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段 学科 课题 执教教师 单位 指导教师 拟评奖等级
1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小水滴的诉说 陈丽梅 建阳区实验小学 翁娟秋 一
2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安全记心上 陈梅英 光泽县鸾凤中心小学 曾  今 二
3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吃饭有讲究 胡凤辉 南平实验小学 潘林辉 二
4 小学 道德与法治 挑战第一次 范小静 松溪县实验小学 张玉梅 二
5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做学习的主人 江蓥婉 建瓯市建州小学 池长春 三
6 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家的好邻居 黄正盛 邵武市实验小学水北分校 张春木 三
7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学会沟通交流  官  英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江  鹏 三
8 小学 科学  风的成因  程清华 南平实验小学 庄垂迪 一
9 小学 科学 空气能占据空气吗 杨桂秀 建瓯市第一小学 张善婷 二
10 小学 科学  书的历史  周娟娟 建阳童游中心小学 叶卉 二
11 小学 科学  观察与比较  钟明娟 浦城万安中心小学 龚晓伟 三
12 小学 科学  磁铁能吸引什么  陈婷 顺昌县实验小学 吴卢富 三
13 小学 科学  运动与摩擦力  范文静 武夷山市崇安小学 李远爱 三
14 小学 美术  爱护家园  郑雯 建阳师范附属小学 李萍 一
15 小学 美术  流动的颜色  丁琴 南平实验小学 刘燕燕 二
16 小学 美术  旅游节  范丽娟 武夷山市余庆小学 严艳 二
17 小学 美术  学画松树  陈鹏程 光泽县镇岭小学 元克福 三
18 小学 美术  我设计的自行车  杨世昆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阮爱慧 三
19 小学 美术  奇妙的电话机  郑蓉榕 松溪县实验小学 童丽仙 三
20 小学 数学  有趣的推理  陈雯瑛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廖代森 一
21 小学 数学  平均数  游晓琳 建阳区实验小学 吴丽英 二
22 小学 数学  生活中的比  曾晓宏 南平实验小学 林  勇 二
23 小学 数学  近似数  叶清芳 南平市延平区实验小学 詹秀英 二
24 小学 数学 什么是周长 黄婧 建瓯市芝山街道中心小学 黄雪梅 三
25 小学 数学  课桌有多长  潘  丽 松溪县松航小学 李青凤 三
26 小学 数学  长方形的体积  周淑英 南门小学 魏敦祥 三
27 小学 体育与健康  八字跳长绳  李洁 南平实验小学 林旺伟 一
28 小学 体育与健康  支撑跳跃——跳上成蹲撑—起立—挺身跳下  吴  斌 光泽县实验小学 饶志红 二
29 小学 体育与健康  小篮球：原地运球  谢玉忠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登鹏 二
30 小学 体育与健康  原地投掷沙包  陆  映 松溪县实验小学 陈清玉 三
31 小学 体育与健康  滚铁环  谢长斌 南平第二实验小学 卢益众 三
32 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五环修学法 曾南威 建瓯市实验小学 曾建兴 一
33 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向着目标前行  林丽文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郭  维 二
34 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专心致志很重要  叶倩倩 建阳区实验小学 黄建华 三
35 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做情绪的主人  黄晓玲 武夷山市余庆小学 李业生 三
36 小学 信息技术  小猫画图形  宋开斌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蔡晓程 一
37 小学 信息技术  鲨鱼捕小鱼  蔡松香 建阳区西门小学 叶全康 二
38 小学 信息技术 网络信息辩真伪 危 巍 邵武市通泰小学 邹金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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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小学 信息技术 　 信息交流与安全  于艳毓 武夷山实验小学 杨文妹 二
40 小学 信息技术  制作电子板报  胡红梅 光泽县实验小学 陈连平 三
41 小学 信息技术 鱼儿悠悠 高文贞 建瓯市教师进修学校 李明 三
42 小学 信息技术  认识文件  蔡萍 浦城县实验小学 许成相 三
43 小学 音乐  法国号  宋娟 南平市教师进修学校 池晶 一
44 小学 音乐  乒乓变奏曲  王巧丹 建阳区桥南小学 高翔 二
45 小学 音乐  跳圆舞曲的小猫  刘群芳 南平实验小学 郑恺晗 二
46 小学 音乐  音的高低  刘梦颖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叶  蓉 二
47 小学 音乐 在阿为翁大桥上 吴桂华 建瓯市通济中心小学 刘慧敏 三
48 小学 音乐 开火车 马元 邵武市实验小学 黄月琴 三
49 小学 音乐  快乐聆听  郑颖婷 顺昌县高阳中心小学 祖贵凤 三
50 小学 英语  Unit 2 Teachers’ Day Part B  黄小蕾 武夷山实验小学 王玲 一
51 小学 英语  Unit8 Summer Vacation Part B  饶  婕 南平实验小学 黄  琳 二
52 小学 英语 Unit 4 Numbers and Time Part A 陈晓晓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曹红霞 二
53 小学 英语  Unit7 Seasons PartA  汤彩雯 松溪县实验小学 林丽飞 二
54 小学 英语 Topic：A Spring Outing 李雯 建瓯市实验小学 赵莺 三
55 小学 英语  Unit 5 Sports Day Part A  陈璐 建阳区西门小学 周丽云 三
56 小学 英语 Unit3  sportsdaypart 邓玲丽 邵武市第二实验小学 饶涛娟 三
57 小学 语文  盼  许雪珍 南平实验小学 黄金弟 一
58 小学 语文 25  掌声  王礼凤 建瓯市第二小学 谢利银 二
59 小学 语文  大象的耳朵  张晓英 建阳区西门小学 彭阳英 二
60 小学 语文  搭船的鸟  张爱晶 邵武市实验小学 蒋美容 二
61 小学 语文  坐井观天  袁小芬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吴  丹 三
62 小学 语文  带刺的朋友  刘丽红 武夷山实验小学 邱黎妹 三
63 小学 语文  古诗儿二首  范妙蓝 实验小学 杨锦 三
64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红领巾”文具店开张啦 黄妍 建瓯市实验小学 雷丽珠 一
65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巧取洗手液  邓邵斌 邵武市通泰小学 黄自生 二
66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制作  吴子健 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杨邦清 二
67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玩纸－雕版印刷  游清华 建阳区实验小学 黄双华 三
68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环保卫士从垃圾分类做起  吴丽华 南平实验小学 林振康 三
69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情绪智能——遇挫不折 游雪影 顺昌县实验小学 谢淑英 三
70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创新改变生活 梁淑芳 南平四中 巫小燕 一
71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家的意味  邱结 邵武市实验中学 曾小玲 二
72 初中 道德与法治  维护秩序  陈鑫明 南平剑津中学 康冬妹 二
73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国家好 大家才会好 翁清珠 南平市第三中学 叶小玲 二
74 初中 道德与法治   爱在家人间  施彩莲 武夷山洋庄老区学校 林忠厚 三
75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憧憬美好集体  张志英 南平市建阳第三中学 谢桂发 三
76 初中 道德与法治  爱在家人间  柯琴玲 南平一中 雷云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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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初中 地理 澳大利亚 张燚 南平四中 艾启英 一
78 初中 地理 极地地区 陈蕾 南平一中 陈丹 二
79 初中 地理  欧洲西部  罗捷 顺昌县第一中学 严炳旺 二
80 初中 地理 地球仪复习课 潘玉娜 南平市邵武第六中学 朱建闽 二
81 初中 地理 地形和地势 汤宁晨 光泽第一中学 彭艳梅 三
82 初中 地理 极地地区 杨诗杰 南平剑津中学 周明 三
83 初中 地理  中乐  艾辉 浦城县九牧中学 吴瑞达 三
84 初中 化学 探氧气体积分数与带火星木条复燃的关系 陈晓雪 南平剑津中学 陈名将 一
85 初中 化学 糖类与油脂 赵晓珊 南平四中 陈庆华 二
86 初中 化学 原子结构 黄秀平 建瓯二中 叶宏秀 二
87 初中 化学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 施永忠 南平市第三中学 陈 杭 三
88 初中 化学  基础实验4 金属的性质  江小燕 武夷山市第三中学 毛飞 三
89 初中 历史  美国内战  张珍瑛 邵武市实验中学 黄惠香 一
90 初中 历史 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 叶春玉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贺玉文 二
91 初中 历史 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 陈阿妹 南平市第三中学 陈 俏 二
92 初中 历史  鸦片战争  杨美娟 浦城县第二中学 祝玲英 三
93 初中 历史 西亚和北非的古代文明 彭晓娇 南平剑津中学 陈小燕 三
94 初中 美术 有创意的字 张雨虹 南平剑津中学 黄泰全 一
95 初中 美术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蜡染与扎染  陈惠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魏惠兰 二
96 初中 美术 书间精灵—藏书票 李霞 光泽第一中学 黄瑞钟 三
97 初中 美术  了解纹样  谢敏香 南平市邵武第六中学 陈强 三
98 初中 生物 鸟类的生殖和发育 杨仁英 南平四中 朱晓燕 一
99 初中 生物 性状表现决定于基因组成 王虹炜 南平市第三中学 余 芳 二
100 初中 生物  食物中能量的释放  林贵芳 顺昌县第二中学 郑峰 二
101 初中 生物 细胞通过分裂而增殖 方丽金 南平剑津中学 朱晓燕 三
102 初中 生物 验证绿叶光下合成淀粉  叶少文 松溪三中 黄秀芝 三
103 初中 数学 圆的概念 王颖 建瓯四中 张月芝 一
104 初中 数学 用配方法推导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教学设计 曹美兰 南平剑津中学 林碧云 二
105 初中 数学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面积的计算问题  朱赟敏 武夷山第一中学 洪贵兴 二
106 初中 数学 无限循环小数化分数 黄玲玲 南平一中 潘凌 二
107 初中 数学 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第2课时) 周丽娟 南平四中 卢剑霞 三
108 初中 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行程问题  陈邦仪 南平市第三中学 郑霖芳 三
109 初中 数学  制作一个五角星  林俊英 邵武市实验中学 吴日明 三
110 初中 体育 足球 运球射门及体能训练  王艳 顺昌县元坑中学 郑作衍 二
111 初中 体育  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陈振良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魏彩英 三
112 初中 物理  力的平衡  兰丽萍 南平剑津中学 林斌 一
113 初中 物理  学生实验：速度的变化  刘林 南平一中 林莉 二
114 初中 物理 磁是什么 张建华 南平四中 林昌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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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初中 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  刘颖 武夷山市第三中学 王日恩 三
116 初中 物理  中考简单题专题复习  危惠玲 邵武第四中学 施秋芳 三
117 初中 心理健康教育 重启大脑 江艳丽 建阳区麻沙中学 叶宏莉 一
118 初中 心理健康教育 学会正确认识自我 陈娴 建瓯三中 曾建兴 二
119 初中 心理健康教育  把“鸭梨”变成“冻梨”——调节压力，快乐学习  赵琴 武夷山市第三中学 黄晓玲 三
120 初中 信息技术 活动二 探索信息编码 彭胜丹 南平剑津中学 吴蔚 一
121 初中 信息技术 知识拓展——在云端的电子表格 陈建丽 南平一中 杨小健 二
122 初中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广泛应用  王霖芳 浦城县梦笔学校 季献忠 三
123 初中 信息技术 导购计算机设备 谢婷 建瓯二中 詹国新 三
124 初中 音乐  悍牛与牧童  彭佳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史红卫 一
125 初中 音乐  凤阳花鼓  陈歆怡 浦城县石陂中学 任征 二
126 初中 音乐  茉莉花  邱苏霞 顺昌县民族中学 张丽萍 三
127 初中 音乐  阳关三叠  鲍遐倩 南平市第三中学 陈庆芳 三
128 初中 英语 Unit2 Topic3 Section C Keeping Healthy 戴文佳 南平四中 卓琛 一
129 初中 英语 Unit 7  Topic 2  Section B 苏玉玲 南平一中 王明芳 二
130 初中 英语 Unit 10 SA 1a-2c 金丽萍 南平市第三中学 廖江航 二
131 初中 英语  Unit2 Topic3 Section C  陈玉清 南平市邵武第六中学 邱琴芳 二
132 初中 英语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   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A 陈艳 南平剑津中学 陈芳芳 三
133 初中 英语  Unit 7 Topic 1 Section A  郭晓晶 武夷山第一中学 杨菲 三
134 初中 英语 Unit 6 topic 1 section A 陈学宏 建瓯二中  李翔 三
135 初中 语文  与朱元思书  虞少菁 南平市建阳第三中学 张容秀 一
136 初中 语文 驿路梨花 陈漫 南平剑津中学 张容秀 二
137 初中 语文  一棵小桃树  葛英 顺昌县元坑中学 卓新云 二
138 初中 语文  卖碳翁  刘美华 浦城县第二中学 赖水玉 二
139 初中 语文  诫子书  林方锦 南平市教师进修学校 程贞敏 三
140 初中 语文 描写从“心”开始 周丽 建瓯三中 陈彩仙 三
141 初中 语文  木兰诗  叶美枝 南平一中 张秀珍 三
142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体验拓展——自我突破  肖淑玲 顺昌县元坑中学 陈春兴 三
143 高中 地理  基于区域认知的中国特色农业分析  游佳莹 邵武第一中学 裘建闽 一
144 高中 地理 山地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刘贵娟 南平市高级中学 鄢丽娜 二
145 高中 地理  外力作用与地貌  周世明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张红 三
146 高中 地理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陈水平 建阳第一中学 高荣娇 三
147 高中 化学 黑果枸杞中的化学平衡 张瑶敏 南平一中 黄丽梅 一
148 高中 化学  认识晶体  （第2课时） 杨长锋 顺昌县第一中学 叶陈玉 二
149 高中 化学  古代诗词 现代化学  金碧凤 武夷山第一中学 邱能妹 二
150 高中 化学 饮食中的有机化合物—— 乙醇 徐雪芳 松溪一中 林锦花 三
151 高中 化学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反应 蔡珺 南平市高级中学 吴丽萍 三
152 高中 历史 智慧抉择——70年代中国外交的突破 吴珍 建阳第一中学 赖仁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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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高中 历史  一衣一礼窥社会 --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张英勇 南平一中 杨有德 二
154 高中 历史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  杨娟 浦城县第二中学 张灵 三
155 高中 历史 专制时代晚期的政治形态 陆学水 建瓯一中 周秀福 三
156 高中 美术  名画贵处在佳不在款-寒林归牧图赏析  龚能忠 建瓯一中 夏徳民 三
157 高中 生物  免疫调节  林文红 浦城县第一中学 金建芳 一
158 高中 生物 植物生长素的发现 陈秋来 光泽第一中学 李景林 二
159 高中 生物 植物生长素的发现 毛方潮 南平市高级中学 林  晓 二
160 高中 生物 细胞膜──系统的边界 吴学文 南平一中 吴佰琰 三
161 高中 生物 DNA的复制 林晶晶 建瓯一中 李涛 三
162 高中 数学  两角差的余弦公式  姚洁 建阳第一中学 王芳 一
163 高中 数学 幂函数 黄彬 政和一中 魏兴丽 二
164 高中 数学  正弦定理  张晨曦 顺昌县第一中学 郑建滨 二
165 高中 数学 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 江猷敏 建瓯一中 徐志文 三
166 高中 数学  几何概型  （第1课时） 张俊玲 武夷山第一中学 叶信勇 三
167 高中 思想政治 政府：国家行政机关 江玲 建瓯一中 吴捷建 一
168 高中 思想政治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陈霞 浦城县第一中学 邱珍发 二
169 高中 思想政治 文化创新的源泉和作用 徐颖冰 政和一中 张莹 二
170 高中 思想政治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高婧婴 南平一中 齐秀忠 三
171 高中 思想政治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吴宏亮 南平市高级中学 欧捷 三
172 高中 体育与健康 花样跳绳-车轮跳及个人绳创编教学 徐晓玲 南平一中 郑旭 三
173 高中 通用技术  结构与稳定性  徐杨慧 浦城县仙阳中学 季献忠 三
174 高中 物理 液体的表面张力 杨求银 政和一中 黄健康 一
175 高中 物理 光的折射 王丽珍 南平市高级中学 吴赞明 二
176 高中 物理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江棋明 建瓯一中 徐君严 三
177 高中 物理 圆周运动实例分析 周华宝 南平一中 林莉 三
178 高中 心理健康教育  生涯规划——探索未来职业世界  肖云 顺昌县第一中学 李伟波 二
179 高中 心理健康教育 专注度是学习效率的保证——专注度训练 李丽华 建瓯三中 张小玲 三
180 高中 信息技术  表格数据加工的多元性  衷玉亭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黄维 一
181 高中 信息技术  IP地址及其管理(高中信息技术选修)  季献忠 浦城县第一中学 巫文武 二
182 高中 信息技术 剖析编制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的过程 许仕英 南平一中 姜华 三
183 高中 信息技术 获取信息的过程与方法 范丽华 建瓯二中 詹国新 三
184 高中 音乐  宗教复调音乐的顶峰-巴赫  暨文娟 南平一中 叶玉洪 二
185 高中 音乐  爵士乐  曾妍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史红卫 三
186 高中 英语 读后续写（Book7 Unit2 Robots） 张佳雯 南平市高级中学 林桂花 一
187 高中 英语 unit 1 Teenage life    梅慧萍 光泽第一中学 李淑芳 二
188 高中 英语 Reading  First Impressions 王张平 南平一中 陈东容 二
189 高中 英语  Book 1 Unit 3 Travel Jaurnal Reading:Journey Down the Mekong  曾晓燕 浦城县第二中学 翁秀珍 三
190 高中 英语 Module8 Unit4 Pygmalion Grammar: the Past Participle as the Adverbial 卢   彬 南平市建阳第二中学 沈学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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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高中 语文 扬州慢 蔡  婷 南平市建阳第二中学 刘桂英 一
192 高中 语文  思辨表达——寻找“黑天鹅”  连梅芳 建瓯一中 李泓 二
193 高中 语文  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  郑英 武夷山第一中学 叶鹿 二
194 高中 语文  祝福  里的看客 郑远伍 政和一中 陈万兴 三
195 高中 语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姚晓峰 浦城县第二中学 刘阳 三
196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空间站搭载青少年科学实验方案设计  林黎华 顺昌县第一中学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