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段 学科 课题 执教教师 单位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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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学 科学  风的成因  程清华 南平实验小学 庄垂迪
3 小学 美术  爱护家园  郑雯 建阳师范附属小学 李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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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学 体育与健康  八字跳长绳  李洁 南平实验小学 林旺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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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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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学 音乐  法国号  宋娟 南平市教师进修学校 池晶
9 小学 英语  Unit 2 Teachers’ Day Part B  黄小蕾 武夷山实验小学 王玲
10 小学 语文  盼  许雪珍 南平实验小学 黄金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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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创新改变生活 梁淑芳 南平四中 巫小燕
13 初中 地理 澳大利亚 张燚 南平四中 艾启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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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初中 历史  美国内战  张珍瑛 邵武市实验中学 黄惠香
16 初中 美术 有创意的字 张雨虹 南平剑津中学 黄泰全
17 初中 生物 鸟类的生殖和发育 杨仁英 南平四中 朱晓燕
18 初中 数学 圆的概念 王颖 建瓯四中 张月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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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初中 物理  7.3力的平衡  兰丽萍 南平剑津中学 林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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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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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初中 音乐  悍牛与牧童  彭佳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史红卫
24 初中 英语 Unit2 Topic3 Section C Keeping Healthy 戴文佳 南平四中 卓琛
25 初中 语文  与朱元思书  虞少菁 南平市建阳第三中学 张容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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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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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高中 化学 黑果枸杞中的化学平衡 张瑶敏 南平一中 黄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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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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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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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高中 生物  免疫调节  林文红 浦城县第一中学 金建芳
32 高中 数学 必修四 3.1.1两角差的余弦公式  姚洁 建阳第一中学 王芳
33 高中 思想政治 政府：国家行政机关 江玲 建瓯一中 吴捷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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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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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高中 物理 液体的表面张力 杨求银 政和一中 黄健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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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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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高中 音乐 人音版 宗教复调音乐的顶峰-巴赫  暨文娟 南平一中 叶玉洪
40 高中 英语 读后续写（Book7 Unit2 Robots） 张佳雯 南平市高级中学 林桂花
41 高中 语文 扬州慢 蔡  婷 南平市建阳第二中学 刘桂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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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