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版本 年级册 章节 作者 学校 省份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低年级） 一册（三年级） 第1讲 我爱你中国->一 美丽中国是我家 刘小雪 瓦房店市工农小学 辽宁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低年级） 一册（三年级） 第3讲 走进新时代->一 新时代新生活 田颖 枣庄市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低年级） 一册（三年级） 第4讲 我们的中国梦->二 伟大的中国梦 梁晨婧 许昌市许都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低年级） 一册（三年级） 第4讲 我们的中国梦->三 实干成就梦想 侯梦菲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 广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低年级） 一册（三年级） 第5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二 习近平爷爷对我们的期望 黄怡 邹城市择邻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11讲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一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若婷 银川滨河新区景城第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14讲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  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刘映辰 厦门市故宫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1讲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三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胡繁华 青岛八大峡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1讲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一  有梦想就会有创造 潘婷艳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2讲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三  打铁必须自身硬  庄伟 枣庄市薛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4讲 唯改革才有出路->一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陈丽娟 吉林市龙潭区金珠学校 吉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7讲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二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邢艺清 威海市文登区河南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7讲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一  法律是什么 陆玲玲 威海市孙家疃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8讲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二  德不可空谈  黄鹭航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生读本（高年级） 一册（五年级） 第9讲 “蛋糕”做大了同时要分好->二  民生问题大于天 高珊 临沂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班级->7 我是班级值日生 徐敏 上海市徐汇区日晖新村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1 大家排排队 汪静 梅河口市第五实验小学 吉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2 我们小点儿声 李美佳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 辽宁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9 这些是大家的 李晶晶 宏星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14 家乡物产养育我 夏凡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15 可亲可敬的家乡人 王娟 滴水湖学校 湖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16 家乡新变化 郑媛 莆田市涵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日->1 假期有收获 杜思思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日->2 周末巧安排 赵群英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学校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日->3 欢欢喜喜庆国庆 霍艳 重庆市大渡口区双山实验小学 重庆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日->4 团团圆圆过中秋 马晓晶 盖州市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5 健康游戏我常玩 李晶 福州市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6 传统游戏我会玩 陈芙蓉 建德市杨村桥中心小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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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7 我们有新玩法 赵璐 萧山区南都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8 安全地玩 王晓燕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0 清新空气是个宝 周孙鑫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1 我是一张纸 徐颖妍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总校）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2 我的环保小搭档 徐进 一师附小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9 小水滴的诉说 乔迁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4 学习有方法 滕姗 杭州市钱塘区文思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5 坚持才会有收获 吴康 泗水县星村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6 奖励一下自己 唐雯漪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2 学做“快乐鸟” 牟洋洋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二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3 做个“开心果” 俞春霞 杭州市余杭区五杭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3 公民意味着什么 吴悦敏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第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4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吴悦敏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第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家机构->6 人大代表为人民 尹晨 九亭第三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8 我们受特殊保护 戴苏婷 华东师大一附中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守护者->1 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金叶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的守护者->2 宪法是根本法 田艳薇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 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爱护地球 共同责任->4 地球——我们的家园 时运佳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爱护地球 共同责任->5 应对自然灾害 陈慧洁 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中心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多样文明 多彩生活->6 探访古代文明 周筠 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多样文明 多彩生活->7 多元文化 多样魅力 王修荣 万源市第二小学 四川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让世界更美好->8 科技发展 造福人类 臧一帆 沈阳市皇姑区岐山路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让世界更美好->9 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 严佩芳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完善自我 健康成长->1 学会尊重 张佩红 岱山县高亭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完善自我 健康成长->2 学会宽容 路畅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完善自我 健康成长->3 学会反思 马晓娇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盛元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学校->4 说说我们的学校 郭莉莉 遂川荧屏小学 江西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学校->5 走近我们的老师 吴琛琦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7 生命最宝贵 崔宁 北京市燕山向阳小学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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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8 安全记心上 范剿滢 蕺山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10 父母多爱我 刘芸 宝山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11 爸爸妈妈在我心中 刘芸 宝山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12 家庭的记忆 徐少燕 嵊州市爱德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快乐学习->1 学习伴我成长 柴雪梅 四川省南江县第二中学 四川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快乐学习->2 我学习，我快乐 孟杰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快乐学习->3 做学习的主人 王艳 第三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10 爱心的传递者 丁昊 银川市阅海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8 大家的“朋友” 刘晓君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9 生活离不开规则 朱秀丽 仙居县第一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多样的交通和通信->11 四通八达的交通 吴彬 吴忠市朝阳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多样的交通和通信->13 万里一线牵 李傲 北京小学长阳分校 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和我的同伴->1 我是独特的 陈程程 三门县心湖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和我的同伴->2 不一样的你我他 蔡樱羽 上海市虹口区中州路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4 少让父母为我操心 王晓君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5 这些事我来做 张慧 上海市毓华学校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6 我的家庭贡献与责任 王小凤 龙湾区第二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信息万花筒->9 正确认识广告 叶盈盈 温州市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0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缪青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江苏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0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陈骁炯 闵行区七宝镇明强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1 变废为宝有妙招 潘苏洁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12 低碳生活每一天 吴幽雅 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第二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与班级共同成长->1 我们班四岁了 张静玉 城郊管委会北桥小学 江西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聪明的消费者->4 买东西的学问 秦楠 巴林左旗林东第六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聪明的消费者->6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姜英 北桥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好生活哪里来->7 我们的衣食之源 于嫣理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好生活哪里来->8 这些东西哪里来 黄湘源 邵东县城区三完小 湖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感受家乡文化 关心家乡发展->11 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 叶锋 福州市台江第四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感受家乡文化 关心家乡发展->12 家乡的喜与忧 高丹玲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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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3 当冲突发生 李惠珍 江门市范罗冈小学 广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6 我们神圣的国土 牛小燕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7 中华民族一家亲 周萍 江川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骄人祖先灿烂文化->8 美丽文字民族瑰宝 安海霞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 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1 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袁培颖 天山第二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3 主动拒绝烟酒与毒品 沈旭峰 余姚市花园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公共生活靠大家->4 我们的公共生活 陈桂萍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公共生活靠大家->5 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 杨青青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10 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勿忘国耻赵文娟 阜阳市清河路第一小学 安徽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10 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流砥柱杨书琴 泉州师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11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邓红燕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12 富起来到强起来 黄橙橙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重庆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7 不甘屈辱 奋勇抗争 金运华 福州市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9 中国有了共产党 高华英 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小学部 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一家人->2 让我们的家更美好 戚明薇 龙沙区龙沙小学 黑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一家人->3 弘扬优秀家风 邹超 长沙县百熙第二小学 湖南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5 我们的校园 王燕婷 一师附小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6 校园里的号令 董月萍 沈阳市沈北新区清水台镇中心小学 辽宁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7 课间十分钟 闻燕萍 湖州市吴兴区第一小学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10 吃饭有讲究 陆玲玲 德清县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12 早睡早起 吕志瑾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9 玩得真开心 韩庆龙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广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1 开开心心上学去 牛彦波 左权县示范小学 山西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2 拉拉手，交朋友 叶勤勤 上海市毓秀学校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4 上学路上 叶勤勤 上海市毓秀学校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5 风儿轻轻吹 邢燕子 青岛市莱西市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8 大自然，谢谢您 沈波 光启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10 家人的爱 马海雯 银川市阅海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11 让我自己来整理 李乐 永兴县高亭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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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我们在一起->13 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王莉韵 上海市虹口区外国语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1 我们爱整洁 陈静怡 乐业小学 上海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3 我不拖拉 陈静怡 乐业小学 上海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水和空气->4 水 赵珺瑶 通化县实验小学 吉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水和空气->4 水 张珍榛 银川博文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水和空气->5 把它们放进水里 陈清 长泰县马洋溪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水和空气->6 空气 许佳 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推和拉->7 拉力 白亚莉 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推和拉->9 巧用力 程晨 沈阳市大东区上园一小学教育集团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植物的生活->2 谁的植物长得好 陆新丽 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太阳月亮四季->6 春夏秋冬 钟蔚 广州市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 广东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观察小动物->7 蚂蚁 钟文娟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工学部） 湖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了解天气->1 各种各样的天气 许钦凤 莆田市荔城区麟峰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了解天气->2 天气与生活 林佳 阅海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田野里的生物->6 食物链 李颖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天气的成因->7 水到哪里去了 牛晓霞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天气的成因->9 露和霜 马晓荣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物质的变化->1 生锈与防锈 王晓庆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物质的变化->2 蜡烛的燃烧 张清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四川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物质的变化->3 颜色变化 朱艳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地表形态的变化->4 地表流水的力量 孔令琳 西安市曲江第三小学 陕西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地表形态的变化->7 火山喷发 尚月 农安县实验小学 吉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探索宇宙->11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 吴月荣 沈阳市高明实验学校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生物与环境->2 动物对环境的适应 张东月 沈阳市铁西区雏鹰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溶解与分离->5 盐和糖的溶解 叶红 福州市麦顶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溶解与分离->7 把它们分离 李清 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庭用电->8 手电筒的秘密 李宇欣 沈阳市皇姑区雷锋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庭用电->9 开关 黄慧 泉州市实验小学洛江校区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的呼吸->13 呼吸器官 吴丽丽 三明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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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的呼吸->14 保护呼吸器官 马婷婷 沈阳市皇姑区童晖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小小建筑师->15 建筑中的材料 蔡心仪 福州市晋安区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食物与消化->1 多种多样的食物 宁迪 蚌埠第二实验小学 安徽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食物与消化->3 食物的消化 屈桂蓉 江油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食物与消化->4 饮食与健康 杨丽荣 营口理工学院附属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种凤仙花->4 播种发芽 马晓玲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周围的空气->10 空气有质量吗 李育红 南昌市三店小学 江西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周围的空气->11 空气占据空间吗 乔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绿地城小学 陕西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学习用品中的科学->12 笔芯为什么能够伸缩 林美蓥 福州市红光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学习用品中的科学->13 笔杆上橡胶套的作用 雷宇 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实验小学 湖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物体的运动->15 谁在动 赵坤 朝阳一校沈北分校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物体的运动->17 赛小车 底宇航 石家庄市桥西实验小学 河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土壤和岩石->1 土壤里有什么 张军 阜阳市清河路第一小学 安徽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动植物的繁殖->4 动物的繁殖 周妍妍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动植物的繁殖->5 用种子繁殖 简玲珊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加热与冷却->7 水受热遇冷会怎样 李溪溦 蚌埠高新实验学校 安徽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加热与冷却->8 固体也热胀冷缩吗 林宏文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加热与冷却->9 空气的热胀冷缩 欧阳帆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 湖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地球上的水->11 水结冰了 刘洪媛 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校 吉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声音->13 声音的产生 吴思静 闽侯县上街镇实验学校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声音->14 声音的传播 张利 北京中学 北京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多样的动物->1 鸟和哺乳动物 张陈琛 襄阳市王寨小学 湖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养蚕->8 蚕的一生 钟素群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广东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简易计时器->18 制作日晷 惠锋明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环境中的生物->10 不同环境中的植物 岳奇娜 辽中县私立育才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环境中的生物->9 生物与非生物 颜红丽 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地球 太阳 月球->12 认识地球的形状 梁婷婷 涵江区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地球 太阳 月球->14 月相的变化 余荨佑 重庆市沙坪坝区莲光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影子的变化->15 会变的影子 杨晓娟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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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天气与气候->1 一天的气温 王晨 沈阳市铁西区雏鹰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光->12 光的传播 曹戈瑶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光->13 光的反射 陈娇娇 福州市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光->14 彩虹 于杰云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烧水过程中的热传递->1 壶是怎样传热的 林伟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能量的转换->7 随处可见的能量转换 李莹 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简单机械->11 杠杆 杜富满 银川市兴庆区大塘中心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简单机械->13 轮轴 尹冰 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小学 湖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简单机械->14 斜面 袁陈艺 重庆市铜梁区第二实验小学 重庆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家中的物品->9 纸制品 王朝霞 保定市莲池区厚福盈小学 河北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近科学->1 科学真有趣 李莉 吉安市凤凰小学 江西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近科学->2 袋子里面有什么 李敏 重庆市北碚区实验小学 重庆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有趣的磁铁->7 认识磁铁 王海英 福建省福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有趣的磁铁->8 磁铁的磁极 刘雪琴 南昌市三店小学 江西省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有趣的磁铁->9 磁极间的作用 李斐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北京市

小学科学 人教鄂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校园里的植物->1 各种各样的叶 张卉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 四川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1. 有疏密变化的线条 赵依然 沧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河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12. 我的梦 胡梦婕 厦门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13. 不倒翁 吴灿 重庆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15. 多彩的挂饰 成琳慧 无锡市新区江溪小学 江苏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17. 节日里 陈玲 淄博市博山区考院小学 山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6. 好看的器物 任丽 阅海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上册 7. 新颖的小钟表 吴旋 回龙镇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11.实物拓印 罗华芝 贵港市港北区港宁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12.水果拼盘 龚欢 分宜县高岚乡中心学校 江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16.杂技艺术 秦雪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二小学 河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2.画日记 林清兰 福建省福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4.美丽的植物 姜蕊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5.到天空去旅行 汤秋诗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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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6.大人国 小人国 陈晨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二年级下册 9.参观海洋馆 熊娟 银川市兴庆区第四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12. 瓶盖玩偶 王丙超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13. 制作藏书票 侯佳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 江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15. 中国画——山水画法 彭梁祝 大竹县第八小学 四川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18. 我国的世界遗产 葛丽亚 邢台市家乐园小学 河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2. 画皮影 黄丽丽 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6. 电脑美术——黏土动起来 黄威 沈阳市沈河区北一经街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6. 电脑美术——黏土动起来 孙雪梦 青岛实验学校 山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六年级上册 7. 民间泥塑 韩岚琳 荆州市南门小学 湖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10. 面塑 孙卉丽 吉林市昌邑区第一实验小学校 吉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11. 水墨游戏（一） 康海龙 故城县郑口镇太兴小学 河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16. 庙会 陈英 城厢区南门中特小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17. 巧用对称形 黄新年 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18. 字母的联想 黄顺君 重庆市铜梁区立心小学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2. 美丽的染纸 姜瑶 株洲市天元区尚格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20. 新年贺卡 唐思佳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4. 吹塑纸版画 张铁娟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上册 9. 肖像漫画 赵韶明 井陉矿区凤山学区凤山中心小学 河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0.多姿多彩的塔 张新钦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1.走进颐和园 熊亚琼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江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2.泥条造型 雷雱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泰禹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3.生活中的装饰布 郝静 北京市昌平区前锋学校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5.神话故事 王月 南充市五星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7.设计小帽子 左蕊 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19.设计动漫标志牌 兰楠 垫江县坪山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2.色彩斑斓的窗户 田娜 辽宁省实验学校赤山校区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3.画民间玩具 徐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江苏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5.彩墨游戏 杨康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第二中学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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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三年级下册 7.快乐的童年 胡雨 衡阳市实验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上册 12. 浮雕 伍咏希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栖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上册 17. 手绘导游图 姚晓丹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上册 2. 厨房一角 韦璇 南宁市滨湖路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上册 8. 画家齐白石 王婧人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下册 10. 画家凡•高 吴伟鹏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 广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下册 14. 北京的城楼（一） 吴祥云 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下册 17. 虎头装饰 郭巍 北京市顺义区建新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四年级下册 18. 靠垫设计 程盼盼 沈阳市浑南区第十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11. 动态之美（二） 吴宁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13. 拼贴画 李晓岑 大东区杏坛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15. 画门神 杨立姣 岐山县蔡家坡第二小学 陕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20. 京剧脸谱 田一惠 九江县港口街镇洗心桥小学 江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21. 京剧人物画 郭哲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5. 奇妙的组合 张一帆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7. 各式各样的椅子 王露悉 辽宁省实验中学阳光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上册 8. 实物版画 崔雨晴 辽宁省实验学校赤山校区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0. 生活中的标志 王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湖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2. 有趣的纸版画 金晓芳 重庆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重庆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3. 急救包设计 叶勃旸 厦门市安兜小学 福建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4. 中国画——树的画法 邓红宇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瑞致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6.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 胡晨 宜昌市长江初级中学 湖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6.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 张祥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江苏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17. 电脑美术——图像处理 张杰 抚顺市章党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2. 动物装饰 张华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五年级下册 7. 色彩明度练习（一） 张思欣 杨凌高新小学 陕西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1. 涂涂画画 李明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10. 勤劳的小蚂蚁 刘晶晶 漯河市源汇区嵩山路学校 河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11. 昆虫一家 吴静思 同心县第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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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18. 偶戏 王淳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19. 民间泥玩具 钟浩 增城区增江街第二小学 广东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8. 变脸的太阳 程琳 新华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上册 9. 我的手 郑明露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13.自画像 陈昱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湖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15.雨中情 白蒙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 辽宁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17.给瓶子穿彩衣 郭艺璇 银川市阅海第四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2.好看的线条 唐静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4.漂亮的童话城堡 丁俊方 平顶山市新华区凌云小学 河南省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一年级下册 9.让动物站起来 程小雪 南昌市红谷滩区沂江路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量一量，比一比 曾媛 长沙市芙蓉区育才第二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1.长度单位->解决问题 杨怡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1.长度单位->认识线段 陈沫 双辽市第三小学 吉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2.100以内的加法（二）->加法->不进位加 郑明毅 福州市晋安第二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2.100以内的加法（二）->加法->进位加 王辰 黄城根小学房山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2.100以内的加法（二）->减法->不退位减 杨明佳 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2.100以内的加法（二）->解决问题（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 李胜艳 天津市西青区东碾坨咀中心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3.角的初步认识->角的初步认识 李丹阳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3.角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黎芹 绵阳市实验小学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3.角的初步认识->认识直角 白雪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第二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2—6的乘法口诀->5的乘法口诀 张佳 吴忠市裕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2—6的乘法口诀->6的乘法口诀 武美彤 大东区杏坛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2—6的乘法口诀->乘加乘减 汪茹红 临安区晨曦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2—6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 余林地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乘法的初步认识 金志坚 台州市文华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4.表内乘法（一）->整理和复习 贾丽俊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5.观察物体（一）->观察物体例1、例2 胡芳芳 歙县新安小学 安徽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7的乘法口诀 鲍茵茵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中心学校 安徽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8的乘法口诀 刘莉莉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沈北分校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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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9的乘法口诀 白璞 周口市文昌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解决问题（例5） 陈慧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整理和复习 张鑫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7.认识时间->解决问题 苗蔚 郑州市中原区锦艺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7.认识时间->认识时间 赵亚楠 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8.数学广角搭配（一） 赵莹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1　数据收集整理 甘泉 南昌市羊子巷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2　表内除法（一）->除法的初步认识->平均分 黄佳妤 自贡市汇西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2　表内除法（一）->解决问题 李丹 昆明市中华小学 云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3　图形的运动（一）->对称 陈希陶 重庆市江北区新村致远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4　表内除法（二）->整理和复习 王巍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5　混合运算->解决问题 曾莲秀 抚州市实验学校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5　混合运算->整理和复习 秦宇航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湖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6　有余数的除法->解决问题 熊玮 黄山市屯溪江南实验小学 安徽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6　有余数的除法->有余数除法 商红领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7　万以内数的认识->100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郭锐 长垣县南蒲办事处樊屯中心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7　万以内数的认识->1000以内数的认识->1000以内数的读写、组成 王永胜 沂堂镇中心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7　万以内数的认识->1000以内数的认识->认识计数单位、数数 刘丽萍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云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8　克和千克->解决问题 王悦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节约用水 潘果瑞 阜阳市北城小学 安徽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确定起跑线 罗嵘 双峰县永丰街道中心学校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1　分数乘法->分数乘分数 梁山 北京小学大兴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1　分数乘法->分数乘小数 连于洋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1　分数乘法->分数乘小数 冯冬媛 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1　分数乘法->解决问题 孟明明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1　分数乘法->整数乘法运算定律推广到分数 邹佳姝 沈阳市浑南区第五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2　位置与方向（二）->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点的位置（例2） 游艳萍 莆田市荔城区梅峰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2　位置与方向（二）->用方向和距离描述位置（例1） 曾凡刚 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校 吉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3　分数除法->倒数的认识 马辉才 西吉县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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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3　分数除法->解决问题（利用抽象的“1”解决实际问题） 刘钊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4　比->比的基本性质 王敏烽 奉化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4　比->比的意义 邵艺光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4　比->比的应用（按比分配） 袁宝华 郑口第四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5　圆->解决问题 侯爱丽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紫云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5　圆->扇形 刘书冰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十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5　圆->圆的面积 吴强敏 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5　圆->圆的认识 陈明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凤凰园校区 江苏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5　圆->圆的周长 梁亚茹 邹城市香城镇洪洋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百分数的意义 朱莎莎 重庆大学城树人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百分数的意义 黄儒龙 莆田市荔城区第一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用百分数解决问题->求比一个数多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例4）宫文哲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用百分数解决问题->求比一个数连续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例5）陈晓明 桐乡市人民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用百分数解决问题->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少）百分之几（例3）徐海龙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6　百分数（一）->整理和复习 石雪纳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7 扇形统计图 孙淼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 自行车里的数学 周美虹 石家庄市兴华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1 负数->解决问题 周尔翔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1 负数->认识负数 吕晓金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2 百分数（二）->利率 李颖 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3 圆柱与圆锥->解决问题 刘莉 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3 圆柱与圆锥->圆柱的认识 胡焕青 福安市实验小学阳泉校区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3 圆柱与圆锥->圆锥的认识 刘金卓 唐山市丰南区实验小学东校区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3 圆柱与圆锥->圆锥的体积 胡艳辉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4 比例->比例尺 谭辉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4 比例->比例的意义 徐宾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4 比例->图形的放大与缩小 马贤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4 比例->正比例 梁绍美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5 数学广角——鸽巢问题->4个放进3个里（例1） 胡赛男 蓝山明德实验小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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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5 数学广角——鸽巢问题->7个放进3个里（例2） 马瑞 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6 整理与复习->式与方程 陆丽芳 金凤区第七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6 整理与复习->数学思考 周利 蓝山县塔峰镇赤蓝桥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6 整理与复习->图形的运动 叶群剑 慈溪市周巷镇潭北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1 时、分、秒->解决问题 钟丽华 万安县工业园区中心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1 时、分、秒->秒的认识 邢锡杰 抚顺市大自然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2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几百几十加减几百几十笔算 辜一凡 大冶市东风路学校 湖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2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两位数加两位数口算 臧俏 沈阳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3　测量->吨的认识 张蕊 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3　测量->毫米、分米的认识 俞蒙娜 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3　测量->解决问题 石颖 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3　测量->千米的认识->认识千米 高翔 大同市实验小学 山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4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加法 陈仲俊 重庆市江北区华渝实验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4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减法 李花 大同市城区第十八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5　倍的认识->倍的认识 周蠡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七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5　倍的认识->解决问题 范影 洛阳市洛龙区未来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6　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乘法->两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 王文博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6　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乘法->两位数乘一位数（进位） 宋家才 自贡市汇西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6　多位数乘一位数->解决问题（3课时）->归一（两步） 王优琴 奉化区莼湖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6　多位数乘一位数->口算乘法 程凤琴 鹤壁市淇滨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6　多位数乘一位数->有关0的乘法 宋艳婷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7　长方形和正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范林伟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7　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 郭庆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7　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 于慧琴 灵武市第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8　分数的初步认识->分数的简单计算 郑红梅 沈阳市实验学校中海城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8　分数的初步认识->分数的简单应用 陈寒琼 宁波大学附属学校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8　分数的初步认识->认识几分之一 王媛 垫江县桂北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9　数学广角──集合 林松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 制作活动日历 孟祥程 鹤岗市煤城小学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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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1 位置与方向（一）->描述行走路线 薛铮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2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笔算除法 王华东 郯城县第二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2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解决问题 王宗 抚顺城第四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2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有关0的除法 桂玉华 东安县横塘镇横塘学校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2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整理和复习 冯福莲 汾阳市杨家庄镇垣头中心小学 山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3 复式统计表 刘丽 建昌县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4 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乘法（不进位） 林晖玲 南靖县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4 两位数乘两位数->解决问题（连除） 林建国 邵阳市资江学校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5 面积->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李兆婷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5 面积->面积和面积单位 李燕霞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5 面积->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孙瑜 沈阳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6 年、月、日->24时计时法 陈伟伟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6 年、月、日->解决问题 刘玲 北京小学大兴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6 年、月、日->年、月、日 郑雯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7 小数的初步认识->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张强 自贡市汇西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7 小数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罗岚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湖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搭配（二）->搭配问题 李杨杨 长安区仁华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搭配（二）->稍复杂的排列问题 刘裕梅 重庆市大渡口区公民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搭配（二）->稍复杂的排列问题 徐莹莹 获嘉县凯旋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搭配（二）->稍复杂的排列问题 郝高峰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陕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搭配（二）->稍复杂的组合问题 靳香 永昌县河西堡第三小学 甘肃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1 大数的认识->亿以内数的大小比较和改写 刘璟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1 大数的认识->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丛亚民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1 大数的认识->整理和复习 隆婷 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尚融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2　公顷和平方千米 刘宁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3　角的度量->画角 苏迎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3　角的度量->角的度量 代阳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3　角的度量->角的分类 宋金利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3　角的度量->线段、直线、 射线、角 胥庆兰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小学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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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4　三位数乘两位数->积的变化规律 季佳昀 漳州市芗城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4　三位数乘两位数->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 秦鑫 山东省济南阳光100中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4　三位数乘两位数->速度、时间和路程 刘文波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一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4　三位数乘两位数->因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乘法 钟诚 南洲实验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5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神奇的莫比乌斯带 柴利波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5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平行与垂直 王宁 福州市晋安区第四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6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口算除法 赵燕鸣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6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用四舍五入法试商 赵俊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6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整理和复习 陈瑶 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7　条形统计图 张驰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中心小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8　数学广角──优化->烙饼问题 罗雪丹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8　数学广角──优化->沏茶问题 曾嘉毅 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学校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8　数学广角──优化->田忌赛马 罗冬梅 重庆市荣昌区桂花园小学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1 四则运算->加减法的意义和各部分间的关系 张家瑷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1 四则运算->解决问题 阳扬 衡阳市珠晖区湖北路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10 总复习->平均数与复式条形统计图 姚慧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2 观察物体（二） 张梦兰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大小比较 尹欣培 故城县郑口第三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读法和写法 龙磊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性质 彭春燕 莒南县第二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意义 施瑞 亳州市第四小学 安徽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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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解决问题 乔方方 沁阳市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三角形的分类 王兰 北京市顺义区裕龙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三角形的内角和 许琰 中山市古镇镇曹二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三角形的认识 胡玉仙 建德市梅城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林金美 涵江区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5 三角形->三角形的特性 蔺慧赢 北京市正泽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6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小数加减法 王薇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中心小学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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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7 图形的运动（二）->轴对称 傅莉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8 平均数与条形统计图->复式条形统计图 涂清燕 重庆市江北区蜀都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8 平均数与条形统计图->平均数 谢曼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兰桥镇中心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9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梅晓晖 南洲实验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9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刘妍 营口市西市区创新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9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廖加庆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掷一掷 沈晶晶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1　小数乘法->积的近似数 陆黛娜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 江苏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1　小数乘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分段计费） 康菊花 长沙县黄花镇龙家滩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1　小数乘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估算） 方秀玲 云霄县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1　小数乘法->小数乘小数 吴小莉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1　小数乘法->小数乘整数 张丽超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2　位置->确定位置 尹可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和平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2　位置->确定位置 陈芸芸 杭州市钱塘区义蓬第二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3　小数除法->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 吁叶群 南昌市三店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3　小数除法->解决问题 彭丹 长沙县大同星沙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3　小数除法->一个数除以小数 章甜甜 景德镇市第十七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3　小数除法->用计算器探索规律 陶佳丽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3　小数除法->整理和复习 喻太燕 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4　可能性 林小清 平和县大溪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方程的意义 王春玉 梅河口市第二实验小学 吉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解方程->解方程（例4） 赵媛媛 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江苏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解方程->解方程（例5） 马艳红 大东区东新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实际问题与方程->实际问题与方程（例3） 朱坤 沈阳市和平区四经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实际问题与方程->实际问题与方程（例4） 李媛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用字母表示数->用字母表示数（例1） 祁姿华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用字母表示数->用字母表示数（例2） 常珊珊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用字母表示数->用字母表示数（例5） 刘莉 银川市永泰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多边形的面积->解决问题（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唐全梅 重庆市江津区菜市街小学校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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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多边形的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郑寒文 三门县心湖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多边形的面积->梯形的面积 朱丽美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多边形的面积->整理和复习 王霞 杭州市长河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多边形的面积->组合图形的面积 张剑 武汉市黄陂区实验小学 湖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7　数学广角──植树问题 谢秋莲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 打电话 谭理莉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 探索图形 李云凤 霞浦县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1 观察物体（三） 周雪梅 重庆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2 因数与倍数->2、5、3的倍数的特征->2、5的倍数的特征 马晓红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2 因数与倍数->2、5、3的倍数的特征->3的倍数的特征 陈舟静 道县第十一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2 因数与倍数->解决问题（探索和的奇偶性） 耿颖 嘉荫县第一小学 黑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2 因数与倍数->因数和倍数 孙兆辉 临沭县第三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2 因数与倍数->质数和合数 季璇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江苏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3 长方体和正方体->解决问题（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陆佩梦 定海区白泉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3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邸进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3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容积和容积单位 杨茁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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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谦 宁晋县第一实验小学 河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3 长方体和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体积和体积单位 肖霞 娄底市第五完全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3 长方体和正方体->整理和复习 杨重生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分数的产生、意义 陈奕涵 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 陈晓娜 中山市东升镇同茂小学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分数与除法 虞璐 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约分->最大公因数 利娟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真分数和假分数 郑磊 建昌县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5 图形的运动（三）->解决问题 冯利 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5 图形的运动（三）->旋转 周洲 火炬学校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6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解决问题 刘诗慧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风车坪雅爱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6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李阳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6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任利迎 偃师市伊洛中学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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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7 折线统计图->单式折线统计图 赵杨柳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8 数学广角——找次品 王淑红 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1.准备课->比多少 刘桂凤 东丰县新城小学 吉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1.准备课->数一数 朱华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2.位置->上、下、前、后 葛芬 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2.位置->左、右 柏辰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1-5的认识 王琪 营口市西市区创新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比大小 汝晓璐 济南市市中区育秀小学 山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第几 梁帆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分与合 王梓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加法 李卉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10的加减法 薛志萍 南昌市羊子巷小学 江西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10的认识 游紫薇 石鼓区团结小学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8和9的组成 樊聪 建昌县素珠营子乡小学中心校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加减混合 马金红 沈阳市苏家屯区民主街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解决问题（6和7） 泮灵萍 仙居县下各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解决问题（8和9） 李晓菲 沈阳市皇姑区童晖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连加连减 邹婉霞 广州市南沙区湾区实验学校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6.11-20各数的认识->解决问题 孙婧玮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7.认识钟表 陈静 天津市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天津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8.20以内的进位加法->9加几 贾真琦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摆一摆，想一想 何惠仪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广东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1.认识图形（二）->七巧板 黄晓昆 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 北京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2.20以内的退位减法->解决问题 陈明 周口市七一路第二小学 河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2.20以内的退位减法->十几减9 倪幸佳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3.分类与整理 李永莲 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开发区分校建农校区 辽宁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4.100以内数的认识->数的顺序、比较大小 刘环环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云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4.100以内数的认识->数数、数的组成 王艳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 四川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4.100以内数的认识->整十数加一位数及相应的减法 李艳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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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解决问题 程永芳 醴陵市枫林镇双井中心完小 湖南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 陆枫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赵晓路 七台河市第九小学 黑龙江省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7.找规律->找规律 张丽丽 银川市实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8.总复习->解决问题 黄冰 菏泽第二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上册 第2课 幸福的歌 徐秋思 北京市顺义区西辛小学 北京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上册 第5课 童趣 陈晓冉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中心小学 北京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上册 第6课 跳起舞 李心怡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五小学 广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上册 第7课 大海的歌 宋慧紫 玉田县窝洛沽镇孟二庄完全小学 河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上册 第8课 新年好 寻丹 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阳光小学 湖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下册 第2课 难忘的歌 刘娟 重庆两江新区童心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下册 第3课 飞呀飞 高爱娜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河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下册 第4课 美丽家园 石英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夏丏尊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下册 第5课 快乐的舞蹈 吴媚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五小学 广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二年级下册 第6课 兽王 付亚曦 天津市河西区三水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六年级上册 第1课 芬芳茉莉 陆韵梅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江苏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六年级上册 第2课 悠扬民歌 田雨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北京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六年级上册 第3课 美丽童话 付菲菲 义乌市前店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六年级上册 第5课 赞美的心 赵磊 河南省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六年级下册 第1课 古风新韵 张晓闽 厦门市金山小学 福建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上册 第4课 放牧 何苗 重庆科学城富力南开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上册 第6课 四季的歌 霍颖楠 沈阳市于洪区川江小学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上册 第7课 钟声 李嵩 温州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上册 第8课 丰收歌舞 李晶晶 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1课 爱祖国 张雅婷 大石桥市汤池镇中心小学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2课 美妙童音 刘琳 衢州市衢江区卄里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4课 春天的歌 董丽华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5课 音乐会 王欢 大石桥市建一镇中心小学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上册 第2课 家乡美 王盈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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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上册 第3课 快乐的校园 李达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上册 第4课 甜梦 安宇兵 海口市港湾小学 海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上册 第5课 童心 田珽 太原市第二实验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下册 第1课 跳起来 陈舒娜 广州市荔湾区南漖小学 广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下册 第3课 水乡 冷成雨 临沭县第三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四年级下册 第7课 回声 汤霞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上册 第1课 朝夕  范雨胭 隆回县桃洪镇东方红小学 湖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上册 第1课 朝夕  赵翌楠 吉化第六小学校 吉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上册 第2课 足迹 邬淑颖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上册 第3课 农家乐 何木兰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上册 第5课 故乡　 袁婉璋 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广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下册 第1课 春景 张双 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星小学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下册 第3课 飞翔的梦 齐韵婕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下册 第4课 你好！大自然 林智雯 福鼎市点头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下册 第5课 京韵 王笑笑 辽宁省实验学校鲅鱼圈合作校 辽宁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五年级下册 第6课 百花园 王琪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六小学 广东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上册 第1课 好朋友  王媚娟 南昌市向荣小学 江西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上册 第2课 快乐的一天 王雪 温州市龙湾区横街学校（状元第一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上册 第3课 祖国您好 杨凤萍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天津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上册 第4课 可爱的动物 马春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上册 第7课 小小音乐家 王子慧 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 河北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1课 春天 汤凌玲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2课 放牧 高慕容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3课 手拉手 严峥 厦门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4课 长鼻子 王帅 东阳市外国语小学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5课 游戏 吴素梅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天津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7课 巧巧手 张雁南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一年级下册 第8课 时间的歌 王慧黠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路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Recycle 2 孙梅琳 龙泉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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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1　How can I get there?->C 祁兰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ays to go to school->C 叶弯弯 鹤壁市淇滨区牟山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3 My weekend plan->A 冯欣希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金茂）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4 I have a pen pal->A 季林云 江阴市城西中心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4 I have a pen pal->A 牧珂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三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5 What does he do?->A 詹梦云 青田县江南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5 What does he do?->C 高英 银川市中关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6 How do you feel?->C 张超 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Recycle Mike's happy days->Day1 & Day2 芦丹 银川市兴庆区第四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2 Last weekend->B 杨丽华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did you go?->B 李惠颖 湘阴县滨湖学校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did you go?->C 陈嘉裕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n and now->A 何文聪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n and now->B 谢甬金 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 江西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n and now->C 武晓君 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1 Hello!->B 施秀巧 杭州市钱塘区听涛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1 Hello!->C 郭彩霞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A 余洲渭 杭州市九莲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B 倪思聪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Look at me!->A 张萍 余姚市三七市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Look at me!->B 蒋晗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Look at me!->C 郭帅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Look at me!->C 蔡东琳 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We love animals->A 王天伟 衡阳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We love animals->B 曹岑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We love animals->C 韩杰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eat !->A 郭美阳 湖州市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eat !->C 吴芳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6 Happy birthday!->A 张佺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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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Recycle 1 吴雨潇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Recycle 2 方小毛 六安市城北小学 安徽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1 Welcome back to school!->A 杨沛珊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二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1 Welcome back to school!->B 齐甜甜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第五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mily->A 张婉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3 At the zoo->A 罗晓晴 东莞市虎门镇路东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3 At the zoo->B 黄艳玲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4 Where is my car?->A 郑华 邹平县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4 Where is my car?->B 梁敏怡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6 How many?->A 吴均雯 厦门市江头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Recycle 2 胥沅秀 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1 My classroom->A 林陈霜 温州市鞋都第三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2  My schoolbag->B 陈哲 温州道尔顿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3  My friends->A 杨莹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江西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3  My friends->C 陈润华 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5  Dinner's ready->A 周杰慧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5  Dinner's ready->B 贾佳 金凤区实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Meet my family!->B 潘莉 嘉兴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Meet my family!->C 王慧芳 鹤壁市福田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is it?->A 林婷婷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is it?->C 林凤 福安市八一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4 At the farm->A 樊春艳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第五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4 At the farm->C 郭洪涛 保定市乐凯小学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5 My clothes->A 马远太 宜昌市伍家岗区中南路小学 湖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5 My clothes->B 吕蓝 攀枝花市第十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6 Shopping->B 张文静 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Recycle 2 邸林枫 银川市西夏区第九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1 What's he like?->A 张颖 济南市舜耕小学 山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1 What's he like?->B 韩秀春 东莞市大朗镇宏育学校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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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1 What's he like?->C 丁雨霏 灌南县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2 My week->A 尹杏心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2 My week->B 竺灵琳 嵊州市谷来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A 李芸瑶 重庆市江北区米亭子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C 张艳 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can you do?->A 李妍 杨凌高新小学 陕西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5 There is a big bed->B 冯婕 金华市红湖路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5 There is a big bed->C 徐晓华 福州市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In a nature park->A 冯晴 辛集市辛集镇安古城小学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In a nature park->B 蒋群 岳麓区实验小学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In a nature park->C 方丹艳 岱山县衢山镇敬业小学 浙江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Recycle 1 黄其琳 外马路第三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1 My day->A 兰海丽 蚌埠市朝阳路第一小学 安徽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A 田澍 许昌市许都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B 孙千惠 临沂北城小学 山东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6 Work quietly!->A 陈源 夷陵区鸦鹊岭镇红土完全小学 湖北省

小学英语 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6 Work quietly!->C 杨芳 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上册 Unit 3 My friends->lesson 1 李迎紫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上册 Unit 4 In the Community->lesson 1 丁萌 绵阳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上册 Unit 4 In the Community->lesson 2 徐静娴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下册 Unit 2 Weather->lesson 3 & Review&Rewards 刘建霞 北京市顺义区第十二中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下册 Unit 2 Weather->Story Time 林丽华 广州市越秀区桂花岗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下册 Unit 3 Seasons->lesson 1 杜雨晴 濮阳市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下册 Unit 4 Time->lesson 2 韩璐 河南省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二年级下册 Unit 6 My Week->Story Time 罗方 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湖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Revision 1 张人文 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北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1 In China->lesson 1 高薄元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1 In China->Story Time 龙瑜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瑞致小学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2 Around the World->lesson 1 韩雪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东校区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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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2 Around the World->lesson 3 牛义凡 沈阳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2 Around the World->Let’s Spell 董丹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 World->lesson 2 罗惠 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小学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 World->Let’s Spell 田芳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路第四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4 Feelings->lesson 3 韩翠 沈阳市大东区上园一小学教育集团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5 Famous People->lesson 2 赵伟 沈阳市铁西区启工街第三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5 Famous People->lesson 3 刘婷 沈阳市铁西区翟家镇曹家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 Unit 6 Winter Vacation->lesson 2 范晓宇 石家庄市北焦学校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1 Visiting Canada->Project Time & Story Time 王欢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4 Free Time->Lesson 3 阚荣萍 金坛区茅麓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5 Nature and Culture->Lesson 1 赵洁 石家庄市机场路小学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5 Nature and Culture->Lesson 3 高子巾 北京市怀柔区第六小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 Unit 6 Summer Vacation->Lesson 1 吕燕苹 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1 Myself->lesson 1 吴桐 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1 Myself->lesson 2 丁默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沈北分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2 Mybody->lesson 1 李晓君 徐州市星光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2 Mybody->Story Time 王倩 金凤区第十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Food->lesson 1 汤倩虹 长泰县陈巷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3 Food->Story Time 钱进 徐州市太山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Pets->lesson 1 肖阳 福州群众路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Pets->lesson 2 张晓磊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4 Pets->Story Time 田甜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Clothes->lesson 1 陈海珊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Clothes->lesson 2 潘思颖 重庆市沙坪坝区森林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Clothes->Let's Check & Fun Time 贾玎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5 Clothes->Story Time 徐小雪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3 After School Activities->Lesson 2 关亚欣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4 My Family->Story Time 陈世萍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Lesson 2 李金鹤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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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4 Asking for Help->Lesson 1 杜楠 大东区杏坛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4 Asking for Help->Story Time 宋丽婷 沈阳市大东区静美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5 Safety->Let’s Spell 周蕾 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小学中央大街分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Jobs->Lesson 1 廖叶彤 珠海市香洲区海湾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Jobs->Lesson 2 李艳 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Jobs->Lesson 3 胡晓鸣 广州市荔湾区宝源小学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Jobs->Let’s Spell 张嘉玲 广州荔湾区立贤学校 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Jobs->Story Time 黄孝儒 广州市荔湾区蒋光鼐纪念小学（广州市荔湾区体育实验小学）广东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2 Cities->Let's Spell 温颖 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2 Cities->Story Time 李春 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3 Travel Plans->Lesson 1 陈玉 保定市高新区小学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3 Travel Plans->Let's Spell 杨美蕉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京西分校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3 Travel Plans->Story Time 陈益 江苏省无锡连元街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4 Hobbies->Lesson 1 尚燕芳 河南省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4 Hobbies->Lesson 3 曹彩娟 阅海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 Unit 4 Hobbies->Story Time 谢宋 徐州市潇湘路学校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1 Classmates->Lesson 3 郑中胜男 朝阳一校沈北分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1 Classmates->Story Time 霍鑫 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2 Teachers->Lesson 3 李欢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2 Teachers->Story Time 常丹 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Lesson 1 刘帅 东北育才丁香湖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Lesson 3 成娜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Let’s Spell 赵思宇 沈阳铁路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Story Time 刘妍芳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4 Shopping Day->Lesson 2 周家媛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4 Shopping Day->Lesson 3 赫旭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4 Shopping Day->Story Time 杨佳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5 TV Shows->Lesson 1 赵霖 石家庄外国语小学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5 TV Shows->Let’s Spell 黄超 肇东市里木店中心小学校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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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Chores->Lesson 1 蒋维燕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江苏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Chores->Lesson 2 林泳 福州市麦顶小学 福建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 Unit 6 Chores->Lesson 3 苗雨阳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1 Keeping Healthy->Lesson 2 李岚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中心小学校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 Unit 1 Keeping Healthy->Lesson 3 彭景佳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上册 Revision 1 高菲菲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小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上册 Revision 2 樊凯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lesson 1 李彬 湘铝学校 湖南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上册 Unit 3 Animals->lesson 2 林存粉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 四川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上册 Unit 5 Colours->lesson 1 冉燕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师范附属小学 重庆市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下册 Unit 2 Room->lesson 1 徐辉 榆林实验小学 陕西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下册 Unit 4 Food->Story Time 张倩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学道校区 四川省

小学英语 一年级起点 一年级下册 Unit 5 Drink->Story Time 胡霜 自贡市自流井区檀木林小学校 四川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 小蝌蚪找妈妈 张洁琼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0 日月潭 赵青 闵行区七宝镇明强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1 葡萄沟 李珊君 闵行区七宝镇明强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2 坐井观天 倪诗蓓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3 寒号鸟 樊秋霖 东阳市外国语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4 我要的是葫芦 张瑾瑜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三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5 八角楼上 龚敏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19 古诗二首（《夜宿山寺》《敕勒歌》） 沈华燕 岱山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2 我是什么 卢子欣 东莞市道滘镇南城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20 雾在哪里 王晶雯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小学恒贤校区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22 狐假虎威 王亚斐 三门县心湖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23 纸船和风筝 黄颖欣 广州市南沙区金隆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24 风娃娃 张倩 闵行区虹桥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3 植物妈妈有办法 王益群 济南市长清区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4 曹冲称象 王瑶馨 上海市奉贤区肖塘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5 玲玲的画 向艺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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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5 玲玲的画 唐娜 东北师范大学大连保税区实验学校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6 一封信 周冰姿 奉化区江口街道南浦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7 妈妈睡了 单雯雯 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8 古诗二首（《登鹳雀楼》《望庐山瀑布》） 钟镭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9 黄山奇石 汪会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安徽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看图讲故事 吴阳春 郑州市金水区银河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商量 高洁青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有趣的动物 何婷婷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做手工 卫嘉怡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快乐读书吧：读读童话故事 赵玉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语文园地三（写话） 吴霞 自贡市贡井区蓆草田小学 四川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语文园地四（写话） 王园园 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课文->语文园地一 韩晓姗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识字->1 场景歌 陆倩倩 进才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识字->2 树之歌 俞璐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识字->3 拍手歌 王晶晶 四平市铁西区迎宾街小学 吉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上册 识字->4 田家四季歌 姚梦晔 三林镇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 古诗二首（《村居》《咏柳》） 邬江 长沙市芙蓉区育才第二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1 我是一只小虫子 周珏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5 古诗二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绝句》） 赵小艳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溶溪镇中心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6 雷雨 黄涵若 重庆市渝北区启诚巴蜀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8 太空生活趣事多 王阳 大石桥市北街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夏林 罗阳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20 蜘蛛开店 辛璐婷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园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21 青蛙卖泥塘 姜文静 金凤区第十八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22 小毛虫 李瑞 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23 祖先的摇篮 杨星月 南京一中江北新区教育集团第一小学 江苏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24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甘琴 福鼎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3 开满鲜花的小路 钟小艳 益阳市石码头小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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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4 邓小平爷爷植树 刘芸 闵行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5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乔燕 卢湾二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6 千人糕 李静 沂南县第四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8 彩色的梦 牛晓伟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口语交际：图书借阅公约 景洪春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口语交际：推荐一部动画片 孙璐 景德镇市第十七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语文园地六（写话） 游庆华 重庆两江新区康庄美地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课文->语文园地七（写话） 李丽 邹平县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识字->1 神州谣 黎相颖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识字->2 传统节日 于霞 天津市实验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二年级下册 识字->4 中国美食 纪凌 平南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6 好的故事 林红宾 福鼎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7*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梁玉婷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二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8*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余毅 奉贤区星火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习作：有你，真好 郭娟娟 莒县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6 狼牙山五壮士 苗蕊 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7 开国大典 李菲 南昌市楞上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8*灯光 蓝飞燕 福建省宁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9*我的战友邱少云 张艳霞 长垣县县直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演讲 阳国良 永州市冷水滩区春江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习作：多彩的活动 杨晶华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应昌街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 马秀敏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8 古诗三首（《浪淘沙（其一）》等三首） 王丹妮 沈阳市高明实验学校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20*青山不老 吴小芳 武义县壶山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2 文言文二则（《伯牙鼓琴》《书戴嵩画牛》） 刘源敏 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4*京剧趣谈 高鸽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0 竹节人 胡晓艳 青岛北仲路第一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1 宇宙生命之谜 张梓明 沈阳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2*故宫博物院 蔡亚兰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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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3 桥 潘丽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吉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4 穷人 冯琛莉 杭州市彩虹城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5*金色的鱼钩 徐宏燕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快乐读书吧：笑与泪，经历与成长 张冬霞 阜阳市六里小学 安徽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6 夏天里的成长 严韬 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7 盼 卢徐赟 黄岩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交流平台和初试身手 李华 夏邑县第三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围绕中心意思写 向文倩 岳麓区第二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4*花之歌 申桂枝 河南省实验中学思达外国语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6*骑鹅旅行记（节选） 白琼 东莞市东城区第三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快乐读书吧：漫步世界名著花园 黄茜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8 匆匆 贾瑞平 许昌市光明路学校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习作例文+习作：让真情自然流露 李文杨 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中心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0 古诗三首（《马诗》等三首） 廉红梅 临邑县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2 为人民服务 张凤茹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京西分校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3*金色的鱼钩 张丹丹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口语交际：即兴发言 王悦 红谷滩新区红岭学校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5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王宇睿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6 表里的生物 吴明霞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云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1 北京的春节 付春霞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东积善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2 腊八粥 陈咪咪 南昌市珠市云飞学校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4 司马光 颜文娟 东莞市松山湖北区学校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5 灰雀 吴蓓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民办外国语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语文园地 郭星慧 莒县第三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4 古诗三首（《山行》等三首） 廖梦瑶 鹤壁市鹤翔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5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金丽萍 上海市江湾中心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6 秋天的雨 刘媛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7 *听听，秋的声音 李一凡 银川市阅海第四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习作：写日记 曹琼燕 广育小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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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 徐丽炜 金凤区第二十一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7 古诗三首（《望天门山》等三首） 关晓萍 阳东广雅学校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8 富饶的西沙群岛 叶雨桐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9 海滨小城 柳颖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9 海滨小城 刘雯雯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语文园地 施婉晶 红旗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1 大自然的声音 马敬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2 读不完的大书 郑艳 松江区中山永丰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口语交际：身边的“小事” 张忠娥 丹东市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0 在牛肚子里旅行 舒畅 上海市崇明区平安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1 *一块奶酪 邹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9 *那一定会很好 江聪玲 上海市崇明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快乐读书吧：在那奇妙的王国里 陈娟 上海市崇明区西门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语文园地 朱学娟 上海市崇明区西门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2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陶敏怡 龚路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3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周洺敏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口语交际：名字里的故事 刘梦醒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语文园地 刘洪会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南庄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6 金色的草地 孙毅双 鹤岗市兴安三校 黑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交流平台和初试身手 哈丽 阅海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 赖冬梅 龙泉市东升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2 花的学校 胡兰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3 *不懂就要问 孙忠清 阅海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我的暑假生活 包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习作：猜猜他是谁 杨晓婷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南校区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张利霞 石家庄市北新街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5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王丹丹 桥西区02——邢台市育红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6 *方帽子店 黄月月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8 *枣核 汤露 重庆市合川区双凤镇云峰完全小学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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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 黄博威 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5 守株待兔 薛丽娜 满洲里市第六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该不该实行班干部轮流制 黄青 九江市双峰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快乐读书吧：小故事大道理 胡节 第三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9 剃头大师 庄小芳 泉州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习作：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 李侠 沙河口区文苑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22 我们奇妙的世界 张斯琪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23 海底世界 王爽 滑县道口镇第一完全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24 火烧云 吴华丽 宜章县第二完全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习作：国宝大熊猫 谢江枫 上海市松江区五厍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10 纸的发明 胡娟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12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孙荣喜 泊头市长安路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元日》等三首） 王瀛 北京市燕山向阳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5 *小虾 张籍天 重庆市铜梁区北城小学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习作：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缪晓红 福安市实验小学富阳校区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6 宇宙的另一边 陆冬梅 上海市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7 我变成了一棵树 许晨晖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交流平台和初试身手 刘玲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六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奇妙的想象 刘景歌 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1 古诗三首（《绝句》等三首） 樊裔华 第三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2 燕子 霍智慧 银川市阅海第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3 荷花 吴明盼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4 *昆虫备忘录 杨丽霞 沙河口区锦绣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王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5 王戎不取道旁李 王泓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5 王戎不取道旁李 张菊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6 西门豹治邺 王珏 上海市青浦瀚文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7*故事二则（《扁鹊治病》《纪昌学射》） 李冰 沈阳市于洪区于洪新城第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口语交际：讲历史人物故事 高静秋 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鹤和小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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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习作：我的心儿怦怦跳 朱珊 长兴县第二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5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杨瑞 河南省实验中学思达外国语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6 夜间飞行的秘密 张静 金凤区第九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7 呼风唤雨的世纪 耿靓靓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8* 蝴蝶的家 周蕴倩 上海市嘉定区清水路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 陈婉颖 金凤区实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8 牛和鹅 张雅芳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9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徐程程 上海青浦兰生复旦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20 陀螺 王峰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口语交际：安慰 李桂珍 乐平市第十二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李秀萍 曲阜市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榕榕 沈阳市铁西区勋望景星校区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3* 梅兰芳蓄须 倪娜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4* 延安，我把你追寻 骆海丽 青田县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习作：写信 宋玲 盐城市迎宾路小学 江苏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0 爬山虎的脚 蒋琼 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1 蟋蟀的住宅 葛骁锋 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9 古诗三首（《暮江吟》等三首） 申婷婷 徐州市西苑小学 江苏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口语交际：爱护眼睛，保护视力 徐铭昕 大东区杏坛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语文园地 施珊珊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中心学校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3 精卫填海 刘彤彤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4 普罗米修斯 张小琛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 山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5*女娲补天 陈雨馨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江苏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快乐读书吧：很久很久以前 王霖杭 广州市荔湾区广雅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习作：我和____过一天 范桂容 重庆市大渡口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6 麻雀 王丽勇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交流平台和初试身手 朱珊 舟山第二小学北校区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生活万花筒 吉冰 上海金洲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3* 现代诗二首（《秋晚的江上》《花牛歌》） 彭洁 武宁路小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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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6 宝葫芦的秘密（节选） 沈欢欢 上海市青浦区庆华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7 巨人的花园 李松颖 南开大学附属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习作：故事新编 陈美玲 江门市紫茶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6 飞向蓝天的恐龙 周颖 厦门市东渡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说新闻 王婷 长沙县大同星沙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快乐读书吧：十万个为什么 陈秋海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9 小英雄雨来（节选） 高宏梅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一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20*我们家的男子汉 孙华 赵屯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口语交际：朋友相处的秘诀 秦于晨 新乡市卫滨区化工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口语交际：自我介绍 林淑娴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习作：我的“自画像” 郭惠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10 绿 高倩倩 重庆科学城富力南开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12*在天晴了的时候 苏嬿 朝春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5 白鹅 陈红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7 记金华的双龙洞 冯卫蓉 南昌市站前路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4*三月桃花水 张薇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转述 黄晓坤 丹东市实验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语文园地 郑杰 营口市西市区创新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5 古人谈读书 高云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前湖分校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27*我的“长生果” 徐华军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口语交际：我最喜欢的人物形象 陈威威 大东区盛京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语文园地 沈晨芸 宁波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5 搭石 刘建辉 高碑店市昌盛路实验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7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 林应功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8 冀中的地道战 王姝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习作：“漫画”老师 马仁颖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八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8 慈母情深 章琦 新昌县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19 父爱之舟 史丹 绍兴市树人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20*“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马骥 高安路第一小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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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口语交际：父母之爱 江婷虹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习作：我想对您说 俞可 嵊州市剡山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2 四季之美 许蕾 海宁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3 鸟的天堂 崔琳玮 凉城第三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24*月迹 徐炎明 海宁市紫微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习作：____即景 陈倩蓉 丽英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0 牛郎织女（一） 袁莉华 南昌市豫章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11*牛郎织女（二） 许晓婉 衡东县洣水镇武家山学校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9 猎人海力布 吴珍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口语交际：讲民间故事 宁彦冰 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快乐读书吧：从前有座山 施高英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小学 江苏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2 古诗三首（《示儿》等三首） 颜利 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阳光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3 少年中国说（节选） 崔颖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14 圆明园的毁灭 毛霞 上海市宝山区和衷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习作：二十年后的家乡 毛霞 上海市宝山区和衷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6 太阳 韩晨晨 龙港市第九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17 松鼠 刘赛珍 永嘉县瓯北镇千石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介绍一种事物 庄树梅 一师附小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1 白鹭 沈妙 湘潭市和平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4* 珍珠鸟 李艳 上海市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制定班级公约 付婷婷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22 手指 陈莺慧 福安市实验小学龙江校区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5 草船借箭 盛香芹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宁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7*猴王出世 张黎敏 上海市徐汇区西位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 吴志诚 福州市晋安榕博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5 自相矛盾 程敏 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海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6 田忌赛马 马红 大连市中山区风景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7 跳水 魏淑华 福州市象峰中心小学 福建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语文园地 马丽娟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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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18 威尼斯的小艇 王子越 五一小学怀柔分校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20*金字塔 郝盼 长安区仁华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口语交际：我是小小讲解员 黄海蓉 徐汇区爱菊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0 青山处处埋忠骨 谭姗姗 一师附小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12*清贫 王妍 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 黑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13 人物描写一组 张丽娟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习作：形形色色的人 张娟 金凤区第七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3*月是故乡明 吴鹏 湖湘学校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4*梅花魂 陈希 天津市宁河区俵口乡兴家坨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 吴启燕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四川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1 a o e 潘健智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10 ao ou iu 江怡婷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二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11 ie üe er 白玉芳 平定县实验小学 山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13 ang eng ing ong 虞蔚佳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2 i u ü y w 郑晓娜 灵台县城南小学 甘肃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3 b p m f 曾超 武冈市思源实验学校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4 d t n l 王韬 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5 g k h 李微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7 z c s 侯庆丽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7 z c s 陈月月 武隆区大洞河乡中心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1 秋天 胡婧晶 孙桥镇中心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11 项链 苏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小学 天津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12 雪地里的小画家 姚媛 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14 小蜗牛 胡海敏 浦师附小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3 江南 陈娜 沈阳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4 四季 张旭婷 上海市实验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5 影子 陈瑞睿 温州大学附属茶山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6 比尾巴 郝娜 北京市通州区南关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7 青蛙写诗 林丽珊 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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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8 雨点儿 吴芳芳 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9 明天要远足 朱丽丽 焦作市东环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小兔运南瓜 孟洁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前滩学校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口语交际：用多大的声音 阎冬 沈阳市于洪区花城学校 辽宁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课文->语文园地六 陈莉莉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浙江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1 天地人 邓小红 重庆市长寿区晶山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10 升国旗 王静霞 晋城市城区凤鸣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2 金木水火土 高锡妍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3 口耳目 周虹伶 桃源县实验学校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4 日月水火 申娜 鹤壁市福田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5 对韵歌 刘晓颖 濮阳市油田第六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6 画 郑争越 晋城市实验小学校 山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7 大小多少 周雪 吴忠市裕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8 小书包 王玲利 吴忠市利通区第七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口语交际：我说你做 赵宝玲 六安市城南小学 安徽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识字->语文园地一 魏晋瑜 金凤区第七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我上学了->我是小学生 朱倩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上册 我上学了->我是中国人 夏瑶 景德镇市第十七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1 彩虹 孙晓悦 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路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2 古诗二首（《池上》《小池》） 邹冲冲 上饶市教育局直属小学 江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3 荷叶圆圆 周桂英 重庆市江北区华渝实验学校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5 文具的家 刘利 重庆市北碚区文星小学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7 动物王国开大会 刘琴 绵阳市成绵路小学 四川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8 小猴子下山 周媛 东莞市松山湖北区学校 广东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19 棉花姑娘 宋蓟平 北京市昌平区城关小学 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2 我多想去看看 王薇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20 咕咚 李冰洁 郑州市金水区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21 小壁虎借尾巴 张卓倩 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实验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4 四个太阳 杨莉俊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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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5 小公鸡和小鸭子 吴珏芳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7 怎么都快乐 马英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口语交际：请你帮个忙 屈亚利 蔚州镇前进路第一完全小学 河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语文园地六 郭秀 贺兰县回民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课文->语文园地四 白珩瑶 西安航天城第三小学 陕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1 春夏秋冬 陶瑛 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学 上海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2 姓氏歌 张玺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3 小青蛙 马丽娜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河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5 动物儿歌 龚怡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第二小学 湖南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口语交际：打电话 陈文静 金兴小学 重庆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口语交际：听故事，讲故事 连洁 运城市人民路学校 山西省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一年级下册 识字->快乐读书吧：读读童谣和儿歌 单云 颍上县管仲小学 安徽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三课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遵守规则 高丽红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四课 社会生活讲道德->诚实守信 李银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中学 湖南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四课 社会生活讲道德->以礼待人 范映宏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宝湖校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四课 社会生活讲道德->尊重他人 张谢医 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天津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四课 社会生活讲道德->尊重他人 祝正萍 重庆市巫山第二中学 重庆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五课 做守法的公民->善用法律 向先知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五课 做守法的公民->预防犯罪 杨丽莎 银川北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第六课 责任与角色同在->我对谁负责 谁对我负责郭亚萍 贺兰县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第六课 责任与角色同在->做负责任的人 张聚 绵竹实验学校 四川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第七课 积极奉献社会->服务社会 王亚亚 银川市西夏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第七课 积极奉献社会->关爱他人 王希 海盐县实验中学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八课 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好 大家才会好廖玉立 厦门市金尚中学 福建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九课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墨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九课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夏冰清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十课 建设美好祖国->关心国家发展 张琳琳 临沂刘店子中学 山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十课 建设美好祖国->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王娇娇 临沂褚墩中学 山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二课 网络生活新空间->合理利用网络 高金娟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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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二课 网络生活新空间->网络改变世界 孙慧 保定市列电中学 河北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二课 网络生活新空间->网络改变世界 黄露 重庆市第三十九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一课 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中成长 冯元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三课 公民权利->依法行使权利 张丽莹 湖州市织里镇中学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四课 公民义务->公民基本义务 徐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四课 公民义务->依法履行义务 查永浩 曹杨二中附属学校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国家司法机关 胡臣芳 滑县产业集聚区英民中学 河南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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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 南昌市桃花学校 江西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李明艳 大连市第三十七中学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高溪泓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八课 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守护 梁伟 银川景博学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七课 尊重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真谛 危胜男 深圳市宝安区上寮学校（宝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广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李文桥 天津市卓群中学 天津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许灵均 民办文绮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三课 追求民主价值->参与民主生活 杜杰芳 绍兴市元培中学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三课 追求民主价值->生活在新型民主国家干越 上海市蒙山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第六课 建设美丽中国->正视发展挑战 王利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学校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第五课 守望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追求 康雯天 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 江苏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第五课 守望精神家园->延续文化血脉 刁欢 天津市第四十五中学 天津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八课 中国人 中国梦->共圆中国梦 肖玉甜 巴中市龙泉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七课 中华一家亲->促进民族团结 张慧慧 北京市怀柔区第五中学 北京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七课 中华一家亲->维护祖国统一 张仕儒 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二课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改变生活 齐建敏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北京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二课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永无止境 孙菲菲 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山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一课 踏上强国之路->走向共同富裕 金婷 广汉市高坪镇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三课 与世界紧相连->与世界深度互动陈磊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六课 我的毕业季->多彩的职业 郑秀秀 温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六课 我的毕业季->学无止境 庞逸运 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七课 从这里出发->回望成长 白慧清 中阳县宁兴学校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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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五课 少年的担当->少年当自强 速婉莹 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第二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和平与发展谢黎敏 温州高铁新城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第一课 同住地球村->开放互动的世界 徐亭 上海市静安区实验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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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琳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第四课 友谊与成长同行->深深浅浅话友谊 苏玉青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第五课 交友的智慧->让友谊之树常青 鲍哲洲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第五课 交友的智慧->网上交友新时空 张欣月 石家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河北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六课 师生之间 ->师生交往 陆海燕 银川滨河新区景城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六课 师生之间 ->走近老师 张燕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七课 亲情之爱->爱在家人间 张若男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 广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七课 亲情之爱->家的意味 王玲 讷河市城南中心学校 黑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八课 探问生命->敬畏生命 谢芳雯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福建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八课 探问生命->生命可以永恒吗 蒋莉苹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江苏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九课 珍视生命-> 增强生命的韧性 顾海华 上海市虎林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十课 绽放生命之花-> 活出生命的精彩 唐玲玲 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十课 绽放生命之花->感受生命的意义 韩丽 法库县东湖第二初级中学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二课 学习新天地->享受学习 佘慧萍 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二课 学习新天地->学习伴成长 汪媛媛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三课 发现自己->认识自己 崔晓娇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三课 发现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黄倩怡 江门市江海区景贤初级中学 广东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一课 中学时代->少年有梦 李娜 成都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第一课 中学时代->中学序曲 何欣 本溪市第二十二中学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第四课 揭开情绪的面纱->青春的情绪张悦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宝湖校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第五课 品出情感的韵味->我们的情感世界左莹萱 天津市南开敬业中北中学 天津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第五课 品出情感的韵味->在品味情感中成长  黄伟 上海市澧溪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八课  美好集体有我在->憧憬美好集体 周婧 上海市新泾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八课  美好集体有我在->我与集体共成长梁云鹤 银川市中关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六课 “我”和“我们” ->集体生活成就我董晓敬 河南省内黄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七课  共奏和谐乐章->单音与和声 裘慧敏 天台始丰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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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七课  共奏和谐乐章->节奏与旋律 陈星宇 大连博伦中学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第九课  法律在我们身边->法律保障生活 冯沁薇 辽宁省实验学校赤山校区 辽宁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第九课  法律在我们身边->生活需要法律 倪丽尧 娄山中学 上海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三课 青春的证明->青春有格 罗涛 莲都区雅溪学校 浙江省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一课 青春的邀约->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 孙晓宸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 北京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一课 青春的邀约->悄悄变化的我 陈佳 江山市四都学校 浙江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四节　自然灾害 杨春艳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三节　水资源 李璐 长沙市长郡芙蓉中学 湖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王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节　农业 姚灿城 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 广东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第二节　人口 胡繁荣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湖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第三节　民族 邹文 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山东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第一节　疆域 廉艳萍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盆地 刘丽 嘉峪关市第五中学 甘肃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吴玉芳 福安市实验中学 福建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谭小爽 天津市南开敬业中北中学 天津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三节　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高原 田佳 吴忠市第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四节　祖国的首都──北京 钟燕华 广州市南国学校 广东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四节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龚天添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的地理差异 古静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云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第一节　大洲和大洋 杨阳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分布 杨彩蓉 仙桃荣怀学校 湖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第一节　多变的天气 刘勇霞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第二节　世界的语言和宗教 姚玉玲 银川北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第三节　人类的聚居地──聚落 苏敏慧 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山东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窦锦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天津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第三节　地图的阅读 刘佳 沈阳市第十九中学 辽宁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第四节　地形图的判读 王博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陕西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第一节　地球和地球仪 关莹 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 辽宁省

第 40 页



学科 版本 年级册 章节 作者 学校 省份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绪言　与同学们谈地理 高振华 张家口市下花园中学 河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第二节 欧洲西部 杨爽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 朱明洁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学士校区） 湖南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第四节　澳大利亚 巢凤 景德镇二中 江西省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第四节　俄罗斯 赵媛 天津市环湖中学 天津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极地地区 王欢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重庆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课题2　氧气 汤荣磊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云南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实验活动1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张艳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课题1　金刚石、石墨和C60 郑鑫 抚顺市第十五中学 辽宁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课题1　金刚石、石墨和C60 张乐 贺兰县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课题2　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 王茜 重庆市两江巴蜀初级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课题3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陈宗慧 天津市卓群中学 天津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实验活动2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张宏羽 莆田第二中学 福建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课题1　燃烧和灭火 李娟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江西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实验活动3　燃烧的条件 郁静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课题1　分子和原子 侯荣 吴忠市第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课题2　原子的结构 胡津畅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课题3　元素 莫慰 北京市怀柔区第五中学 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1　爱护水资源 郭丽贞 莆田砺青中学 福建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2　水的净化 李杨 天津市木斋中学 天津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3　水的组成 董江华 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河南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3　水的组成 龙孟姣 双峰县青树坪镇中心学校 湖南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课题4　化学式与化合价 孙亚茹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课题1　质量守恒定律 王梓晴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课题2　如何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王冰 银川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课题3　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陈伯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课题1　物质的变化和性质 段砺佳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第一中学 河北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课题2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姚列菊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绪言　化学使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言革胜 广州市第七中学 广东省

第 41 页



学科 版本 年级册 章节 作者 学校 省份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课题1　金属材料 宋书晓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天津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课题2　金属的化学性质 杨雅楠 大连市一一二中学 辽宁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溶液->课题3　溶液的浓度 张玉芳 大田县第五中学 福建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单元　酸和碱->课题2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郑婷婷 福安市范坑中学 福建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单元　酸和碱->实验活动7　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范妹兴 长沙县百熙实验学校初中部 湖南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课题1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 张冲 抚顺市雷锋中学 辽宁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课题3　有机合成材料 李妍 营口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单元　盐 化肥->课题1　生活中常见的盐 张铁营 沈阳市杏坛中学 辽宁省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单元　盐 化肥->课题2　化学肥料 张超逸 岳阳市弘毅中学 湖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第25课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廖飞飞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第4课 洋务运动 邓娟 商丘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第5课 甲午中日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郑慧敏 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第6课 戊戌变法 高栋 运城市实验中学 山西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9课 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 张华昌 东莞市南城阳光实验 广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0课 正面战场的抗战 陈佳颖 湖州市第十二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李琼秀 南宁市第十四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22课 抗日战争的胜利 张彭 日照海曲中学 山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第23课 内战爆发 李璇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湖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第24课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魏湄馨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10课 中华民国的创建杨逸 上海市桃李园实验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11课 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刘兴隆 北京市第八中学亦庄分校 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8课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薛怡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9课 辛亥革命 王佳玲 南昌市光明学校 江西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第12课 新文化运动 李佳明 江西省九江市第六中学 江西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第13课 五四运动 姜冲 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第14课 中国共产党诞生 李万晖 成都天府中学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第16课 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 潘冰洁 瑞安市高楼镇高楼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第17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陈新新 龙港市第六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2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杨霞蓉 上海市育民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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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3课 太平天国运动 程凯 衢州市菁才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第4课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确立荣芳芳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第19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李玲钰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11课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闫国娜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 吉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9课 对外开放 周洁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2课 民族大团结 张添 上海市江宁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3课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 刘青青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 陕西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4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 王聪 大连金州新区第七中学 辽宁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第15课 钢铁长城 刘念 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第16课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黄竹榕 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 广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第1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荣芳芳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第2课 抗美援朝 张建辉 重庆市潼南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古代欧洲文明->第4课 希腊城邦和亚历山大帝国 蔡晶晶 宁德市民族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古代欧洲文明->第6课 希腊罗马古典文化 范林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中学 湖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第18课 美国的独立 谭冰寒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工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20课 第一次工业革命朱幽梅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中学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工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21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鲁玉洁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中学 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第10课 拜占庭帝国和《查士丁尼法典》王玉铮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第7课 基督教的兴起和法兰克王国 朱玲 连云港市郁林中学 江苏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第8课 西欧庄园 喻姣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中学 重庆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第11课 古代日本 李小燕 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初级中学北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第13课 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余岚 三明市第八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第15课 探寻新航路 罗紫凝 澧县九澧实验中学 湖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古代亚非文明->第2课 古代两河流域 黄璐 上海科技大学附属民办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第5课 第二次工业革命 于婧 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 天津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第6课 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化黄璐 广州市第七中学 广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第10课 《凡尔赛和约》和《九国公约》陈慧敏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虹漕南路校区）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3课 罗斯福新政 陈向青 上海市淞谊中学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4课 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陈向青 上海市淞谊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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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第2课 俄国的改革曾双梅 莆田中山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第3课 美国内战徐圆圆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4课  夏商周的更替刘艳 上海市博文学校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5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王坛 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6课  动荡的春秋时期郭志新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怀柔分校 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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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书月 嘉祥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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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娜 北临城中学 山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12课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马安慧  绍兴市柯桥区鲁迅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13课  东汉的兴衰官小群 大竹县第二中学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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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栩廷 通化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15课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刘晓青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云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9课  秦统一中国韩婧雯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复兴学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第16课 三国鼎立李玉英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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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珂 中山纪念中学 广东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第19课 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郑琦 三明市列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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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宇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江苏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第1课  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孙振杰 唐县高昌镇高昌初级中学 河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第3课  远古的传说隋雪静 厦门市槟榔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1课 元朝的统治刘文静 福建省福州城门中学 福建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3课 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周云 嘉兴一中实验经开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第6课 北宋的政治唐莉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四川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第8课 金与南宋的对峙张甜甜 胜蓝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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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经济的发展涂会雪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14课 明朝的统治单桂花 银川市中关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15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盖佳健 平湖市城关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18课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潘倩 兰溪市女埠初级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19课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张顺顺 浙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20课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何秋月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三中学 天津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第21课 清朝前期的文学艺术钟祥薇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学校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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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1课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周萌捷 延安初中 上海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潘扬飞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 浙江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3课 盛唐气象 兰亚丽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4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樊俊艳 保定市莲池区第十三中学 河北省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5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王良 北京中学 北京市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课 李可染的山水画 李德来 建昌县娘娘庙乡初级中学 辽宁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课 钟表的畅想 杜松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七课 收集与创造——废旧物改造 田晓雪 科尔沁区钱家店实验初中 内蒙古自治区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课 学画山水画 凤珊珊 宁国市河沥溪初级中学 安徽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课 明暗与立体 刘森 辽源市第二实验中学校 吉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下册 1.黑白装饰画 赵巍 许昌市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下册 3.为同学画张像 尚丽娜 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金龙学校 河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八年级下册 5.色彩的调和 王飞飞 襄城县茨沟乡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九课 京剧元素的再创造 卢昱先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六课 书籍封面设计 徐攀 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中学 吉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七课 藏书票设计 叶良玉 福建省武夷山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五课 校园主题活动美术设计 陈萍 莆田市城厢区南门学校 福建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下册 2.发现与创造——肌理之美 张人婧 松山区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下册 3.学做浮雕 江海涛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下册 4.陶艺创作 李新娟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下册 5.表现主义绘画 王凡 南昌市江铃学校 江西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九年级下册 9.美术家的共同追求 常江 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上册 1.线条的表现力 喻双 四川省自贡市第八中学 四川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上册 2.绘画的构图 周婷婷 达州市高级中学培文学校 四川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上册 4.扮靓生活的大自然 曾闽娇 毕节八中 贵州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上册 5.源于自然的美丽纹样 许航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吉林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上册 9.观察与创造—动物的联想 董丽红 北京市第四中学 北京市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3.学画写意花鸟画 杨洁 南昌市滨江学校 江西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6.色彩的对比 陈明华 江西省贵溪市第二中学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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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6.色彩的对比 林莉 晋江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7.汉字的装饰设计 赖淑榆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9.爱动画 做动画（选修） 周芳霞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初中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杨力主编）七年级下册 卢浮宫博物馆（选修） 董凯 营口市鲅鱼圈区实验中学 辽宁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杨淑焕 许昌市第十二中学 河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一章　根据生物的特征进行分类->第二节　从种到界张欢欢 天津市田家炳中学 天津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王羽翕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 北京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三节　社会行为江娇 重庆市聚奎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一节　动物的运动迟帅帅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中学 山东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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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跃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天津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第二节　细菌陈玲 重庆市涪陵第十五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六节　鸟林美娜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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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动物程敏 厦门市湖里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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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王思漪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辽宁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五节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阮幼丽 福安市城北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二节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项雯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江西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一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金花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中学 北京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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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的显性和隐性宋玉珍 常州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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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的性别遗传陈宋 郑州市金水区为民中学 河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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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伊丽莎 临沂第十二中学 山东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韩多多 北京市燕山东风中学 北京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第一节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雷尼亚 重庆市诚善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二节 昆虫的生殖和发育刘子弘 蚌埠慕远学校 安徽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三节 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杨杰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青龙校区 四川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四节 鸟的生殖和发育刘文静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一节 植物的生殖金花 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湖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第二节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周欢 梅河口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第四节　 单细胞生物付静 北京市燕山向阳中学 北京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第一节　 细胞通过分裂产生新细胞任光辉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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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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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植物细胞陈雪容 宁德市蕉城区蕉城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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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细胞薛爽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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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细胞的生活陈惠云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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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练习使用显微镜刘卫平 重庆市巫山第二中学 重庆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李孟娇 沈阳市辉山学校 辽宁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四章　 绿色植物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制造者徐立立 隆尧县双碑中学 河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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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张家玲 长春市赫行实验学校 吉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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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贤 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第二节　 种子植物詹晓莺 三明市列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第一节　 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谭珊妮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中学 海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二节　 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系统付星 天津市枫林路中学 天津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三节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刘晓曦 沈阳市第七中学东部校区 辽宁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一节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李路莎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学校 北京市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三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李静 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 河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一节　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马潇潇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二节　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涂敏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四川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一节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刘丽媛 郑州冠军中学 河南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二节　血流的管道——血管阮育红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四节　输血与血型郑晓勇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一节　流动的组织——血液林意如 厦门市第十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林娟娟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初中生物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二节　人的生殖 杨琴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12.1 全等三角形 杨长秀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12.2 三角形全等的判定->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林燕青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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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荣荣 天津市第三十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12.3 角的平分线的性质 金杨建 无锡市安镇中学 江苏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数学活动 卜晓娟 微山县实验中学 山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小结 何娟 眉山市东坡区苏辙中学 四川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1 轴对称->13.1.1轴对称 杨娇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附属学校初中部 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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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1 轴对称->13.1.1轴对称 郭佳丽 义马市狂口学校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2 画轴对称图形 彭瑶 贺兰县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3 等腰三角形->13.3.1等腰三角形 刘蕾 隆回县横板桥镇罗子团中学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4 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 杨永强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数学活动 屈智强 贺兰县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小结 郝方方 天津市第二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1同底数幂的乘法董梦莎 封丘县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2 乘法公式->14.2.2完全平方公式王华 临沂第三十五中学 山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1 分式->15.1.1从分数到分式 刘现超 洛阳伊滨区李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2 分式的运算->15.2.2分式的加减 王虹 绵竹实验学校 四川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3 分式方程 赵中波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数学活动 谢魁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北校）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1 与三角形有关的线段->11.1.2三角形的高、中线与角平分线汪向艳 唐徕回中南校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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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玥莹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梅溪湖校区）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2 与三角形有关的角->11.2.2三角形的外角 陈香莲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山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3 多边形及其内角和->11.3.2 多边形的内角和唐紫钰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小结 杨永春 阿克苏市第三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20.1 数据的集中趋势->20.1.1平均数 李显珍 广元市利州区大东英才学校 四川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1 平行四边形->18.1.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杨旭 涿州高铁新城第一中心学校 河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1 平行四边形->18.1.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郭悠 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2 特殊的平行四边形->18.2.3正方形 孙燕 天津市九十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数学活动 杨岐 银川北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1 函数->19.1.2函数的图象 张艺 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1正比例函数->正比例函数图象及性质郭红君 吉安县城北中学 江西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2一次函数->一次函数的概念王欣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三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3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吴斯怡 福安市德艺学校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数学活动 曾苏 长沙市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小结 周金凤 南昌市城东学校 江西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17.1 勾股定理 周涛 洛阳市实验中学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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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17.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崔淑婷 中卫市第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小结 翁高成 厦门市湖里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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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象和性质樊晓 新乡市第二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2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华小威 周口市第十八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3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 庄晓红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小结 林艳霞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东华实验学校 广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23.2 中心对称->23.2.1中心对称 母少燕 银川市第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1 圆的有关性质->24.1.1圆 葛星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1 圆的有关性质->24.1.2垂直于弦的直径 陈巧珍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4 弧长和扇形面积 陈兆洋 福建省周宁县第十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1 一元二次方程 徐巧惠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2 解一元二次方程->21.2.1配方法 郑丽生 福建省仙游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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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珠琼 广州市第三中学 广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2 解一元二次方程->21.2.3因式分解法苏妍 桂林市灵川县第四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3 实际问题与一元二次方程 孙凯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江苏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小结 彭江红 重庆市民族初级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1 锐角三角函数->锐角的正弦 陈源源 南昌外国语学校 江西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28.2.1解直角三角形王宁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29.3 课题学习 制作立体模型 夏宇敏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小结 吴胜奎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山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数学活动 韩文静 新疆哈密市第八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2.1 整式 郑燕红 仙居县安洲中学 浙江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数学活动 陈思慧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3.1 从算式到方程->3.1.1一元一次方程 张苏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去括号与去分母刘兵杰 郑州市金水区一八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1 几何图形->4.1.2点、线、面、体 张文静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3 角->4.3.2角的比较与运算 齐悦 天津市第三中学 天津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3 角->4.3.3余角和补角 李平 四川省泸州市第十五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4 课题学习　 设计制作长方体形状的包装纸盒黄丽君 平罗县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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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1 正数和负数 张艳洁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1.2.2数轴 荣玉迪 沈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1.2.4绝对值 刘长影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 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3 有理数的加减法->1.3.1有理数的加法 麦倩 重庆市江津实验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3 有理数的加减法->1.3.2有理数的减法 段有新 三亚市荔枝沟初级中学 海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4 有理数的乘除法->1.4.2有理数的除法 王泽峰 天台县赤城中学 浙江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5 有理数的乘方->1.5.1乘方 邵前进 济宁学院附中高新区校区 山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5 有理数的乘方->1.5.2科学记数法 郑雅心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1 二元一次方程组 袁红梅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2 消元——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代入消元法周双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中学 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2 消元——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加减消元法焦盼 大连金州新区第七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8.3 实际问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朱叶 双峰县甘棠镇小富中学 湖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数学活动 蔡宝柱 广州市黄埔区会元学校 广东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小结 丛淑娣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1 不等式->9.1.1不等式及其解集 朱莹莹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实数->6.1 平方根 张玉肃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实数->6.2 立方根 白佳宁 沈阳市一三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7.1 平面直角坐标系->7.1.1有序数对 李洁琼 封丘县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7.1 平面直角坐标系->7.1.2平面直角坐标系刘健 建昌县第一初级中学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7.2 坐标方法的简单应用->7.2.2用坐标表示平移高原 辽宁省实验学校鲅鱼圈合作校 辽宁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10.2 直方图 董文慧 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1 相交线->5.1.2垂线 杨洋 银川北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2 平行线及其判定->5.2.2平行线的判定池迟 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3 平行线的性质->5.3.1平行线的性质 申海东 北京中学 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4 平移 付雅忻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1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马瑞萍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2节　声音的特性 王利 淮北市实验学校 安徽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3节　声的利用 韦英花 扶绥县民族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4节　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樊亚茹 中卫市第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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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第2节　密度 陈贸辛 北京市平谷中学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第3节　测量物质的密度 项亚威 沈阳市浑南区高坎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态变化->第1节　温度 刘已帆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云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态变化->第3节　汽化和液化 侯广超 吉林市龙潭区江北实验学校 吉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态变化->第4节　升华和凝华 牟萍 抚顺市第二十五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现象->第1节　光的直线传播 李巧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现象->第2节　光的反射 徐子娟 南昌市育新学校 江西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现象->第3节　平面镜成像 马艳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二中学 云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现象->第4节　光的折射 马荷花 银川市中关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现象->第5节　光的色散 杜娟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云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1节　透镜 果兴华 沈阳市杏坛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2节　生活中的透镜 赵敏兰 吉林市丰满区东山实验学校 吉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4节　眼睛和眼镜 燕红峰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河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5节　显微镜和望远镜 马振波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2节　运动的描述 宋健 普兰店区第十一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3节　运动的快慢 葛雪梅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三中学 山东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4节　测量平均速度 陈可斐 濠江区东湖学校 广东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科学之旅 刘晴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运动和力->第1节　牛顿第一定律 贾延琳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怀柔分校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运动和力->第3节　摩擦力 雷飞 郑州市第八中学 河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第1节　压强 王章洁 澧县澧阳中学 湖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第2节　液体的压强 史艳石 高阳县宏润中学 河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第3节　大气压强 赵玲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第4节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王俊凯 厦门市育才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第2节　弹力 刘明贺 长春市解放大路学校 吉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第1节　杠杆 田占美 沈阳市第一六五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第2节　滑轮 叶春芽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第1节　功 郑喜春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第3节　动能和势能 王爱萍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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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浮力->第1节　浮力 唐姚美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学校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浮力->第3节　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 付瑶 甘井子区福佳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2节　核能 孙鑫 营口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第2节　电磁波的海洋 周薇 阿克苏市第十三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章　电与磁->第1节　磁现象　磁场 张瑞琪 重庆市大学城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章　电与磁->第2节　电生磁 钟明亮 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湖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章　电与磁->第3节　电磁铁　电磁继电器 杨哲 天津市汇森中学 天津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章　电与磁->第4节　电动机 苗建辉 银川市第二十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八章　电功率->第1节　电能　电功 刘晓彬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校龙珠校区 广东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八章　电功率->第4节　焦耳定律 欧招平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八章　电功率->第4节　焦耳定律 陶兰 黄冈市启黄中学 湖北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九章　生活用电->第1节　家庭电路 吴瑕 福州时代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九章　生活用电->第2节　家庭电路中电流过大的原因 唐晓蕾 满洲里市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九章　生活用电->第3节　安全用电 倪凌云 南昌市广南学校 江西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电压 电阻->第1节　电压 宋晨光 沈阳市第七中学沈北分校 辽宁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电压 电阻->第3节　电阻 冯楠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电压 电阻->第4节　变阻器 杜川 开州区文峰初级中学 重庆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第1节　电流与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卢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第1节　热机 赵巧灵 晋江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1节　两种电荷 高丽娜 北京十二中朗悦学校 北京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3节　串联和并联 兰勇 武隆区桐梓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物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第4节　电流的测量 姜华 抚顺市第二十五中学 辽宁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音乐剧 陈玲 浙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国乐飘香 郑瑶瑶 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七子之歌 郑天予 石家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河北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山野放歌 卢丽娅 宁波市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亚洲弦歌 徐滔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江苏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魅力歌剧 石美子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中学 陕西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经典交响 谷会娟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中学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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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曲苑寻珍 舒芳 东莞市松山湖北区学校 广东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之魂 陶浪宏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天顶校区) 湖南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黑土传情 王倩雯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辽宁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撷英 王丹妮 杭州市钱塘区下沙中学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缤纷舞曲 李鸿飞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中心初级中学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草原牧歌 黄菲菲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风情 郑强 苍南县民族中学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天山之音 刘睿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江苏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美洲乐声 曹海燕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小调集萃 杨宁 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中学　　　　　　　　 浙江省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吴斌主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行进之歌 徐磊 建昌县新区初级中学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Section B 2a—2e 刘思颖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湖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Section A 1a—2d黄蓉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Section B 2a—2e 甘昀 江西育华学校 江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Section B 3a—3c 曹颖 重庆市第三十九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A 1a—2d 林晨凡 仙游县私立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B 1a—1e 李楠 青岛李沧区实验初级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B 2a—2e 关斯芳 北京市昌平区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Section B 2a—2e 解广月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Section B 3a—3c 冯杰 贺兰县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Section B 2a—2e 谢婧 北京市怀柔区第五中学 北京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Section B 2a—2e陈琦 重庆市大学城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Section B 2a—2e 闫小娟 保定市莲池区育德中学 河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Section A 1a—2d温燕杰 杭州市十五中教育集团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Section B 1a—1e梁星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Section B 2a—2e蒋丽萍 杭州市钱塘区新湾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Section A 1a—2d 仲崇静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Section B 1a—1f 王诚 嵊州市剡城中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Section B 2a—2e 徐小莹 珠海市第五中学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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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Section A 1a—2d 陈瑞玲 新乡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Section B 2a—2e 金欣 日照市新营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岳敏 焦作市人民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Section B 2a—2d陈桂杰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Section B 2a—2e雷博文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Section A 1a—2d 程乙家 重庆市渝北区皇冠实验中学 重庆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Section B 2a—2e 段海燕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北京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Section A 3a—3c张蓉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Section B 2a—2e贾雯菲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Section B 2a—2e宋海婷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吉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Section A 3a—3c余路梅 杭州市文澜实验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Section B 1a—1d吕静 红山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Section A 1a—2d陈冰倩 兴化市楚水初级中学 江苏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Section B 2a—2e 邓颖敏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Section A 1a—2d 侯春伟 东港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Section A 3a—3b 苏晓丹 玉林市玉州区第一实验初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何晓灵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Section A 1a—2d 刘晓兰 宝鸡市店子街中学 陕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Section A 1a—2d 刘艳洁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Section A 3a—3c 姚铃儿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Section B 2a—2e 林莹 杭师大东城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何巧萍 杭州观成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Section A 2a—2d 卢君 诸暨市滨江初中教育集团滨江初中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Section A 3a—3b 童佳玲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天顶校区) 湖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Section A 1a—2d陈传玲 三亚市荔枝沟初级中学 海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A 1a—2d乔明言 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A 3a—3c于泳潭 徐州市撷秀初级中学 江苏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王龙 嘉峪关市第五中学 甘肃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B 2a—2e何乙曌 重庆市渝北区皇冠实验中学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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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叶梓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Section A 1a—2d马莉 银川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郭蒙蒙 河南农业大学附中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Section B 2a—2d李荟 盖州市第四初级中学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刘启山 赣州市章贡中学 江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Section A 1a—2d 李雨帆 福建省福州市鼓山中学 福建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刘引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Section B 2a—2e 袁丽娜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黄惠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广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Section A 3a—3c游静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学士校区） 湖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Section B 2a—2e台妤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Section A 3a—3c 李园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二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Section A 1a—2d 丁晓丹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Section A 3a—3c 牛淑蕊 曲阜市杏坛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1 Good morning!->4a—4d 王彦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2 What's this in English?->1a—2e 申彦敏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山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y name's Gina.->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崔英红 盖州市杨运学校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Section A 1a—2d 余莉 景德镇市第五中学 江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Section B 1a—1d 张俏梅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Section B 2a—3b Self-check 王瑜婷 定海区第二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Section A 1a—2d 丁钰凡 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仇薇薇 宁海县桃源初级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梁佩玲 东莞市黄江中学 广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Section A 1a—2d 李蕾 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Section A 1a—2d 马蓉 蚌埠高新教育集团总校 安徽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张天乙 辽宁省实验学校沈北合作学校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Section B 1a—1d 张伟 蚌埠高新教育集团总校 安徽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Section A 1a—2e 任艳玲 保定市莲池区第三中学分校 河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Section A 1a—2d 王新媛 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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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Section B 1a—1d 王玮 江西省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江西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俞宁芬 象山荔港学校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赵东播 北仑区长江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Section A 1a—2d 邬濛璇 湖州市浔溪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Section B 2a—2c 白莉 银川市中关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Section A 1a—2d 陈肖华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Section B 3a—3c Self check朱煦 贺兰县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2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Section A 1a—2d 魏芹 山东省菏泽市实验中学 山东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2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Section B 2a—2c 石瑜 杭州市江城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Section B 2a—2c 马璐 西夏区芦花学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王娅婷 沈阳市清乐围棋学校 辽宁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Section B 1a—1e 张培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Don’t eat in class.->Section A 1a—2d 伍秀良 泾源县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Section B 2a—2c 王佳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m watching TV.->Section B 2a—2c 卜令梅 长沙市一中岳麓中学 湖南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It’s raining!->Section A 1a—2d 唐艳荣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Section A 1a—2d 陈欣怡 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 福建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李佳丽 宁波国家高新区信懋中学 浙江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Section A 1a—2d 宋爽 什邡市方亭慈济初级中学 四川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Section B 2a—2c 林宁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初中英语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刘艳红 冷水江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写作：学写传记 孙俊 新乡市第十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6 藤野先生 齐欣茹 高阳县宏润中学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7 回忆我的母亲 千泽阳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8*列夫•托尔斯泰 马清清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9*美丽的颜色 马爽 贺兰县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3 《孟子》三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朱芯苇 沈阳市第七中学沈北分校 辽宁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4 愚公移山 颜晓曦 长沙市南雅中学 湖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5*周亚夫军细柳 刘文静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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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6 诗词五首（《饮酒（其五）》等五首） 史晶晶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名著导读：《红星照耀中国》纪实作品的阅读 黄煜仪 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写作：学习描写景物 陈思宁 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中学 天津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0 三峡 郭得勤 深圳市宝安区上寮学校（宝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1 短文二篇（《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刘琼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2*与朱元思书 李万凯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二中学 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写作：语言要连贯 何璐 沈阳市杏坛中学 辽宁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4 背影 张有健 大姚县第一中学 云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7*昆明的雨 王天财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口语交际：复述与转述 李安生 上海市嘉定区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名著导读：《昆虫记》科普作品的阅读 戴杨钒 永康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18 中国石拱桥 陈集泓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20*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金怡 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初级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22*梦回繁华 田昕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二 新闻采访 冯晓彦 文来初中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新闻写作 赵丽芸 上海市马桥强恕学校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新闻阅读->1 消息二则 欧丽娜 周南梅溪湖中学 湖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新闻阅读->3 “飞天”凌空——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郑俊丽 偃师市槐新街道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新闻阅读->5 国行公祭，为佑世界和平周如玉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7*大雁归来 郭楠 吴忠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8*时间的脚印 王汉雷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写作：学写故事 张海荣 闽侯县上街镇实验学校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23*马说 李继 宁波市江北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24 唐诗三首->卖炭翁 华茹燕 宁波市江北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24 唐诗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张倩倩 郑州市第四十七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24 唐诗三首->石壕吏 李诺亚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10 小石潭记 王以新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12 《诗经》二首（《关雎》《蒹葭》） 成文惠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二 撰写演讲稿 张旭文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福建省

第 57 页



学科 版本 年级册 章节 作者 学校 省份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演讲词->15 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李颖颖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写作：学写游记 李楠楠 大峪镇第二初级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阅读->17 壶口瀑布 许梅 重庆市珊瑚初级中学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阅读->17 壶口瀑布 陈乾 新乡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阅读->18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 黄超瑜 厦门市槟榔中学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阅读->19*登勃朗峰 马添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阅读->20*一滴水经过丽江 黄清秀 杭州市钱塘区景苑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写作：学习仿写 王乃红 安图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1 社戏 任逸枝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4*灯笼 李保洋 南昌市第五中学 江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7 敬业与乐业 黄欣 宁波市兴宁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8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杨晓利 偃师市市直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综合性学习：君子自强不息 杨敏雅 宁海县前童镇初级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名著导读:《水浒传》古典小说的阅读 张星南 重庆市两江巴蜀初级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3 范进中举 张金燕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 山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3 范进中举 苏展 娄山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1 岳阳楼记 朱龙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民办闵行外国语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3*湖心亭看雪 范亚雯 饶阳县弘毅学校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4 诗词三首（《行路难（其一）》等三首） 张芳艳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5 故乡 苏展 娄山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6 我的叔叔于勒 邓孟燕 闵行区莘松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综合性学习：走进小说天地 季红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19 怀疑与学问 戚衍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名著导读：《艾青诗选》如何读诗 姚婧媛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二 诗歌朗诵 付廷姿 祁阳市下马渡镇中学 湖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尝试创作 王静贤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初中部）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尝试创作 李培贤 广州市豪贤中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3 我爱这土地 李伟亚 无极县实验学校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4 乡愁 董骥 桑珠孜区第二中学 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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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6 我看 徐星辉 金昌市第七中学 甘肃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写作：审题立意 张中影 应城市杨岭镇初级中学 湖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5 孔乙己 张金晶 重庆市南坪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6 变色龙 黄炜瑾 杭州市惠兴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7*溜索 郁寅寅 上海市延安实验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8*蒲柳人家(节选) 郁寅寅 上海市延安实验初级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名著导读：《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张俊 九亭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写作：有创意地表达 孙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10*唐雎不辱使命 杨怡萍 仙居县安洲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11 送东阳马生序 张育红 129团五五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阅读->14 山水画的意境 张蕾 临泉县第五中学 安徽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阅读->16*驱遣我们的想象 张萌 杭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阅读与思考->19 枣儿 施媛媛 上海市三新学校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秦超君 安阳市殷都实验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2*梅岭三章 周如珍 义乌市稠州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3*短诗五首（《月夜》等五首） 高正星 浙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写作：学会记事 苏燕威 大同市第十八中学 山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5 秋天的怀念 陈钢 余姚市姚江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6 散步 陈雪儿 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8《世说新语》二则 李艳玲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综合性学习：有朋自远方来 李玲 兴国县将军中学 江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秋词（其一）》等四首） 孙蔚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晋中学校 山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名著导读:《西游记》精读和跳读 江南 抚顺市第二十七中学 辽宁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写作：发挥联想和想象 刘艳婷 韶关市第八中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0 天上的街市 徐萍 平湖市行知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综合性学习：文学部落 李琳 天津市五十中学 天津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峨眉山月歌》等四首） 李丽芬 平定县岩会初级中学校 山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名著导读：《朝花夕拾》消除与经典的隔膜 陈艳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天顶校区) 湖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写作：写人要抓住特点 朱小云 温州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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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0* 再塑生命的人 陈潇潇 建平实验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11 《论语》十二章 彭晓 进才中学北校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赵婷婷 天津市第二新华中学 天津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3 植树的牧羊人 李冰玉 上海市三门中学 上海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4*走一步，再走一步 刘相龙 梅河口市外国语学校 吉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15 诫子书 张强 成都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综合性学习：少年正是读书时 梁晓娟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写作：如何突出中心 刘琴 萍乡市第六中学 江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16 猫 杨艳 银川市第三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17*动物笑谈 陈文雅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18 狼 张晶 南昌市江铃学校 江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写作：热爱生活，热爱写作 刘珍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江苏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阅读-> 2 济南的冬天 宿传勤 历城区初级实验中学 山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阅读->3*雨的四季 冯杰 满洲里市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写作:学习抒情 刘红玲 雄县昝岗镇中学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阅读->5 黄河颂 王娟侠 永济市逸夫初级中学校 山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阅读->6 老山界 杨丹 辛集市张古庄镇中学 河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阅读->7 谁是最可爱的人 刘瑾 吴忠市第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阅读->8*土地的誓言 刘真 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阅读->9 木兰诗 蒋利川 重庆市铜梁实验中学校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综合性学习：天下国家 吴世翠 巫山县骡坪初级中学 重庆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泊秦淮》等四首） 王雪红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阅读->22 伟大的悲剧 石艳峥 邹平一中初中部 山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阅读->23 太空一日 张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海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阅读->24*带上她的眼睛 骆洋洋  绍兴市柯桥区鲁迅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阅读->25 河中石兽 杨杨 东北师大附属中学新城学校（市第二十六中学） 吉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写作：抓住细节 刘明 定海区第三中学 浙江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阅读->10 阿长与《山海经》 黄琼 河源碧桂园学校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阅读->13 卖油翁 傅倩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中学附属明志初级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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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写作：怎样选材 李辉 聊城文轩中学 山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阅读->15 驿路梨花 吴佳敏 厦门市华侨中学 福建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阅读->16*最苦与最乐 刁淑艳 大连市第三十四中学 辽宁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阅读->17 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 谭红 桂林市第十二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阅读->18 紫藤萝瀑布 杨增强 林州市第九中学 河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阅读->19*一棵小桃树 刘宇晗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 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阅读->20*外国诗两首 于涛 抚顺市第十五中学 辽宁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阅读->21 古代诗歌五首（《登幽州台歌》等五首） 王丽静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中学 吉林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阅读->1 邓稼先 成晓钧 左权县第二中学校 山西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阅读->3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李子茹 珠海市文园中学 广东省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统编）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阅读->4 孙权劝学 罗征平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二章 乡村和城镇->第二节 城镇化 杜亚萍 拉萨中学 西藏自治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第三节 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陈曦 厦门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第一节 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刘楠楠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四章 交通运输布局与区域发展->第二节 交通运输布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王宏艳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 湖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四章 交通运输布局与区域发展->第一节 区域发展对交通运输布局的影响袁野 铁岭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一章 人口->第三节 人口容量 孔晶 吴忠市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第二节 大气受热过程和大气运动 孙婷婷 延边第二中学 吉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六章 自然灾害->第二节 地质灾害 张蕾 江苏省江阴长泾中学 江苏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第一节 水循环 邢莹莹 陕西省西安中学 陕西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问题研究 能否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缺问题秦燕 瓦房店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地貌->第二节 地貌的观察 陈柯娜 宁波市第三中学 浙江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地貌->问题研究 如何提升我国西南喀斯特峰丛山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王丽 莆田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第一节 植被 唐泰清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第二节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付延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第三节 地球的历史 吴敏 黄山市屯溪第一中学 安徽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第一节 地球的宇宙环境 胡望舒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问题研究  火星基地应该是什么样子 马雪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湖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第三节 河流地貌的发育 孙乐平 双峰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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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第一节 塑造地表形态的力量 李琳 新乡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问题研究 崇明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陈艳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三章 大气的运动->第一节 常见天气系统 韩勇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湖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三章 大气的运动->问题研究 阿联酋“造山引雨”是否可行 黄衎 重庆市江津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四章 水的运动->第二节 洋流 熊椰 陕西省商洛中学 陕西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四章 水的运动->第三节 海——气相互作用 虞文君 泰河中学 浙江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四章 水的运动->第一节 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 向晓晶 海口市第一中学 海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五章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张延 宁波市北仑中学 浙江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自然地理基础第五章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问题研究 如何看待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引进欧洲冷季型草坪董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区域发展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第一节 区域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 温济勇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重庆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区域发展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问题研究 景德镇还要不要走“世界瓷都”之路朱津如 平顶山市第四中学 河南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区域发展第四章 区域联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第一节 流域内协调发展 张翠 吴忠市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区域发展第一章 区域与区域发展->第一节 多种多样的区域 冯志旭 广东实验中学 广东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第三章 环境安全与国家安全->第二节 环境污染与国家安全 李云静 安徽省蚌埠第一中学 安徽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第三章 环境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是否应该发展核能 朱伟君 江西省九江市第六中学 江西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第四章 保障国家安全的资源、环境战略与行动->第一节 走向生态文明江艳 浙江省奉化中学 浙江省

高中地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服务功能 王娟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第三节 环境保护与绿色化学 吴俊杰 福建师大附中 福建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毛艺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冯少强 九台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全章复习 邹晔 宁波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第二节 乙烯与有机高分子材料 陶杰 福建省长乐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第三节 乙醇与乙酸 刘伟 河北保定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第四节 基本营养物质 李晶 宁波市鄞州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第一节 认识有机化合物 杨媚 湖州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第二节 氮及其化合物 马科芳 嵊州市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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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烨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嘉兴南湖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实验活动4 用化学沉淀法去除粗盐中的杂质离子曾源 重庆市望江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第三节 物质的量 宋玥 浙江省奉化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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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第一节 钠及其化合物 郑琳 东北中山中学 辽宁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全章复习 苏小俸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四川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铁 金属材料->第一节 铁及其化合物 胡婷婷 广东实验中学 广东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铁 金属材料->实验活动2 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邓诗丽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四川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第二节 元素周期律 高源 临沂第一中学 山东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第三节 化学键 王剑英 天津市南仓中学 天津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全章复习 王涛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第三节 氧化还原反应 朱丽丽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第一节 物质的分类及转化 蒋君辉 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吉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绪言 田英琦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第三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 崔珊珊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北京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第四节 化学反应的调控 王莹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率 魏学华 宁夏中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全章复习 戚旭 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第二节 水的电离和溶液的pH 韩春艳 海盐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第三节 盐类的水解 裘杭荣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第四节 沉淀溶解平衡 罗航慧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第一节 电离平衡 李晨 昆明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实验活动2 强酸与强碱的中和滴定尤林颖 宁德市民族中学 福建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二节 电解池 常瑜 大庆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三节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黄彦新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一节 原电池 武瑞光 河南省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一节 原电池 陈兴玲 固原市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全章复习 刘炯明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2020年5月第1版）第一章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第二节 反应热的计算 梁旭东 永宁县永宁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物质结构与性质（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分子结构与性质->第二节 分子的空间结构 张志瑶 南昌市洪都中学 江西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物质结构与性质（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分子结构与性质->第一节 共价键 徐欣娴 永嘉县上塘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物质结构与性质（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晶体结构与性质->第四节 配合物与超分子 韩婷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天津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物质结构与性质（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晶体结构与性质->第一节 物质的聚集状态与晶体的常识 高翠娟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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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二章 烃->第三节 芳香烃 李国辉 抚顺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第三节 醛 酮 吴汝华 绍兴市阳明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第四节 羧酸 羧酸衍生物 刘善超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第一节 卤代烃 张晓宇 浙江省温州中学 浙江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四章 生物大分子->第三节 核酸 唐苏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湖北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五章 合成高分子->第一节 合成高分子的基本方法 宋靖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化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2020年5月第1版）第一章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与研究方法->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黄彬彬 莆田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第24课 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王薇 大连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第25课 人民解放战争刘海伦 普陀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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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沈红萍 宁波市惠贞书院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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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鲲鹏 通化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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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张文久 赤峰二中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第26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毅 上海市张堰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第27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覃丽 香山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20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孙文华 三明市第九中学 福建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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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会娟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徐丽珠 浙江省平阳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11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郭晋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湘江校区） 湖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12课 辽宋夏金元的文化马晓丽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天津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9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戴世锋 广东仲元中学 广东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29课 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张小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江苏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第15课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周萌 浙江省嘉善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第16课 两次鸦片战争 傅武志 西南大学银翔实验中学 重庆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第16课 两次鸦片战争 邓娣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第17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李旭 沈阳市第十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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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郭芳驰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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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姜涵丹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广东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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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丽君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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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茜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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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八单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新变化->第18课 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曹敏 曙光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八单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新变化->第20课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变化刘士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二单元 中古时期的世界->第3课 中古时期的欧洲 任支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 海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二单元 中古时期的世界->第4课 中古时期的亚洲 周佳勇 嘉善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七单元 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与国际秩序的演变->第14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姜珊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三单元 走向整体的世界->第6课 全球航路的开辟 刘晓庆 绍兴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三单元 走向整体的世界->第7课 全球联系的初步建立与世界格局的演变王喜娟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四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8课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 潘凯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四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9课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刘冰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五单元 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10课 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哈艳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五单元 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11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陈小青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一单元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第1课 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郑婉娴 乐清市白象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一单元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第2课 古代世界的帝国与文明的交流薛强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第5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赵进步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怀柔分校 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第6课 西方的文官制度 易海燕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六单元 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第18课 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杨晓萌 聊城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杨睿 上海市七宝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第11课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靳技科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五单元 货币与赋税制度->第15课 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王艳丽 上海市奉贤区致远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一单元 政治制度->第1课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张敏 昆明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一单元 政治制度->第3课 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徐璐瑶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二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第6课 现代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刘琳 河北工业大学附属红桥中学 天津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三单元 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第7课 古代的商业贸易 佘文骅 上海市实验学校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第四单元 村落、城镇与居住环境->第10课 古代的村落、集镇和城市白杨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天津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第2课 新航路开辟后的食物物种交流崔兆艳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 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第3课 现代食物的生产、储备与食品安全李燕 淄博市临淄中学 山东省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三单元 人口迁徙、文化交融与认同->第6课 古代人类的迁徙和区域文化的形成徐宁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三单元 人口迁徙、文化交融与认同->第7课 近代殖民活动和人口的跨地域转移徐宁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四单元 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第9课 古代的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张雅慧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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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四单元 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第9课 古代的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庞丽红 天津市宝坻区第四中学 天津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五单元 战争与文化交锋->第11课 古代战争与地域文化的演变 班晓杰 北京市平谷中学 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五单元 战争与文化交锋->第12课 近代战争与西方文化的扩张 刘艳丽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一单元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1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常宇鑫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二单元 图像之美—— 绘画艺术->主题二 抒情与写意——文人画 林敏 四川省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四川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二单元 图像之美—— 绘画艺术->主题三 现实与理想——西方古典绘画谢倩赟 绍兴市阳明中学 浙江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二单元 图像之美—— 绘画艺术->主题四 超越与延异——西方现代艺术周衡 福建省福州第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六单元 时代之镜——中国现代美术->主题三 初心与使命——时代的美术担当吴华妮 山西省临猗县临晋中学 山西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六单元 时代之镜——中国现代美术->主题一 交流与传承——东西文化碰撞中的艺术嬗变肖正幽 奉化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三单元 匠心之用——雕塑艺术->主题二 体量与力量——雕塑的美感郝婷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四单元 无声之韵——建筑艺术->主题一 实体与虚空——凝固的音乐周彦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五单元 淳朴之情——民间美术->主题二 质朴与率直——浓郁乡情的视觉呈现李竞飞 昆明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五单元 淳朴之情——民间美术->主题一 文化与习俗——从“泥土”中诞生的美周洲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必修 美术鉴赏 第一单元 观看之道——美术鉴赏基础->主题一 素养与情操——美术鉴赏的意义曾希斌 莆田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绘画第二单元 图说家园故事——绘画的主要类别与技巧->第三课 描绘人间温情——怎样刻画人物段超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绘画第二单元 图说家园故事——绘画的主要类别与技巧->第一课 认识多面绘画——绘画的工具与材料姚翀 湖州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绘画第一单元 步入绘画天地——绘画的基本元素与法则->第二课 点线传情——造型元素之点、线、面余丹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四川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绘画第一单元 步入绘画天地——绘画的基本元素与法则->第四课 布局经营——绘画构图基础李晓燕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山西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中国书画第二单元 翰墨情谊——书法的审美与应用->第二课 方正雄浑——隶书匾额式横幅练习与创作刘江楠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中国书画第二单元 翰墨情谊——书法的审美与应用->第四课 顾盼生辉——行书手札练习与创作（附草书练习体验）李青军 临沂第十九中学 山东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中国书画第三单元 澄怀味象——中国画的意蕴与表现->第三课 托物寓情——“君子品格”写意花鸟画创作尹丽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中国书画第三单元 澄怀味象——中国画的意蕴与表现->第四课 林泉高致——“四景山水”山水画创作杨卫华 仙居县城峰中学 浙江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4 设计第二单元 结合传统与时代特征的视觉传达设计->第二课 阅读载体的经典与变革——书籍设计马坤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4 设计第二单元 结合传统与时代特征的视觉传达设计->第三课 宣传与推广的利器——招贴设计朱飞宇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 北京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5 工艺第二单元 传承传统手工艺->第五课 印染工艺——布面上的无限创意吴莉 南昌市实验中学 江西省

高中美术 人美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6 现代媒体艺术第一单元 现代媒体艺术的魅力->第二课 现代媒体艺术的类型和特点何倩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山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1章 走近细胞->第1节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孔德星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山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1章 走近细胞->探究·实践 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几种细胞 钟华 清远市华侨中学 广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3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曹传楠 上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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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第5节 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杨美琳 灵宝市第三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第1节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谭晶晶 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第3节 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李敏 开州区陈家中学 重庆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探究·实践 尝试制作真核细胞的三维结构模型李煦煦 余姚市梦麟中学 浙江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4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第2节 主动运输与胞吞、胞吐 杨旭 无锡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1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二 酶的特性赵新桐 人大附中石景山学校 北京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1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一 酶的作用和本质唐江川 石河子第二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2节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陈云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4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二 光合作用的原理和应用杨希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4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探究·实践 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邓华宁 合阳县合阳中学 陕西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第4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一 捕获光能的色素和结构王娜 吴忠市吴忠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与利用->探究·实践 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刘泽羽 浙江省奉化中学 浙江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第2节 细胞的分化 丁雅荣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第3节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张玉菊 延边第二中学 吉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探究·实践 观察根尖分生区细胞组织细胞的有丝分裂赵亚玲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附录 生物学实验室的基本安全规则 林琳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1章 遗传因子的发现->第2节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二） 朱霞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第2节 基因在染色体上 谷鹏辉 岳阳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第3节 伴性遗传 唐远 广东实验中学 广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3章 基因的本质->第2节 DNA的结构 黄天桃 安富中学 重庆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3章 基因的本质->第3节 DNA的复制 刘博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辽宁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4章 基因的表达->第1节 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张丽丽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5章 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第2节 染色体变异 赵起超 沈阳市第八十三中学 辽宁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6章 生物的进化->第1节 生物有共同祖先的证据 谢岁岁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2章 神经调节->第1节 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郝恒 淄博第四中学 山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2章 神经调节->第2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罗雅楠 银川二十四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2章 神经调节->第5节 人脑的高级功能 杨萌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北京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3章 体液调节->第1节 激素与内分泌系统 杨帆 常德市第六中学 湖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3章 体液调节->第2节 激素调节的过程 林洁 福建省长乐第一中学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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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4章 免疫调节->第1节 免疫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袁清华 息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4章 免疫调节->第2节 特异性免疫 刘子辰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4章 免疫调节->第3节 免疫失调 王月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4章 免疫调节->第4节 免疫学的应用 李玮 株洲市第四中学 湖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第5章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第4节 环境因素参与调节植物的生命活动李华飞 宁波市鄞州区正始中学 浙江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1章 种群及其动态->第1节 种群的数量特征 李金 陕西省西安中学 陕西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1章 种群及其动态->第2节 种群数量的变化 吴世杰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1章 种群及其动态->第3节 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 王文朔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2章 群落及其演替->第3节 群落的演替 庄另都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3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第1节 生态系统的结构 柴娜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天津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3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第2节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焦方超 汕头市金山中学 广东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第3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第5节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赵红梅 河北冀州市中学 河北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生物技术与工程第1章 发酵工程->第2节 微生物的培养技术及应用->探究・实践 土壤中分解尿素的细菌的分离与计数卿旭 天津市南仓中学 天津市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生物技术与工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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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 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生物学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生物技术与工程第3章 基因工程->第1节 重组DNA技术的基本工具 周庆 慈溪赫威斯育才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8.4 空间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毛浙东 宁波市北仑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8.6 空间直线、平面的垂直->8.6.1直线与直线垂直叶华君 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8.6 空间直线、平面的垂直->8.6.3平面与平面垂直杨洁 宁波市鄞州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小结 林慧真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1 随机抽样->9.1.2分层随机抽样 梁婵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2 用样本估计总体->9.2.2总体百分位数的估计 庄夏云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2 用样本估计总体->9.2.2总体百分位数的估计 闫明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2 用样本估计总体->9.2.3总体集中趋势的估计 曹斌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2 用样本估计总体->9.2.4总体离散程度的估计 赵静华 洛阳市第三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9.3 统计案例 公司员工的肥胖情况调查分析 方成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6.1 平面向量的概念 傅秀峰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中学 河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6.2 平面向量的运算->6.2.4向量的数量积秦微微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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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刘佳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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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平面向量加、减运算的坐标表示张维佳 天津市实验中学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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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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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平面向量加、减运算的坐标表示李元芳 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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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平面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王婷 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6.4 平面向量的应用->6.4.1平面几何中的向量方法杨赫梁 天津市第四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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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定理徐志刚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复数->7.1 复数的概念 张波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复数->7.3* 复数的三角表示 杨俊鹏 浙江省宁海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10.1 随机事件与概率->10.1.1有限样本空间与随机事件谭艺茜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湖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10.2 事件的相互独立性 张长贵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10.3 频率与概率 胡海 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 湖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2.1 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 张思卿 大同市第一中学校高中部 山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2.2 基本不等式 袁红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2.2 基本不等式 钱俞君 淄博实验中学 山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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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周晶晶 洛阳市第三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1 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3.1.1函数的概念裔珊珊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1 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3.1.2函数的表示法周海燕 阳泉市第十一中学校 山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2 函数的基本性质 汪浩 垣鑫高级中学 湖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3 幂函数 要雪超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实验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2 指数函数 袁玉娟 大兴安岭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3 对数 孙凤娇 中牟县第四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5 函数的应用（二）->4.5.1函数的零点与方程的解杨会兰 新乡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5 函数的应用（二）->4.5.2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张依 嘉祥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三角函数->5.1 任意角和弧度制 马长苓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三角函数->5.2 三角函数的概念 李彤 商丘市实验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三角函数->5.4 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5.4.1正弦、余弦函数的图象杨捷 天津市第九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三角函数->5.4 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5.4.3正切函数的性质与图象谢怡然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1 集合的概念 林思源 遂溪县第一中学 广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2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周德明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4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黎楚倩 广州市第六中学 广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小结 普晨 玉溪第一中学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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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数学建模 建立函数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魏悦心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数列->4.1 数列的概念 李巍 银川市实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数列->4.2 等差数列->4.2.1等差数列的概念 瞿晓军 浙江省丽水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数列->4.2 等差数列->4.2.2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公式 赵淑贤 新乡市第二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数列->4.3 等比数列->4.3.1等比数列的概念 于贻丹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数列->4.4*数学归纳法 陈荣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中学 重庆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五章 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5.1 导数的概念及其意义->5.1.1变化率问题丛琳 枣庄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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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晨涛 浙江省泰顺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五章 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5.3 导数在研究函数中的应用->5.3.1函数的单调性杨玉婷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六章 计数原理->6.1 分类加法计数原理与分步乘法计数原理->两个计数原理陈盛标 瑞安市第六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六章 计数原理->6.2 排列与组合->6.2.1排列 郭楠 巫山县官渡中学 重庆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六章 计数原理->6.3 二项式定理 张丽娇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七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7.5 正态分布 郭颍南 阜阳市第五中学 安徽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1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任保奎 焦作市第十二中学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2 直线的方程 刘志华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3 直线的交点坐标与距离公式->2.3.2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徐丹丹 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3 直线的交点坐标与距离公式->2.3.3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郭静 沧州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3 直线的交点坐标与距离公式->2.3.4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徐德荣 浙江省浦江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4 圆的方程 李增光 商水县第一高中 河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2.5 直线与圆、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徐岳 乌兰察布市北京八中分校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三章 圆锥曲线的方程->3.2 双曲线 刘爽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天津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三章 圆锥曲线的方程->3.3 抛物线 杨亚琼 贺兰县回民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三章 圆锥曲线的方程->小结 马罗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一章 空间向量与立体几何->1.1 空间向量及其运算 郭梦婷 海宁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一章 空间向量与立体几何->1.2 空间向量基本定理 王明元 嘉兴市秀州中学 浙江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与幂函数->4.5 增长速度的比较 袁夏荣 南昌外国语学校 江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统计与概率->5.1 统计->5.1.3 数据的直观表示 郭佳佳 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七章 三角函数->7.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7.2.4 诱导公式 李晓侠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七章 三角函数->7.3 三角函数的性质与图像->7.3.4 正切函数的性质与图像陈娇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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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四册 第九章 解三角形->9.1 正弦定理与余弦定理->9.1.1 正弦定理 吕小娟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江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四册 第九章 解三角形->9.2 正弦定理与余弦定理的应用 周海浪 南昌市洪都中学 江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四册 第九章 解三角形->本章小结 王瑞群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北京市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四册 第十一章 立体几何初步->11.3 空间中的平行关系->11.3.2 直线与平面平行王丽 辽宁省建昌县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等式与不等式->2.2 不等式->2.2.1 不等式及其性质 王慧娟 文登南海高级中学 山东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3.1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3.1.3 函数的奇偶性 韩超 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1 集合->1.1.1 集合及其表示方法 徐嘉龙 沈阳铁路实验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1.2 常用逻辑用语->1.2.2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许录娇 东北中山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概率与统计->4.1 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4.1.1 条件概率马俊婷 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概率与统计->4.1 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4.1.3 独立性与条件概率的关系张伟 大连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六章 导数及其应用->6.2 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性质->6.2.1 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李劲松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五章 数列->5.3 等比数列->5.3.2 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 胡祝齐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江西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五章 数列->5.4 数列的应用 马天锐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四川省

高中数学 人教B版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平面解析几何->本章小结 郝刚 大连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常妮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韩智宏 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中学 天津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课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 张帅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赵丹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崔宁宁 浙江省温州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徐磊 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演进董丽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探究二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 王锐 临猗县临猗中学 山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探究一 回看走过的路 比较别人的路 远眺前行的路 郑兆莹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2 经济与社会第二单元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第三课 我国的经济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李建兵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四川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2 经济与社会第二单元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第三课 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陈海燕 上海市第二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2 经济与社会第二单元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综合探究  践行社会责任  促进社会进步潘孟辉 浙江省新昌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2 经济与社会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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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炎林 沙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2 经济与社会第一单元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第一课 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晓光 天津市海河中学 天津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张玥 银川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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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四课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程付羚 上海市市东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四课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乔瑞娣 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卢娇 玉环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王小波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山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综合探究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郑炜燕 莆田第四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第八课 法治中国建设->法治社会 刘梦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第九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公正司法董云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 湖北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第九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科学立法张偲玙 华东师大一附中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第九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全民守法郑凌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第七课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芮圆圆 浙江省浦江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综合探究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闫晓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课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王盼星 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课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周蕾瑛 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课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种政治力量张开阳 山西省临猗县临晋中学 山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3 政治与法治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综合探究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黄鹤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价值的创造和实现殷卫霞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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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兰艳 安富中学 重庆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价值与价值观欧阳以芮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人的认识从何而来马丽娟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侯家锋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社会历史的本质李艳阳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社会历史的发展王英鹤 上海市崇明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社会历史的主体于洺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八课 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王悦 上师大附中闵行分校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八课 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修帛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九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阎俊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九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黄元红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四川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七课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刘洋琴 铜梁中学 重庆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七课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徐阳 郑州龙湖一中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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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七课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内涵与功能刘威 天津市木斋中学 天津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物质性江钱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运动的规律性刘萌萌 厦门市第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唐怡莹 上海市延安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一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石洋 上海市延安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一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基本问题胡承裕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陕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第一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追求智慧的学问马菊梅 固原市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4 哲学与文化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综合探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唐怡莹 上海市延安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二单元 世界多极化->第三课 多极化趋势->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苏百泉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二单元 世界多极化->第四课 和平与发展->挑战与应对 邬江萍 南昌市第二中学 江西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三单元 经济全球化->第七课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叶莉 华东师大一附中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三单元 经济全球化->第七课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王孙均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四川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一单元 各具特色的国家->第二课 国家的结构形式->主权统一与政权分层杨飞燕 玉溪第一中学 云南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一单元 各具特色的国家->第一课 国体与政体->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王开尔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1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第一单元 各具特色的国家->第一课 国体与政体->国家是什么 迟凤云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第六课 珍惜婚姻关系->夫妻地位平等 邱路卫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第五课 在和睦家庭中成长->薪火相传有继承耿振军 聊城市水城中学 山东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三单元 就业与创业->第七课 做个明白的劳动者->心中有数上职场周慧敏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解决->第十课 诉讼实现公平正义->依法收集运用证据尹珺 北虹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解决->第十课 诉讼实现公平正义->依法收集运用证据邢海龙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第三课 订约履约 诚信为本->订立合同学问大高明珠 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第四课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权利保障 于法有据翁则人 上海市敬业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第一课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积极维护人身权利朱成顺 上海市控江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第一课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认真对待民事权利与义务徐莉娜 上海市控江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第七课 学会归纳与类比推理->归纳推理及其方法王乐莎 上海市大同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第四课 准确把握概念->明确概念的方法王璐 上海市格致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第五课 正确运用判断->正确运用简单判断周健 上海市格致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第八课 把握辩证分合->辩证思维的含义与特征唐宇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第八课 把握辩证分合->分析与综合及其辩证关系张静帆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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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第九课 理解质量互变->认识质量互变规律施唤 上海市市西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第十课 推动认识发展->体会认识发展的历程管云峰 晋元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四单元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第十二课 创新思维要多路探索->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方法华厦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四单元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第十二课 创新思维要多路探索->逆向思维的含义与作用任连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四单元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综合探究 结合社会实践 勇于开拓创新蔡晓琳 建平中学 上海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第二课 把握逻辑要义->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张成尧 丹东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综合探究 学会科学思维 提升思维品质张志斌 建平中学 上海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二章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二 设计的一般原则->任务一 分析设计的一般原则江博玉 昌江一中 江西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二章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三 设计的一般过程 ->任务一 体验设计的一般过程(上)彭慧敏 长兴县金陵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二章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一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任务一 厘清技术与设计的相互关系陈燕钦 莆田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六章 模型或原型的制作->二 材料的性能与规划 ->任务一 探究材料的性能与应用姜腾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天津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六章 模型或原型的制作->三 工艺的类别与选择 ->任务一 走进工艺世界俞其兴 天津市第二中学 天津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六章 模型或原型的制作->四 制作台灯模型或原型 ->任务一 准备台灯制作材料和工具许锋 杭州市钱塘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三章 发现与明确问题->二 明确问题 ->任务一 明确问题的内容及解决问题受到的限制陈阿平 福建省福安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三章 发现与明确问题->一 发现问题 ->任务一 追溯问题的来源 李德生 北京市昌平区前锋学校 北京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四章 方案的构思及方法->一 设计中的人机关系->任务三 探究实现合理人机关系的方式 王艺融 重庆市南坪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五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二 常见的技术图样 ->任务二 绘制简单形体的正等轴测图丁文静 银川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五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二 常见的技术图样 ->任务一 绘制三视图并标注尺寸谢令时 浙江省泰顺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五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三 计算机辅助设计 ->任务二 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绘制设计图张帆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天津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五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一 设计表现图 ->任务二 绘制设计草图 余露丹 乐清市第三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一章 走进技术世界->三 技术的性质 ->任务二 辨别技术的创新性、复杂性与专利性张先平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1 第一章 走进技术世界->一 技术的发展 ->任务一 追溯技术的历史 郭游淑泓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福建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二单元 流程及其设计->二 流程的设计->任务一 分析流程设计应考虑的基本因素张威明 浙江省新昌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二单元 流程及其设计->一 流程的探析->任务一 感知生活、生产中的流程李晟宇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三单元 系统及其设计->二 系统分析与设计->任务一 探究系统分析的一般过程和基本方法郑兴 宁波市镇海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三单元 系统及其设计->一 系统及其特性->任务二 辨析系统的基本特性傅园家 浙江省奉化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三单元 系统及其设计->一 系统及其特性->任务一 认识系统及其构成刘超 天津市第三中学 天津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四单元 控制及其设计->二 开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任务二 分析开环控制系统工作过程费益明 海宁市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四单元 控制及其设计->三 闭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任务二 辨析反馈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龚晶文 嘉兴市第三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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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四单元 控制及其设计->三 闭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任务一 解析闭环控制系统工作过程鲍建国 嘉善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四单元 控制及其设计->一 控制的方式与应用 ->任务一 理解控制的含义唐华 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17课标版 必修技术与设计2 第一单元 结构及其设计->二、稳固结构的探析 ->任务一 探析结构稳定性殷美玉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山东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3.动能和动能定理 戚鲁威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4.机械能守恒定律 俞红新 浙江工业大学附属德清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圆周运动->1.圆周运动 吴亚梅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圆周运动->2.向心力 李斌 平定县第二中学校 山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圆周运动->4.生活中的圆周运动 杨东燃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1.行星的运动 沈旭东 吴兴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2.万有引力定律 沈蓓迪 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 陕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3.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  马文真 新乡市第十二中学 河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4.宇宙航行 李斌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湖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抛体运动->1.曲线运动 王明辉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抛体运动->3.实验：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陈桂香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抛体运动->4.抛体运动的规律 孙云伟 盂县第三中学校 山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九章 静电场及其应用->3.电场 电场强度    廖国锋 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二章 电能 能量守恒定律->1.电路中的能量转化 苏佳 宁夏育才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二章 电能 能量守恒定律->2.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 张健 唐山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三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初步->1.磁场 磁感线 马钰 同心县同心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三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初步->2.磁感应强度 磁通量 王学菊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三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初步->3.电磁感应现象及应用 林晓琴 福建省宁德市高级中学 福建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一章 电路及其应用->2.导体的电阻 刘万波 浙江省泰顺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一章 电路及其应用->5.实验：练习使用多用电表 刘妍 天津市海河中学 天津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章 静电场中的能量->4.电容器的电容 姜丽丽 大庆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第十章 静电场中的能量->5.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钟志鹏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课题研究 贺葛泉 介休市第十中学 山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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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美 浙江省嘉善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3.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付鹂娟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4.自由落体运动 任栋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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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    ->2.摩擦力 李如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    ->3.牛顿第三定律 李海华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    ->4.力的合成和分解 吴霁 重庆市天星桥中学 重庆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    ->5.共点力的平衡 邵壮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辽宁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运动和力的关系->1.牛顿第一定律 高菲 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运动和力的关系->6.超重和失重 向家艳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1.质点 参考系 张潆尹 宁波效实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2.时间 位移 陈明远 安图县第一中学 吉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4.速度变化快慢的描述——加速度 姜佳妮 岳阳县第三中学 湖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二章 电磁感应->1.楞次定律 张振 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二章 电磁感应->3.涡流、电磁阻尼和电磁驱动 崔晓敏 江西省南城一中 江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三章 交变电流->3.变压器 石金海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三章 交变电流->4.电能的输送 王春梅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五章 传感器->1.认识传感器 李菲 南昌市第三中学 江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一章 安培力与洛伦兹力->2.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 赵博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三册第五章 原子核->5.“基本”粒子 沈建伟 河北工业大学附属红桥中学 天津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二章 机械振动->1.简谐运动 车媛丽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二章 机械振动->4.单摆 蒋汶洋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三章 机械波->1.波的形成 蔡辉 广东实验中学 广东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三章 机械波->3.波的反射、折射和衍射 卢妙言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湖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三章 机械波->4.波的干涉 马乃奇 周至中学 陕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三章 机械波->5.多普勒效应 赵筱婷 延边第二中学 吉林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四章 光->2.全反射 张晓蕾 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四章 光->5.光的衍射 朱洪春 菏泽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1.动量 肖华 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2.动量定理 金伟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兰化三中） 甘肃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4.实验：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王丰玉 运城市盐化中学 山西省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5.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 陈伟孟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 第一册第一章 动量守恒定律->6.反冲现象 火箭 杨峰 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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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1 数据、信息与知识->1.1.1 感知数据袁雯雯 宁夏育才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1 数据、信息与知识->1.1.2 认识信息刘书敏 扶沟县县直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1 数据、信息与知识->1.1.3 理解知识周娜新 营口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2 数字化与编码->1.2.2 二进制与数制转换李颖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2 数字化与编码->1.2.3 数据编码 温婷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1章 认识数据与大数据->1.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1.3.2 大数据及其应用殷凤杰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2 算法的概念及描述->2.2.2 描述算法 孟路路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2 算法的概念及描述->2.2.2 描述算法 魏倩 北京市顺义区第二中学 北京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3 程序设计基本知识->2.3.2 常量、变量及表达式田凌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四川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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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结构赵明 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四川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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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选择结构陈利丽 重庆市聚奎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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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循环结构杨丹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4 常见算法的程序实现->2.4.2 基于枚举算法的问题解决李敏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 天津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2章 算法与程序实现->2.4 常见算法的程序实现->2.4.3 算法与程序实现的综合应用余琼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3章 数据处理与应用->3.2 数据采集与整理->3.2.2 数据整理 王娜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4章 走进智能时代->4.1 认识人工智能->4.1.2 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汪迎新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4章 走进智能时代->4.3 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影响->4.3.2 人工智能的影响林卓睿 汕头市第一中学 广东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2 信息系统与社会第2章　信息系统概述->2.1　信息系统的组成与功能->2.1.2　信息系统石馨玉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四川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2 信息系统与社会第3章　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3.1 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与移动终端->3.1.2　计算机与移动终端赵冰心 界首中学 安徽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2 信息系统与社会第3章　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3.2　信息系统中的通信网络->3.2.5　IP 地址林夏吉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必修2 信息系统与社会第4章　信息安全与社会责任 113->4.1　信息安全风险和防范->4.1.3　安全使用信息系统王丹 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 天津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2 网络基础第2章　网络协议、设备与操作->2.1　网络通信基础->2.1.3 IP 地址张舒晨 阜阳市第七高级中学 安徽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数据管理与分析第1章　数据与数据科学->1.1　从数据到数据科学->1.1.1　数据及其价值彭景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湖北省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3 数据管理与分析第2章　需求分析与数据采集->2.1　业务需求与解决方案 杜君毅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天津市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4 人工智能初步第2章　人工智能技术基本原理->2.3　使用决策树进行分类->2.3.2　构造决策树的一般流程谭天民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信息技术 人教中图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4 人工智能初步第2章　人工智能技术基本原理->2.4　使用K-均值算法进行聚类->2.4.1　认识基于距离的聚类田文倩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学 四川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上篇->第二单元 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 杜青馨玥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天津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上篇->第七单元 舞动心弦—舞蹈音乐 曲娜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辽宁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上篇->第四单元 国之瑰宝—京剧 马莹肖 吴忠市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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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上篇->第五单元 诗乐相彰—歌曲艺术 陈思岑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上篇->第一单元 学会聆听 钟若瑜 长沙县第三中学 湖南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八单元 爵士乐掠影 冀浩然 杭州市富阳区实验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单元 新音乐初放 徐颖 桐乡市茅盾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二单元 复调音乐的巡礼 许琦 南昌市实验中学 江西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三单元 古典音乐的殿堂 黄昕霞 海盐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四单元 自由幻想的浪漫乐派 汪俊宇 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1 音乐鉴赏 下篇->第十一单元 光荣与梦想 薛海云 宁海县知恩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2 歌唱 上篇->第一单元 美丽人声 林芳芳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3 演奏 下篇（吉他）->第三单元 初级演奏训练 潘道亮 温州市瓯海区三溪中学 浙江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4 音乐编创 下篇->第七单元 伴奏编配基础 贾嵘彬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福建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5 音乐与舞蹈上篇->第三单元 中国少数民族舞 杨雅词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5 音乐与舞蹈上篇->第四单元 中国古典舞 严婷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江苏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5 音乐与舞蹈下篇->第五单元 芭蕾舞 徐珊 垣曲县中条中学 山西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6 音乐与戏剧上篇->第二单元 中国戏曲常识 张甜甜 垣曲县垣曲中学 山西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6 音乐与戏剧下篇->第八单元 外国音乐剧 刘莎 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省

高中音乐 人音2017课标版 必修6 音乐与戏剧下篇->第五单元 中国歌剧 王晓蕾 运城市新康国际实验学校 山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1 CULTURAL HERITAGE->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费丹丽 海盐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1 CULTURAL HERITAGE->2.Reading and Thinking 谢芷希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1 CULTURAL HERITAGE->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程如怡 海宁市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屠艳宁 宁波效实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2.Reading and Thinking 何涵静 莆田第五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5.Reading for Writing 李文莲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重庆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8.*Video Time 赵博 永州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3 THE INTERNET->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涂正东 宁波市镇海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3 THE INTERNET->2.Reading and Thinking 周思臾 宁波市镇海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3 THE INTERNET->5.Reading for Writing 徐航 宁波市北仑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4 HISTORY AND TRADITIONS->5.Reading for Writing 佟晓庆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5 MUSIC->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汪婷 重庆市兼善中学校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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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5 MUSIC->2.Reading and Thinking 高宛欣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5 MUSIC->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刘畅 湖北省天门中学 湖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1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张之娴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1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2.Reading and Thinking 王嘉琪 浙江省舟山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1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5.Reading for Writing 刘小凯 赤峰二中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1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8.＊Video Time 冯婷婷 武汉市建港中学 湖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2 MORALS AND VIRTUES->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张艳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2 MORALS AND VIRTUES->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谭莉娟 綦江区南州中学 重庆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2 MORALS AND VIRTUES->5.Reading for Writing 谭茜 中山市华侨中学 广东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2 MORALS AND VIRTUES->7.＊Project 刘佳 重庆市江津第二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4 SPACE EXPLORATION->2.Reading and Thinking 涂勇红 南昌外国语学校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4 SPACE EXPLORATION->5.Reading for Writing 陆旻 杭州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三册 UNIT 5 THE VALUE OF MONEY->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孔娜娜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1 TEENAGE LIFE->2.Reading and Thinking 王宏瑜 中山市第一中学 广东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1 TEENAGE LIFE->5.Reading for Writing 侯盛欣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1 TEENAGE LIFE->8.*Video Time 周敏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2.Reading and Thinking 耿瑞华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舒心怡 景德镇二中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5.Reading for Writing 熊姿 南昌市第二中学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葛丹丹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2.Reading and Thinking 李现宝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齐小健 保定市第七中学 河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5.Reading for Writing 曾琳琳 西南大学银翔实验中学 重庆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1.Opening Page & Listening and Speaking（Pronunciation)叶洁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2.Reading and Thinking 马雨欣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占琴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4.Listening and Talking 杨琴琴 云南民族中学 云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5.Reading for Writing 蔡倩倩 温州市洞头区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2.Reading and Thinking 蔡丽丽 浙江省温州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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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3.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方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5.Reading for Writing 池翔珠 瑞安市塘下中学 浙江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UNIT 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6.Assessing Your Progress韩佳宏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必修第一册 WELCOME UNIT->2.Reading and Thinking 李琳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1 SCIENCE AND SCIENTISTS->4.Using Language(1): Listening and speaking李玲 电白区电海中学 广东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2 BRIDGING CULTURES->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张正斌 昆明市第八中学 云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3 FOOD AND CULTURE->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张敏 吴忠市吴忠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3 FOOD AND CULTURE->3.Learning About Language (2): Structures于阳红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4 JOURNEY ACROSS A VAST LAND->3.Learning About Language (2): Structures宋巧宁 唐徕回民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4 JOURNEY ACROSS A VAST LAND->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莫淑娟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广东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UNIT 5 FIRST AID->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 黄慧莲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1 ART->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唐思峰 南昌市第二中学 江西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李传明 北京市育英学校 北京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刘月 银川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4 ADVERSITY AND COURAGE->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郑丽玉 莆田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5 POEMS->4.Using Language(1):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肖荣 湘乡市东山学校 湖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UNIT 5 POEMS->8.＊Video Time 陈冲 银川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四册UNIT 1 SCIENCE FICTION->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王薇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街校区 四川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四册UNIT 2 ICONIC ATTRACTIONS->7.*Project 王希妮 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四册UNIT 3 SEA EXPLORATION->8.*Video Time 陈巧真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四册UNIT 4 SHARING->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 郭刚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四川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1 PEOPLE OF ACHIEVEMENT->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张梦琳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1 PEOPLE OF ACHIEVEMENT->2.Learning About Language (1): Vocabulary黄小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1 PEOPLE OF ACHIEVEMENT->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方小青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2 LOOKING INTO THE FUTURE->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唐杨杨 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2 LOOKING INTO THE FUTURE->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刘阳 湖北省天门实验高级中学 湖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3 FASCINATING PARKS->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陈刘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3 FASCINATING PARKS->5.Using Language(2): Reading and Writing张芳 昆明市官渡区第一中学 云南省

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5 WORKING THE LAND->1.Opening Page & Reading and Thinking梁霞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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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 人教2017课标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UNIT 5 WORKING THE LAND->4.Using Language(1): Listening and speaking梁晓敏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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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八单元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学习活动->一 丰富词语积累 陈萍 福建省仙游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4课->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牛卉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4课->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张艳玲 重庆市第八中学 重庆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5课->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胡文君 宁德市民族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6课->插秧歌 李涓涓 重庆市巫山大昌中学校 重庆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6课->芣苢 刘大为 文成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六单元 ->单元学习任务 林丽洁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六单元 ->第10课->*师说 李远攀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四川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六单元 ->第11课->反对党八股（节选） 昂俞暄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六单元 ->第12课->拿来主义 丁雅蕾 岳阳市云溪区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七单元 ->单元学习任务 王伟 南阳市第二中学校 河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七单元 ->第14课->故都的秋 成龙 华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七单元 ->第15课->我与地坛（节选） 王鲁新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北京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七单元 ->第16课->*登泰山记 王倩 河北安国中学 河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七单元 ->第16课->赤壁赋 周琦 上海市七宝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单元学习任务 郝好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天津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7课->*归园田居（其一） 丁冬国 吴忠市高级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8课->*琵琶行并序 申龙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8课->登高 张海玲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8课->梦游天姥吟留别 程玉玲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9课-> *声声慢（寻寻觅觅） 吕海英 河北涿州中学 河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9课-> *声声慢（寻寻觅觅） 何莹莹 莆田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9课->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聂云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河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9课->念奴娇·赤壁怀古 吴玲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重庆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学习活动->二 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 王晓羽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学习活动->三 参与家乡文化建设 李菲 兴国中学 江西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学习活动->一 记录家乡的人和物 曹宏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中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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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交流分享 杨漪沁 上海市中国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乡土中国》阅读指导 刘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实验中学 天津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1课->沁园春·长沙 万涛 曙光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2课->*峨日朵雪峰之侧 宋士广 上海市大同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2课->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王大奎 营口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3课->*哦，香雪 李圣宇 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3课->百合花 王美霞 上海市奉贤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上册 古诗词诵读（《静女》等四首） 贺梦佳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八单元->第15课->*答司马谏议书 孙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八单元->第16课->*六国论 张慧腾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八单元->第16课->阿房宫赋 余倩雯 厦门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第4课->窦娥冤（节选） 杨迅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第5课->雷雨（节选） 顾文年 安吉县高级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第6课->*哈姆雷特（节选） 罗斯涵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第12课->祝福 陈玮玮 浙江省缙云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第13课->*装在套子里的人 杨德慧 兰州五十九中 甘肃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第14课->*变形记（节选） 吴婷婷 浙江省泰顺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第14课->促织 周建华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分段落深入研读与讨论交流（三）刘薇薇 兵团第二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分段落深入研读与讨论交流（一）王艳群 南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红楼梦》->交流分享 何兰香 抚顺市第十二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7课->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马茜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8课->*中国建筑的特征 董晓蕾 上海市向明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9课->说“木叶” 刘洪涛 松山区红旗中学松山分校 内蒙古自治区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四单元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学习活动->二 善用多媒介 田秦秦 曹杨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四单元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学习活动->三 辨识媒介信息 黄邵震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江苏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四单元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学习活动->一 认识多媒介 戚圆圆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五单元->第10课->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欧阳凯 慈溪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五单元->第11课->*与妻书 王霄怡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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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单元学习任务 严雨清 宁波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1课->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顾燕文 上海市亭林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必修下册 古诗词诵读（《登岳阳楼》等四首） 杨丽 重庆市合川龙市中学 重庆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单元研习任务 肖蔓菲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5课->*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俞超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5课->《论语》十二章 李淑艳 云南民族中学 云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5课->大学之道 何可 浙江省义乌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6课->*五石之瓠 吴倩倩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6课->《老子》四章 高建春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二单元->第7课->*兼爱 谢欣宜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河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单元研习任务 马雪梅 昆明市官渡区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星耀学校 云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10课->老人与海（节选） 张翔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11课->*百年孤独（节选） 战嘉欣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8课->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丁鸣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第9课->复活（节选） 李琳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逻辑的力量->学习活动->二 运用有效的推理形式 颜琼 沅江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逻辑的力量->学习活动->三 采用合理的论证方法 张洁慧 绍兴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逻辑的力量->学习活动->一 发现潜藏的逻辑谬误 张合金 北京市延庆区第二中学 北京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2课->*大战中的插曲 谢桂萍 潮州市高级中学 广东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3课->别了，“不列颠尼亚” 王觉人 浙江省萧山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第4课->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邢洁 天津市实验中学 天津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上册 古诗词诵读（《无衣》等四首） 郑灵灵 莆田擢英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第5课->*边城（节选） 赵彩玲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第6课->大堰河——我的保姆 严丽雯 弋阳县第一中学 江西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单元研习任务 黄丽华 沙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10课->归去来兮辞并序 李霞 台州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11课->*种树郭橐驼传 王思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12课->*石钟山记 王思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三单元->第9课->*项脊轩志 钟明 上海市闵行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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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1课->氓 吴岚 川沙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2课->*孔雀东南飞并序 綦琪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中学 山东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3课->*蜀相 查晨婷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4课->*望海潮（东南形胜） 周燕 银川市第九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一单元->第4课->*扬州慢（淮左名都） 王群 福建省长乐第一中学 福建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第6课->*为了忘却的记念 张捷 上海市实验学校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第8课->*小二黑结婚（节选） 段锐 上海市亭林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第8课->荷花淀 韩煜韬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三单元->第11课->*五代史伶官传序 吴颖芳 洋泾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三单元->第9课->屈原列传 王希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四单元->第12课->玩偶之家（节选） 杨颖 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四单元->第13课->*树和天空 黄娟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四单元->第13课->致大海 黄娟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一单元->第2课->改造我们的学习 徐承志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一单元->第4课->*修辞立其诚 范奎 上海市崇明中学 上海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17课标版（统编）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一单元->第5课->人应当坚持正义 范奎 上海市崇明中学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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