高中化学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第一节 钠及其化合物

175 白银市 白银市白银区武川新村学校 周相娜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三课 发现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176 白银市 景泰县第四中学 沈海云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四课 社会生活讲道德--以礼待人

177 白银市 会宁县东关小学 高慧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1 变废为宝有妙招

178 天水市 武山县城关镇城关中心小学 周淑红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0 爬山虎的脚

179 天水市 甘谷县大像山镇西关小学 王萍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20*“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180 天水市 秦安县刘坪乡中心小学 邓旭军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1 古诗词三首（《山居秋暝》等三首）

181 天水市 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 聂云霞 小学数学 2　公顷和平方千米

182 天水市 秦安县兴国镇第三小学 安育春 小学数学 5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平行与垂直

183 天水市 秦安县兴国镇第四小学 侯彦荣 小学英语 Unit 4 Hobbies--Story Time
184 天水市 天水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朱洲 小学英语 Unit 2 Colours!--A
185 天水市 天水市人民路小学 田菁 小学美术 6.动物与我们同行

186 天水市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巩煦云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阅读--2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187 天水市 甘谷县西关中学 蒋海燕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阅读--20*谈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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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天水市 甘谷县模范初级中学 赵燕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6 散步

189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花牛中学 潘素宁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阅读--1 邓稼先

190 天水市 秦安县西川中学 王晓梅 初中数学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1 二元一次方程组

191 天水市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高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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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天水市 天水市第三中学 潘元淑 初中数学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4整式的乘法--整式的乘法

193 天水市 武山县滩歌初级中学 王龙 初中数学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2 解一元二次方程--21.2.2公式法

194 天水市 秦安县古城初级中学 李小军 初中数学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2幂的乘方

195 天水市 清水县第五中学 王建兰 初中数学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2.1 整式

196 天水市 天水市第七中学 李文毅 初中数学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3 等腰三角形--13.3.1等腰三角形

197 天水市 张家川县阿阳中学 丁雯雯 初中英语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Section B 2a—2c
198 天水市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李晓涛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现象--第5节　光的色散

199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伯阳初级中学 王安庆 初中物理 第二章　声现象--第3节　声的利用

200 天水市 清水县第五中学 安晓云 初中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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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天水市 天水市第四中学 杨晓东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3课--百合花

202 天水市 天水市第二中学 卢宽慧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7课--短歌行

203 天水市 甘谷县第四中学 谢建文 高中地理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第二节 大气受热过程和大气运动

204 天水市 天水市第一中学 王丹 高中地理 第三章 大气的运动--第一节 常见天气系统

205 天水市 天水市秦州区中梁乡中心小学 刘艳红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9 中国有了共产党

206 酒泉市 甘肃省酒泉市东关街第二小学 武晓萍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奇妙的想象

207 酒泉市 敦煌市东街小学 殷晓燕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2*故宫博物院

208 酒泉市 酒泉育才学校 翟芳原 小学语文 识字--2 树之歌

209 酒泉市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小学 吕丽芳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语文园地

210 酒泉市 玉门油田小学 张莉 小学语文 汉语拼音--5 g k h
211 酒泉市 敦煌市北街小学 周景亮 小学数学 3　角的度量--画角

212 酒泉市 酒泉市东关街第一小学 闫小丽 小学英语 Unit 4 Feelings--lesson 1
213 酒泉市 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焦珂 小学美术 6. 画恐龙

214 酒泉市 肃州区泉湖初级中学 周玲 小学音乐 第1课 好朋友 
215 酒泉市 瓜州县第二中学 祁慧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0 三峡

216 酒泉市 酒泉第六中学 龚燕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4 诗词三首（《行路难（其一）》等三首）

217 酒泉市 敦煌市第三中学 郭海燕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0 曹刿论战

218 酒泉市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邓丽娟 初中历史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7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219 酒泉市 酒泉第五中学 胡秀梅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9课  秦统一中国

220 酒泉市 甘肃省酒泉中学 王哲 高中英语 UNIT 2 LOOKING INTO THE FUTURE--7.*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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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酒泉市 酒泉市肃州中学 何晓英 高中英语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222 酒泉市 玉门油田第一中学 黄娟 高中英语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7.*Project
223 酒泉市 酒泉市第一中学 彭娟 高中英语 UNIT 1 TEENAGE LIFE--2.Reading and Thinking
224 酒泉市 甘肃省酒泉中学 樊瑞雯 高中生物学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2节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225 张掖市 甘州中学 丁丽英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3* 现代诗二首（《秋晚的江上》《花牛歌》）

226 张掖市 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甄世燕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1 大自然的声音

227 张掖市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方燕 小学语文 第五单元--16 太阳

228 张掖市 甘州区南关学校 管新赟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5*女娲补天

229 张掖市 高台县城关初级中学 方丽 小学语文 课文--13 荷叶圆圆

230 张掖市 临泽县新华镇西街中心小学 冯娟 小学语文 课文--8 雨点儿

231 张掖市 民乐生态工业园区小学 王凤娇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6 秋天的雨

232 张掖市 山丹县东街小学 李艳 小学数学 3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233 张掖市 甘州区思源实验学校 成寿林 小学数学 1 位置与方向（一）--认识地图上的方向

234 张掖市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程玉花 小学数学 5　圆--圆的面积

235 张掖市 临泽县板桥镇中心小学 宋涛 小学数学 6　多边形的面积--组合图形的面积

236 张掖市 临泽县鸭暖镇古寨小学 田彩兰 小学数学 3.角的初步认识--角的初步认识

237 张掖市 民乐县洪水镇八一小学 保爱芳 小学数学 8　数学广角──优化--烙饼问题

238 张掖市 甘州区大成学校 张红兵 小学数学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239 张掖市 山丹县南关学校 李秀君 小学英语 Unit 5 There is a big bed--B
240 张掖市 甘州区北街小学 赵琳 小学英语 Unit 4 I have a pen pal--A
241 张掖市 临泽县平川镇中心小学 窦玥 小学英语 Unit 3 Look at me!--B
242 张掖市 临泽县平川镇中心小学 刘玲 小学美术 3. 吉祥图案

243 张掖市 临泽县城关小学 李虎 小学音乐 第8课 新疆好

244 张掖市 甘州区大成学校 魏光远 小学科学 第四单元 学习用品中的科学--12 笔芯为什么能够伸缩

245 张掖市 甘州中学 李清 初中语文 第五单元--阅读--18 中国石拱桥

246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学校 李焕锋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写作：写人要抓住特点

247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学校 康海峰 初中语文 第六单元--阅读--22 智取生辰纲

248 张掖市 甘州区思源实验学校 段燕莉 初中语文 第四单元--阅读--15 诫子书

249 张掖市 临泽县第二中学 陈彦芳 初中数学 第二十四章　圆--24.2 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24.2.2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250 张掖市 高台县城关初级中学 许亚萍 初中英语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251 张掖市 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马德胜 初中物理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2节　运动的描述

252 张掖市 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 宋守军 初中物理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第1节　热机

253 张掖市 甘州中学 冯文超 初中化学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课题1　燃烧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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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张掖市 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宋向阳 初中地理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第三节　民族

255 张掖市 张掖育才中学 李静 初中美术 5.线材造型

256 张掖市 张掖市第二中学 张莉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7课--*归园田居（其一）

257 张掖市 高台县第一中学 李宏玉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9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58 张掖市 山丹县第一中学 邹世龙 高中数学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2.2 基本不等式

259 张掖市 临泽县第一中学 王海霞 高中数学 第四章 数列--4.2 等差数列--4.2.1等差数列的概念

260 张掖市 高台县第一中学 吴玉溶 高中英语 UNIT 1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5.Reading for Wrting
261 张掖市 甘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 马国霞 高中思想政治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262 张掖市 高台县第一中学 赵晓娣 高中化学 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第三节 无机非金属材料

263 张掖市 山丹县第一中学 张敏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5节 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264 张掖市 高台县第一中学 于春丽 高中历史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第4课 西汉与东汉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265 张掖市 甘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 王英琴 高中地理 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第二节 土壤

266 张掖市 张掖市第二中学 张妍婷 高中音乐 上篇--第三单元 放歌祖国

267 张掖市 山丹县第一中学 刘丽萍 高中信息技术 第1章　信息技术与社会--1.1　信息技术及其应用--1.1.1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

268 张掖市 临泽县第二中学 田瑛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第四课 友谊与成长同行--和朋友在一起

269 张掖市 临泽县鸭暖镇中心小学 李丹阳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12 早睡早起

270 张掖市 甘州中学 王岩锁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4 少让父母为我操心

271 武威市 民勤县新民小学 何艳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7 *听听，秋的声音

272 武威市 凉州区蔡庄小学 董菊萍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20*青山不老

273 武威市 武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黄小红 小学语文 识字--5 对韵歌

274 武威市 民勤县南关小学 赵瑞萍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4*花之歌

275 武威市 民勤县东关小学 王青 小学语文 第八单元--25 王戎不取道旁李

276 武威市 凉州区武威南铁路第二小学 杜三娟 小学语文 识字--5 动物儿歌

277 武威市 民勤县南关小学 白映星 小学数学 3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278 武威市 凉州区青年巷小学 齐秀娟 小学数学 3　分数除法--解决问题--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例4）
279 武威市 武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赵亮 小学数学 6　多边形的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280 武威市 凉州区西苑实验小学 侯玉莲 小学数学 1.认识图形（二）--七巧板

281 武威市 凉州区发展街小学 王金兴 小学数学 5 面积--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282 武威市 凉州区共和街小学 翟春玲 小学英语 Unit 1 In China--lesson 3
283 武威市 武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彩云 小学英语 Unit 4 What can you do?--A
284 武威市 武威第八中学 程海霞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阅读--2*梅岭三章

285 武威市 凉州区谢河镇九年制学校 张慧琴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2 词四首（《渔家傲•秋思》等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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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武威市 武威铁路中学 王士斌 初中数学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287 武威市 民勤县第六中学 祁世林 初中数学 第二十三章　旋转--23.3 课题学习　图案设计

288 武威市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徐润萍 初中数学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2 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289 武威市 武威第十中学 陶丽娟 初中英语
Unit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290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刘海霞 初中英语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Section A 1a—2d
291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四中学 肖杰 初中英语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Section A 3a—3c
292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刘拉莉 初中物理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3节　串联和并联

293 武威市 武威第七中学 于光亮 初中化学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课题1　物质的变化和性质

294 武威市 武威第十三中学 王慧芳 初中生物学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四节　鱼

295 武威市 武威第六中学 周福萍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3课--*蜀相

296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侯永海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2课--*峨日朵雪峰之侧

297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杨建峰 高中数学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2.3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不等式

298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 聂枫 高中数学 第三章 圆锥曲线的方程--3.1 椭圆--3.1.2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

299 武威市 民勤县第四中学 王晓花 高中数学 第六章 平面向量初步--6.1 平面向量及其线性运算--6.1.1 向量的概念

300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霍永琴 高中英语 UNIT 1 PEOPLE OF ACHIEVEMENT--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301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 康彩赟 高中英语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2.Reading and Thinking

302 武威市 武威第十八中学 陈烨 高中思想政治
第二单元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第四课 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我国的个人收
入分配

303 武威市 武威第十五中学 梁澜涛 高中思想政治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第四课 准确把握概念--概念的概述

304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马倩楠 高中化学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第二节 离子反应

305 武威市 武威第十八中学 沈晓燕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第3节 伴性遗传

306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 李玉龙 高中历史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第22课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
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307 武威市 武威铁路中学 柴晓红 高中地理 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第二节 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

308 武威市 武威第十八中学 张晓春 高中音乐 上篇--第三单元 鼓舞弦动—丰富的民间器乐

309 武威市 武威第十五中学 王芳 高中信息技术 第4章 走进智能时代--4.1 认识人工智能--4.1.1 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

310 武威市 民勤县第五中学 陈文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八课 中国人 中国梦--共圆中国梦

311 武威市 武威第十五中学 王永峰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

312 武威市 凉州区青年巷小学 刘盛玲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6 传统游戏我会玩

313 武威市 凉州区枣园小学 单菊红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2 说话要算数

314 定西市 陇西县渭州学校 宋海花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19 小英雄雨来（节选）

315 定西市 临洮县洮阳镇南街小学 韦惠梅 小学语文 课文--6 比尾巴

316 定西市 渭源县清源镇第一小学 杨瑾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3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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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定西市 陇西县渭州学校 谢莉 小学数学 2.100以内的加法（二）--加法--不进位加

318 定西市 陇西县实验小学 张海琴 小学数学 7.认识时间--认识时间

319 定西市 岷县岷阳镇第一中心小学 包菊霞 小学数学 7 折线统计图--单式折线统计图

320 定西市 渭源县中心实验小学 陈娟 小学英语 Unit 6 Birthdays--lesson 1
321 定西市 陇西县渭州学校 杨婧霞 小学英语 Unit 3 Transportation--Lesson 2
322 定西市 岷县岷阳镇第一中心小学 包惠萍 小学英语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A
323 定西市 定西市安定区西关小学 郭晗 小学美术 10. 生活中的标志

324 定西市 临洮县椒山初级中学 康玲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阅读--1 社戏

325 定西市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骆彩玲 初中数学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12.2 三角形全等的判定--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326 定西市 临洮县洮阳初级中学 田亚芸 初中数学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小结

327 定西市 岷县城郊初级中学 林欲飞 初中英语 Starter Units--3 What color is it?--1a—2e
328 定西市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马权武 初中物理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2节　电流和电路

329 定西市 陇西县思源实验学校 李春燕 初中生物学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碳－氧平衡--第一节　 
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330 定西市 临洮县椒山初级中学 赵启英 初中历史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第8课 西欧庄园

331 定西市 临洮县第二中学 寇丽华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8课--登高

332 定西市 甘肃省渭源县第一中学 王春荷 高中语文 第七单元--第14课--*荷塘月色

333 定西市 定西市第一中学 景雪艳 高中数学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4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334 定西市 陇西县第二中学 李景林 高中英语 WELCOME UNIT--4.Listening and Talking
335 定西市 甘肃省临洮中学 赵育军 高中思想政治 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36 定西市 陇西县文峰中学 郭海军 高中物理 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6.反冲现象 火箭

337 定西市 定西市第一中学 廖乐星 高中化学 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第三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

338 定西市 漳县第二中学 汪富霞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1节 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

339 定西市 临洮县文峰中学 把多兵 高中历史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第3课 秦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340 定西市 甘肃省临洮中学 康芬霞 高中地理 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第三节 河流地貌的发育

341 定西市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交通路中学 马丽琴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八课 探问生命--敬畏生命

342 定西市 渭源县祁家庙中学 焦国庆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二课 学习新天地--享受学习

343 定西市 临洮县洮阳镇南街小学 杜玉桂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1 开开心心上学去

344 定西市 岷县西城区小学 雷亚琴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7 中华民族一家亲

345 陇南市 成县西关小学 雷丽霞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10 古诗三首（《马诗》等三首）

346 陇南市 宕昌县城关九年制学校 陈彦霞 小学数学 4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加法

347 陇南市 陇南市武都区贡院中心小学 马丹丹 小学数学 7.认识钟表

348 陇南市 陇南市实验小学 马瑞玺 小学英语 Unit 5 Whose dog is 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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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陇南市 陇南市实验小学 蒲明敏 小学音乐 第2课 足迹

350 陇南市 成县城关中学 武卫 初中数学 第二十四章　圆--24.4 弧长和扇形面积

351 陇南市 陇南市武都区东江初级中学 杨丽娜 初中数学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25.1 随机事件与概率--25.1.1随机事件

352 陇南市 成县第一中学 蔡芳 初中英语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Section A 1a—2d
353 陇南市 陇南市武都区城关中学 唐利芳 初中英语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Section A Grammar focus3a—3c
354 陇南市 甘肃省徽县第四中学 郇伟 初中物理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1节　透镜

355 陇南市 康县阳坝镇初级中学 沈健红 初中化学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课题2　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

356 陇南市 西和县汉源镇初级中学 张瑞锋 初中化学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2　水的净化

357 陇南市 陇南市武都区五马九年制学校 郝云霞 初中生物学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七节　哺乳动物

358 陇南市 西和县北川初级中学 杨佩龙 初中历史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5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359 陇南市 成县第一中学 韩娟 初中地理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四节　自然灾害

360 陇南市 康县城关镇初级中学 张洋 初中地理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361 陇南市 宕昌县旧城中学 韩彩芳 初中音乐 第一单元 生命之杯

362 陇南市 陇南市武都八一中学 王新军 高中数学 第五章 三角函数--5.1 任意角和弧度制

363 陇南市 西和县第一中学 党小苗 高中英语 UNIT 4 HISTORY AND TRADITIONS--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364 陇南市 成县陕西师范大学成州中学 岳志兵 高中物理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2.时间 位移

365 陇南市 陇南市一中 王雪莲 高中生物学 第2章 细胞工程--第2节 动物细胞工程--二 动物细胞融合技术与单克隆抗体

366 陇南市 甘肃省徽县第一中学 王斌 高中地理 第三章 环境安全与国家安全--第三节 生态保护与国家安全

367 陇南市 陇南市一中 付志强 高中信息技术 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2 数字化与编码--1.2.2 二进制与数制转换

368 陇南市 成县第一中学 孟彩霞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第五课 交友的智慧--网上交友新时空

369 陇南市 陇南市实验小学 王维新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骄人祖先灿烂文化--8 美丽文字民族瑰宝

370 陇南市 陇南师专附属实验学校 王慧聪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6 我们神圣的国土

371 平凉市 灵台县城南小学 郑晓娜 小学语文 汉语拼音--2 i u ü y w
372 平凉市 崇信县城区第二小学 徐红霞 小学语文 课文--14 我要的是葫芦

373 平凉市 泾川县中街小学 郭宏谚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374 平凉市 华亭县皇甫学校 温超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习作：续写故事

375 平凉市 静宁县新城小学 王国良 小学数学 6　有余数的除法--解决问题

376 平凉市 灵台县城南小学 薛惠萍 小学数学 3　测量--解决问题

377 平凉市 静宁县原安中心小学 司红霞 小学美术 6. 我设计的鞋

378 平凉市 平凉市崆峒区广成学校 陈秀蓉 小学美术 5. 中国画——学画大熊猫

379 平凉市 静宁县城关镇南关小学 韩刚 小学美术 6.大人国 小人国

380 平凉市 庄浪县第二小学 吴鸿飞 小学科学 第四单元 简单机械--14 斜面

381 平凉市 华亭县皇甫学校 闫小丽 初中数学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2 特殊的平行四边形--18.2.1矩形

第 12 页，共 16 页



382 平凉市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 王有勤 初中数学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1.2.3相反数

383 平凉市 崇信县第二中学 马海军 初中数学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4整式的乘法--整式的除法

384 平凉市 泾川县第二中学 代月合 初中英语 Uu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Section A 3a—3c
385 平凉市 静宁县城关初级中学 陈双红 初中英语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Section A 1a—2d
386 平凉市 泾川县第二中学 杨雪 初中物理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第3节　动能和势能

387 平凉市 庄浪县朱店中学 柳昌浩 初中物理 第三章　物态变化--第2节　熔化和凝固

388 平凉市 泾川县第二中学 何小敏 初中物理 第四章　光现象--第1节　光的直线传播

389 平凉市 泾川县第二中学 郭金鹏 初中物理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2节　核能

390 平凉市 泾川县第二中学 魏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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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课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
族的内迁

391 平凉市 华亭县第三中学 尚巧玲 初中历史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第15课 钢铁长城

392 平凉市 华亭县第三中学 贾小惠 初中历史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0课 正面战场的抗战

393 平凉市 华亭县皇甫学校 王英 初中地理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

394 平凉市 甘肃省静宁县第二中学 冯苏娟 高中英语 UNIT 1 CULTURAL HERITAGE--5.Reading for Wrting
395 平凉市 华亭县第一中学 吕晓燕 高中英语 WELCOME UNIT--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396 平凉市 泾川县第一中学 史瑞莲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一单元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第二课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397 平凉市 华亭县第一中学 贺艳芸 高中物理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4.宇宙航行

398 平凉市 庄浪县紫荆中学 赵忠文 高中物理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399 平凉市 泾川县第三中学 杨小亮 高中生物学 第1章 走近细胞--第2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400 平凉市 庄浪县第四中学 王丽娟 高中地理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第一节 水循环

401 平凉市 平凉一中 殷萱 高中美术 第一单元 观看之道——美术鉴赏基础--主题二 感知与判断——美术鉴赏的过程与方法

402 平凉市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 边筱伟 高中音乐 下篇--第十七单元 传统风格的解体

403 平凉市 泾川县东街小学 张永霞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7 课间十分钟

404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段淑霞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9 心中的“110”
405 庆阳市 庆阳市实验小学 朱丽萍 小学语文 课文--4 四季

406 庆阳市 镇原县东街小学 张潇月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4*月迹

407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华小学 朱小霞 小学语文 第六单元--18 古诗三首（《浪淘沙（其一）》等三首）

408 庆阳市 庆城县逸夫小学 缪菁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4 古诗三首（《山行》等三首）

409 庆阳市 环县红星小学 陈丽萍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暮江吟》等三首）

410 庆阳市 华池县城关小学 徐小景 小学语文 第二单元--7*猴王出世

411 庆阳市 庆阳市西峰区黄官寨实验学校 张俊梅 小学语文 课文--23 纸船和风筝

412 庆阳市 华池县柔远小学 王丽霞 小学数学 3 圆柱与圆锥--圆锥的体积

413 庆阳市 庆阳市东方红小学 党长乐 小学数学 9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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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庆阳市 正宁县山河小学 李凤霞 小学数学 7.找规律--找规律

415 庆阳市 西峰区南街小学 毛会仁 小学数学 8　数学广角──优化--田忌赛马

416 庆阳市 庆阳市西峰区团结小学 梁娜娜 小学英语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B
417 庆阳市 庆阳市庆化学校 郭晓丽 小学英语 Unit 1 My classroom--A
418 庆阳市 宁县南义乡高仓小学 杨晓娟 小学英语 Unit 3  My friends--A
419 庆阳市 甘肃省镇原县城关初级中学 张娜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2*与朱元思书

420 庆阳市 华池县柔远初中 陈秀丽 初中语文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4 乡愁

421 庆阳市 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 马惠兰 初中数学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4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422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城中学 宋义龙 初中数学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423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凤城初中 夏雯丽 初中英语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424 庆阳市 庆阳第五中学 杨敏 初中英语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425 庆阳市 庆阳第三中学 周小妮 初中英语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Section A 1a—2d
426 庆阳市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 刘阳 初中英语 Uu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B 1a—1e
427 庆阳市 环县第五中学 孙万兵 初中物理 第九章　压强--第4节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428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第二中学 李喆 初中物理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第2节　功率

429 庆阳市 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 何尚京 初中化学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课题2　氧气

430 庆阳市 正宁县山河初级中学 周波涛 初中历史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第15课 探寻新航路

431 庆阳市 环县环城初级中学 谢香 初中美术 第七课 藏书票设计

432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第四中学 王茹之 高中语文 第三单元--第9课--*声声慢（寻寻觅觅）

433 庆阳市 庆城县陇东中学 李赟 高中数学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8.6 空间直线、平面的垂直--8.6.2直线与平面垂直

434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第一中学 孟渭钧 高中思想政治 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435 庆阳市 庆阳第四中学 韦积军 高中物理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3.牛顿第三定律

436 庆阳市 庆阳第六中学 侯永锋 高中化学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第三节 物质的量

437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第一中学 张玲霞 高中化学 第二章 烃--第三节 芳香烃

438 庆阳市 镇原县第二中学 李守博 高中化学 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全章复习

439 庆阳市 镇原中学 杨妍妮 高中生物学 第3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第3节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440 庆阳市 庆阳第六中学 邓霞 高中生物学 第3章 基因的本质--第3节 DNA的复制

441 庆阳市 镇原县第二中学 张盼 高中生物学 第3章 基因的本质--第1节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442 庆阳市 华池县第一中学 黄春霞 高中历史 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第5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443 庆阳市 陇东学院附属中学 刘玉华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二课 青春的心弦--青春萌动

444 临夏州 临夏市八坊小学 赵红霞 小学语文 课文--语文园地七（写话）

445 临夏州 永靖县岘塬镇马路塬教学点 高显青 小学语文 识字--7 大小多少

446 临夏州 临夏市西关小学 娄娟娟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11 赵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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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临夏州 永靖县移民小学 周玉艳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3 古诗词三首（《宿建德江》等三首）

448 临夏州 临夏市实验小学 马淑兰 小学数学 1　分数乘法--分数乘整数

449 临夏州 东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李丰梅 小学数学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意义

450 临夏州 临夏市折桥镇九眼泉小学 马文庭 小学数学 5 三角形--三角形的分类

451 临夏州 临夏县营滩乡营滩中心小学 贾光裕 小学数学 1　分数乘法--分数乘分数

452 临夏州 广河县回民第二中学 马全俊 初中数学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22.1.2二次函数y=ax² 的图象和性
质

453 临夏州 临夏市一中 敏娜 初中数学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2一次函数--一次函数的概念

454 临夏州 临夏市第三中学 王晓霞 初中英语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Section A 1a—2d
455 临夏州 康乐中学 金彩霞 初中物理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4节　电流的测量

456 临夏州 和政县第一中学 邓雅婷 初中历史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第18课 科技文化成就

457 临夏州 永靖县刘家峡中学 杨钉霞 初中历史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第16课 早期殖民掠夺

458 临夏州 甘肃省永靖中学 孔晓红 高中数学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8.5 空间直线、平面的平行

459 临夏州 甘肃省永靖中学 王彩霞 高中英语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onunciation)

460 临夏州 甘肃省永靖中学 李新娟 高中英语 UNIT 1 TEENAGE LIFE--5.Reading for Wrting
461 临夏州 甘肃省临夏中学 汪梅英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三课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

462 临夏州 甘肃省永靖中学 张玮 高中历史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第21课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463 临夏州 永靖县刘家峡川北小学 刘显宗 小学道德与法治 第四单元 感受家乡文化 关心家乡发展--12 家乡的喜与忧

464 甘南州 合作市第三小学 管霞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9 古诗三首（《从军行》等三首）

465 甘南州 合作市第三小学 丁枫源 小学语文 第七单元--22 四季之美

466 甘南州 合作市第三小学 马慧梅 小学语文 第四单元--快乐读书吧：笑与泪，经历与成长

467 甘南州 合作市第三小学 马丽华 小学数学 7　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

468 甘南州 卓尼县藏族小学 王小霞 小学数学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两位数减一位数、整十数

469 甘南州 合作市加茂贡中心小学 龙布扎西 小学数学 1 大数的认识--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470 甘南州 舟曲县城关九年制学校 薛许青 小学英语 Unit 2  My schoolbag--A
471 甘南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第一小学 党媛媛 小学英语 Unit 3 At the zoo--B
472 甘南州 临潭县城关镇第三小学 邱玉芬 小学音乐 第8课 过新年

473 甘南州 迭部县初级中学 苏亚萍 初中语文 第二单元--阅读--8《世说新语》二则

474 甘南州 碌曲县中学 杨艳红 初中语文 第三单元--阅读--10 小石潭记

475 甘南州 合作一中 李茜 高中英语 UNIT 5 POEMS--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476 甘南州 甘肃省舟曲县第一中学 沈俊花 高中思想政治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运动的规律性

477 甘南州 合作一中 毛一博 高中生物学
第6章 生物的进化--第3节 种群基因组成的变化与物种的形成--二 隔离在物种形成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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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甘南州 合作一中 马涛 高中生物学 第3章 基因的本质--第2节 DNA的结构

479 甘南州 合作一中 张志强 高中生物学 第1章 种群及其动态--探究·实践 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

480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第二小学 杨爱莉 小学语文 课文--7 妈妈睡了

481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西岔镇岘子小学 顾世鑫 小学语文 第一单元--1 大青树下的小学

482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实验小学 辛彩玉 小学数学 3　角的度量--线段、直线、 射线、角

483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实验小学 魏凡 小学数学 7　数学广角──植树问题

484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秦川镇胜利第一小学 付明 小学美术 14. 中国画——树的画法

485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王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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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丁娟娟 初中音乐 第一单元 流行乐风

487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王国元 高中数学 第五章 三角函数--5.3 诱导公式

488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刘晓霞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四课 与世界共发展--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489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张丹 小学语文 第三单元--9 短诗三首（《繁星（七一）》等三首）

490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白园 小学语文 课文--19 古诗二首（《夜宿山寺》《敕勒歌》）

491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杨惠萍 小学语文 课文--口语交际：推荐一部动画片

492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鲁成文 小学数学 8 数学广角——数与形

493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程秀芬 小学数学 5　倍的认识--倍的认识

494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史静文 小学数学 5　圆--圆的认识

495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陈萌萌 小学英语 Unit 3 Transportation--Let’s Spell
496 省属中小学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杨煜莎 小学英语 Revision 1
497 省属中小学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洁 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第4课--*扬州慢（淮左名都）

498 省属中小学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丽娇 高中数学 第六章 计数原理--6.3 二项式定理

499 省属中小学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梁霞 高中英语 UNIT 5 WORKING THE LAND--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500 省属中小学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好财 高中物理 第二章 机械振动--1.简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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