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晒课名称 版本 册 节点 教师 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基本政治制度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基本制度--基

本政治制度
陈雯 淮安市清河实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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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玉菁 昆山市第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继承权 苏人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提升法治素养--第9课 合法财产受法律保

护--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继承权
方萍

建湖县城南实验初级

中学城南校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第2站 弘扬法治精神 北师大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3单元 推进政治文明--第6课 建设法治中国--第2

站 弘扬法治精神
胡鹤 高邮市南海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维护秩序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三课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

则--维护秩序
彭雪梅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

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夯实法治基石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四课 建设法治国家--夯实

法治基石
孙青 六合区励志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回望成长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七课 从这里出发--回

望成长
万丽萍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做负责任的人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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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敏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

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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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会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

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生命可以永恒吗
人教五•四学制2011课

标版（部编）

六年级全一册（2018年7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八课 探问生命--生命可以

永恒吗
杨丹 扬州市平山实验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预防犯罪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五课 做守法的公民--预

防犯罪
张露露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

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爱护公共设施 苏人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关注社会法治--第3课 积极服务社会--爱

护公共设施
钟文娟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初

级中学

初中地理 第二节 国际经济合作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第五章 世界的发展差异--第二节 国际经济合作 顾娟 邳州市王杰中学

初中地理 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盆地
鲁教五•四学制2011课

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盆

地
孔庆祥

连云港市东辛农场中

学

初中地理 季风气候显著 粤人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7月

第2版）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季风气候显

著
宋彩萍 丹阳市第八中学

初中地理 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

第2版）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叶旦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 第一节　逐步完善的交通运输网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

第2版）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一节　逐步完善的交通

运输网
张陈晨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级

中学校

初中地理 第三节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3版）

第六章　认识省级区域--第三节　祖国的神圣领土—

—台湾省
张春 无锡市江南中学



初中地理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科普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4月

第1版）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

业
钟施荟

海门市中南东洲国际

学校

初中汉语 7、昆明的雨
人教2006课标版（藏

语）

《初中汉语第2册》七年

级下册（2010年12月第1

版）

课内学习--7、昆明的雨 乐继平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

校

初中化学 基础实验6 粗盐的初步提纯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2版）
第六章 溶解现象--基础实验6 粗盐的初步提纯 韩悦贤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北京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1版）
第13章 化学与社会生活--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胡宗华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

学

初中化学 第2节 金属矿物 铁的冶炼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3版）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第2节 金属矿物 铁的冶

炼
蒋琦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酸的性质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2版）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2节 常见的酸和

碱--酸的性质
李梓喻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第二节 海水“制碱” 鲁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

第1版）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第二节 海水“制碱” 宁书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初中化学 中和反应的产物──盐 沪教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6.常用的金属和盐--6.2盐和肥料--中和反应的产物

──盐
唐建平 金坛区第二中学

初中化学 第1节 什么是有机化合物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2版）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第1节 什么是有机化

合物
田雅娟

镇江市丹徒区三山中

学

初中化学 第1节 能源的综合利用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2版）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第1节 能源的综合利用 韦佳

镇江市丹徒区三山中

学

初中化学 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2版）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3节 几种重要的

盐
张倩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

学校

初中化学 整理与归纳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3版）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整理与归纳 张荣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

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第19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第19课 社会生活的

变迁
曾庆晖

南京市第二十七初级

中学

初中历史 第15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中国历史第二册（2018

年8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周与发展-

-第15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
陈咏 江宁区上元中学

初中历史 第12课 阿拉伯帝国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四单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第12课 阿拉伯帝国 费琪蓉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第9课 辛亥革命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建立--第9

课 辛亥革命
沈美莲 如东县新区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第2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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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力诗 常州市清潭中学

初中历史 第7课 抗击八国联军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第7

课 抗击八国联军
涂苏豫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初中历史 第13课 五四运动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中国历史第三册（2018

年12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命的开始--第13课 五四运动 王为刚 徐州市第十三中学



初中历史 第10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10课 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谢韵 无锡市江南中学

初中历史 第15课 北伐战争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峙--第15课 北伐战争 徐园园 南京市浦口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第5课 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第5

课 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
杨阳 江宁区上元中学

初中历史 第10课 《凡尔赛和约》和《九国公约》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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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佩龙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中历史 第8课 经济体制改革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8课 经济体制

改革
张军 皇塘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第20课 活动课：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第20课 活动课：生

活环境的巨大变化
张文洁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初中历史 第18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

融--第18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周云华 常熟国际学校

初中美术 第5课 仕女·簪花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经典魅力（综合·探索）--第5课 仕女·簪花 陈昇伟 南京市长城中学

初中美术 第2课 营造艺术的情趣和意境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美术是创造性劳动--第2课 营造艺术的情

趣和意境
陈璋月

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

学

初中美术 第9课 历史的画卷——外国历史画、宗教画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世界之旅（欣赏·评述）--第9课 历史的画卷——外

国历史画、宗教画
郝宇龙 金湖县实验初中

初中美术 6.素描 冀美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6.素描 华夏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初中美术 第4课 空间与层次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第4课 空间与层次 童曈 丹阳市导墅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第5课 园林·探幽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经典魅力（综合·探索）--第5课 园林·探幽 吴学兵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民

族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第5课 盛世·汴梁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经典魅力（综合·探索）--第5课 盛世·汴梁 章洪艳 淮安市开明中学

初中美术 第5课 耕牛·战马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月

第1版）
经典魅力（综合·探索）--第5课 耕牛·战马 邹雅琼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第2节 人体的呼吸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1版）

第3单元 生物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第7章 能量

的释放与呼吸--第2节 人体的呼吸
程锐创 无锡市查桥中学

初中生物 第2节 地面上的动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境中生物的多样性　--第11章 地面上的

生物--第2节 地面上的动物
胡于光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初中生物 第1节 生物的遗传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7单元 生命的延续与进化--第22章 生物的遗传和

变异--第1节 生物的遗传
闵海丽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初中生物 第1节 地面上的植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境中生物的多样性　--第11章 地面上的

生物--第1节 地面上的植物
缪丽君 扬中市八桥中学



初中生物 第3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6单元 生命活动的调节和生态系统的稳定--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3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潘芬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第1节 能量的释放和利用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1版）

第3单元 生物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第7章 能量

的释放与呼吸--第1节 能量的释放和利用
潘晴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初中生物 第1节 植物的生殖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7单元 生命的延续与进化--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

发育--第1节 植物的生殖
孙洁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

校

初中生物 第2节 植物的生长发育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7单元 生命的延续与进化--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

发育--第2节 植物的生长发育
邰立媛 徐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初中生物 第2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9单元 保护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家园--第26章

留住碧水蓝天--第2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
徐梦雪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级

中学校

初中生物 第2节 土壤里的微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境中生物的多样性　--第13章 土壤里的

生物--第2节 土壤里的微生物
许明 丹阳市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10.1 分式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0章 分式--10.1 分式 曹丹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

级中学

初中数学 9.5 三角形的中位线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9.5 三角形的中

位线
陈娟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初中数学 5.4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5章 二次函数--5.4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段云

扬州市江都区国际学

校

初中数学 12.3 二次根式的加减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2章 二次根式--12.3 二次根式的加减 范玉山 无锡市堰桥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28.1.3 二次函数y=ax2的图象和性质
人教五•四学制2011课

标版
九年级上册

第28章 二次函数--28.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8.1.3 二次函数y=ax2的图象和性质
顾琰 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中数学 直线与圆的三种位置关系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3版）

第2章 对称图形—圆--2.5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直

线与圆的三种位置关系
胡爱萍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

人学校

初中数学 12.2 二次根式的乘除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2章 二次根式--12.2 二次根式的乘除 胡芬芳 镇江市伯先中学

初中数学 测试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8月

第1版）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测试 吉裕艳 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中数学 10.5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10.5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问题
蒋菲

宿迁市洋河新城实验

学校

初中数学 1.1 一元二次方程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3版）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1.1 一元二次方程 匡莹萍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

学

初中数学 11.1 反比例函数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11.1 反比例函数 李琛

南京市孝陵卫初级中

学

初中数学 6.1 函数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6章 一次函数--6.1 函数 陆丽萍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三边成比例”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6章 图形的相似--6.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三边成比例”
罗尉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

集团清河开明中学



初中数学 5.3 展开与折叠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5.3 展开与折叠 马晓铭

宿迁市宿豫区实验初

级中学

初中数学 因式分解的意义，提公因式法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9.5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意义，提公因式法
潘志道 无锡市后宅中学

初中数学 10.5 分式方程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0章 分式--10.5 分式方程 祁妍硕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初中数学 3.5 去括号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3章 代数式--3.5 去括号 沈静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

学

初中数学 2.8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2.8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石建华

泰州市姜堰区第四中

学

初中数学 9.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九章   反比例函数--9.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

质
司海兰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中

学

初中数学 8.1 确定事件与随机事件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8章 认识概率--8.1 确定事件与随机事件 孙靓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

学

初中数学 8.3 频率与概率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8章 认识概率--8.3 频率与概率 孙晓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初中数学 “SSS”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1章 全等三角形--1.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SSS”
田丹宁 江苏省淮北中学

初中数学 小结与思考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小结与思考 屠冬梅 太仓市新区中学

初中数学 3.1 勾股定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3章 勾股定理--3.1 勾股定理 王东 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5.1 定义与命题 青岛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5.1 定义与命题 王睿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初中数学 7.4 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直方图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7.4 频数分布表和

频数分布直方图
王英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12.1 二次根式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2章 二次根式--12.1 二次根式 温珂红 昆山市第二中学

初中数学 5.2 图形的运动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5.2 图形的运动 肖亮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初中数学 12.3 互逆命题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2章 证明--12.3 互逆命题 徐凡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

区

初中数学 10.4 分式的乘除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0章 分式--10.4 分式的乘除 徐秀峰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10.1 二元一次方程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10.1 二元一次方程 严兴 吴江区同里中学

初中数学 测试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测试 印冬建

如皋市石庄镇初级中

学



初中数学 测试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十五章　分式--测试 余亚明 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中数学 2.6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2.6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 翟晓东 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初中数学 小结与思考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小结与思考 张丽

淮安市启明外国语学

校

初中数学 数学活动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8月

第1版）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数学活动 张雅丽 南通市启秀中学

初中数学 7.3 图形的平移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7.3 图形的平移 周杰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

学

初中数学 11.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11.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朱平 江宁区上元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二 认认真真学几招 华中师大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章 足球--二 认认真真学几招 林宇 无锡市广勤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乒乓球 教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 第三章 技术与运用--乒乓球 刘鹏
靖江市东兴镇中心学

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1、运球 沪教课标版 六年级 基本内容Ⅰ--七、篮球--1、运球 唐国瑞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侧面下手发球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 7、排球--侧面下手发球 吴淦栋 无锡市金星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简单战术配合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 5、足球--简单战术配合 伍书春 金湖吴运铎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运动负荷的自我监测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 1、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运动负荷的自我监测 杨启文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抢截球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 5、足球--抢截球 殷栋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简单战术配合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 5、足球--简单战术配合 张体成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第三节 足球运动 华东师大2001课标版 水平四（七至九年级） 第5章 令人着迷的球类运动--第三节 足球运动 祝利忠 无锡市广丰中学

初中物理 二、液体的压强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和浮力--二、液体的压强 白孝忠 吴江区笠泽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二、速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二、速度 陈发明 仪征市大仪中学

初中物理 一、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一、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陈刚 无锡市江南中学

初中物理 四、运动的相对性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四、运动的相对性 陈平 南通市越江中学



初中物理 一、力 弹力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八章  力--一、力 弹力 董兰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二、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二、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胡峰芳 无锡市新城中学

初中物理 二、滑轮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二、滑轮 黄彦 徐州市东苑中学

初中物理 综合实践活动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综合实践活动 李昕 无锡市钱桥中学

初中物理 一、电能表与电功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3版）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一、电能表与电功 刘东东 扬州市文津中学

初中物理 五、光的反射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三章  光现象--五、光的反射 卢义刚

六合区金牛湖初级中

学

初中物理 一、磁体与磁场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3版）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一、磁体与磁场 徐晓燕 如东县双甸中学

初中物理 一、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一、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徐雪荣 海门市海南中学

初中物理 一、杠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3版）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一、杠杆 杨海兰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初中物理 一、二力平衡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九章  力与运动--一、二力平衡 叶鸣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树人学校

初中物理 四、运动的相对性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

第3版）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四、运动的相对性 赵宏 丹阳市云阳学校

初中物理 四、浮力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和浮力--四、浮力 赵小军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

学

初中物理 二、电磁波及其传播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3版）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二、电磁波及其传播 左薇薇 南通市虹桥二中

初中心理健康教

育
男生女生大不同 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男生女生大不同 蒋丽 镇江市伯先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教

育
亲子与师生交往 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亲子与师生交往 吴海燕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初中音乐 龙的传人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中国龙吟--表现与实践--演唱--龙的传人 陈相吏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

分校

初中音乐 彩云追月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七年级下册（2012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表现与实践--演唱--彩云追月 胡妍 溧阳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赶圩归来啊哩哩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表现与实践--演唱--赶圩归来

啊哩哩
马娇惠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江南好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曲坛音韵--表现与实践--演唱--江南好 钱涛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实验学校



初中音乐 重整河山待后生（京韵大鼓）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曲坛音韵--感受与欣赏--欣赏--重整河山

待后生（京韵大鼓）
秦凝艳 无锡市钱桥中学

初中音乐 音乐体裁
人音2011课标版（简

谱）（吴斌主编）

八年级下册（2014年1月

北京第1版）
音乐小网站--音乐体裁 杨晓云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

校

初中音乐 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片段）（京剧选段）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戏曲百花--表现与实践--演唱--包龙图打

坐开封府（片段）（京剧选段）
虞超洁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初

级中学

初中音乐 杨柳青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表现与实践--演唱--杨柳青 张玉龙 连云港市和安中学

初中英语 Study skills: The suffix -ly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2 School life--Study skills: The suffix -

ly
安宁 六合区新篁学校

初中英语 Integrated skill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2 School life--Integrated skills 毕玉宣 新港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1: Welcome to our school!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Reading 1:

Welcome to our school!
柴绚 丹阳市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Never give up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4 Growing up--Reading 1: Never give up 常万里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

学

初中英语 Grammar: Using as …as & Reflexive pronoun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3 A day out--Grammar: Using as …as &

Reflexive pronouns
陈桂丽 如东县双甸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Abilities--Task: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陈洁 无锡市金星中学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Welcome to the

unit
成明娟 建湖县海南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1: A video about Sunshine Town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Reading 1: A

video about Sunshine Town
池斌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初

级中学

初中英语 Integrated skill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Integrated

skills
丁兰 南京市河西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2: Birds in Zhalong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6 Birdwatching--Reading 2: Birds in

Zhalong
冯敏敏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Welcome to the unit 姜进 东台市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My favourite festival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5 Let's celebrate!--Task: My favourite

festival
郎蓓 丹阳市全州学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Green Switzerland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A green world--Reading 1: Green

Switzerland
刘冰冰

南京市溧水区东庐初

级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1: Halloween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5 Let's celebrate!--Reading 1: Halloween 刘阳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初中英语
Grammar: Personal pronouns (subject and

object form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Grammar:

Personal pronouns (subject and object forms)
卢卫国 金湖吴运铎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Study skills: Organizing your idea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6 Sunshine for all--Study skills:

Organizing your ideas
陆李峰

苏州市吴江区存志外

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2 School life--Welcome to the unit 罗莉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Grammar: It is + (for…/of...) adjective +

to infinitive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6 Sunshine for all--Grammar: It is + (for

…/of...) adjective + to infinitive
骆星彤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

学

初中英语 Study skills: How to read a newspaper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Study skills: How to

read a newspaper
马凌 江阴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Integrated skill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Neighbours--Integrated skills 毛经梅

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

级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Giving a helping hand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6 Sunshine for all--Task: Giving a

helping hand
齐琳 镇江市伯先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1: A trip to the zoo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Finding your way--Reading 1: A trip to

the zoo
沈奋颖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Murder in West Town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Reading 1: Murder in

West Town
沈舒雅 扬州市翠岗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My hometown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Task: My

hometown
孙冬梅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Finding your way--Welcome to the unit 王艾洁 泗洪县姜堰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Grammar: Using a, an and the & Prepositions

of place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Finding your way--Grammar: Using a, an

and the & Prepositions of place
王垒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

人学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2: A trip to the zoo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Finding your way--Reading 2: A trip to

the zoo
王芸芸

如皋市江安镇滨江初

级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Amazing thing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Amazing things--Task: Amazing things 魏琛赟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Study skills: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3 Robots--Study skills: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肖菊 涟水滨河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A poem about season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7 Seasons--Reading 1: A poem about

seasons
肖漪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初中部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A green world--Welcome to the unit 萧慧娴 南通市幸福中学

初中英语 Lesson 6 A School Day 北师大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7月

第1版）
Unit 2 School Life--Lesson 6 A School Day 徐凌昕 南京市聋人学校

初中英语 Task: Colours and mood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2 Colours--Task: Colours and moods 徐文娟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初中英语 Task: My favourite pe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Pets--Task: My favourite pet 徐燕青

连云港市城头初级中

学



初中英语 Task: The person who has influenced me mos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4 Growing up--Task: The person who has

influenced me most
许可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

集团清河开明中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2: Halloween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5 Let's celebrate!--Reading 2: Halloween 许颖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

学校

初中英语 Integrated skill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Integrated

skills
薛星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初中英语 Task: My favourite film star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1 This is me!--Reading 1: Welcome to

Class 1, Grade 7
杨刚

高邮市车逻镇初级中

学

初中英语 Reading 1: A poem about season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7 Seasons--Reading 1: A poem about

seasons
杨舒雯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Grammar: Object clauses introduced by

question words & Giving suggestion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Grammar: Object

clauses introduced by question words & Giving

suggestions

叶茜 常州市丽华中学

初中英语 Integrated skills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 Charity Walk--Integrated skills 张红梅
六合区玉带镇初级中

学

初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7 Shopping--Welcome to the unit 张娟 泰州市明珠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Keeping fit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Reading 1: Keeping

fit
张茜

南京一中明发滨江分

校

初中英语 Reading 1: An earthquake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Reading 1: An

earthquake
张云 南京市中华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More of Alice in Wonderland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6 Outdoor fun--Task: More of Alice in

Wonderland
仲璐璐 连云港市朝阳中学

初中英语 Task: Stress among teenagers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Task: Stress among

teenagers
周敏雅 无锡市东林中学

初中语文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第一单元--阅读--4 古代诗歌四首--闻王昌龄左迁龙

标遥有此寄
蔡丹丹 淮安市开明中学

初中语文 渔家傲•秋思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阅读--12 词四首--渔家傲•秋思 蔡敏 淮安市开明中学

初中语文 送友人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送友人 陈凤娟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6 老山界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第二单元--阅读--6 老山界 陈华君 江阴市璜土中学

初中语文 二十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十一）知人论世读经典--二十

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陈娟 淮安市开明中学

初中语文 二十四 囚绿记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六单元 学会读书（六）读书动笔（自主读写单

元）--二十四 囚绿记
陈晟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

级中学

初中语文 9 老王 河北大学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9 老王 陈晓芸 无锡市钱桥中学



初中语文 6 变色龙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阅读--6 变色龙 陈媛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

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1 沁园春•雪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自主阅读--1 沁园春•
雪

崔林歆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中语文 江城子•密州出猎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阅读--12 词四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戴艳梅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

学

初中语文 十九 桃花源记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五）借助注释学文言--十九 桃

花源记
丁波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匡村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蒹葭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五）借助注释学文言--十六 《

诗经》二首--蒹葭
段婷婷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

学

初中语文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阅读--21 《庄子》二则--庄子与惠子游

于濠梁之上
鄂钰佳

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

校

初中语文 专题 我心中的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专题 我心中的语文 胡翠侠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中

学

初中语文 渡荆门送别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阅读--12 唐诗五首--渡荆门送别 姜安琪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

学

初中语文 二十一 小石潭记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十一）知人论世读经典--二十

一 小石潭记
李兴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

区

初中语文 《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名著导读--《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林菲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

路分校

初中语文 关雎 语文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五单元--15.诗词五首--关雎 刘珍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初中部

初中语文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

五）
马旭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级

中学校

初中语文 写作 把好文章的“舵”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学会读书（七）比较与辨微--写作 把好文

章的“舵”
钱艺林 海门市东洲中学

初中语文 永久的生命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四单元--阅读--15* 散文二篇--永久的生命 时海霞 仪征市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怎样搜集资料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

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怎样搜集资

料
孙刚 六合区棠城学校

初中语文 十六 呼兰河传（节选）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疑为学之始--十六 呼兰河

传（节选）
唐雪梅 泰兴市西城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10、老王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

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10、老王 唐云芳 丹阳市全州学校

初中语文 《水浒传》：古典小说的阅读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六单元--名著导读--《水浒传》：古典小说的阅读 汪洋梅 昆山市张浦中学

初中语文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语文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六单元--19.诗词五首--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

寄之
王红蕾

如东县少年业余体育

学校



初中语文 约客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约客 王璇 宜兴市丁蜀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泊秦淮 语文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17 诗词五首--泊秦淮 王玉华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

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儒林外史》：讽刺作品的阅读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名著导读--《儒林外史》：讽刺作品的阅

读
王跃平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初中语文 13、中国石拱桥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

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13、中国石拱桥 吴美娜 无锡市山明中学

初中语文 写作 巧取角度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六单元 学会读书（六）读书动笔（自主读写单

元）--写作 巧取角度
余蓉 仪征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 3 乡愁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自主阅读--3 乡愁 余耀清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初中语文 任务三 举办演讲比赛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举办演讲比赛 张丹丹 太仓市新区中学

初中语文 布局谋篇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写作--布局谋篇 张素洁 江阴市西石桥中学

初中语文 学写游记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五单元--写作--学写游记 张有金 浦口区大桥中学

初中语文 《骆驼祥子》：旧北京人力车夫的辛酸故事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

标版
七年级下册

名著导读--《骆驼祥子》：旧北京人力车夫的辛酸故

事
张竹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

校

初中语文 雁门太守行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六单元--阅读--24 诗词五首--雁门太守行 周士干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

中学

初中语文 4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九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自主阅读--4 你是人

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朱橙艳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

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二十三 记承天寺夜游 苏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十一）知人论世读经典--二十

三 记承天寺夜游
朱飞 江阴市长泾第二中学

初中语文 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课外古诗词诵读--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邹修香 金湖县银集中心初中

初中综合实践活

动
5.二维三维的任意变换 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信息技术--5.二维三维的任意变换 秦樱丽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

动
1.探究营养与烹饪 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劳动技术--1.探究营养与烹饪 王黎宏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

校

初中综合实践活

动
2.策划校园文化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2.策划校园文化活动 吴跃 靖江市第五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

动
13.“创客”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劳动技术--13.“创客”空间 钟礼珊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致

远中学

高中地理 水圈的构成 中图课标版 高一（第一册） 第四篇 水环境--专题13 水循环--水圈的构成 储阳华 徐州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一节　地质灾害 鲁教2003课标版 选修五 自然灾害与防治
第二单元 从主要灾种了解自然灾害--第一节　地质

灾害
葛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地理 章节复习与测试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章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章节复习与测试 贺丹君 溧阳市竹箦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一节 流域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长江流

域为例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四单元 区域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流域

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长江流域为例
汪红艳 常州市第二中学

高中地理 第三节 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图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节 通向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杨剑武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 酒中精华──乙醇 沪科课标版 高二下册
12 初识生活中的一些含氧有机化合物--12.1 杜康酿

酒话乙醇--酒中精华──乙醇
陈荣静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中化学 第一单元 糖类 油脂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有机化学基础 专题5 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第一单元 糖类 油脂 仇国政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化学 1、有机化合物的合成 鲁科2003课标版 选修五
第三章 有机合成及其应用　合成高分化合物--1、有

机化合物的合成
丁亚兵 海门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 第二单元 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物质结构与性质
专题2 原子结构与元素的性质--第二单元 元素性质

的递变规律
范永华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 第三单元　含硅矿物与信息材料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3　从矿物到基础材料--第三单元　含硅矿物与

信息材料
庞红梅 南京市宁海中学

高中化学 元素性质递变的周期性 沪科课标版 拓展型课程
1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1.2 元素周期律--元素性

质递变的周期性
徐燕 江苏省启东中学

高中化学 第二单元 提供能量与营养的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与生活
专题2 营养均衡与人体健康--第二单元 提供能量与

营养的食物
杨晓月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

集团淮安市新淮高级

中学

高中历史 第23课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岳麓书社2003课标版 必修三 文明发展历程
第五单元　近现代中国的先进思想--第23课 毛泽东

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巢科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第3课　新土耳其的缔造者凯末尔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评

说

第四单元　亚洲觉醒的先躯--第3课　新土耳其的缔

造者凯末尔
褚金兰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第2课　倒幕运动和明治政府的成立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革

回眸

第八单元　日本明治维新--第2课　倒幕运动和明治

政府的成立
冯卫峰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

学

高中历史 第2课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岳麓书社2003课标版 必修三 文明发展历程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思想与科技--第2课 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
高文燕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2003课标版 必修三
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三 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
管文年 高邮市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 学习与探究三为哥伦布领航 人民2003课标版 必修二 学习与探究三为哥伦布领航 郭敏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第1课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评

说

第四单元　亚洲觉醒的先躯--第1课　中国民主革命

的先行者孙中山
韩强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一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 人民2003课标版
选修四 中外历史人物评

说

专题四 “亚洲觉醒”的先驱--一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的先行者--孙中山（一）
王秦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高

级中学



高中历史 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人民2003课标版
选修四 中外历史人物评

说
专题二 东西方的先哲--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王雄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中历史 第26课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 岳麓书社2003课标版 必修一 政治文明历程
第七单元 复杂多样的当代世界--第26课 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
姚峰 高邮市三垛中学

高中历史 第3课　促进民族大融合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革

回眸

第三单元　北魏孝文帝改革--第3课　促进民族大融

合
袁旦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高中美术
第二课 西方古典艺术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

马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

外国美术鉴赏--第二课 西方古典艺术的发源地——

古希腊、古罗马美术
董巍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南校

高中生物 生命活动的能量“通货”——ATP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四章  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第一节  ATP和酶--生

命活动的能量“通货”——ATP
曹进玲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高中生物 光合作用的过程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四章  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第二节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过程
陈现 江苏省宝应中学

高中生物 从基因到蛋白质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第三节  基因控制蛋白质

的合成--从基因到蛋白质
丁双凤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文昌校区

高中生物 细胞的减数分裂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二章  减数分裂和有性生殖--第一节  减数分裂--

细胞的减数分裂
范春玲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中生物 从基因到蛋白质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第三节  基因控制蛋白质

的合成--从基因到蛋白质
李婷婷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中

学

高中生物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四章  生态系统的稳态--第二节  生态系统的稳态-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李小刚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生物 光合作用的过程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四章  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第二节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过程
梁微 徐州市第五中学

高中生物 细胞的生物膜系统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三章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第二节  细胞的类型和

结构--细胞的生物膜系统
谭英萌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中

学城区校区

高中生物 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应用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三章  遗传和染色体--第一节  基因的分离定律--

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应用
吴寿泽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 全章复习与测试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6章　从杂交育种到基因工程--全章复习与测试 薛丽华 江苏省昆山中学

高中生物 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三章  遗传和染色体--第三节  染色体变异及其应

用--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杨祎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数学 3.4.1 函数与方程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3.4 函数的应

用--3.4.1 函数与方程
毕巧艳 常州市第五中学

高中数学 3.1.2 指数函数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3.1 指数函数

--3.1.2 指数函数
戴梅玲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文昌校区

高中数学 2.1.1 向量的概念及表示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2.1 向量的概念及表示--2.1.1 向

量的概念及表示
樊陈卫 江苏省海门中学

高中数学 4.1.2 极坐标系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

方程
4.1 坐标系--4.1.2 极坐标系 伏全红 江苏省淮安中学



高中数学 1.2.4 平面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1章 立体几何初步--1.2 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

系--1.2.4 平面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解金雷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

高中数学 1.2.2 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1章 立体几何初步--1.2 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

系--1.2.2 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孔亚锋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3.3 幂函数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3.3 幂函数 李保楠 吴江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2.3.3 等比数列的前n项和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2.3 等比数列--2.3.3 等比数列的前n

项和
刘梦琰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中数学 习题2.2（1）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2.2 圆与方程--习题2.2

（1）
孟秋月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高

级中学

高中数学 2.1.1 函数的概念和图象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2章 函数--2.1 函数的概念--2.1.1 函数的概念和

图象
潘梅耘 高邮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2.2.1 圆的方程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2.2 圆与方程--2.2.1 圆

的方程
孙浩 徐州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2.4.1 向量的数量积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2.4 向量的数量积--2.4.1 向量的

数量积
孙静慧 泰州市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 1.1.1 任意角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1.1 任意角、弧度--1.1.1 任意角 汤爱民 盐城市盐阜中学

高中数学 2.2.2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2.2 圆与方程--2.2.2 直

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汪乐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实习作业 解三角形在测量中的应用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1章 解三角形--实习作业 解三角形在测量中的应

用
吴莉娜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1.1.2 弧度制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1.1 任意角、弧度--1.1.2 弧度制 吴玲 高邮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2.1.6 点到直线的距离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2.1 直线与方程--2.1.6

点到直线的距离
吴晓英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3.3.2 均匀随机数的产生 人教A版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三章 概率--3.3 几何概型--3.3.2 均匀随机数的

产生
吴玉章 新沂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习题2.4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2.4 向量的数量积--习题2.4 许四军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二 二阶矩阵与平面向量的乘法 人教A版2003课标版 选修4-2 矩阵与变换
第一讲 线性变换与二阶矩阵--二 二阶矩阵与平面向

量的乘法
杨建萍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中数学 3.2.1 古典概型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3章 概率--3.2 古典概型--3.2.1 古典概型 张静 徐州市第三中学

高中数学 2.1.1 数列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2.1 数列--2.1.1 数列 张居敏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数学 习题2.2（2）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2.2 圆与方程--习题2.2

（2）
张敏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四单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九课 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董红干 盐城市龙冈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单元复习与测试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一单元　生活智慧与时代精神--单元复习与测试 顾慧莉 启东市汇龙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沪教课标版（新）
高二上册（2015年7月第

1版）
第四课 把握联系促进发展--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黄婷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七课 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处理民族关系的原

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陆晔 江苏省高邮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四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十课 新发展

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建设--中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张胜 句容市第三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运球过人 人教课标版（天津） 第二册 七、足球--运球过人 何中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

属高级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体育锻炼让你更受欢迎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
高中体育学生用书（高

一）
第四章：健身交友--体育锻炼让你更受欢迎 石艳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学习远度类跳跃运动 冀教2003课标版 10-12
第九章 跳跃运动--远度类跳跃运动--学习远度类跳

跃运动
宋杰 常州市第五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武术运动 冀教2003课标版 10-12 选修篇--武术运动 杨崇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个人战术 人教2003课标版 人教版（全一册）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1.足球-

-基本战术--个人战术
张洪凯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组合练习一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
高中体育教师用书（高

一）
14.健美运动--组合练习一 张磊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南校

高中体育与健康 击平高球 人教2003课标版 人教版（全一册）
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4.羽毛

球--击球法--击平高球
赵传生 江苏省清浦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一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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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荣远 江苏省赣榆第一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四、组装 地质2003课标版 必修1  技术与设计1
第四章 展示设计成果--第四节 原型与模型的制作--

四、组装
钱一千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1. 磁现象  磁场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1. 磁现象  磁场 黄皓燕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中物理 第03节 分子的热运动 粤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第03节 分子的热运动 潘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高中物理 1. 电荷  电荷守恒定律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1. 电荷  电荷守恒定律 邱辉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

人学校

高中物理 第03节 电场强度 粤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电场--第03节 电场强度 孙勇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中物理 第1节 静电现象及其微观解释 鲁科2003课标版
选修3-1（2011年7月第4

版）
第1章 静电场--第1节 静电现象及其微观解释 唐黎和 常州市第二中学



高中物理 三、固体和液体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2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　内能--三、固体和液体 王立华 江苏省运河中学

高中物理 2　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五章　相对论简介--2　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 吴梦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中物理 第二节 时间 位移 粤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第二节 时间 位移 徐慧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高中物理 2.2探究感应电流的方向 沪科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二章 电磁感应与发电机--2.2探究感应电流的方向 严乾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中物理 6. 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教科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6. 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

间的关系
张贵洲

徐州市铜山区茅村中

学

高中物理 5.5探究洛仑兹力 沪科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五章 磁场与回旋加速器--5.5探究洛仑兹力 赵博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教

育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案例 心理健康教育 10-12年级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案例 周静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

属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3.3.2 确定网络拓扑结构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3.3 网络的规划设计--

3.3.2 确定网络拓扑结构
蔡国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2.3.2 选择结构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1 算法与程序设计
第二章 程序设计ABC--2.3 程序的基本结构--2.3.2

选择结构
姜华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2.1.1 域名的一般知识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
第二章 因特网的组织与管理--2.1 域名与域名的管

理--2.1.1 域名的一般知识
李真

连云港市赣马高级中

学

高中信息技术 1.2.4 机器学习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5 人工智能初步
1. 初识人工智能--1.2 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1.2.4 机器学习
刘晓萍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4.2.3 表格数据加工的多元性 教科2003课标版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4.2　表格信息加工-

-4.2.3 表格数据加工的多元性
张婷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4.3.2 网页制作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
第四章 建立主题网站--4.3 网站实现--4.3.2 网页

制作
赵秋红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4.2.2 信息智能处理的方式 粤教2003课标版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
第四章 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下）--4.2 用智能工具

处理信息--4.2.2 信息智能处理的方式
赵有明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文昌校区

高中信息技术 3.2.1 数据的传输过程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3.2 网络通信的工作原

理--3.2.1 数据的传输过程
周静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音乐 酒歌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7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音乐与民族--一、五十六朵芬芳的花--中

国少数民族音乐--酒歌
刘德伟 扬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音乐 蓝色狂想曲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7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音乐与时代--六、音乐——从印象走向时

代--蓝色狂想曲
沈徐芳子 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音乐 社交舞（慢华尔兹） 人音2003课标版
《音乐与舞蹈》(选修·

18学时·供一学期使用)

（2009年7月第1版）

第八单元 社交舞--跟我学--社交舞（慢华尔兹） 徐梦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中英语
Reading(1)：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our lives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Module VII

Improving our lives

Unit 3 The world online--Reading(1)：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our lives
陈海俊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Task(2): Writing an advertisement: Skills

building 3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

Unit 1 Advertising--Task(2): Writing an

advertisement: Skills building 3
陈虹秀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Home alone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
Unit 2 Growing pains--Reading(1)：Home alone 封云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The curse of the mummy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

Unit 3 Amazing people--Reading(1)：The curse

of the mummy
高琴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

人学校

高中英语 Project(1): Making a booklet on keeping fit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

Unit 3 Looking good, feeling good--Project(1):

Making a booklet on keeping fit
郭修远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英语
Task(2): Telling a story about Father

Christmas: Skills building 3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

Unit 4 Behind beliefs--Task(2): Telling a

story about Father Christmas: Skills building

3

金洁雯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中英语
Reading(1)：Important film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

Unit 4 Films and film events--Reading(1)：

Important film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孔梦 泗洪姜堰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Boy missing, police puzzled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

Unit 1 Tales of the unexplained--Reading(1)：

Boy missing, police puzzled
李娟 海门市四甲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The first underground in the

world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Module VII

Improving our lives

Unit 4 Public transport--Reading(1)：The first

underground in the world
秦玄 江苏省清浦中学

高中英语
Task(1): Writing a review of a book or

story: Skills building 1 and 2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

Unit 1 The written world--Task(1): Writing a

review of a book or story: Skills building 1

and 2

施旖 江阴市青阳中学

高中英语 Welcome to the unit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一 Module XI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unit 1 careers and skills--Welcome to the unit 宋粉云 无锡市立人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English and its history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

Unit 2 Language--Reading(1)：English and its

history
王芳 东台市时堰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2)：Advertisements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
Unit 1 Advertising--Reading(2)：Advertisements 王学梅 盐城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Reading(1)： The perfect copy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

Unit 3 Science versus nature--Reading(1)： The

perfect copy
吴慧琴 宿豫中学

高中英语
Project(1): Making a small book about

unusual pictures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

Unit 3 The world of colours and light--

Project(1): Making a small book about unusual

pictures

吴静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

学

高中英语
Task(2): Finding the recipe for success:

Skills building 3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一 Module XI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unit 3 the secret of success--Task(2): Finding

the recipe for success: Skills building 3
奚亚芳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Grammar and usage(2): Emphasis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

Unit 4 Films and film events--Grammar and

usage(2): Emphasis
徐美玲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Grammar and usage(2): Verb-ed phrases; Verb-

ing and verb-ed used as adjectives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

Unit 3 Science versus nature--Grammar and

usage(2): Verb-ed phrases; Verb-ing and verb-

ed used as adjectives

张洁 徐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Task(1): Writing about development: Skills

building 1 and 2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 Module X

Understanding society

unit 1 building the future--Task(1): Writing

about development: Skills building 1 and 2
赵健 昆山柏庐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月下独酙四首（其一）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豪放飘逸的李白诗--　*月下独酙四首（其一） 曹全吉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高中语文 　*读书杂谈 苏教2003课标版 鲁迅作品选读（选修）
阅读鲁迅（八）——自己做主，说自己的话--　*读

书杂谈
陈红平

南京师范大学灌云附

属中学

高中语文 　魏公子列传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善叙事理 其文疏荡——《史记》的叙事艺术--　魏

公子列传
成芹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今世今生的证据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2014年6月第6

版）

月是故乡明（文本研习）--乡关何处--*今世今生的

证据
董健 江苏省宿迁中学

高中语文 白发的期盼（节选）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2014年6月第5

版）

走进语言现场（活动体验）--*倾听--白发的期盼

（节选）
韩甜甜 新沂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谏太宗十思疏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2014年6月第5

版）

寻觅文言津梁（研习•活动）--因声求气--谏太宗十

思疏
江家华 江苏省清浦中学

高中语文 声声慢 华东师大课标版 高二上册 第六单元--十八 宋词四首--声声慢 蒋霞 盐城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记念刘和珍君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2014年6月第5

版）
直面人生（问题探讨）--真的猛士--记念刘和珍君 李秋华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鲁人2003课标版
《中国古代小说选读》

（选修）（2008年8月第

2版）

第4单元 宏富壮阔的章回小说--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李媛媛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议论文的分析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议论文的分析 乔丽
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

属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诗国余晖中的晚唐诗--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石祥群 邳州市炮车中学

高中语文 滕王阁序并诗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2014年6月第5

版）
心连广宇（问题研讨）--登高能赋--滕王阁序并诗 孙霁蔚 南京市第九中学

高中语文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格高韵远”的北宋词（一）--八声甘州（对潇潇、

暮雨洒江天）
王琛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

学

高中语文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 王璐瑶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中

学城区校区

高中语文 借我一双慧眼——观察、选择、提炼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借我一双慧眼——观察、选择、提炼 王苗苗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氓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2014年6月第5

版）
笔落惊风雨（文本研习）--风骚比兴--氓 王守明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中语文 　寒风吹彻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寒风吹彻 邢双
睢宁县宁海外国语学

校

高中语文 用形象说话——文学写作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用形象说话——文学写作 徐燕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中语文 蜀道难 语文2003课标版
第二册（必修）（2009

年6月第4版）
第二单元 诗的唐朝--4. 李白诗三首--蜀道难 朱琳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

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

动
1.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 综合实践活动 10-12年级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1.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

练
李慈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小学安全教育 当公交车突发伤害事件自护方法 安全教育 1-6年级 当公交车突发伤害事件自护方法 付化生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

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8 装扮我们的教室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 我们的班级--8 装扮我们的教室 梁燕 溧阳市别桥中心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0 我们不乱扔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0 我们不乱扔 马海棠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

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9 小水滴的诉说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9 小水滴的诉说 马玉倩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4 试种一粒籽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4 试种一粒籽 钱晶

扬州市育才小学东区

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11.大家排排队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1.大家排排队 沈丽萍 吴江区教育局教研室

小学道德与法治 10 最美是家乡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们的根在这里--10 最美是家乡 王磊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

青海湖路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9 这些是大家的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9 这些是大家的 吴晓娟 沭阳县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0 家人的爱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10 家人的爱 晏靖 扬州育才实验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16 奖励一下自己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16 奖励一下自己 杨洁

邳州市陈楼镇大顾小

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2 我们小点儿声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12 我们小点儿声 郑丹丹 六合区马鞍中心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2 学做“快乐鸟”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2 学做“快乐鸟” 周霓 东台市第一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2.周末巧安排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日--2.周末巧安排 朱花 常州市平冈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5 健康游戏我常玩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5 健康游戏我常玩 朱慧 海门市东洲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0 清新空气是个宝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0 清新空气是个宝 朱学连

江苏省沭阳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

小学家庭教育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1-6年级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 严翠柏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

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7.电能从哪里来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三 能量--7.电能从哪里来 陈玉宝 盱眙县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11.拧螺丝 苏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4单元 打开工具箱--11.拧螺丝 胡玲莉 南通市五山小学

小学科学 12 轮子的故事 苏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4单元 用双手创造--12 轮子的故事 姜伟杰 丹阳市正则小学



小学科学 1 什么叫机械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单元  神奇的机械--1 什么叫机械 陆新丽 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2 地震 湘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2014年7月第

1版）
第3单元 地表变化的奥秘--2 地震 马晓寅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小学科学 8 生活中的能量 冀人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无处不在的能量--8 生活中的能量 亓兴华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小学科学 5.看月亮 苏教2019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2单元 天空中的星体--5.看月亮 沈宇彤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小学科学 6.做一顶帽子 教科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材料--6.做一顶帽子 王云

宿迁市宿豫张家港实

验小学

小学科学 6 昼夜交替 鄂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地球上的一天--6 昼夜交替 吴京钧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小学科学 8.形状改变了 苏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3单元 用力以后--8.形状改变了 奚梦雅 南京市宇花小学

小学科学 2 玩泥巴 苏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1单元 石头与泥土--2 玩泥巴 杨佳佳 南通市八一小学

小学科学 面对几种不知名矿物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四 岩石和矿物--面对几种不知名矿物 杨梓 宿迁市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4 水是什么样的 苏教2017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2单元 水--4 水是什么样的 周洁 无锡市厚桥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3.观察与比较 教科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我们自己--3.观察与比较 周娟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

小学

小学科学 6.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苏教2020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8年11

月第1版）
磁铁--6.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周旭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11.拧螺丝 苏教2017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4单元 打开工具箱--11.拧螺丝 朱小琴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 第15课　广告和招贴画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5课　广告和招贴画 查鸿飞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第6课　鸟和家禽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6课　鸟和家禽 褚海燕 靖江市城中小学

小学美术 第6课　木版画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6课　木版画 戴彬 镇江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 第8课　水墨园林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8课　水墨园林 高琳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小学美术 第4课 在快乐的节日里
人美2011课标版（常

锐伦、欧京海主编）

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

第1版）
第4课 在快乐的节日里 胡敏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小学美术 第9课　水墨画鸟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9课　水墨画鸟 金波
常州市新北区飞龙实

验小学



小学美术 第10课　我做的图书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0课　我做的图书 陆卫琴 扬州市东关小学

小学美术 2.画中的线条
人美2011课标版（常

锐伦、欧京海主编）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2.画中的线条 马小芹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

学校

小学美术 第17课　实物标识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17课　实物标识 缪灵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小学美术 第8课　鸟的纹样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8课　鸟的纹样 邵平 靖江外国语学校

小学美术 第16课 画味觉、画嗅觉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6课 画味觉、画嗅觉 施玉鑫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 第12课 雄伟的塔
人美课标版（杨永善

主编）
二年级上册 第12课 雄伟的塔 孙惠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

小学校

小学美术 第18课 画触觉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18课 画触觉 王刚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美术 第14课　老师和同学（一）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14课　老师和同学（一） 王海涛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和小学

小学美术 第11课　对比的艺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11课　对比的艺术 王慧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小学美术 第12课　装饰瓶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2课　装饰瓶 王菁 沭阳县南湖小学

小学美术 第16课：有特点的人脸
人美2011课标版（常

锐伦、欧京海主编）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第16课：有特点的人脸 王晓仪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

学

小学美术 第12课　综合版画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2课　综合版画 韦阳广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 第9课　有表情的面具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9课　有表情的面具 谢庆洁
扬州市江都区真武中

心小学

小学美术 第3课　能干的脚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3课　能干的脚 湛娟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 第9课　动物明星（一）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9课　动物明星（一） 张凤华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

学

小学美术 第20课　青铜艺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20课　青铜艺术 张士伟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

验小学

小学美术 第15课　有生命的石头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15课　有生命的石头 朱慧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美术 第19课　渐变的形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9课　渐变的形 朱兼兼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

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8． 怎样到达目的地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与外界的联系--8． 怎样到达目的地 金凤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4 棉队欺负和威胁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03年6月

第1版）
第一单元 我们在一起--4 棉队欺负和威胁 宋梅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校

小学品德与社会 9 中山陵前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走出深重的灾难（上）--9 中山陵前 张雷鸣 连云港市云山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11 塑料与我们的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聪明的消费者--11 塑料与我们的生活 张丽娜 东海县和平路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12 筑起血肉长城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走出深重的灾难（下）--12 筑起血肉长城 朱小培 如皋市如城实验小学

小学书法 5 反文旁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单元二 偏旁（6）--5 反文旁 戴猛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数学 4.练习五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 混合运算--4.练习五 包莉萍 常州市花园小学

小学数学 圆的认识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10  圆--圆的认识 卞光华 连云港市建宁小学

小学数学 14、正比例和反比例（2）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14、正比例和反比例

（2）
曹旭敏 南通市小海小学

小学数学 9、解决问题的策略（2）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9、解决问题的策略

（2）
巢亚美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

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3、可能性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三）统计与概率--3、可能性 陈良 射阳县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 丰收的果园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八 1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丰收的果园 陈霖 如东县掘港小学

小学数学 4.用计算器计算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四 小数加法和减法--4.用计算器计算 陈敏 淮安市淮海路小学

小学数学 3、确定位置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八、确定位置--3、确定位置练习 陈敏 扬中市永胜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4、练习六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六 两、三位数的加法和减法--4、练习六 陈蒨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

学

小学数学 3.十几减8、7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一 20以内的退位减法--3.十几减8、7 陈婷婷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数学 ●制订旅游计划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四）综合与实践--●制订旅游计划 陈玉路 响水县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2、简单的分数乘法实际问题（1）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二 分数乘法--2、简单的分数乘法实际问题（1） 陈煜 启东市紫薇小学

小学数学 7.笔算三位数除以一位数（首位不够除）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四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7.笔算三位数除以一位

数（首位不够除）
陈芝娟 常熟市五爱小学

小学数学 1.平均分（一）：平均分的含义与每几个一份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四 表内除法（一）--1.平均分（一）：平均分的含

义与每几个一份
戴萌 常州市博爱小学



小学数学 二 角的初步认识 西南师大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二 角的初步认识 单亚蓓 南通市竹行小学

小学数学 11、式与方程（1）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11、式与方程（1） 邓晓琴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倍数和因数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9  倍数和因数--倍数和因数 方文东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

验小学

小学数学 3、1～4的乘法口诀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3、1～4的乘法口诀 耿志娟 扬中市油坊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9、相遇问题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运算律--9、相遇问题练习 何艳侠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镇

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6、三位数的加法笔算（连续进位）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六 两、三位数的加法和减法--6、三位数的加法笔算

（连续进位）
胡姜华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小学数学 1、数的世界（1）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九、整理与复习--1、数的世界（1） 胡薇 徐州市玉潭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用假设的策略解决问题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7  解决问题的策略--用假设的策略解决问题 花沐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5.6、5、4、3、2加几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十 20以内的进位加法--5.6、5、4、3、2加几 黄佳敏 海门市新教育小学

小学数学 4、练习十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五 厘米和米--4、练习十 黄洁 徐州市云兴小学

小学数学 3、反比例的意义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正比例和反比例--3、反比例的意义 黄明觉 邳州市运平路小学

小学数学 2、数据的分段整理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四、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一）--2、数据的分段整

理
黄蓉蓉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3、加法运算律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运算律--3、加法运算律练习 霍艳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小

学

小学数学 3.练习六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 年、月、日--3.练习六 纪玉晨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小学数学 4、百分数和分数的相互改写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六 百分数--4、百分数和分数的相互改写 靖桂梅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实

验小学

小学数学 5、分数连乘与相应的实际问题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二 分数乘法--5、分数连乘与相应的实际问题 孔明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13、正比例和反比例（1）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13、正比例和反比例

（1）
孔琰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3.练习八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3.练习八 李芳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小学数学 8、圆锥的体积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圆柱和圆锥--8、圆锥的体积练习 李海红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年月日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2  年、月、日--年月日 李海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9、练习四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四 认识万以内的数--9、练习四 李荣荣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1.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两位数乘两位数--1.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

算
李新 吴江市鲈乡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10.列两、三步计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简易方程--10.列两、三步计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练习
厉薇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数学 9.圆的面积计算及应用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9.圆的面积计算及应用练习 林燕娟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小

学

小学数学 3、练习五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五 分米和毫米--3、练习五 刘翠干

盐城市敬贤路实验小

学

小学数学 1、认识整万数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认识多位数--1、认识整万数 刘婧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小学数学 1、四边形、五边形和六边形的初步认识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二 平行四边形的初步认识--1、四边形、五边形和六

边形的初步认识
刘秋燕 常州市郑陆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用“一一列举”的策略解决问题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6  解决问题的策略--用“一一列举”的策略解决问

题
刘小兵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8.复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8.复习 刘妍慧 常州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2、认识几时几分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二 时、分、秒--2、认识几时几分 刘燕 响水县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9、图形与位置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二）图形与几何--9、图形与位置 卢建刚

常州市新北区罗溪中

心小学

小学数学 一 数一数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一 数一数 陆克荣 扬州市育才小学

小学数学 1、认识计算器及其计算方法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用计算器计算--1、认识计算器及其计算方法 苗二亮

邳州市运河镇索家小

学

小学数学 3、练习十一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六 表内乘法和表内除法（二）--3、练习十一 钱峰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小学数学 5.圆周长公式的应用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5.圆周长公式的应用 秦淼 睢宁县第四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认识面积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9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认识面积 邱思宇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

小学

小学数学 4.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复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十 期末复习--4.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复习 任晓霞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

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信息窗一（面积和面积单位） 青岛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5年1月

第2版）

五、我家买新房子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信

息窗一（面积和面积单位）
芮金芳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小学数学 圆锥和圆锥的体积公式 冀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四 圆柱和圆锥--圆锥--圆锥和圆锥的体积公式 施建国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

校

小学数学 2、简单的单位换算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五 分米和毫米--2、简单的单位换算 施娟 泰州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10.整理与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10.整理与练习 施宇红 南通市小海小学

小学数学 表面积的变化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2  长方体和正方体--表面积的变化 时涛涛 沭阳县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6.练习七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 年、月、日--6.练习七 孙洁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10.得数是9的加法和9减几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2版）
八 1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10.得数是9的加法和9减几 孙懿杨 淮安楚州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小数乘整数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7  小数乘法和除法（一）--小数乘整数 汤朵朵 沭阳县南湖小学

小学数学 2.练习四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二 认识图形（二）--2.练习四 唐艺苓 响水县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3、解决问题策略的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解决问题的策略--3、解决问题策略的练习 唐永玲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数学 7.两位数减整十数、一位数（不退位）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四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7.两位数减整十数

、一位数（不退位）练习
万田丽 淮安小学

小学数学 8、图形的运动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二）图形与几何--8、图形的运动 王平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数学 9、练习七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9、练习七 王平 盐城市日月路小学

小学数学 4、体积和容积的认识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4、体积和容积的认识 闻丹静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第

一小学

小学数学 2.复式折线统计图的认识和应用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 折线统计图--2.复式折线统计图的认识和应用 谢小庆 常州市勤业小学

小学数学 5.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 分数的初步认识（二）--5.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是多少
徐海燕 如皋市安定小学

小学数学 5、四则运算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5、四则运算 徐永军 仪征市龙河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13.复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四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13.复习 许悦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

校

小学数学 10、整理与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10、整理与练习 闫雯雯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

学校

小学数学 2、用计算器探索规律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用计算器计算--2、用计算器探索规律 尹慧 涟水县郑梁梅小学



小学数学 3、稍复杂的分数乘法实际问题（1）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五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3、稍复杂的分数乘法实际问

题（1）
印海修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

学

小学数学 2、正比例图像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正比例和反比例--2、正比例图像 袁守静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4.2、5和3的倍数的特征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 因数和倍数--4.2、5和3的倍数的特征练习 臧海连

如皋市东陈镇东陈小

学

小学数学 7、四则混合运算（2）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一）数与代数--7、四则混合运算

（2）
张纯芬 宜兴市万石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4.分数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运算及应用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 分数加法和减法--4.分数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

运算及应用练习
张伟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

心小学

小学数学 4.认识一个整体的几分之几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 分数的初步认识（二）--4.认识一个整体的几分

之几练习
张迎娣 沭阳县南湖小学

小学数学 3、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四、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一）--3、统计表和条形

统计图练习
张珍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8.求减数的实际问题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四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8.求减数的实际问

题
周海燕 连云港市云山小学

小学数学 10、复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四 认识万以内的数--10、复习 周艳芳 江阴市顾山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2、常见的数量关系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三位数乘两位数--2、常见的数量关系 周月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信息窗二（用角度和距离确定位置） 青岛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5年1月

第2版）

四、走进军营——方向与位置--信息窗二（用角度和

距离确定位置）
朱红伟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

学校

小学数学 7、整理与练习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三位数乘两位数--7、整理与练习 朱向明 邳州市润才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7.根据圆的周长求面积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7.根据圆的周长求面积 朱艳艳

淮安市清江浦实验小

学

小学数学 9.约分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9.约分 庄治新

无锡市新区坊前实验

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23课 小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科学2011课标版 五年级 第二学期--第23课 小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陈忠 扬州市文峰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发展体能练习 人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 发展体能练习 戴玉成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跑活动 冀教2011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 2.运动技能--身体活动方法--跑活动 何敏 扬中市油坊中心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24课 投掷：原地投掷沙包 科学2011课标版 三年级 第一学期--第24课 投掷：原地投掷沙包 黄晓艳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小足球：脚内侧传球 科学2011课标版 三年级 第一学期--小足球：脚内侧传球 李良红 泰州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1、韵律操 沪少课标版 四年级 第二章 身体表现--第二节 韵律--1、韵律操 李玲莉 南京市小营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软式排球 冀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 2.运动技能--球类活动--软式排球 马文玲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

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2、篮球 沪少课标版 五年级 第三章 身体娱乐--第二节 球类活动--2、篮球 毛健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6.爬越80 〜100厘米高的障碍物与游戏 人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
基本身体活动--5．攀登、爬越、平衡与游戏--6.爬

越80 〜100厘米高的障碍物与游戏
芮巧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仙鹤门分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4.单手正对投掷方向持小垒球（小沙包）掷远与游

戏
人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

基本身体活动--4．投掷与游戏--4.单手正对投掷方

向持小垒球（小沙包）掷远与游戏
沈静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

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1课 体育基础知识：保护视力，做眼保健操 科学2011课标版 二年级
第二学期--第1课 体育基础知识：保护视力，做眼保

健操
苏浩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

学王集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5.弓步撩掌 人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 武术--5.弓步撩掌 王浩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

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走：合作走 科学2011课标版 二年级 第一学期--走：合作走 王美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宿迁分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27课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身体各部位的名称

与功能
科学2011课标版 三年级

第一学期--第27课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身体各部

位的名称与功能
王其峰 盱眙县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篮球：行进间运球 科学2011课标版 五年级 第二学期--篮球：行进间运球 王淑艳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二节 小足球 北京2011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7

月第1版）
第四章 球类活动--第二节 小足球 吴知伟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11.发展奔跑能力的练习 人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 基本身体活动--1.跑--11.发展奔跑能力的练习 邢明辉
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

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5、其他球类 沪少课标版 五年级 第三章 身体娱乐--第二节 球类活动--5、其他球类 薛卫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

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21课 武术：小套路 科学2011课标版 四年级 第二学期--第21课 武术：小套路 杨浩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跳跃 冀教2011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 2.运动技能--身体活动方法--跳跃 杨璟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4、跑的游戏 沪少课标版 三年级 第一章 身体活动--第一节 跑--4、跑的游戏 张汉娟 宿迁市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19课 技巧：跪跳起 科学2011课标版 三年级 第二学期--第19课 技巧：跪跳起 张鹏飞 镇江市姚桥中心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5课 技巧：肩肘倒立 科学2011课标版 五年级 第一学期--第5课 技巧：肩肘倒立 张志林 泰州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器械与技巧 冀教2011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 2.运动技能--体操类活动--器械与技巧 赵楠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

中心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2、滚翻组合练习 沪少课标版 五年级 第二章 身体表现--第一节 滚翻--2、滚翻组合练习 周凯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第2课 走和跑：耐久跑 科学2011课标版 四年级 第二学期--第2课 走和跑：耐久跑 周燕
昆山市新镇中心小学

校

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
学习与考试 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学习与考试 陈海燕 如东县马塘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
教师心理健康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教师心理健康活动 李新群 沭阳县胡集实验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
心理健康教育通读 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心理健康教育通读 孙秋静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小学音乐 听：顽皮的小闹钟 幽默曲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听：顽皮的小闹钟 幽默曲 蔡欣颖 镇江市孔家巷小学

小学音乐 唱：田野在召唤 红蜻蜓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田园交响曲--唱：田野在召唤 红蜻蜓 曹静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映山红 司马光砸缸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上册（2014年5月

第1版）
第七单元 爷爷故事多--听：映山红 司马光砸缸 戴玮钰

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

学

小学音乐 听：小星星变奏曲（选段） 愉快的梦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星星点灯--听：小星星变奏曲（选段） 愉

快的梦
丁碧雯

江苏省无锡市梨庄实

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脚铃舞曲 樱花谣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睦邻佳音--听：脚铃舞曲 樱花谣 范爱珍 如皋市如城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朝景 火车向着韶山跑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

第1版）
第六单元 山谷回响--听：朝景 火车向着韶山跑 顾茹玉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

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波兰舞曲 天鹅湖组曲（选段） 跳蚤之歌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

第1版）

第六单元 连绵白桦林--听：波兰舞曲 天鹅湖组曲

（选段） 跳蚤之歌
胡倩雯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

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铃儿响叮当 踏雪寻梅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四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4年5月第1版）
第八单元 铃儿响叮当--唱：铃儿响叮当 踏雪寻梅 华蕾 镇江市解放路小学

小学音乐 唱：爱唱什么歌 萤火虫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夏天的池塘--唱：爱唱什么歌 萤火虫 黄玉萍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小学音乐 唱：报春 春天的小河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春来了--唱：报春 春天的小河 季玉堦 扬州市汶河小学

小学音乐 京调
人教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学戏曲--欣赏--京调 孔丽娜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镇

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动：童谣诵读（拉大锯） 我的编创（捏面人）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一年级上册（2012年7月

第1版）

第六单元 说唱童谣--动：童谣诵读（拉大锯） 我的

编创（捏面人）
李珊珊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左手右手 萤火虫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左手与右手--唱：左手右手 萤火虫 刘云 盐城市崇礼路小学

小学音乐 听：落水天 雷鸣电闪波尔卡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雨中交响--听：落水天 雷鸣电闪波尔卡 孟诗淇 连云港市云山小学



小学音乐 唱：恰利利恰利 开心里个来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开心里个来--唱：恰利利恰利 开心里个来 庞晓颖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小学音乐 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儿童团放哨歌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上册（2014年5月

第1版）

第七单元 爷爷故事多--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儿童团

放哨歌
钱亚萍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小学音乐 唱：我当老师 亚克西巴郎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七单元 “小鬼”当家--唱：我当老师 亚克西巴郎 沙凌楠

宿迁市苏州外国语学

校

小学音乐 听：情系江淮 花鼓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五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六单元 情系江淮--听：情系江淮 花鼓 沈琦 无锡市芦庄第二小学

小学音乐 唱：小小音乐会 乃哟乃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3年11月第1版）
第六单元 巧嘴巴--唱：小小音乐会 乃哟乃 孙宇珺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

学

小学音乐 听：三只小猪 邮递马车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

第1版）
第五单元 劳动乐--听：三只小猪 邮递马车 汤倩云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唱：跳吧！跳吧！ 我的家在日喀则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舞起来--唱：跳吧！跳吧！ 我的家在日喀

则
唐恬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

校

小学音乐 听：小猫的圆舞曲 请你和我跳个舞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美丽的圆--听：小猫的圆舞曲 请你和我跳

个舞
王芬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小学音乐 听：战台风 新疆之春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四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三单元 四季放歌--听：战台风 新疆之春 王晶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

验小学

小学音乐 欣赏　唱脸谱
人教200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下册 四、学戏曲--欣赏　唱脸谱 王琳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

学

小学音乐 唱：铃铛舞 金孔雀轻轻跳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金孔雀轻轻跳--唱：铃铛舞 金孔雀轻轻跳 王琳玥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听：北京喜讯到边寨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六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欢腾的边寨--听：北京喜讯到边寨 有一个

美丽的地方
王旻 溧阳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拔根芦柴花 凤阳花鼓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五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六单元 情系江淮--唱：拔根芦柴花 凤阳花鼓 王小芬 溧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杜鹃 芦笛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唱：杜鹃 芦笛 徐静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拉库卡拉查 鸟儿多美丽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六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动感拉丁舞--唱：拉库卡拉查 鸟儿多美丽 薛静娴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唱：一只鸟仔 斑鸠调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百鸟朝凤--唱：一只鸟仔 斑鸠调 杨梦佳 镇江市丁卯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唱：苏木地伟 什么结籽高又高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六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4年11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欢腾的边寨--唱：苏木地伟 什么结籽高又

高
张红宁 南京市南昌路小学

小学音乐
动：集体舞（跳吧！跳吧！） 律动（我的家在日

喀则）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舞起来--动：集体舞（跳吧！跳吧！） 律

动（我的家在日喀则）
张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北京喜讯到边寨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六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欢腾的边寨--听：北京喜讯到边寨 有一个

美丽的地方
张蕾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

学



小学音乐 唱：春游 绿叶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四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唱游森林--唱：春游 绿叶 张萍 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听：剪彩波尔卡 打字机之歌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开心里个来--听：剪彩波尔卡 打字机之歌 张玮婷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

学

小学音乐 听：老虎磨牙（片段）（打击乐合奏）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版）

第三单元 鼓儿响咚咚--听：老虎磨牙（片段）（打

击乐合奏）
张毅 淮安市淮海路小学

小学音乐
听：我有一双万能的手（领唱与齐唱）劳动最光荣

（童声独唱） 铁匠波尔卡（管弦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版）

第四单元 劳动最光荣--听：我有一双万能的手（领

唱与齐唱）劳动最光荣（童声独唱） 铁匠波尔卡

（管弦乐）

智慧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

小学音乐 唱：快乐的小木匠 勤快人和懒惰人
苏少2011课标版（五

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版）

第四单元 劳动最光荣--唱：快乐的小木匠 勤快人和

懒惰人
朱嘉欣 扬州育才实验学校

小学音乐 听：赶花会 对花
苏少2011课标版（简

谱）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赶花会--听：赶花会 对花 朱江月 海安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5 Seasons--Story time 陈波

连云港市青口中心小

学宁海路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5 Our new home--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陈静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2 A new student--Story time 陈丽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 Unit 7 Would you like a pie?--Story time 陈思思 昆山开发区晨曦小学

小学英语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2 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陈晓蕙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Grammar & Fu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4 Road safety--Grammar & Fun time 邓国卿 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8 How are you?--Story time 高翠萍

扬州市江都区教师进

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8 At Christmas--Story time 葛刘雯 如东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5 Seasons--Fun time&Cartoon time 顾章琴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7 On the farm--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郝慧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

校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8 Chinese New Year--Story time 何曼曼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Fun time&Cartoon time 惠诚诚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小学英语 Lesson 4: The New Baby 典范英语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Lesson 4: The New Baby 吕艳 苏州外国语学校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7 Summer holiday plans--Story time 马恩婷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4 Where's the bird?--Fun time&Cartoon

time
穆林燕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小

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6 What time is it?--Story time 潘书行

建湖县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西校区

小学英语 Lesson 28: A New Dog 典范英语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Lesson 28: A New Dog 裴新秀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Unit Review(6)
外研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桂诗春主

编）

四年级下册（2014年7月

第1版）
Unit 6 A Birthday Party--Unit Review(6) 申慧敏 泰州市海军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Song time & 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8 Our dreams--Sound time,Song time &

Cartoon time
沈惠虹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

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1 The king's new clothes--Story time 沈柳芳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6 An interesting country--Story time 沈琴 仪征市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4 I can play basketball--Fun time&Cartoon

time
石维维

如东县岔河镇岔河小

学

小学英语 Unit 7 On the farm->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Fun time&Cartoon time 孙灿 仪征市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5 Our new home--Story time 陶嘉颖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

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2 Good habits--Story time 田丹 扬中市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4 Hobbies--Story time 王建娟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3 How many?--Story time 王立成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5 Signs--Story time 王秋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第

一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5 A party--Story time 王自庄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小

学

小学英语 Fun time&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7 On the farm--Fun time&Cartoon time 吴红梅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

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6 My e-friend--Story time 徐聂鑫 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Part A & B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Project 1 A holiday album--Part A & B 徐燕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4 Road safety--Story time 许可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2 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Story time 严碧云 镇江市桃花坞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5 Seasons--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杨惠 涟水滨河外国语学校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1 I like dogs--Story time 杨璐 如东县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4 Drawing in the park--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张佳欣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小学英语 Grammar & Fu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7 Protect the Earth--Grammar & Fun time 张洁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

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7 At weekends--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张丽雅

邳州市碾庄镇大宋小

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7 At weekends--Story time 张冉

宿迁市洋河新城中心

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Story time 张砚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2 What a day!--Story time 张媛

雨花外国语小学花神

庙分校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8 We're twins!--Story time 张月菊 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三年级下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张云珠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

第1版）

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周林汐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

验学校

小学英语 Story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5 Helping our parents--Story time 周锐

靖江市城南办事处中

心小学

小学英语
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

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

Unit 6 At the snack bar--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周诗雨

镇江科技新城实验学

校

小学语文 单元拓展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识字--语文园地一--单元拓展 毕荣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写日记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习作：写日记 蔡娟 泰兴市大庆路小学

小学语文 1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1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曹敏 六合区广益小学

小学语文 字词句运用+展示台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四--字词句运用+展示台 曹巧玲

邳州市运河镇索家小

学



小学语文  4 秋天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4 秋天 陈蓓蓓 盱眙县淮河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14 *不会叫的狗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四单元--14 *不会叫的狗 陈琛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

学

小学语文 18 小猴子下山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8 小猴子下山 陈春红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小学语文 11 葡萄沟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11 葡萄沟 陈红芳 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练习5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练习5 陈令骧
高邮市周山镇实验小

学

小学语文 26 灰雀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八单元--26 灰雀 陈悦蕾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

学校

小学语文 4 荷花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4 荷花 仇钰婷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小学语文 5 动物儿歌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识字--5 动物儿歌 戴娟

泰兴市襟江小学教育

集团

小学语文 习作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八组--口语交际·习作八--习作 戴晓娟 泰州市口岸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12 雪地里的小画家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12 雪地里的小画家 丁玲玲

泰兴师范附属小学教

育集团

小学语文 习作3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习作3 杜红梅
邳州市宿羊山镇徐楼

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1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习作1 费洁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语文园地七：书写提示+日积月累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七--语文园地七：书写提示+日积月

累
费新新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小学语文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5 古诗二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冯庐陵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6 朱德的扁担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16 朱德的扁担 付方方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6 变色龙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6 变色龙 甘春艳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绝句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 古诗二首--绝句 高峰 海门市通源小学

小学语文 综合性学习 探索恐龙世界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综合性学习 探索恐龙世界 葛小霞 张家港市塘市小学

小学语文 鸟的天堂 长春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四、动物之美--鸟的天堂 何正康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

校



小学语文 11 赵州桥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11 赵州桥 衡清婷

宝应县安宜镇叶挺桥

小学

小学语文 17 第八次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17 第八次 胡保卫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5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习作5 胡怀珠 淮安市清河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4 田家四季歌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识字--4 田家四季歌 胡洋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

学

小学语文 27 孙中山破陋习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27 孙中山破陋习 黄海霞 淮安市关天培小学

小学语文 26 槐乡五月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6 槐乡五月 季军 泰兴市大庆路小学

小学语文 6 j q x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汉语拼音--6 j q x 季凌茹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28 风筝 冀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08年11

月第1版）
第六单元--28 风筝 季维维 如皋市如城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1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习作1 简中兰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

学

小学语文 10 沙滩上的童话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0 沙滩上的童话 姜欢晓

苏州市吴江区芦墟实

验小学

小学语文 23 纸船和风筝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23 纸船和风筝 蒋丽莉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小学语文 10 二泉映月 冀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8年6月

第2版）
第二单元--10 二泉映月 李翠莲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

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6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习作6 李大玲
连云港市海头中心小

学

小学语文 5 守株待兔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5 守株待兔 李佳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校

小学语文 11 项链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11 项链 李晶晶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5 搭船的鸟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五单元--15 搭船的鸟 李亭亭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宿新市徐公店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4 古诗二首--宿新市徐公店 廖聪颖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

校

小学语文 口语交际：注意说话的语气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课文--口语交际：注意说话的语气 刘晨 江阴市陆桥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1 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11 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 刘程宇 丹阳市荆林学校



小学语文 和大人一起读：妞妞赶牛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四--和大人一起读：妞妞赶牛 刘静思

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

学

小学语文  2 但愿人长久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 但愿人长久 刘文艳 徐州大黄山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语文园地六：我爱阅读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六--语文园地六：我爱阅读 卢敏 睢宁县南门中学

小学语文 综合性学习：中华传统节日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综合性学习：中华传统节日 陆彩萍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

校

小学语文 13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四单元--13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马菊花

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

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4 邓小平爷爷植树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

月第1版）
课文--4 邓小平爷爷植树 缪艳 射阳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8 富饶的西沙群岛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六单元--18 富饶的西沙群岛 潘翠敏 六合区竹程小学

小学语文 练习4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练习4 钱怡心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8 开天辟地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05年12

月第1版）
阅读--课文--8 开天辟地 邱光军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语文 13 精读和略读△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13 精读和略读△ 任艳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29. 肥皂泡 冀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08年12

月第2版）
第六单元--29. 肥皂泡 沙丹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

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七--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沈小萍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八--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沈晓勤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

校

小学语文 登鹳雀楼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课文--8 古诗二首--登鹳雀楼 施安琪

大丰区新丰镇龙堤小

学

小学语文 绝句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5 古诗二首--绝句 宋娜

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

学

小学语文 18 太空生活趣事多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8 太空生活趣事多 孙丽华 高邮市赞化学校

小学语文 6 小露珠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6 小露珠 孙涛 沭阳县孙巷小学

小学语文 20 跟踪台风的卫星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0 跟踪台风的卫星 孙秀华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小学语文 12 夜晚的实验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12 夜晚的实验 汤玉琴 句容市郭庄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饮湖上初晴后雨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六单元--17 古诗三首--饮湖上初晴后雨 唐亚平

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

学

小学语文 5 石榴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5 石榴 陶然 淮安市文津小学

小学语文 练习1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1 陶筱茹 昆山开发区石予小学

小学语文 2 树之歌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

第1版）
识字--2 树之歌 陶颖 带城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我有一个想法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七单元--习作：我有一个想法 田永凤 盱眙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1 我是一只小虫子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1 我是一只小虫子 汪建芳 镇江市解放路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5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习作5 王超虹 盐城市尚庄小学

小学语文 16 秦兵马俑 语文A版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16 秦兵马俑 王芳 沭阳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和大人一起读：小熊住山洞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八--和大人一起读：小熊住山洞 王凤 睢宁县南门中学

小学语文 11 彩虹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1 彩虹 王璐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小学语文 练习6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6 王萍 泰州市凤凰小学

小学语文 7 操场上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识字--7 操场上 王卫芹 泰州市康和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21 青蛙卖泥塘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1 青蛙卖泥塘 王照华

连云港市青口中心小

学青口小学

小学语文 24 火烧云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七单元--24 火烧云 韦韬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语文 19 大象的耳朵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吴迪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3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习作3 吴茜
扬州市东关小学文昌

校区

小学语文 6 半截蜡烛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6 半截蜡烛 吴廷山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小学语文 17 黄果树瀑布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17 黄果树瀑布 武慧婷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小学语文 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课文--语文园地六--字词句运用+日积月累 肖燕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

校



小学语文 22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2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徐磊 邳州市运平路小学

小学语文 22 我不是最弱小的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22 我不是最弱小的 徐芹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乌鸦喝水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十三 手和脑--乌鸦喝水 许可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21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21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尹智慧

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

镇美人泉小学

小学语文 习作3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习作3 占忠慧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

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1 长江之歌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1 长江之歌 张飞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小

学

小学语文 3 荷花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3 荷花 张慧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6 雷雨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6 雷雨 张洁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

学

小学语文 13 荷叶圆圆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一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13 荷叶圆圆 张娟娟 东台市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2 每逢佳节倍思亲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8年6月

第1版）
课文--2 每逢佳节倍思亲 张筠菁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小学语文 三衢道中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1 古诗三首--三衢道中 张莉 扬中市丰裕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9 剪枝的学问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9 剪枝的学问 张娜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实

验小学

小学语文 6 画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

第1版）
识字--6 画 张未红 启东市长江小学

小学语文 2 暖流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2 暖流 张雪梅 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

小学语文 25 赶海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5 赶海 赵云燕 盱眙县淮河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6 秋天的雨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二单元--6 秋天的雨 周红梅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

马林小学

小学语文 6 陶罐和铁罐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6 陶罐和铁罐 周益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语文 读报和剪报（语文综合性学习）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学和做（3）--读报和剪报（语文综合性学习） 周雨晔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

学校

小学语文 25 掌声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三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第八单元--25 掌声 朱卉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

属小学



小学语文 趣味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八组--语文园地八--趣味语文 朱慧 东海县牛山小学

小学语文 练习2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2 朱俊 淮安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4 曹冲称象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上册（2018年7月

第1版）
课文--4 曹冲称象 朱文秀 启东市龚家镇小学

小学语文 22 小毛虫
人教五·四学制2011

课标版（部编）

二年级下册（2018年12

月第1版）
课文--22 小毛虫 朱旭 东台市安丰镇小学

小学语文 单元拓展
人教2011课标版（部

编）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

月第1版）
识字--语文园地五--单元拓展 朱芸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小学自然 找重心 沪科教版 四年级下册 6.重心与稳定性--找重心 石卫新
如东县大豫镇兵房小

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7.生活中的工具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劳动技术--7.生活中的工具 陈晨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11.我是校园小主人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11.我是校园小主人 居莉丹 常州市雕庄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15.带着问题去春游（秋游）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15.带着问题去春游（秋游） 李赛英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3.走进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农业基地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3.走进博物馆、纪念馆、名人

故居、农业基地
郦翔伟 丹阳市陵口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10.数字声音与生活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信息技术--10.数字声音与生活 徐刘志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

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1.学做简单的家常餐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劳动技术--1.学做简单的家常餐 张亮亮 如东县马塘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2.我是校园志愿者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社会服务活动--2.我是校园志愿者 周建强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

5.创建我们自己的“银行”（如阅读、道德、环

保）
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职业体验及其他活动--5.创建我们自己的“银行”

（如阅读、道德、环保）
朱琳 扬中市新坝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