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版本 册 章节 节点名称 教师 学校 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五组 19　草船借箭 高全荣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七组 23*　刷子李 钱艳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七组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黄萍萍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八组 25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李袁峰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6 西湖 张超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14“东方之珠” 应有裕 六合区广益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18 小稻秧脱险记 胡琼为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实验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19 航天飞机 何春光 海安县城东镇南屏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练习7 练习7 杨光 如皋市如城老南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二组 b p m f 张丽丽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二组 认一认2 顾月玲 东海县石湖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四组 ai ei ui  高慧琴 东台市梁垛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四组 ao ou iu 张戈 赣榆县海头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汉语拼音 a o e 徐丽华 浦前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1 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 袁堂昕 东海县牛山镇东蔡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0 轮椅上的霍金 卢丽丽 连云港市九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我读书 我快乐 阅读《鲁滨逊漂流记》 蒋辉 金坛市河头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练习3 练习3 徐佳 常州市兰陵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习作5 习作5 陈福军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回民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8 给家乡孩子的信 季敏 泰兴市分界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4 记金华的双龙洞 彭志祥 常州市怀德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2 三亚落日 薛志艳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裕
丰校区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 长江之歌 吉海荣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五组 un ün 李芳 赣榆县赣马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六组 识字3 张蕾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六组 练习1 殷小燕 如皋市丁堰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八组 家 龚凤艳 江苏省海门师范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八组 练习3 沈薇 大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1 练习1 姜兵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 沈阳 解放路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组 识字4 范春娴 赣榆区厉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组 识字1 王飞 连云港市门河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组 练习1 王建兄 射阳县码头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组 识字3 姚小莉 射阳县阜余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一组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2） 朱红莉 启东市海复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8 李广射虎 邹洁 雕庄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习作3 习作3 缪文君 徐州市云兴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15 水上飞机 王耀华 苏州高新区镇湖中心小学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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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21 槐乡五月 过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校区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22 海底世界 丁敏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我读书 我快乐 阅读《西游记》 胡红燕 泰兴市东街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2 夜晚的实验 董丽 扬中市长旺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3 海洋——21世纪的希望 刘炎华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习作5 习作5 黄莹 溱东镇学校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9 夹竹桃 钱小芳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20 古诗两首 邱淑芳 沛县栖山镇王店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1 读书要有选择 杨萍
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西张夏小
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9 词两首 滕晓惠 殷雪梅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7 练习7 程惠娟 如东县栟茶镇靖海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练习1 练习1 陈雪梅 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8 虎门销烟 张琴 东海县石湖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7 徐悲鸿励志学画 王继聚 赣榆县海头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6 天安门广场 张春圆 连云港市海头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9 泉城 陈燕菊 海门市三星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习作3 习作3 龚美娟 常州市武进区崔桥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16 说勤奋 顾仁智 泰兴市横垛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17 李时珍夜宿古寺 林辉民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19 奇妙的国际互联网 尹云 连云港市塔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18 维生素C的故事 李能 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2 九色鹿 侯国梅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0 诚实与信任 刘畅 滨海县东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4 春联 冯践知 启东市天汾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5 古诗两首 张乐之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23 雾凇 张岚萍 丹阳市访仙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练习7 练习7 王星星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课文  1 老师，您好！ 季向东 如东县长沙镇长沙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9 推敲 黄良胜 江都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习作3 习作3 刘小龙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练习2 练习2 刘云云 如东县长沙镇长沙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16 天鹅的故事 李苏红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练习5 练习5 倪云志 金坛市西旸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20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韩小林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课文（通用） 储美莲 海安县海安镇隆政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19 天火之谜 赵婕妤 镇江市孔家巷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0）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0） 张静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2 练习2 董霞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习作6 习作6 汤国莉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1 师恩难忘 万菊红 大丰市新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一组 i u ü 王迎娣 赣榆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识字 4 姚建华 金坛市花山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习作1 习作1 夏妍 灌云县四队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12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茅赛男 启东市和合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11 郑和远航 沃丽萍 吴江市黎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我读书 我快乐 阅读《上下五千年》 王娥 灌南县长江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习作3 习作3 王妍蓉 常州市兰陵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16 音乐之都维也纳 高颖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25 望月 陈广东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习作7 习作7 赵晶 南通市永兴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1）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11） 金洁 如东县苴镇徳耀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6 最后的姿势 徐鑫旭 如东县曹埠镇饮泉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习作 1 习作 1 薛亚兵 如皋市东陈镇雪岸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语文A版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综合练习四 张建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二组 3  小池塘 张黎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二组 2  雨点 郭根华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三组 练习3 王云平 丹阳市全州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20  蚂蚁和蝈蝈 仇玉洁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练习6 庄美芳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24  乌鸦喝水 惠永连 连云港市山东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21  古诗两首 云霞 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15  放小鸟  曹美琴 常州市清凉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练习8 李玲 新沂市新安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组 26  小松鼠找花生米  丁玲玲 泰兴市横垛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练习4 陈怡 虹景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11  狐狸和乌鸦 郑雪锋 六合区横梁街道明德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6  一株紫丁香 成敏 连云港市柘汪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3  英英学古诗 彭青美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14  梅兰芳学艺 张娟 东海县安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练习8 费敏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16  孔繁森 解丽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23  夕阳真美 杨玲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21  水乡歌 孙丽娟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课文 18  青松 王乙楠 昆山市玉山镇第三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10　　圆 圆的周长 张安志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2  长方体和正方体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石婷婷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8  总复习 绿地面积 金验桃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8  总复习 住房的变化 任志祥 镇江市丁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7  运算律 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 张季楠 连云港市白果树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2  升和毫升 美妙的“杯琴” 周海燕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乘法口诀和口诀求商
（二）》

乘加、乘减 周海燕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认数》 我们认识的数 朱晓雯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认识分数 分数的基本性质 孙金虎 镇江市大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4  认识分数 分数的意义 徐敏慧 新沂市春华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认识人民币》 认识1元以内的人民币 周淼莉 徐州市汉桥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加法和减法（二）》 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减 刘建秀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加法和减法（二）》 求减数的实际问题 阚佳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2　　圆柱和圆锥 圆柱和圆锥的体积 许六贞 镇江市丹徒区宝堰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乘法口诀（一）》 6的乘法口诀 张佳玺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二 比一比 二 比一比 陆令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中心小学 宿迁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五 认数10以内的数 7.认识6～9 陆印娟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五 认数10以内的数 4.0的认识 徐苏芳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七 分与合 4.8的分与合 张填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七 分与合 1.2～5的分与合 马红艳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七 分与合 6.10的分与合 胡同艳 南京市龙江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七 分与合 2.6、7的分与合 王玲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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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以内的加法 丛小勤 如东县岔河镇岔河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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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得数是6、7的加法 姚芳芳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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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连加、连减 孙丽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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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求未知加数 李桂星 赣榆区厉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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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得数是8的加法和8减几 陈彤柳萱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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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的加、减法 陈娟 射阳县码头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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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以内的减法 韩京莎 泰兴市分界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9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面积的含义 陈一兵 镇江市官塘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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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阳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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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加几 彭小霞 启东市陈尚义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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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龙 东海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三 认识100以内的数 1.数的含义 尹文明 丹阳市横塘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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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陈彩侠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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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存芬 宝应县安宜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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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生 连云港市大岭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五　元、角、分 1.认识1元以内的人民币 崔海华 启东市南苑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五　元、角、分 五　元、角、分（通用） 张水华 南通市通州区金乐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五　元、角、分 ● 小小商店 许海林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六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3.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 袁守静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六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9.复习 钱雯雯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六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7.两位数减两位数（退位） 刘蕾 靖江市斜桥镇大觉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六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5.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 张红燕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六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1.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 鲁晓燕 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一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三） 5、简单的加减法实际问题（2） 王春燕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一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三） 4、简单的加减法实际问题（1） 朱琳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一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三） 1、连加、连减 沈学文 东海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2、练习四 杨艳棠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4、练习五 仲丽丽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6、乘加、乘减 黄庆余 高邮市三垛镇三垛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10、复习 储冬宽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8、6的乘法口诀 范亚萍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5、5的乘法口诀 杨小丽 海安县西场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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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亚莉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三 表内乘法（一） 1、乘法的初步认识 李新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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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8的乘法口诀求商 童婷 赣榆区厉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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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的乘法口诀 李冬芹 大丰市万盈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八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一） 1、按不同标准分类 胡同艳 南京市龙江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九 期末复习 1、期末复习（1） 周婷 东海县横沟乡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11 a good idea Unit 11 a good idea 赵小凤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Unit 8 A camping trip Unit 8 A camping trip 周丽莉 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Unit 7 How much? 李秀根 沛县树人小学 徐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Unit 8 Dolls Unit 8 Dolls 赵海燕 浦口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Unit 8 Happy New year! Unit 8 Happy New year! 康春兰 盐城市长坝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 颜辉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Unit 4 Where's the bird ？ Unit 4 Where's the bird ？ 王智萱 连云港市海宁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Unit 5 How old are you ? Unit 5 How old are you ? 葛晶晶 盱眙县观音寺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Unit 7 On the farm Unit 7 On the farm 杨荣 连云港市院前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Unit 8 We're twins Unit 8 We're twins 王婷婷 射阳外国语学校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Unit 5 Review and check Unit 5 Review and check 凌丽 镇江市丹徒区宝堰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Unit 9 The English Club Unit 9 The English Club 曹晓丽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2  角 认识射线、直线和角 张秀颀 镇江市大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Unit 5 Look at me! Unit 5 Look at me! 蒋文丽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Unit 7 Would you like a pie? Unit 7 Would you like a pie? 徐青芸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分校天润城小
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Project 2 A puppet show Project 2 A puppet show 王伟 金坛市尧塘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Project 1 My puppy Project 1 My puppy 朱秀梅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三水校区 泰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Unit 7 On the farm Unit 7 On the farm 窦康平 扬州市三元桥小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Project 2 A magic clock Project 2 A magic clock 陆春虹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Unit 3 a purse Unit 3 a purse 程红梅 宝应县安宜镇叶挺桥小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Unit 7 it’s late Unit 7 it’s late 徐凌昕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Unit 8 in class Unit 8 in class 吴云燕 常州市武进区林南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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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春艳 灌云同兴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三 认识方向
3、认识东北、西北、东南、西
南

朱慧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三 认识方向 1、认识东、南、西、北 王庆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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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简单的近似数 居青春 灌云县沂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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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以内数的认识 王倩 镇江市丹徒区上会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五 分米和毫米 1、分米和毫米的认识 王海燕 涟水县外国语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七　角的初步认识 3、练习九 包明华 连云港市许庄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和规则交朋友 3　我们给自己定规则 钱志宏 丹阳市新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二 动物的生命周期 其他动物的生命周期 肖迎光 如皋市丁堰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四 我们的身体 运动起来会怎样（一） 邵栋 苏州市浒墅关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四 我们的身体 身体的结构 李莉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一 电 不一样的电路连接 王钱海 如皋市东陈镇东陈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一 电 导体与绝缘体 丁勇 如皋市石庄镇石庄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一 电 点亮小灯泡 李松林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o is younger? Unit 1 who is younger? 施文娟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南京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Unit 2 more exercise Unit 2 more exercise 陈新红 常州市武进区戴溪小学 常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Unit 5 the seasons Unit 5 the seasons 顾海英 常州市武进区焦溪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四 水和空气 空气占据空间吗 曹文佳 苏州市相城区珍珠湖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四 水和空气 我们周围的空气 纪玉晨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淮安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三 温度和水的变化 温度和温度计 丁海飞 如皋市搬经镇常青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四 磁铁 指南针 蔡炎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四 磁铁 磁铁的两极 张锐 徐州市求是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四 磁铁 我们知道的磁铁 杜明康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我像小树苗 12 小马虎旅行记 宋蔚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镇江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我像小树苗 10 坐立走 有精神 杨春兰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柴湾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我爱我家 1 我的一家 黄沛霞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我爱我家 2 我是家中的小成员 黄春华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 镇江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我的生活好习惯 8 在餐桌上 张莉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爱心行动 12 别把花草弄疼了 宋丹丹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Unit 3 what’s your job ? Unit 3 what’s your job ? 吴娴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张宁 连云港市柘汪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Unit 2 ben’s birthday Unit 2 ben’s birthday 王志祥 宝应县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Unit 6 let’s go by taxi Unit 6 let’s go by taxi 李霖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 南京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Unit 3 at a music lesson Unit 3 at a music lesson 陈红青 射阳县合兴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Unit 6 doing housework Unit 6 doing housework 张若凡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Unit 1 a new term Unit 1 a new term 张红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 徐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Unit 7 a busy day Unit 7 a busy day 王微微 丰县首羡镇便集小学 徐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Unit 8 at the weekends Unit 8 at the weekends 田婧 丰县首羡镇三座楼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北京2001课改实验版四年级下册 一、小数 整理与复习 周青华 丹阳市界牌中学 镇江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三 时间的测量 用水测量时间 高柏青 苏州市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三 时间的测量 时间在流逝 金叶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二单元 光与色彩 1 光的行进 李倡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三单元 电和磁 5 电磁铁 曹小勇 南通市通州区忠义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三单元 电和磁 2 导体和绝缘体 蒋明霞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三单元　物质在变化 三单元　物质在变化（通用） 张超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三单元　物质在变化 1 蜡烛的变化 陆亚宇 南京市建邺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二单元 我们的地球 2 地球的表面 顾光辰 赣榆县赣马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一单元  土壤与生命 4 土壤的保护 王刘斌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一单元  土壤与生命 3 肥沃的土壤     王祥兵 连云港市马站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二单元  植物的一生   2 根和茎 谢书伟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二单元  植物的一生   1 果实和种子 袁春光 赣榆县海头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三单元  固体和液体 5 使沉到水里的物体浮起来  宋金山 盐城市亭湖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三单元  固体和液体 4 把液体放到水里  尤晓伟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三单元  固体和液体 1 认识固体    姜在军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四单元  关心天气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周阳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五单元  观察与测量 1 观察 王峰 江都区邵伯镇昭关小学 扬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一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1 空气的性质 闫明德 赣榆县赣马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四单元 呼吸和血液循环 3 心脏和血液循环 陈莉 泰州市姜堰区南苑学校 泰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四单元 呼吸和血液循环 2 肺和呼吸 郑爱东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四单元 呼吸和血液循环 1 测量呼吸和心跳 许堂艳 连云港市许庄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五单元  解释与建立模型 1 解释 韩晓艳 南通市通州区韬奋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单元  神奇的机械 5 国旗怎样升上去 尤怡 扬州市汶河小学 扬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单元  神奇的机械 4 拧螺丝钉的学问 吴卫华 常州市戚墅堰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单元  神奇的机械 3 斜坡的启示 李进 滨海县东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二单元  形状与结构 3 建桥梁 吴亮 南通市跃龙桥小学校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二单元  形状与结构 1 折形状 戴振华 金坛市金城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三单元  它们是怎样延续后代
的

3 我是怎样出生的 许淑俊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三单元  它们是怎样延续后代
的

2 动物怎样繁殖后代 蒋源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五单元 　人体的“司令部” 3 感觉 李晓东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五单元 　人体的“司令部” 2 神经 崔新波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第14课 大好河山任我游 张雷鸣 连云港市临海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第11课 让我们来寻根 葛玮玮 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第1课 父母的难处 陈亚娟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活动记录 活动记录 朱林 南通市港闸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一单元  我们长大了 2 悄悄发生的变化 魏海婴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Unit 6 On a farm Unit 6 On a farm 张杭 徐州市黄山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Unit 5 On the road Unit 5 On the road 陈梦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三单元  进化 1 消失了的恐龙 陈文佳 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四单元  共同的家园 3 有趣的食物链 朱琴 雕庄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第15课 我们的毕业典礼 丁婷 连云港市陶庵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春姐姐的脚步 8 我心中的春天 陈周丽 如东县栟茶镇栟茶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我的兴趣爱好 10 游戏快乐多  崔梅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认识你真好 1 拉拉手 交朋友 王秀琴 赣榆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快乐每一天  7 学习真有趣  陈焕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能为你做什么 2． 想想他们的难处 杨金美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的家乡在变化 5． 绿色小卫士 刘冬梅 泗阳县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我与外界的联系 9． 媒体连着我和你 王培诚 大丰市城东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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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丽 连云港市岗埠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二单元  冷和热 2 热的传递 沈志远 南京市锁金新村第二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二单元  冷和热 1 冷热与温度 邵苏玲 东海县房山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三单元  奇妙的声音王国  1 声音的产生 张晓静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二 声音 声音的变化 夏敏 张家港市大新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五单元  神奇的能量 4 节约能源与开发新能源 钱士虎 六合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五单元  神奇的能量 2 能量的转换 李江 连云港市院前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五单元  神奇的能量 1 各种各样的能量 潘亚清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六单元  拓展与应用 1 拓展 陈鹰萍 无锡市南湖小学 无锡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二 物质的变化 物质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峰 徐州市汇文学校 徐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一单元  我们都是科学家 1  科学是……  韩冰 赣榆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二单元  我眼里的生命世界 4 动物•植物•人  张秀秀 赣榆区厉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二单元  我眼里的生命世界 3 校园里的小动物 李静 赣榆县青口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二单元  我眼里的生命世界 2 校园里的植物 张定洋 连云港市门河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二单元  我眼里的生命世界 1 寻找有生命的物体  张小勤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三单元  生命之源——水 4 地球上的水  袁腾蛟 南京市板桥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三单元  生命之源——水 2 观察水 徐燕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南京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四单元  它们是什么做的  2 纸  王晓雪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三 生物的多样性 种类繁多的动物 陆艳 太仓市浮桥镇时思小学 苏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人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人类的家园 2　我们能为地球做什么 宋红英 东凌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走出深重的灾难
（下）

第13课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孙雷 响水县南河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
村

第1课 可爱的地球 侯霞 南通唐闸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二 新的生命 把种子散播到远处 申启华 如皋市江安镇江安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二 新的生命 动物的卵 邱洪新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二 新的生命 种子的萌发 李玉兰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三 食物 食物包装上的信息 赵增红 淮安市淮阴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三 食物 食物的营养 王弋衡 常熟市报慈小学 苏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和我的同学 1 自画像 张兆如 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要安全地成长 8 心中的110 李志连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要安全地成长 6 平安回家 汤雯雯 扬州市竹西小学 扬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的成长与家庭 10 父母的疼爱 郭晶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的邻里生活 2 不给邻居添麻烦 孙克朵 东海县青湖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的成长与学校 4 为你介绍我们的学校 练薇薇 金坛市薛埠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家乡哺育了我 13 我们共同的家 孙春峰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四单元  无处不在的力   5 降落伞  史柏良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四单元  无处不在的力   4 摩擦力的秘密 耿群志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四单元  无处不在的力   3 苹果为什么会落地 周洪伟 灌云县伊山中心小学胜利校区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一单元  白天和黑夜 4 看月亮 何洪斌 连云港市欢墩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在一起 3 为你高兴，与你分担 王玮 东海县和平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在一起 2 真正的友谊 马丙荣 东海县安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在一起 1 我们的合作 李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9课 转转儿 第9课 转转儿 朱新波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0课 校园真热闹 第10课 校园真热闹 张颜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1课 这是我呀 第11课 这是我呀 陈静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3课 叶子片片 第13课 叶子片片 郑政 解放路小学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4课 手印、指印变变变 第14课 手印、指印变变变 林紫怡 无锡市河埒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17课 中国民间玩具 第17课 中国民间玩具 陈文汇 海安县海安镇胡集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2课 机器人伙伴 第2课 机器人伙伴 苏循娟 赣榆县罗阳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5课 诱人的瓜果 第5课 诱人的瓜果 陈玲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裕
丰校区

盐城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四 运动和力 测量力的大小 冯寿才 淮安市王兴镇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四 运动和力 我们的小缆车 王春梅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让诚信伴随着我 2　诚信是金 刘小青 盐城市大纵湖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星空 闪烁的小星 小小的船 黄美琴 高邮市送桥镇郭集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夏天的池塘 我的编创（爱唱什么歌） 刘燕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劳动乐 其多列 小鞋匠 赵群 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愉快的梦 草原上 蒲公英 刘广军 大丰市草庙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时钟滴答 时钟滴答 朱黎娟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小鬼”当家 我当老师 亚克西巴郎 董守玉 射阳县兴桥小学 盐城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 沉和浮 下沉的物体会受到水的浮力吗 汤建华 昆山市石浦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 沉和浮 造一艘小船 赵辉 徐州市公园巷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一 沉和浮 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 蒋秋娟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6课  水墨画动物 第6课  水墨画动物 王新明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妈妈的歌 小宝宝睡着了 大树妈妈 于伟 赣榆县赣马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四单元  吃的学问   3 食物的消化 唐丽君 常州市花园小学 常州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一单元  骨骼与肌肉 1 骨骼 汪兵 东海县安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三单元  物体的运动 1 一切都在运动中  张建平 丹阳市窦庄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科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三单元  物体的运动 5 摆 傅赟 丹阳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姜云鹏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3 *丑小鸭 张媛 新沂市窑湾中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隆咚锵 放鞭炮 秧歌调 乘雪橇 钱亚萍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28*　女娲造人 杨修梅 新沂市唐店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五单元 爱莲说 王丽萍 徐州市第十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29 *湖心亭看雪 冯芹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2课  认识计算机 第2课  认识计算机 高亚丽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3课  七巧板游戏 第3课  七巧板游戏 沈澄 如东县马塘小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26 皇帝的新装 金彩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
丁家庄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天上的街市 徐树忠 南京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上册 音乐湖 音乐湖 杨银凤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来啦 再见吧，冬天 小小雨点 张甜甜 东台市东台镇海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来啦 小松鼠（片段）（木琴独奏） 杨柳柳 启东市寅阳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花儿拍手笑 花儿朵朵 拍手唱歌笑呵呵 王禛 常熟市辛庄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花儿拍手笑 快乐的啰嗦（弹拨乐合奏） 孙舟 盐城市步凤小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9 老王 陈海波 新沂市钟吾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8 *台阶 李青 丰县欢口镇育英初级中学 徐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五章　投掷与游戏 第五章　投掷与游戏（通用） 孙广明 建湖县建阳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14 故宫博物院 陶龙金 江宁区横溪初级中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二章　基本体操 三　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 张兴百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九章　武术 三　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 崔德建 南京市复兴小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九章　武术
二　教学内容的特点及教与学法
的建议

俞向阳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一～二年级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与实施建议 一、游戏概述 何灿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一～二年级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与实施建议 一、基本活动概述 周卫 淮安市清河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16课　风来了 第16课　风来了 李菊 南通市竹行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的朋友　do　re
mi

乃哟乃 殷晓琴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六章　技巧与器械练习
第六章　技巧与器械练习（通
用）

顾举成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四年级 第六章　技巧与器械练习 三　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 陈忠 扬州市育才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小鬼”当家 买菜 郑璇 邳州市宿羊山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鼓儿响咚咚 小鼓响咚咚 朱砂 东海县牛山镇东蔡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劳动最光荣 快乐的小木匠 勤快人和懒惰人 施国妹 盱眙县河桥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信息技术 人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初步知识与基本操作
第1课　信息和信息技术（通
用）

赵兵 宿迁市宿豫区仰化中心小学 宿迁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7课 相同图样排排排 第7课 相同图样排排排 郭玉 连云港市夹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六年级 第三章　田径 三、教学内容和教学实例 张勇 镇江市谏壁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六年级 第三章　田径 一、教学意义与教学目标 王光伟 丹阳市窦庄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赶花会 赶花会 茉莉花 对花 魏静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九课 太阳和月亮 第九课 太阳和月亮 王丽华 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十四课 像什么呢 第十四课 像什么呢 郑砚琴 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十七课 卡通 卡通 第十七课 卡通 卡通 张怡华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南京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3课 雕泥板 第3课 雕泥板 章蕾蕾 如东县马塘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5课 美丽的盘子 第5课 美丽的盘子 王云霞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6课 春天的色彩 第6课 春天的色彩 周颖 大丰市西团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17课  标志 第17课  标志 周薇 江苏省镇江市中华路小学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16课 添加文字 第16课 添加文字 张晓东 解放路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18课 网络文明小公民 第18课 网络文明小公民 李影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20课 下载图片 第20课 下载图片 徐杨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4课  修饰文章 第4课  修饰文章 周培培 东台市三仓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5课  制作课程表 第5课  制作课程表 李飞 连云港市宋跳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6课  插入图片 第6课  插入图片 吴刚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7课  美化文章 第7课  美化文章 陈宽一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8课  设置版面 第8课  设置版面 仲济胜 赣榆区厉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四）阅读
有独特的感受

综合学习与探究 仰月芳 丹阳市荆林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四）阅读
有独特的感受

简单的故事  精致的情节 张莉 灌云县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四）阅读
有独特的感受

附：*白鹭 钱美亚 常州市武进区夏溪初级中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21课 走进PowerPoint 第21课 走进PowerPoint 陈晓祥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22课 编辑演示文稿 第22课 编辑演示文稿 陈鹏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23课 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 第23课 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 金菲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24课 设置幻灯片背景 第24课 设置幻灯片背景 谢晓静 海安县曲塘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11课 什物拼贴 第11课 什物拼贴 乔冬梅 南京市古雄小学 南京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第20课 青花盘 第20课 青花盘 陈帅 无锡市东林小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7课  彩色世界 第7课  彩色世界 张喆 南京市汉口路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9课  定义过程 第9课  定义过程 陈松 镇江市丁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11课 过程的编辑 第11课 过程的编辑 陈祎 常州市青龙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17课 学生机器人行走 第17课 学生机器人行走 张韦 镇江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行道树 武装 睢宁县邱集中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花之歌
五月的夜晚 美丽的太阳花 我爱
米兰

曹薛香 淮安新安小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九）疑为
学之始

九 送行 薛同贵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九）疑为
学之始

十二 呼兰河传（节选） 吴怡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九）疑为
学之始

十 给我的孩子们（节录） 张燕 常熟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3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12 *心声 马金月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3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11 我的叔叔于勒 贾晓丽 丰县凤城镇张五楼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3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10 *孤独之旅 何强中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六年级 第六章　游戏与游戏教学 三、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 朱红琴 科技新城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14*　秋天 冯波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11　春 赵玉平 新沂市马陵山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一单元 亲近文学 写作（通用） 孙静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一单元 亲近文学 泰戈尔诗三首 徐艳霞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苏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名著导读
《伊索寓言》：生活的智慧和想
象的魅力

赵秋兵 南京市高淳区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爱国情怀 革命烈士诗二首 陈国英 盐城市泽夫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爱国情怀 七 最后一课 周玲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爱国情怀 十 晏子使楚 梅震宇 吴江区梅堰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爱国情怀 开展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韩正军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爱国情怀 过零丁洋 郑军 盐城景山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专题 长城 专题 长城 李秀丽 连云港市班庄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至爱亲情 十一 背影 张丽杰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至爱亲情 合理安排文章的结构 张曦 张家港市塘桥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至爱亲情 十五 *父母的心 张燕勤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六单元 高新科技（自由读写
单元）

（师生自行设计） 李士稳 盐城市第五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六单元 高新科技（自由读写
单元）

二十七 在太空中理家 黄春梅 南通市观河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专题 汉字 专题 汉字 殷燕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一单元 咏物抒怀 运用联想，丰富写作内容 陈芳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人与环境 二十四 *明天不封阳台 吴艳 靖江市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人与环境 二十二 都市精灵 陈媛捷 昆山市城北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人与环境 二十一 苏州园林 陈甜甜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人与环境 记叙中结合抒情和议论 吕玉永 淮安范集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19 *春酒 郭启枢 六合区金牛湖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18 吆喝 李薇薇 沛县朱寨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名著推荐与阅读 《西游记》 茆广来 灌云县陡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一单元 长征之歌  当一次主持人 贾厚明 东台市安丰镇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一单元 长征之歌 三 老山界 陈新宁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一单元 长征之歌 二*《长征组歌》两首 薛丽丽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20　虽有嘉肴 崔霞 南京市南湖第二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17　走一步，再走一步 高清清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三单元　民俗风情 第三单元　民俗风情（通用） 王平平 海安县城东镇韩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三单元　民俗风情 十 社戏 陈晓霞 灌南县五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六单元 学会读书（六）读书
动笔（自由读写单元）

综合学习与探究 于雯玉 金坛市华罗庚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四单元　多彩四季 十六 济南的冬天 程飞进 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四单元　多彩四季 观察和描写景物的特点 汤韶智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北校区）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四单元　多彩四季 十五 三峡 卜建珍 淮安市启明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关注科学 十九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张智源 如皋市吴窑镇吴窑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关注科学 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凌云锋 丹阳市导墅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关注科学 十八 斜塔上的实验 袁计侠 赣榆县金桥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六单元 奇思妙想 二十五 皇帝的新装 王玉华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六单元 奇思妙想 二十三 *七颗钻石 王松屏 靖江市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六单元 奇思妙想 古诗二首 李瑞兰 金坛市直溪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六单元 奇思妙想 二十四 蔚蓝的王国 王彩霞 滨海县陈铸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2　秋天的怀念 胡彩荣 丰县范楼镇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6.4 平行 朱海燕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古诗三首 彭雪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抓住特点介绍动物 胡秋平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十八 黔之驴 倪志兴 扬中市第一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十七 国宝——大熊猫 宋凯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十六 *松树金龟子（节选） 张玉蓉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再别康桥 李屹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二十六　＊歌词三首（通用） 孙建发 如东县马塘镇邱升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观刈麦 成柳昊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赛诗会 林莉 镇江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古诗三首 姚慧芬 盐城市文峰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木兰诗 宋文波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一单元 学会读书（七）比较
与辩微

古诗三首 吉敏玲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八）迅速
捕捉阅读信息

五 藤野先生 朱士贵 洪泽外国语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八）迅速
捕捉阅读信息

综合学习与探究 吕成映 盐城市尚庄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八）迅速
捕捉阅读信息

七 *热爱生命 胡春美 启东市东安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一单元 人物风采 三 *我的老师 单春年 滨海县通榆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一单元 人物风采 二 一面 窦清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一单元 人物风采 观察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毛晓芳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一单元 人物风采 五 赵普 蒋健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15 *孙权劝学 邱影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13 *音乐巨人贝多芬 顾广师 邳州市连防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12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魏影 徐州市大庙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17 安塞腰鼓 李嘉怡 徐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五单元 夸父追日 朱娜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初中部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五单元 22 在沙漠中心 唐志国 丹阳市第九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五单元 21 伟大的悲剧 赵雪琼 邳州市铁富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26 猫 孟中敏 南京市晓庄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30 *狼 徐慧娟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专题  鸟 专题  鸟 黄惠 常熟市董浜中学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5课  认识键盘 第5课  认识键盘 王雪 东台市头灶镇曹丿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7课  初识画图 第7课  初识画图 徐晓利 灌云县伊芦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8课  画圆 第8课  画圆 王国平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9课  填充颜色 第9课  填充颜色 郭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10课 画矩形 第10课 画矩形 郭建军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12课 修改图形 第12课 修改图形 沙仙霞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上册 第14课 复制与粘贴 第14课 复制与粘贴 吴晓楠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九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9.5 因式分解（一） 张白娣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下册 第28课 设置动画效果 第28课 设置动画效果 程青 常州市青龙实验小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0.3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钱黎萍 丹阳市全州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四单元 小说之林 十七 范进中举 陈宏 灌南县堆沟港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五单元 22 *五柳先生传 林霞 溧水县石湫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姚轶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饮酒（其五） 王广胜 邳州市岔河中心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8年7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29 *满井游记 卢庆奎 邳州市铁富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五单元 信息传播 写消息 王建瑛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五单元 信息传播 十九 三个太阳 陈明 灌南县北陈集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五单元 信息传播
二十一 *“神舟”五号飞船航天
员出征记

王华艳 灌云县四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专题 叶 专题 叶 程晓慧 苏州市彩香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名著推荐与阅读 《水浒传》 过炜宇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一单元 学会读书（一）吟哦
讽诵而后得之

一 鼎湖山听泉 吴建凤 盱眙县观音寺初级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8 *热爱生命（节选） 曹敏 沛县五段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7 变色龙 戚明亮 徐州市潘塘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5 孔乙己 钟慧 睢宁县沙集中学 徐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2课  画楼梯 第2课  画楼梯 袁军辉 丹阳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选修 第4课  画正多边形 第4课  画正多边形 张海波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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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平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3章 代数式 3.4 合并同类项 蔡浩波 滨海县蔡桥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3章 代数式 3.1 字母表示数 符建 常州市北环中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复习题 赵学习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小结与思考 古杨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数学活动  一元一次方程应用的
调查

黄浩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4.3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 高艺方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4.2 解一元一次方程 周杨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南京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专题 我心中的语文 专题 我心中的语文 许晓燕 如东县河口镇于港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名著推荐与阅读 《朝花夕拾》 李萍 连云港市赣榆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三）学学
牛吃草

诵读欣赏（通用） 张慧 盐城市明达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三单元 学会读书（三）学学
牛吃草

十二 *论美 庄李军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21 曹刿论战《左传》 宋崇瑾 徐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蒹葭 金雪莲 睢宁县魏集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3
月第2版）

第二十三章 旋转 23.2　中心对称（通用） 赵萍萍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章　 有理数 1.4　有理数的乘除法（通用） 谢鸿飞 如皋市搬经镇常青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10
月第2版）

Unit 2 Robot Grammar 周进美 镇江市丹徒区石马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 复习题4 刘东升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7
月第2版）

Unit 4 TV programmes Integrated skills 胡秋华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7
月第2版）

Unit 4 TV programmes Vocabulary 陈桂平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6
月第2版）

第五章  一次函数 5.4 一次函数的应用 王欣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Task 蔡兆东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Integrated skills 卢芳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Reading 房德红 新沂市第四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5　Wild　animals Task 王立云 射阳外国语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5　Wild　animals Grammar 金畅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5　Wild　animals Self-assessment 郦志芬 丹阳市折柳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5　Wild　animals Reading 沈亚红 大丰市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6 Birdwatching Task 张丽 赣榆区金山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6 Birdwatching Integrated skills 胡琰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6 Birdwatching Reading 俞静芳 甪直甫里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easons Integrated skills 汤璇 南京市南化第二中学 南京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easons Grammar 虞翠 金坛市华罗庚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easons Welcome to the unit 张玲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5.1　相交线（通用） 顾为云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六章　实数 复习题6 赵林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六章　实数 6.2 立方根 吕兵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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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二元一次方程组 郭玉萍 盐城市尚庄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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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三元一次方程组 孙杨建 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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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丁国亮 丰县范楼镇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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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文勤 灌云县图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综合与实践 综合与实践（通用） 赵磊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十一章　三角形
11.2　与三角形有关的角（通
用）

马建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十一章　三角形 小结 戴锦祥 如皋市石庄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 12.1 全等三角形 徐小建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Pets Task 朱燕红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Pets Study skills 濮婷婷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Pets Integrated skills 唐佳佳 射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8 Pets Reading 倪慧红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十一章   图形与证明（一） 11.2 说理 庄晶洁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2版）

第十章   图形的相似 10.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陈焕芬 江苏省丰县实验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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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立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6 Outdoor fun Grammar 丁玲 东台镇范公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Abilities Reading 刘翠梅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Abilities Welcome to the unit 陈涛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Abilities Integrated skills 管二仙 丹阳市建山学校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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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 赵文龙 连云港市新坝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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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 盐城市冈中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3 Finding your way Integrated skills 陈亮 盐城市尚庄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This is me! Self-assessment 王萍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This is me! Task 张芸 连云港市海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This is me! Integrated skills 尹新梅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This is me! Reading 程璇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6.4 平行 解建宁 泰州市海军中学 泰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6.5 垂直 刘洪超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6.1 线段、射线、直线 蒋国云 宜兴市高塍中学 无锡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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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探索平行线的性质 陈超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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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黄静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8章  幂的运算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 霍燕 太仓市荣文学校 苏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8章  幂的运算 8.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施晓丹 常熟市孝友中学徐建中 苏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8章  幂的运算 8.1 同底数幂的乘法 葛泉云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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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多项式乘多项式 李善涛 连云港市班庄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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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单项式乘单项式 颜万军 响水县黄圩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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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朱宸材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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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活动 拼图·公式 范秀明 丰县欢口镇欢口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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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成祥 洪泽县实验中学 淮安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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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乘法公式 郭志东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4 Amazing things Integrated skills 毛玲娟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1章 我们与数学同行 1.2 活动 思考 贾亚东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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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海松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 2.5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 郭丽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

南京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 2.4 绝对值与相反数 倪爱民 滨海县北坍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 2.1 正数与负数 陈娟霞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2章 有理数 小结与思考 孟庆亚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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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绪佰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6
月第2版）

第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4.1 一元二次方程 赵云霞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5 Abilities Grammar 赵德俭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北校区）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5 Abilities Reading 黄曼丽 涟水县大东中学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5 Abilities Welcome to the unit 仲原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7
月第2版）

Unit 5 Films Reading 张洪娟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7
月第2版）

Unit 5 Films Welcome to the unit 王宁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 Unit 4 Wild animals Main task 林伟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南校区）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十三章  感受概率 13.1 确定与不确定 丁燕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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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玉琴 盐城市第五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2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Welcome to the unit 吴丹丹 灌云县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2.4 线段、角的轴对称性 周光清 射阳县四明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2.5 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性 焦建林 泰兴市济川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2.3 设计轴对称图案 仲雪琴 赣榆县城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2.2 轴对称的性质 崔艳君 连云港市大岭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2.1 轴对称与轴对称图形 张洋 射阳县四明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10
月第2版）

Unit 1 Life on Mars Reading 严雅琼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南京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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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张华 高邮市车逻镇初级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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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skills 耿颖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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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钱进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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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unit 顾灵涛 滨海县通榆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Do　it　yourself Integrated skills 徐桂花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Do　it　yourself Grammar 王树建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Do　it　yourself Reading 张志保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Do　it　yourself Welcome to the unit 朱霞云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Unit　1　This　is　me!（通
用）

杨思瑛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Checkout 张为娟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Reading 任水成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2 My dayLet's play
sports!

Welcome to the unit 宋永红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5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 第四节 生物的分类 杨筱曼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5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 第二节 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 刘友超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5 Going shopping Welcome to the unit 耿侠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 Unit 6 Fashion Reading 王学燕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s Homes Checkout 康士君 南京市浦口区浦厂中学 南京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11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做意志坚强的人 挫折面前也从容 马娇惠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8年11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 防患于未然 汪晓薇 南京市第五十中学 南京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Charity Show Main task 陈国平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Charity Show Integrated skills 蔡斌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一单元 自尊自强 维护人格尊严 许玲 连云港市沙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一单元 自尊自强 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 李华 镇江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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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旭辉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扬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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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kills 李洁 徐州市第十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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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周小萍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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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unit 蒋立力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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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婕 吴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2 School life Reading 黄红琴 丹阳市导墅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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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英 连云港市官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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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 赣榆县石桥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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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人的生殖 孙晶晶 淮安市北京路中学 淮安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复习题 陈志军 丹阳市司徒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小结与思考 王迎雪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11.5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问
题

鲍小梦 滨海县陈涛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11.4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王林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11.3 不等式的性质 张海涛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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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红梅 六合区棠城学校 南京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2章 证明 小结与思考 段嵩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2章 证明 数学活动 由已知探索未知 吴海宁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12章 证明 12.1 定义与命题 陈晖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课题学习 分类 想象 找规律 课题学习 分类 想象 找规律 郑志金 响水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7
月第2版）

Unit 2 Colour Welcome to the unit 李微微 如皋市东陈镇雪岸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8单元 健康地生活 第1节 人体的免疫防线 朱辉平 丹阳市司徒中学 镇江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8单元 健康地生活 第2节 传染病的预防 秦晴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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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冷建芳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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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勾股定理的简单应用 张雪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4章 实数 4.2 立方根 骆娟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 南京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4章 实数 4.4 近似数 康韩春 大丰市小海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4章 实数 4.3 实数 周咏梅 盐城市文峰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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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 李世伟 徐州市铜山区魏集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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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红艳 如皋市江安镇滨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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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My day Reading 杨浔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My day Welcome to the unit 王爱华 大丰市新丰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My day Task 张烨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4 My day Grammar 陈冬梅 射阳县黄沙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6
月第2版）

第三章  中心对称图形(一) 3.5 矩形、菱形、正方形 陈锋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无锡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6
月第2版）

第三章  中心对称图形(一) 3.4 平行四边形 徐红霞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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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陈香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 南京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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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一次函数、一元一次方程组
和一元一次不等式

赵京明 新沂市第十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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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一次函数图二元一次方程组 江华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1版）

第六章  二次函数 小结与思考 范娟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南校区）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1版）

第六章  二次函数 6.4 二次函数的应用 刘智梅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课题学习 关于勾股定理的研究 课题学习 关于勾股定理的研究 王涛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通用）

吴梅 响水县大有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Task 蒋珣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Grammar 王玉云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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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 睢宁县凌城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Welcome to the unit 陈小惠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3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一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发现 汤晓梅 金坛市华罗庚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3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五节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 陈爱平 大丰市西团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3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三节 植物生长需要水和无机
盐

张雪梅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Dream　homes Task 苏雪宁 连云港市海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Dream　homes Integrated skills 徐桂荣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Dream　homes Grammar 陈艳萍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3版）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二、核能 沈健华 启东市东元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4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过健康、安全的生活 对不良诱惑说“不” 曹利群 南京市伯乐中学 南京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合作诚信 人贵诚信 万海霞 盐城市第四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情系祖国 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刘孝明 射阳县新坍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情系祖国 伟大的基本路线 朱彩虹 镇江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课题1　物质的变化和性质 程霞 南京市江宁区龙都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 第一节　疆域 朱海珍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四节　自然灾害 梁爱民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 朱玲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 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形和地势 王毅骅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三单元 学会学习 好习惯 重在养成 张明 海安县雅周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三单元 学会学习 好方法 共同分享 毛丽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扬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7单元 生物和环境是统一体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组成 何妍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1版）

第8单元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
传

第三节 人的性别决定 丁玉凤 盐城市郭猛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 三、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李程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 二、透镜 吴燕 宜兴市范道中学 无锡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 一、光的折射 孙琴 金坛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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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动物的运动 沈琴 盱眙县第二中学 淮安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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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 朱兆军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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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 徐茜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
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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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
环

朱建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　（2013年3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融入社会 肩负使命 灿烂的文明之花 庄晓卉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　（2013年3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融入社会 肩负使命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王晓 南京市江心洲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
起

第14课 国民革命的洪流 李宝华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
起

第13课 伟大的开端 蔡斌 丹阳市第九中学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伟大的抗日战争 第18课 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鲍瑞龙 镇江市大路中学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伟大的抗日战争
第17课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

徐小燕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五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23课 走向战略进攻 邓湘云 丹阳市吴塘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四单元 热爱生活 让我们快乐起来 朱明霞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四单元 热爱生活 让人生更有意义 周荣 滨海县通榆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四单元 热爱生活 做情绪的主人 刘岚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四单元 热爱生活 情绪的多重世界 陆道平 响水县七套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四单元 热爱生活 呵护青春 刘玲 赣榆县赣马第一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单元　酸和碱 课题2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顾丽鸿 启东市南苑中学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单元　酸和碱 课题1　常见的酸和碱 胥兰 盐城市第四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六单元 爱我中华 全面发展的小康目标 张智君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六单元 爱我中华 举世瞩目的成就 王强 赣榆区门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3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师友结伴同行 同学·朋友 奚敏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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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assessment 姚小华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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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kills 申海良 丰县华山镇华山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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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朱静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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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unit 吴丽 响水县大有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五单元 走向明天 理想伴我成长 葛冬佳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五单元 走向明天 艰苦奋斗 走向成功 张培林 盱眙县观音寺初级中学 淮安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4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光现象 一、光的色彩  颜色 庄昌良 赣榆区门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hopping Integrated skills 周世芳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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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媛媛 射阳县第四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hopping Grammar 葛宜化 新沂市草桥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7 Shopping Reading 浦庆华 无锡市雪浪中学 无锡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8 Fashion Welcome to the unit 沈娜 高邮市车逻镇初级中学 扬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1版）

第10单元 健康的生活 第三节 关注健康 郭荣辉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1版）

第10单元 健康的生活 第一节 传染病 史玉珍 常州市北环中学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Self-assessment 陆芳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Integrated skills 王建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Reading 潘凌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Travelling Unit　2　Travelling（通用） 钱舒 常州市丽华中学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Travelling Self-assessment 蔡艳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Travelling Welcome to the unit 陈敏智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Travelling Integrated skills 汤伟经 淮安市码头镇初级中学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Travelling Grammar 徐海凤 大丰市西团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Neighbours Study skills 徐然 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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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霞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Neighbours Reading 郭磊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2 Neighb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李梓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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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晶华 无锡市胡埭中学 无锡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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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assessment 朱砚玲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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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华琴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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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磊 江苏省运河中学初中部北校区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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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王平平 响水县运河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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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unit 范广娟 盱眙县第二中学 淮安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三节　地图的阅读 周菊 南京市南湖第二中学 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朱圆圆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第二中学 泰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一节　地球和地球仪 邵洁 常州市花园中学 常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保护自己的隐私 葛恒艮 灌云县龙苴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法律保护公民隐私 高平平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做个成熟的消费者 席建花 连云港市云台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姜志付 灌南县五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 朱艳芹 盐城景山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与法同行 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 潘龙功 响水县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六单元 复兴中华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施平 响水县海安集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六单元 复兴中华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王建忠 涟水县淮文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六单元 复兴中华 我国的人口问题 周佳萍 常州市武进区马杭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课题2　氧气 徐静 如东县苴镇新光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课题1　空气 胡宗华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Online tours Integrated skills 孙建森 盐城市郭猛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Online tours Task 王春 赣榆县塔山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Online tours Study skills 闫桂芳 赣榆县城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Online tours Grammar 潘娜 泰州市胡庄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3 Online t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杨燕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 三、探索更小的微粒 葛仁建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 二、静电世界 黄宏军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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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八章  力 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刘园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莫厘中学 苏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八章  力 三、摩擦力 吕丽 常州市北环中学 常州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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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力与运动的关系 俞正军 宜兴市范道中学 无锡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综合实践活动 顾明华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通用） 刁银华 宜兴市范道中学 无锡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五、物体的浮与沉 董永华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三、气体的压强 杨立锋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二、液体的压强 张正太 泰州市高港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通用） 封其学 灌南县第三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二节　海陆的变迁 宋海萍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莫厘中学 苏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一节　大洲和大洋 伏虎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一节　多变的天气 赵春芳 昆山市葛江中学 苏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郑新薇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三节　人类的聚居地──聚落 李玉珍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二节　世界的语言和宗教 方涵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Integrated skills 栾婷婷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Reading 胡锦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
初中部

南京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Self-assessment 耿欢 盐城市郭猛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Task 卞伟 睢宁县菁华学校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Grammar 李勇 连云港市班庄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4 Agood read Welcome to the unit 耿明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镇江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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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王利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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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功率 秦正东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 四、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 金新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南京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 二、内能 热传递 周小奋 镇江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3版）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 一、动能 势能 机械能 黄健 泰州市高港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Integrated skills 薛明华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Task 韩小勇 盐城市葛武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Reading 丁海英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Welcome to the unit 孙雯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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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芳 盐城市泽夫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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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 南京市六合区新篁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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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黄海东 如东县大豫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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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kills 李有英 高邮市甘垛镇澄阳初级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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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吴妍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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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通
用）

匡成萍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扬州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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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功 姜观丽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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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宁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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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雷 南通市新桥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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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阻 徐江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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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欧姆定律的应用 戴大意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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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阻器 邱燕 常州市正衡中学 常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2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二节 多细胞生物体的组成 袁辉 射阳县特庸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通
用）

朱安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课题3　元素 颜海荣 连云港市浦南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课题2　原子的结构 杨剑春 南京市高淳区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课题1　分子和原子 刁山强 灌南县张湾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 课题4　化学式与化合价 管国斌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 课题2　水的净化 肖文广 灌云县图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 课题3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范曰清 赣榆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 课题2　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 包慧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 实验活动3　燃烧的条件 李娜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 课题2　燃料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张伟 灌南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 课题1　燃烧和灭火 王立兵 射阳县黄沙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 课题2　金属的化学性质 吴冬俊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 课题1　金属材料 夏诗燕 射阳县特庸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Appendices Grammar　check 程飞 大丰市大桥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Appendices Irregular　verbs 杨树军 灌南县长茂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4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认识新自我 发现自己的潜能 刘家思敏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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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 合理的膳食 王倩 赣榆县墩尚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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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 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邵绍元 如皋市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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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营养物质的作用 刘玉萍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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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饮食与营养 许明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1单元 走进生命世界 第2节 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朱文娟 连云港市海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2单元 我们生活的生物圈 第2节 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 李明亮 东海县张湾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第13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 周莹莹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第12课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 王磊 吴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第11课　民族团结 张继刚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第16课　外交事业的发展 孙玲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二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 王静宜 南京市马群中学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一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罗爱党 东台市东台镇海丰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二节 人体废物的排出 练学娟 大丰市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五节 人体能量的供给 徐婷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分校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三节 人体和外界环境的气体
交换

邱乙伟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二节 人体的血液循环 杨世春 南京市共青团路中学 南京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一节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
质

童媛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一节 关注生物圈——环境在
恶化

咸卫华 大丰市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2版）

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三节 人体感知信息 殷豪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 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二节　巴西 程红军 盐城市鞍湖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一节　美国 钱晶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引言 一、奇妙的物理现象 王克亮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一章 声现象 二、乐音的特性 汪叶雷 东海县张湾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一章 声现象 三、噪声及其控制 赵清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二章  物态变化 五、水循环 黄红军 灌云县穆圩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二章  物态变化 二、汽化和液化 孙传刚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近代社会的确立与动
荡

第8课 改变世界面貌的蒸汽革命 陈蕾 常州市北环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
结

第20课 第一次燃遍全球的战火 吴星 泰兴市城东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
结

第17课 电气时代的来临 张跃权 灌南县五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
结

第16课、武士领导的社会变革 殷勤 常州市翠竹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终
结

第15课、决定美利坚命运的内战 董亮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构建文化的圣殿 第22课 引领时代的思考 史根银 泰州市胡庄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 课题3　有机合成材料 孙千娥 灌云县陡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 课题1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 时建彬 如东县河口镇于港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3版）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 四、密度知识的应用 洪从兵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
固和社会的危机

第19课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李小飞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
固和社会的危机

第16课　中外的交往与冲突 王璐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
固和社会的危机

第20课　明清经济的发展与“闭
关锁国”

李艳春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
固和社会的危机

第15课　明朝君权的加强 顾新利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物质结构与性质
专题4 分子空房间结构与物质性
质

第一单元 分子构型与物质的性
质

叶虹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七单元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
世界

第21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张巍然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七单元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
世界

第20课　人类迈进“电气时代” 许星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　（2013年3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了解祖国 爱我中华 灿烂的中华文化 金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怡康街分校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图文处理与编排 三、编排文章 夏良国 灌云县图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探索 第6课　洋务运动 杨志冲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
起

第13课　红军不怕远征难 杨梅梅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明清帝国的繁盛与近
代前夜的危机

第23课 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
国

沈建军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明清帝国的繁盛与近
代前夜的危机

第22课 科学技术与世俗文学 蒋小点 赣榆县城西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明清帝国的繁盛与近
代前夜的危机

第19课 明清抗击外国侵略的英
勇斗争

钱冬勤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农业 卢燕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三节　工业 王朝萍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第二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人类文明的开端
第2课　大河流域──人类文明
的摇篮

徐静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步入近代 第11课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朱小军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步入近代 第10课　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 徐建权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3
月第3版）

第六单元　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资
产阶级统治的加强

第19课　俄国、日本的历史转折 程娟 滨海县坎北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欢乐颂 欢乐颂 董蕾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两极下的竞争 第13课 挑战“两极” 周烨方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和平与发展 第19课 机遇与挑战 彭唤春 常州市翠竹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四单元 和平与发展 第18课 梦想成真的时代 尹继彩 连云港市浦南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一单元　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2课　原始的农耕生活 吴志荣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
变革

第5课　灿烂的青铜文明 姜宏波 如皋市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
变革

第9课　中华文化的勃兴（二） 朱久芸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
变革

第6课　春秋战国的纷争 陈文建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 第19课　江南地区的开发 崔世平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 第18课　三国鼎立 程晓麟 太仓市新区中学 苏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五单元 遵纪守法 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张文涛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五单元 遵纪守法 社会与司法的保障 颜世东 涟水县郑梁梅中学 淮安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五单元 遵纪守法 社会公共生活需要秩序 焦兰兰 徐州市东苑中学 徐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0年12
月第5版）

第五单元 遵纪守法 关爱你我生命健康 庄建欢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5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动荡与变革 第4课 “大危机”与“新政” 赵德胜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南校区）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　（2013年3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满怀希望 迎接明天 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 李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

南京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一单元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第4课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景军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一单元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第1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韦淑艳 连云港市赣榆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

第9课 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骆增翼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第11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 潘运春 连云港市浦南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人类祖先的基业－古
代世界

第21课 古老帝国的悲剧 陈惠萍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人类祖先的基业－古
代世界

第19课 “日出之国”与“新月
之乡”

邹燕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人类祖先的基业－古
代世界

第18课 蓝色的地中海文明 贾梅红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人类祖先的基业－古
代世界

第17课 大河流域的文明曙光 王帼兰 连云港市东港中学(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九单元　溶液 课题3　溶液的浓度 张玉侠 赣榆县塔山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九单元　溶液 课题1　溶液的形成 姜小争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16课　血肉筑长城 穆卫华 东台市实验中学 盐城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15课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
国奴”

张荣 苏州高新区教研室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14课　难忘九一八 石洋洋 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 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五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18课　战略大决战 沈卓筠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五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17课　内战烽火 秦季燕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6年3
月第2版）

第六单元　经济和社会生活
第19课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
展

宰兆勤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和巩固

第1课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秦清清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通用）

朱久芸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第8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 宋从兵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6年10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第10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张娟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附录2　部分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附录2　部分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曹晶晶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5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亲近师长 克服逆反心理 朱丽芹 灌南县张湾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5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学会负责 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许翠红 盐城景山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5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学会负责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龙泉 镇江市第四中学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5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学会负责 勇敢地承担责任 孙艳婷 响水县六套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5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学会负责 学会承诺 宋志英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一单元 亲近社会 关心社会发展 周玲 灌云县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一单元 亲近社会 勤奋学习 善于学习 张仁国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一单元 亲近社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孙玉环 丰县广宇中英文学校 徐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
洲

第一节　位置和范围 林瑞清 六合区棠城学校 南京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三节　印度 曹青波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南通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节　东南亚 王维菊 太仓市实验中学 苏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一节　日本 汪兰芹 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盐　化肥
实验活动8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
的去除

韦莹 南京市江宁区铜井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盐　化肥 课题1　生活中常见的盐 许红弟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3年
6月第1版）

第七章 体操 第七章 体操 舒洁 新沂市马陵山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慢慢走，欣赏啊 林黛玉进贾府 蔡霞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慢慢走，欣赏啊 祝福 陶莉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慢慢走，欣赏啊 *金岳霖先生 陈洪仁 徐州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慢慢走，欣赏啊 河塘月色 蔡小芳 如皋市搬经中学 南通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故乡歌谣 念故乡 司斯 常州市正衡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论语》《孟子》选读
（选修）

修养的境界 万物皆备于我 嵇莉莉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7课　辉煌的隋唐文化（一） 陶媛媛
江苏教育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天润
城分校

南京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2课　“贞观之治” 刘冬芹 涟水县郑梁梅中学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4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下的世界

第4课　经济大危机 陆建荣 吴江市盛泽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4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7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

潘晟 昆山市城北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7年4
月第2版）

第八单元　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 第17课　第三次科技革命 黄蕾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6
月第2版）

第4课 熟悉的旋律 第4课 熟悉的旋律 王爱春 南通市通州区骑岸初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祭文 祭十二郎文 徐晓勇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红楼梦》选读（选
修）

红楼品鉴 　探春理家 谭佳丽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红楼梦》选读（选
修）

红楼品鉴 　黛玉葬花 王秀花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红楼梦》选读（选
修）

红楼品鉴 　贾府概况 李强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直面人生 写作指导　学会分析 周雷 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直面人生 写作实践 方玮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4版）

第五单元 古代文明的冲撞与文
化成就

第24课 昔日的辉煌 唐文凯 灌南县堆沟港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 第18课 昌盛的文化 李小秀 赣榆县墩尚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
第16课 秦汉开拓西域和丝绸之
路

杨丽 常州市同济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
第14课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
措施

马守彩 连云港市班庄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兰亭集序 刘吴建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逍遥游啊（节选） 章超 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为什么而活着 李文军 江苏省清河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人是能思想的苇草 徐秀莲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制作 ④在页面中插入动画 仇金娅 丹阳市折柳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制作 ③在页面中插入视频 李培林 徐州市西朱中学 徐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制作 ②规划与设计 徐芳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制作 ①需求分析 孔海斌 常州市丽华中学 常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制作 ①认识多媒体技术 李静 灌云县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9章 走进网络世界 ②计算机网络 石恒瑞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 第24课 异彩纷呈的艺术成就 周正华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北校区）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 第21课 南方经济的发展 黄争 泰兴市洋思中学 泰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 第20课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张宇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9课 “贵姓何来”中华诸姓的
来历——学习与探究之一

陈宇 常州市花园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5课 “和同为一家” 黄佳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3课 气度恢弘的隆盛时代 陶陶 连云港市朝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2课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周玉兵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第1课 隋的统一与大运河 朱红梅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祖国土 北方 耿姝姝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祖国土 发现 孙光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第3节　制作基本动画（通用） 颜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③制作简单的Flash动画 秦樱丽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北校区）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②从网上获取计算机动画 朱勇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①动画基础 陈莉 南京市人民中学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②“形状补间”动画 蔡慧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7章 动画制作 ①“动画补间”动画 张育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红楼梦》选读（选
修）

红楼研讨
　开辟鸿蒙 谁为情种：红楼人
物

金小梅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一单元 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2课 星罗棋布的氏族聚落 吴世环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一单元 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1课 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 尚明亮 赣榆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通用）

王寅鹏 灌南县五队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7课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 刘伟 连云港市官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6课 夏商西周的社会与国家 徐波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11课 先民的智慧与创造 杨蕾 赣榆县城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10课 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 祁海燕 连云港市大岭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二单元　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
革

第8课 铁犁牛耕引发的社会变革 王炜成 丹阳市新桥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美术 人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8年3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设计·应用）
活动三　室内装饰品的设计与制
作

顾颖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7年5
月第4版）

第一单元 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第5课 为争取“民主”“共和”
而战

蒋雨虹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龙腾虎掷”的稼轩词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朱美霖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龙腾虎掷”的稼轩词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徐飞云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龙腾虎掷”的稼轩词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张倩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书序 *战国策目录序 朱素琴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书序 《伶官传》序 陆海艳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论辩 留侯论 祁洪星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杂说 *名二子说 陈金霞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杂记 *黄州快哉亭记 眭金祥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杂记 越州赵公救灾记 王晔一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杂记 *丰乐亭记 王路艳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游记 游褒禅山记 陈颖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 第3课 在临摹中感受 丁圆圆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

南京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1
月第1版）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 第2课 关注你、我，他 范科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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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菊妹 吴江市盛泽第三中学 苏州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中华博览（欣赏·评述） 第1课 自然意趣——中国山水画 曹娴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春天的畅想 第1课 色彩的魅力 刘松 丰县常店镇常店初级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鲁迅作品选读（选修）
阅读鲁迅（六）——奴才与革命
烈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杨帆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 第4课 人类的朋友 尹娟 东海县驼峰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苏澳天地（造型·表现） 第3课 情感的记录 章龙虎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常州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 第6课 花的变化 万佳娴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 第8课 装点生活 王明艳 东海县石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世界之旅（欣赏·评述）
第9课 静止的生命——外国静物
画

胡婷芝 金坛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初中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简谱）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 凤阳花鼓 李倩 江苏省运河中学初中部北校区 徐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③评价网站 屠琍 常州市翠竹中学 常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⑦设置超链接 袁媛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⑥制作框架网页 路敏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⑤制作交互网页 钱丽吟 大丰市西团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③应用表格布局网页结构 罗珍会 常州市翠竹中学 常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②创建网站制作首页 徐雪梅 洪泽县实验中学 淮安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下册（2011
年10月第2版）

第10章 主题网站设计 ①确定主题规划网站 徐晓雷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北校区）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2年
6月第1版）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 赵伟 南京市马群中学 南京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2年
6月第1版）

第二章 田 径 第二章 田 径 潘月光 南京市板桥中学 南京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2年
6月第1版）

第三章 足 球 第三章 足 球 刘成兵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2年
6月第1版）

第五章 排 球 第五章 排 球 丁小祥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3年
6月第1版）

第二章 田径 第二章 田径 蒋俊 江苏大学附属中学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3年
6月第1版）

第三章 足球 第三章 足球 朱广袤 南长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3年
6月第1版）

第四章 篮球 第四章 篮球 孙锁良 丹阳市导墅初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和平的祈祷 一个人的遭遇 时鹏寿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和平的祈祷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李秋华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历史的回声 念奴娇·赤壁怀古 李冬梅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历史的回声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吴庆业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选修（2007
年7月第1版）

第1单元 程序设计 ②条件语句 姜捷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选修（2007
年7月第1版）

第1单元 程序设计 ②用VisualBasic编写程序 何洪辉 丹阳市建山学校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选修（2007
年7月第1版）

第1单元 程序设计 ①计算机程序并不神秘 郭佳 江苏大学附属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选修（2007
年7月第1版）

第1单元 程序设计 ②算法的描述 钱峰 南京市营防中学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选修（2007
年7月第1版）

第1单元 程序设计 ②循环语句 周云华 丹阳市窦庄初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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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靓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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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 吴娴苹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世界之旅（欣赏·评述）
第9课 自然的定格——外国风景
画

关茗月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珍爱生命 说书人 洪春燕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珍爱生命 鸟啼 杨新明 江苏省如皋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珍爱生命 我与地坛 王维 江苏省泰州中学 泰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青春舞曲 赵玲玲 连云港市云台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九年级全一册 第6章　体操 1．技巧 卢娟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1课标版 七～九年级全一册 第6章　体操 2．支撑跳跃 郭小娟 徐州市铜山区徐庄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7年11
月第3版）

第二单元 多文化碰撞交融与社
会经济高度发展

第16课 繁荣的宋元文化 刘玮 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实用阅读（选修）
归纳梳理的艺术——综述类文章
的阅读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张道恒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茉莉芬芳 茉莉花（一） 张敏锐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不虚美　不隐恶——《史记》的
史家传统

　高祖本纪 陆邦玲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不虚美　不隐恶——《史记》的
史家传统

　*李将军列传 吴盼盼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
的理想人格

　屈原列传 李园林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史记
》的人物刻画艺术

　项羽本纪 陈雪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史记
》的人物刻画艺术

　*廉颇蔺相如列传 唐春香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史记》选读（选修） 研究《史记》 研究《史记》（通用） 符文成 淮安市清浦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写作（通用） 陈正祥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虞美人 任姗姗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蜀道难 陈浩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雨霖铃 顾鑫浩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氓 刘启英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声声慢 严玉萍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锦瑟 赵裕花 启东市江海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笔落惊风雨 登高 崔赵南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1章 解三角形 1.1　正弦定理（通用） 许海波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1章 解三角形
1.3.1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的应
用

韦理 常州市第五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2.1　数列（通用） 姜勤 建湖县第二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第2章　数列（通用） 熊如佐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本章测试 郭首东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本章回顾 李带兵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2.3.1 等比数列的概念 许敬奎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2.2.2 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 张先云 徐州市第二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2.2.1 等差数列的概念 霍瑞娟 东海县白塔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2章　数列 习题2.1 包静怡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语言规范与创新（选
修）

简明、连贯、得体 简明、连贯、得体之法 朱明慧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走好关键的前两步——审题与立
意

走好关键的前两步——审题与立
意

袁玉英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世间惟有情难画——情感的表达 世间惟有情难画——情感的表达 吴永宏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于细微处见精神 ——细节描写 于细微处见精神 ——细节描写 周波 沭阳县建陵中学 宿迁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敢于说出“我认为”——论点与
论据

敢于说出“我认为”——论点与
论据

赵欣 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向青春举杯 错误 朱燕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向青春举杯 致橡树 肖冬云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向青春举杯 沁园春 长沙 周海方 建湖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初中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节 第4课　书间精灵——藏书票 尹国栋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科学之光 南州六月荔枝丹 牛志平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寻觅文言津梁 廉颇蔺相如列传 李芹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寻觅文言津梁 烛之武退秦师 张爱侠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寻觅文言津梁 非攻(节选) 桑小燕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寻觅文言津梁 秋水(节选) 许峰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寻觅文言津梁 鸿门宴 徐华丽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习题3.1（1） 时慧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3.1.1 两角和与差的余弦 于海军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本章回顾 胡传辉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3.2.1 二倍角的三角函数 秦玉洁 江苏省运河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3.1.3 两角和与差的正切 童华一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3章 三角恒等变换 习题3.1（2） 张艳艳 江苏省运河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像山那样思考 湖山沉思（通用） 黄明高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像山那样思考 写作实践 刘美娟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像山那样思考 像山那样思考 徐珏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像山那样思考 *神的一滴 王赟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中国龙吟 我是中国人 白颖婵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中国龙吟 龙的传人 刘畅 连云港市云台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中华博览（欣赏·评述）
第1课 抒情与写意——中国花鸟
画

周磊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沉郁顿挫的杜甫诗 　兵车行 王美莲 丹阳市珥陵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创新求变的中唐诗 　*寄李儋元锡 陈玉坦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诗国余晖中的晚唐诗 　商山早行 段静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03课标版必修1 第二章 基本初等函数（Ⅰ） 2.2.2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 吴长刚 江苏省运河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 长亭送别 顾燕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 陈情表 梁小柳 东海县白塔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1章 走进信息世界 ④信息的甄别和引用 孙丹君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1章 走进信息世界 ③从因特网获取信息 姚荔 丹阳市界牌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2章 管理计算机 ③系统的优化 李卫军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2章 管理计算机 ①安装操作系统 缪洁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风神初振”的初唐诗 　春江花月夜 王璐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通用） 陈德香 高邮市临泽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 　燕歌行 廖婷婷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 　望月怀远 程仁芳 赣榆县城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英语 北师大2003课标版必修2 Unit 5 Rhythm Lesson 1 Performance 黄钟玮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走进语言现场 写作指导　演讲稿，写给听众 朱君君 启东市吕四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4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②图表的制作 吴茂连 连云港市赣榆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4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②函数 孟庆义 滨海县秉义初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短篇小说选读（选修）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通用） 史欢宇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短篇小说选读（选修） 后来发生了什么 　警察和赞美诗 李兴海 灌云县四队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顺理成章 ——议论文的结构 顺理成章 ——议论文的结构 张钟玉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写作（选修）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 何祥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难以忘怀的故事 　*鞋的故事 赵行专 江苏省启东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难以忘怀的故事 　铃兰花 支丽欢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难以忘怀的故事 　送考 朱敏菁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03课标版选修2-1 第二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习题2.2 刘彬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03课标版选修2-1 第二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2.1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林伟民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活生生的“这一个” 　我的母亲 顾广宽 响水县运河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活生生的“这一个” 　*父亲 仝志远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活生生的“这一个” 　*把栏杆拍遍 梁艳 江苏省清河中学 淮安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3章 应用文档的设计 ⑤制作封面和封底 刘亚莉 徐州市开发区中学 徐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3章 应用文档的设计 ④制作目录 杨建云 大丰市小海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3章 应用文档的设计 ②制作正文 束梅霞 丹阳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03课标版必修2 第四章　圆与方程 4.2.3 直线与圆的方程的应用 王泰峰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5章 图片的获取与加工 ②图片处理的基本方法 孙远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
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5章 图片的获取与加工 ②获取图片 徐娟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5章 图片的获取与加工 ①走进图片世界 胡东方 丹阳市珥陵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6章 音视频获取与处理 ③视频的编辑 蒋晓红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2001课标版
初中通用-上册（2007
年7月第1版）

第6章 音视频获取与处理 ②声音的获取 庞丽鹏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新天下耳目”的东坡词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石磊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号角，为你长鸣 老王 张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号角，为你长鸣 品质 曹小民 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获得教养的途径 师说 张保飞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2.2.1 圆的方程 杨伟华 射阳县第二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习题2.3 张爱华 高邮市临泽中学 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习题2.2（2） 周洁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2.2.2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吴莉娜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2.1.3 两条直线的平行与垂直 俞树平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2.1.2 直线的方程 王健 江苏省淮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2章 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2.1.1 直线的斜率 丁婵婵 江苏省清河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
1.3.3 函数y=Asin(ω x+φ )的图
象

王红 建湖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 1.3.1 三角函数的周期性 吕娜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 1.2.2 同角三角函数关系 施炜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 1.2.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于黎 南通市小海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1章 三角函数 1.1.1 任意角 闫春伦 赣榆县城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第七课　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
（通用）

桑芝晶 南通市小海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袁兆芳 江苏省泰州中学 泰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 詹文广 江苏省大港中学 镇江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邹秀平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王福敏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蒋卫星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四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单元复习与测试 王海雯 连云港市海滨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四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价值与价值观 赵秦卫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1章 常用逻辑用语 1.2 简单的逻辑联结词 祝智瀚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当代语言生活（选修） 专题九 慎重使用语言
将写入国史：宪法修正案里一个
逗号的删改

袁东升 江苏省宿迁中学 宿迁市



高中语文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阅读鉴赏 登高 刘宏业 南京市宁海中学 南京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语言知识与技能
类）英语写作

Unit9　Review Unit9　Review 韩书珍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1章 算法初步 本章回顾 贲维维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1章 算法初步 1.4.1 算法案例 蒋理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1章 算法初步 习题1.1 王慧 徐州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1章 算法初步 1.2.3 循环结构 嵇友伟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3章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
入

第3章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
入（通用）

杨林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3章 概率
3.1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通
用）

顾钱睦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3章 概率 3.2.1 古典概型 朱震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2 矩阵与变换 2.2 几何常见的平面变换 2.2.2 伸压变换 孙庆 江苏省震泽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2 矩阵与变换 2.3 变换的复合与矩阵乘法 2.3.1 矩阵乘法的概念 张蓉蓉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一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 第三节　化学键 翟莉芬 江苏省口岸中学 泰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二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第三节　化学反应的速率和限度 吕永秀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二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第二节　化学能与电能 徐晓勇 江苏省启东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三章　有机化合物 第四节　基本营养物质 葛许鑫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三章　有机化合物
第二节　生活中两种常见的有机
物

杨金芳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3 第1章 计数原理
1.1　两个基本计数原理（通
用）

丁明杰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3 第1章 计数原理 习题1.5 赵丽云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3 第1章 计数原理 1.4.计数应用题 徐晓洲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3 第1章 计数原理 1.3.1 组合 程志慧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3 第2章 概率 2.3.1 条件概率 江小娟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二节　几种重要的金属化合物 徐雪梅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金属的化学性质 李志华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归纳与整理 陈晓晔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三节　硫和氮的氧化物 丁建华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二节　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
—氯

朱薇薇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南京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
——硅

王桂林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1　化学家眼中的物质世界 第一单元　丰富多彩的化学物质 杨海艳 灌云县陡沟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1　化学家眼中的物质世界 第二单元　研究物质的实验方法 张一览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3章 不等式 3．1 不等关系 丁益民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3章 不等式 3.4.1 基本不等式的证明 徐彩娥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3章 不等式 3.4.2 基本不等式的应用 胡继东 丰县民族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5 第3章 不等式 3.3.3 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 郭琪 徐州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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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炜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
方程

4.2 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4.2.2 常见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邵华川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
方程

4.2 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4.2.1 曲线的极坐标方程的意义 孙大鹏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
方程

4.4 参数方程 4.4.1 参数方程的意义 乔爱萍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
方程

4.4 参数方程 4.4.3 参数方程的应用 季小华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3.1 双曲线的标准方程 付辉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2.1 椭圆的标准方程 万国全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6.2 求曲线的方程 庄红月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4.1 抛物线的标准方程 韦亚芹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3.2 双曲线的几何性质 王小青 江苏省如皋中学 南通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Unit 1 The written world Unit 1 The written world 万选邦 淮安市清浦中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Unit 2 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t 2 The universal
language

靳小男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Unit 3 The world of colours
and light

Unit 3 The world of colours
and light

苏利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八 Unit 4 Films and film events Unit 4 Films and film events 魏雪娜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九 Unit 2 Witnessing time Unit 2 Witnessing time 沈燕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 unit 2 people on the move unit 2 people on the move 杨艳 射阳县第二中学 盐城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 unit 4 law and order unit 4 law and order 顾兴贤 启东市吕四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1章　集合 第1章　集合（通用） 周华 启东市吕四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1章　集合 1.3 交集、并集 施红娟 启东市吕四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1章　集合 1.1 集合的含义及其表示 任卫兵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2章　函数 第2章　函数（通用） 曹梅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2章　函数 2.1.2 函数的表示方法 周德春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2章　函数 2.2.2 函数的奇偶性 邢尧芳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2章　函数 2.1.1 函数的概念和图象 施建华 启东市江海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
函数

3.4.2 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颜冬生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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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智委 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
函数

3.2.2 对数函数 赵睿英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
函数

3.2.1 对数 葛爱通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3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
函数

3.1.2 指数函数 陈海飞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
变

陆燕飞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
成

杨增荣 江苏省如皋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
制度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许中华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
制度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刘磊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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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朱艳华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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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单元 造福人类健康的化学
药物

高潮 江苏省马坝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1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第二单元 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 张颖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五节：飘逸的南国风  第五节：飘逸的南国风  崔忠艳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六节：鼓乐铿锵 第六节：鼓乐铿锵 刘慧铭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七节：丝竹相和 第七节：丝竹相和 贺静 滨海县八滩中学 盐城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7 CONTENTS Unit 3　Under the sea 张慧 连云港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九节：现代京剧  第九节：现代京剧  王芳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十节：历史悠久的亚洲传统音
乐

第十节：历史悠久的亚洲传统音
乐

杨晓华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十一节：非洲歌舞音乐 第十一节：非洲歌舞音乐 缪海云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十二节：欧洲民间音乐 第十二节：欧洲民间音乐 史小慧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十五节：贝多芬 第十五节：贝多芬 顾烨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二十二节：勋伯格 第二十二节：勋伯格 顾莺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 2.5 向量的应用 陈杰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 习题2.4 倪娜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 习题2.3 陈威 连云港市海滨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 2.3.2 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 金培苗 灌云县四队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第2章 平面向量 2.3.1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徐洁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学 苏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章　化学与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

第一节　开发利用金属矿物和海
水资源

仲艳婷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5 第十九章　原子核 5　核力与结合能 王金兵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5 第十九章　原子核 2　放射性元素的衰变 刘增元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化学物质及其变化 第三节　氧化还原反应 徐小健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化学物质及其变化 第二节　离子反应 毛娟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
想的演变

第4课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
想

董卫娟 如东县掘港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
想的演变

第3课　宋明理学 徐文彬 如东县马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
想的演变

第1课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
想的形成

杨梅梅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二单元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
及其发展

第5课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
源

曹权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物质结构与性质 第三章 晶体结构与性质 复习题 金新革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八章　气体 3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张通礼 新沂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八章　气体 1　气体的等温变化 陈琴华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六
Unit 2 What is happiness to
you

Unit 2 What is happiness to
you

陈红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南京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六
Unit 3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Unit 3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刘青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Unit 1 Living with
technology

Unit 1 Living with
technology

邰文继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Unit 3 The world online Unit 3 The world online 仲小娟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2 第2章 推理与证明 2.2.2 间接证明 顾淑建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2 第2章 推理与证明 2.1.1 合情推理 熊琳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九章　固体、液体和物态变化 2　液体 李琴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二章　机械波 1　波的形成和传播 李润杰 徐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二章　机械波 4　波的衍射和干涉 王民华 徐州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二章　机械波 5　多普勒效应 尤宇丹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二章　机械波 3　波长、频率和波速 马华 如皋市搬经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三章　光 2　全反射 王磊 徐州高级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三章　光 1　光的反射和折射 陈晓东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8 CONTENTS
Unit 5 Meeting your
ancestors

庄利敏 海门市证大中学 南通市

高中英语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8 CONTENTS
Unit 3 Inventors and
inventions

张园媛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1章 导数及其应用 1.3.1 单调性 时丹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1章 导数及其应用 1.1.2 瞬时变化率-导数 陆凯 启东市吕四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1章 导数及其应用 1.1.1 平均变化率 杜继渠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1章 导数及其应用 1.5.3 微积分基本定理 金明祥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2-2 第1章 导数及其应用 1.3.2 极大值与极小值 梁梅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四单元　当代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
益

何忠锋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四单元　当代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主权国家
和国际组织

苏静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通用）

仲永生 海安县南莫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徐继宽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杨建忠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
民主的潮流

第10课　鸦片战争 汤毓江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
民主的潮流

第17课　解放战争 孙进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
民主的潮流

第16课　抗日战争 葛慧烨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
民主的潮流

第14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陈亚千 江苏省昆山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通用）

盛险峰 如东县马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18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郁丽娟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六单元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
与祖国统一

第20课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洪莉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探索

一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
发展

王涛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二
Unit 1 Tales of the
unexplained

Unit 1 Tales of the
unexplained

左德建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三
Unit 1 The world of our
senses

Unit 1 The world of our
senses

王行美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四 Unit 2 Sports events Unit 2 Sports events 谭璐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徐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物质结构与性质 第一章 原子结构与性质 第一节 原子结构 张晓花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物质结构与性质 第二章 分子结构与性质 第一节 共价键 翟新民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有机化学基础 专题2 有机物的结构与分类 第一单元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邓小进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有机化学基础 专题4 烃的衍生物  第三单元 醛 羧酸 丁祥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有机化学基础 专题4 烃的衍生物  第二单元 醇 酚 徐雪林 苏州吴江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
变迁

三 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 杨红如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
变迁

一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王志平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五 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
场

四 走向整体的世界 高苏娟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五 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
场

三 “蒸汽”的力量 蒋宝莲 丰县民族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六 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
主义

二 罗斯福新政 王云兰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二
专题七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验与教训

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
索

刘敏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9.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李林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10.能量守恒定律与能源 洪梅 江苏省淮安中学 淮安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8.机械能守恒定律 李永畅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7.动能和动能定理 王承金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3.功率 时金成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2.功 刘青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1.追寻守恒量——能量 韩志祥 常州市第三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 宋华忠 连云港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三章 电磁感应 一、电磁感应现象 耿鉴 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五 Unit 2 The environment Unit 2 The environment 王夏清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杨华强 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5　速度变化快慢的描述──加
速度

尹坤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5　自由落体运动 戴晓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6　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
究

刘焕奇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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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方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相互作用 4　力的合成 吴健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相互作用 5　力的分解 於罗英 江苏省大港中学 镇江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相互作用 3　摩擦力 马云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相互作用 2　弹力 刘光兵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1　牛顿第一定律 周佳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7　用牛顿运动定律解决问题
（二）

袁启林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6　用牛顿运动定律解决问题
（一）

陆良荣 吴江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5　牛顿第三定律 周琪兵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2　实验：探究加速度与力、质
量的关系

袁凯捷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三单元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陆雪华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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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生活中选择 洪娟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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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王青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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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王霞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八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
多极化趋势

第26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邹丽红 相城区教研室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八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
多极化趋势

第25课　两极世界的形成 杜娟 南京市宁海中学 南京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2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
衡

第三单元 化学平衡的移动 倪建娥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3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第二单元 溶液的酸碱性 王海英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3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第三单元 盐类的水解 都承峰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3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第一单元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张红俊 江苏省昆山中学 苏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专题1　微观结构与物质的多样
性

 第一单元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与
元素周期律

尤娟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四章　电磁感应 6　互感和自感 严灿云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四章　电磁感应 5　电磁感应现象的两类情况 王万林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四章　电磁感应 4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张永杰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四章　电磁感应 3　楞次定律 王益华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四章　电磁感应 2　探究感应电流的产生条件 殷建楼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五章　交变电流 4　变压器 蔡紫莲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2 第六章　传感器 2　传感器的应用 王登春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二单元　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 单元复习与测试 卞珍凤 江苏省口岸中学 泰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二单元　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 意识的作用 刘书银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4　生活与哲学 第二单元　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 人的认识从何而来 秦鹏晖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三单元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与文学艺术

第10课　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
艺术

周启明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 第三章 酶的应用技术实践
课题研究 探究洗衣粉中的酶在
洗涤剂中的作用

张建立 江苏省贾汪中学 徐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二单元　文化传承与创新 第五课　文化创新（通用） 王海荣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二单元　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曹美霞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二单元　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创新的途径 窦月玲 徐州高级中学 徐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二单元　文化传承与创新 传统文化的继承 赵剑军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3　从矿物到基础材料 第二单元　铁、铜的获取及应用 王丽芹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4　硫、氮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单元　生产生活中的含氮化
合物

曹扬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一单元　从宇宙看地球 　第三节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杨婷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二单元　从地球圈层看地理环
境

　单元活动 分析判断气候类型 沈鸾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二单元　从地球圈层看地理环
境

　第三节 水圈与水循环 陈召静 赣榆县城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二单元　从地球圈层看地理环
境

　第一节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孙建祥 淮安市清浦中学 淮安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三单元 从圈层作用看地理环
境内在规律

　第二节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吴志明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四单元 从人地关系看资源
与环境

　第三节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
人类的影响

陈时伟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三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一 太平天国运动 顾丽红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四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
祖国统一

三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
其实践

孙海涛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徐渭清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扬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六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
文明

二 卓尔不群的雅典 马震 江苏省贾汪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七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
立与发展

一 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 孙胜娜 灌云县第一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 三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李波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 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祁若华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九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
极化趋势

一 美苏争锋 潘国良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一章 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活
动

第四节 区域经济联系 李志宏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二章 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区
域可持续发展-以德国鲁尔区为
例

朱惠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二章 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湿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以洞庭湖区为例

戴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五单元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潮流

第15课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

王刚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五单元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潮流

第14课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
变法

金秋荣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5　电势差 杨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8　电容器的电容 李志锋 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9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彭兴宽 大丰市南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7　静电现象的应用 肖敏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6　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崔晓霞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4　电势能和电势 申仁智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3　电场强度 戴昊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2　库仑定律 陈栋梁 吴江盛泽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二章　恒定电流 6　导体的电阻 孙锋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二章　恒定电流 1　电源和电流 李志国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二章　恒定电流
10　实验：测定电池的电动势和
内阻

袁晓鹤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镇江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二章　恒定电流 7　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 庄祝全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二章　恒定电流 3　欧姆定律 谷海跃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选修六 第二单元 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 第一节 资源问题及其表现 朱丽侠 赣榆县第一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二单元　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
的形成和发展

第6课　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
拓展

张伟钢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二单元　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
的形成和发展

第5课　开辟新航路 黄红霞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化学反应原理
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
衡

第三节　化学平衡 袁青云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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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　杂交育种与诱变育种
（通用）

陈翠红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
第五节 　关注人类遗传病（通
用）

肖晓军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 人类基因遗传病 张勇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 从基因到蛋白质 陈金凤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 DNA的复制 张立群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四章  遗传的分子基础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陈丹霞 丰县民族中学 徐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五章  生物的进化 现代达尔文主义 陶兴宏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专
题

第一章  基因工程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葛启鑫 高邮市临泽中学 扬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2节　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通用）

宋建玲 海安县曲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4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瞿阿香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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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控制
中心

陈祺 常熟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化学反应原理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归纳与整理 沈安程 如东县双甸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化学反应原理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第四节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 林宏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化学反应原理 第四章　电化学基础 归纳与整理 郑晓影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章　曲线运动 7.生活中的圆周运动 吴朝霞 南京市宁海中学 南京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章　曲线运动 2.平抛运动 胡玉涛 徐州市第二中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章　曲线运动 1.曲线运动 谢春树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章　从实验学化学
第二节　化学计量在实验中的应
用

张宏磊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
专题

专题1　基因工程 1.1　DNA重组技术的基本工具 许俊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二章  生物个体的稳态 植物生长素的发现 王梦婕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二章  生物个体的稳态 动物的激素调节 陈彦飞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二章  生物个体的稳态 水和无机盐的调节 居文伟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二章  生物个体的稳态 稳态的生理意义 施小雪 连云港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03课标版 技术与设计·必修1 第三章 设计过程、原则及评价  二  设计的一般原则 黄小娟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一单元　公民的政治生活 民主选举：投出理性一票 柳翠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一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三 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黄爱娟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专题一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徐娜 江苏省贾汪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三单元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
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9课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
动

史联盟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
专题

专题3胚胎工程
拓展视野　话说哺乳动物的性别
控制

程丽 吴县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第三节 地球的运动 石虎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
和能量交换

第四节 水循环和洋流 张孝伟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
和能量交换

第三节 大气环境 高卫东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第三章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与差异性

第二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张乐乐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一章 人口与环境 第一节 人口增长模式 赵丁梅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

第七单元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
革

第3课　农奴制改革与俄国的近
代化

陈茂芳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道路

第12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聂云 江苏省淮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道路

第11课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葛家梅 如东县马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单元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
策的调整

第17课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危机

曹鑫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单元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
策的调整

第19课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严素丽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单元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
策的调整

第18课　罗斯福新政 丁翀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三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的演变

三 宋明理学 马济强 赣榆县第一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三
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
流

一 “顺乎世界之潮流” 郭林峰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三
专题四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
想理论成果

一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袁鑫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
调节

第4节　免疫调节（通用） 葛兰娟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
调节

第3节　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的
关系（通用）

徐孙炜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
调节

科学·技术·社会　艾滋病——
威胁人类的免疫缺陷病

蒋静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
调节

与生物学有关的职业　神经外科
医生

印宝军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3章　植物的激素调节 第1节　植物生长素的发现 万晓涛 赣榆县厉庄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3章　植物的激素调节 第3节　其他植物激素 庞莉莉 苏州吴江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4章　种群和群落 科学·技术·社会　立体农业 金燕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4章　种群和群落
与生物学有关的职业　林业工程
师

俞慧 江苏省昆山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第二节　气压带和风带 张燕妮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第一节　冷热不均引起大气运动 王玉芹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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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合作用的过程 曹久虎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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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合色素与光能量的捕获 刘玉冰 徐州市王杰中学 徐州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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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与酶促反应 周芳 响水县第二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专
题

第二章  细胞工程 植物细胞工程与育种 周晓燕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二单元 城市与地理环境 　第三节 城市空间结构 蒋明 徐州市铜山区茅村中学 徐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二单元 城市与地理环境 　第二节 城市区位与城市体系 卢燕 大丰市南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章　万有引力与航天 4.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 郭骑兵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章　万有引力与航天 5.宇宙航行 钱星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章　万有引力与航天 3.万有引力定律 时春华 淮安钦工中学 淮安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章　万有引力与航天 2.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 冼永琴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5 有机化学基础 第三章　烃的含氧衍生物 第一节　醇酚 沈卫星 海门市证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二章 城市与环境 第二节 城市化过程与特点 许立军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三章 区域产业活动
第三节 工业区位因素与工业地
域联系

钱震华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湘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三章 区域产业活动
第二节 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地
域类型

吴爱芬 如东县掘港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态与环境 第5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4节 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朱晓玲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三章  生物群落的演替 生物群落 徐家锋 高邮市临泽中学 扬州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03课标版 技术与设计·必修1 第六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  一  设计表现图 刘赪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必修三
专题六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
发展

一 蒙昧中的觉醒 王绪红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二单元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刘道宇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政治生活 第二单元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政府的职能：管理与服务 李伟 徐州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四章  生态系统的稳态 生物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 刘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南京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稳定与环境 第四章  生态系统的稳态 环境对生物非常重要 杨芳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选修二 　　第一单元 探索海洋的奥秘
　　第二节 海水性质与海水运
动

周利华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
专题

专题5　生态工程 拓展视野　前景广阔的沼气工程 展敏芝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03课标版 技术与设计·必修2 第一单元 结构与设计  二  稳固结构的探析 魏海林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二章  细胞的化学组成 蛋白质的种类和功能 郭志燕 建湖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四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 第一节　营造地表形态的力量 李燕峰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五章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与差异性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汤天巍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五章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与差异性

第二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邵俊峰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二章　城市与城市化 第三节　城市化 陈芳 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章　工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工业的区位选择 印娟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一 Unit 1 School life Unit 1 School life 严可儒 淮安市楚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一 Unit 2 Growing pains Unit 2 Growing pains 武艳云 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一
Unit 3 Looking good, feeling
good

Unit 3 Looking good, feeling
good

陆亚玲 建湖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
评说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家
第3课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
者康熙帝

谢荣花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
评说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家
第2课　大唐盛世的奠基人唐太
宗

倪蓓蓓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一 unit 2 getting a job unit 2 getting a job 张福翠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一 unit 4 the next step unit 4 the next step 朱惠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一单元　生活与消费 消费及其类型 王海燕 海安县立发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一单元　生活与消费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胡继繁 连云港市海滨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一单元　生活与消费 价格变动的影响 陈静 盐城市时杨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五章  细胞增殖、分化、衰
老和凋亡

细胞分化 张惠敏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五章  细胞增殖、分化、衰
老和凋亡

细胞周期与有丝分裂 李金玲 连云港市海滨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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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细胞的形成 刘永雷 江苏省丰县华山中学 徐州市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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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的减数分裂 戴可梅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2　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物
质

第二单元　钠、镁及其化合物 吴秀莹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专题2　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物
质

第一单元　氯、溴、碘及其化合
物

丁高芳 高邮市临泽中学 扬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 5　运动电荷在磁场中受到的力 吴正兴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
6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
动

唐学民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 4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的力 夏万祥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 1　磁现象和磁场 戚明亮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 专题1　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课题1　果酒和果醋的制作 盛兰柱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章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 第一节　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 周鹏 张家港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三章  遗传和染色体 染色体变异在育种上的应用 张光厂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 骈昌贵 江苏省盱眙中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新时代的劳动者 沈边境 江苏省清河中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股票、债券和保险 杨威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徐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公司的经营 宋黎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董红干 盐城市龙冈中学 盐城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二单元　生产、劳动与经营 发展生产　满足消费 赵兴国 泰兴市第五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三单元　收入与分配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张丽艳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苏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三单元　收入与分配 征税和纳税 毛晓静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经济生活 第三单元　收入与分配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

赵辉 如皋市搬经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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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配置资源 周春艳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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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主题　抓住主线 刘顺然 江苏省如皋中学 南通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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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王红军 建湖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 第二章 发酵技术实践
边做边学 豆制品的发酵加工-制
作腐乳

陈昌才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 第二章 发酵技术实践
边做边学 果汁发酵制作果酒和
果醋

张艳艳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文化生活 第一单元　文化与生活 文化与经济、政治 张季燕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十一组 怀素写字 杜明宏 东台市弶港镇新曹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识字 7 孙晓璐 南京市立贤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8 神奇的克隆 柳业 连云港市院前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7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张文秀 连云港市城西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5 练习5 臧传平 扬州市江都区樊川镇永安小学 扬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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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牛军锐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3节　ATP的主要来源──细胞
呼吸

陈兆梅 如东县马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二　光合作用的原理和应用 陈卫东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2节　细胞的能量“通货”─
─ATP

张宏建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常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二　酶的特性 刘德海 盐城市龙冈中学 盐城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一单元　人口与地理环境
第一单元　人口与地理环境（通
用）

朱军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一单元　人口与地理环境 　单元活动 学用地理统计图 孙洪梅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9　　统计与可能性 了解我们自己 陶华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9　　统计与可能性 游戏规则的公平性 罗芳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中心小学 宿迁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1节　细胞的增殖 尹佳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全章复习与测试 姜旗兵 海门市证大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3节　细胞的衰老和凋亡 倪甜甜 如皋市搬经中学 南通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1章　遗传因子的发现
第1节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一）

陈海波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遗传与进化 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一　减数分裂 黄燕红 启东市汇龙中学 南通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三单元 产业活动与地理环
境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 赵争艳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四单元 人类活动的地域联
系

　第二节 交通运输布局 徐涛 新沂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二
　第四单元 人类活动的地域联
系

　第一节 人类活动地域联系的
主要方式

郭丽华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一单元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
活动

  第三节 区域发展阶段与人类
活动

丁华娟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一单元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
活动

  第一节 认识区域 王莉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三单元区域资源、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

  第三节 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以南水北调为例

窦立祥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 扬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第三单元区域资源、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

  第一节 区域水土流失及其治
理——以黄土高原为例

袁媛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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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
例

谷双山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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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农业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以东北地区为例

吴春燕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21 掌声 赵云 南通唐闸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20 军神 张平 连云港市沙河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23 每逢佳节倍思亲 陆和 南京市长城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24 孙中山破陋习 郁卫萍 大丰市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三组 认一认3 陆燕红 启东市祖杰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三组 zh ch sh r 杨艳 连云港市柘汪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 中国美术鉴赏 第三课 华夏意匠——建筑艺术 周宏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 中国美术鉴赏
第二课 传统艺术的根脉——玉
器、陶瓷和青铜器艺术

蒋玥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 外国美术鉴赏
第五课 传统与革新——从巴洛
克风格到浪漫主义

李强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 外国美术鉴赏
第四课 “巨人”辈出——文艺
复兴美术

张昇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七组 28　丑小鸭 董云 南京市景明佳园小学 南京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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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飞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4 练习4 郭亚云 如皋市城南小学 南通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 绘画
第三课 尝试体验中国画的笔墨
情趣——学画中国画

第三课 尝试体验中国画的笔墨
情趣——学画中国画

孟臻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四组 13  好学的爸爸 任群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四组 12  陈毅探母 陈玲娟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四组 10  他得的红圈圈最多 曹桂芳 镇江市丹徒区西麓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 识字 4 蒋冬冬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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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圣雄甘地 嵇道鑫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二章　促进身体健康 第一节　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郑永华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三章　促进心理健康 第三节　体育与情绪的调控 刘文雷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 扬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六章　提高田径运动技能 第三节　跳跃 祁晓健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六章　提高田径运动技能 第二节　跑 田东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 徐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六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
发展

第一节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袁霞 无锡市立人高级中学 无锡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
选修一 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

专题七 俄国农奴制改革 一 危机笼罩下的俄国 王胜海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历史 人民社2003课标版
选修一 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

专题八 日本明治维新 二 明治维新的举措 孙伟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七章　选项学习指导与提示 第四节　体操运动 周晓晨 江苏省金湖中学 淮安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七章　选项学习指导与提示 第三节　球类运动 吴昊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　全一册 第七章　选项学习指导与提示 第五节　武术运动 吴开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25 黄鹤楼送别 黄玉红 丹阳市云阳学校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课文 23 林冲棒打洪教头 王艳红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2 暖流 唐建峰 常熟市辛庄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4 早 张云芳 南通市通州区五总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3 只拣儿童多处行 丁晓宇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1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刘越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2 姥姥的剪纸 陈晓燕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练习5 练习5 芮艳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习作5 习作5 陈福军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回民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26 剪枝的学问 孙万春 盐城市步凤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24 寓言两则 沈玉芬 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练习6 练习6 陈锦林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24 明天，我们毕业 李运霞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22 理想的风筝 张莹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练习1 练习1 杜崴崴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12 荷花 刘静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习作4 习作4 王平宏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3 燕子 汤嘉琪 启东市天汾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2 第一朵杏花 黄继娟 连云港市墩尚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识字 8 卢建
建湖县育红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
中校区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识字 6 陈长林 东台市南沈灶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3 古诗两首 周小娟 如东县丰利镇凌河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课文 4 做一片美的叶子 张筝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习作2 习作2 赵红梅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习作5 习作5 梅艳 盐城市第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22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张玲 泰兴市北城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9.数学广角 9.数学广角（通用） 马凌然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中心小学 南京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 阅读与思考  勾股定理的证明 张诚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 数学活动 高峰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 复习题19 张晓萍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复习题16 包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16.1 二次根式 印海梅 海安县雅周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三年级上册（2014年8
月第1版）

第2课 机器人 第2课 机器人 王焱 昆山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4课 绘画游戏 第4课 绘画游戏 姚伟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9课 假如我是巨人 第9课 假如我是巨人 许红燕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12课 和妈妈在一起 第12课 和妈妈在一起 孙徐凤 张家港市合兴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16课 画夜景 第16课 画夜景 孙桂芳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部分  素质与锻炼 四、跑的练习与游戏 王方俊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部分  技术与运用 武术 杨春娣 靖江市靖城中学 泰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三年级上册（2014年8
月第1版）

第15课 面具 沈磊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2009年
5月第2版）

第四课 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
-走进意象艺术

第四课 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
-走进意象艺术

孙李敏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苏州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2009年
5月第2版）

第七课 是什么使美术的作品如
此的千姿百态--分析理解美术作
品的创作意图

第七课 是什么使美术的作品如
此的千姿百态--分析理解美术作
品的创作意图

张静娟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 苏州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2009年
5月第2版）

第十一课 感受中国古代恢弘的
雕塑群--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
教雕塑

第十一课 感受中国古代恢弘的
雕塑群--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
教雕塑

沈静 昆山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2009年
5月第2版）

第十七课 用心体味建筑之美--
探寻建筑艺术的特点

第十七课 用心体味建筑之美--
探寻建筑艺术的特点

李歆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部分  体能与锻炼 一、力量练习 王竹平 镇江市大路中学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部分  技术与运用 篮球 樊强军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部分  技术与运用 篮球 张艳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03课标版 高中全一册 上篇  田径运动 四、变化：发展跳跃能力的练习 杜锋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8课 彩墨游戏（二） 第8课 彩墨游戏（二） 陈曦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10课 中国龙 第10课 中国龙 许文琴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12课 橙色的画 第12课 橙色的画 顾晓燕 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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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 猜猜我是谁 第10课 猜猜我是谁 张宇 太仓市城厢镇第四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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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课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 第15课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 曹媛媛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03课标版 高中全一册 下篇  健康教育 体操类课程 柳虎红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4课 会动的线条 第4课 会动的线条 解丽娟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学校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下册 第6课 威武的盾牌 第6课 威武的盾牌 苏倩 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安全教育第一课 1  外出活动保安全 毛虹霞 丹阳市司徒中学 镇江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方法导航
2  感受综合实践活动——以“
校园节约用纸”为例

田盈 常州市翠竹中学 常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 创新设计 创新设计（通用） 陆林芳 常州市丽华中学 常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融入社会 4  食品安全 李海勇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一章  静电场 4. 电势能  电势与电势差 李红梅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牛顿运动定律 5.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高明桃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牛顿运动定律 4. 牛顿第三定律 李秋娟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融入社会 5  手机与我们的生活 陈小芳 东台镇台东学校 盐城市

初中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 关注自我 关注自我（通用） 曹双 连云港市中云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1 第三章  磁场 本章小结 沈惠清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四章  机械能和能源 1. 功 陈燕 泰州实验中学 泰州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四章  能量守恒与热力学淀律 1. 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 刘海林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 21.2　解一元二次方程（通用） 陈锦凤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 21.3 实际问题与一元二次方程 徐海燕 如皋市东陈镇东陈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 21.1 一元二次方程 周兵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
22.3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通
用）

印冬建 如皋市石庄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
22.2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通用）

沈争光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 复习题22 王美丽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 22.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杨建刚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三章　旋转 23.1 图形的旋转 姚建民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四章　圆 24.4　弧长和扇形面积（通用） 张娜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四章　圆 24.3　正多边形和（通用） 马建军 如皋市白蒲镇阳光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四章　圆
24.2　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
关系（通用）

陆生群 如皋市城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四章　圆 数学活动 王敏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四章　圆 24.1 圆的有关性质 洪卫华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3
月第1版）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 25.1 随机事件与概率 马晓琴 如东县河口镇于港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五章　中国的地理差异 第五章　中国的地理差异 吴艳 淮安市白鹭湖中学 淮安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陆文娟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学 苏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
盆地

黄雅菊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娄丽花 江苏省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一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1版）

第7课 美丽的天空 第7课 美丽的天空 苏媛媛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1课 会变的线条 第1课 会变的线条 苏维 苏州市阳光城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2课 雄伟的塔 第2课 雄伟的塔 郁莉莉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西部风情 唱歌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陈志刚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五年级上册（2014年5
月第1版）

第10课 色彩的色相 第10课 色彩的色相 王丽红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六年级上册（2014年5
月第1版）

第二课 图形的魔术组合 第二课 图形的魔术组合 陈晨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六年级上册（2014年5
月第1版）

第八课 参观券的设计 第八课 参观券的设计 柳秋刚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一部分 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
设计构想

一、课程目标 孙德纯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二部分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一、积极愉快地上好体育课 陈俊 灌云县小伊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4年7
月第2版）

第16章 分式 阅读材料 类比 岳燕娥 丹阳市麦溪初级中学 镇江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三、乒乓球游戏 许敏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二、小足球游戏 邓如春 江苏省无锡沁园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一、小篮球游戏 孙飞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实验小学 徐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五、韵律活动和舞蹈 黄剑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四、跳绳 吴春香 金坛市直溪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三、技巧 金海滨 南通市永兴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二、基本体操 刘文建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中心小
学

扬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五、攀登.爬越.平衡与游戏 张鸣 南京民办致远外国语小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四、投掷与游戏 柳海云 东台市梁垛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三、跳跃与游戏 汤晓滢 南通市永兴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二、跑与游戏 施春英 南通市滨海区三余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一、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一、走与游戏 徐友连 盐城市秦南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一部分 课的目标与教学内容
设计构想

第一章 课的目标 徐佩华 金坛市建昌小学 常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七章 武术 黄涛 洪泽县蒋坝镇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三节 乒乓球 乐寿华 吴中区郭巷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二节 小足球 李冬杰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一节 小篮球 绳晓东 常州市新闸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三节 技巧 钱忠华 启东市和合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二节 基本体操 朱彬 靖江市东兴镇中心学校 泰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三节 投掷 顾爱华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三、四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一节 跑 贾琳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二部分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2.迈入青春期 李怡 丹阳市匡亚明小学 镇江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第七章 武术 荆新 常州市怀德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3.软式排球 陈萍 盐城市第三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5.支撑跳跃 陆元元 淮安市繁荣小学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4.技巧 郭锋 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3.投掷 陈跃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2.跳跃 霍厚祥 泰州市姜堰区桥头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
五、六年级全一册
（2014年3月第1版）

第三部分 体育运动技能 1.跑 袁志欢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3年级下册 漫游石头王国 活动三 成果交流会 张正娟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3年级上册 争做健康小标兵 活动一 我的饮食搭配合理吗？ 陈云霞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4年级上册 关注一次性用品 活动三 一次性用品的再利用 沈霞 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4年级上册 关注一次性用品
活动一 一次性筷子使用情况调
查

徐保林 灌云县图河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4年级上册 社区我的家 活动一 社区环境考察 张文华 金坛市后阳小学 常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4年级下册 五月初五话端午 活动一 故事里的端午节 周颖慧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4年级下册 生活变变变 活动一 餐桌上的变化 沈学庆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2  年7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唱游森林 狮王进行曲 陈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2  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听，谁在唱歌 你早 祖萍萍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一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6. 漂亮的瓶子 6. 漂亮的瓶子 方蓓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一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7. 童话城堡 7. 童话城堡 俞亚萍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一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9. 手形的联想 9. 手形的联想 王晶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
版）

第五单元 音乐故事会 龟兔赛跑（管弦乐） 孙晓平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
版）

第六单元 转圈圈 彝家娃娃真幸福 李成丽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鲁人2003课标版 必修二 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石骏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
版）

第三单元 鼓儿响咚咚 大鼓和小鼓 刘婷婷 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
版）

第八单元 夏天的池塘 萤火虫 秦艳 宝应县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一年级下册（五线谱）
（2012  年11月第1
版）

第八单元 夏天的池塘 爱唱什么歌 陈震琴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二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3  年6月第1版）

第二单元 妈妈的歌 大树妈妈 沈婷婷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闸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二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3  年6月第1版）

第四单元 郊游 火车开啦 叶然 南京市青云巷小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二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3  年6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劳动乐 鞋匠 李爱华 大丰市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二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3  年6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小鬼”当家 亚克西巴郎 包红枫 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二年级上册（五线谱）
（2013  年6月第1版）

第八单元 丰年喜雪 过新年 刘必霞 盐城市第三小学 盐城市



初中历史 川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4年4
月第1版）

第七学习主题 科学技术与思想
文化

第22课 思想文化 刘艳 邳州市车辐山中学 徐州市

初中历史 川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4年4
月第1版）

第四学习主题 民族团结与祖国
统一

第14课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
一

马金花 徐州市大庙中学 徐州市

初中历史 川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4年4
月第1版）

第五学习主题 国防建设与外交
成就

第16课 朋友遍天下 郭浩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欧洲风情 ☆伏尔加船夫曲 张琴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下册（2013年1
月北京第  1版）

第一单元 行进之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崔丹丹 太仓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下册（2013年1
月北京第  1版）

第二单元 影视金曲 ☆辛德勒的名单 潘小英 吴江市平望第二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下册（2013年1
月北京第  1版）

第四单元 美洲乐声 拉库卡拉查 徐红芳 张家港市凤凰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简谱）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英雄凯旋歌 刘昱妍 徐州市开发区中学 徐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八年级上册（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国乐飘香 雨打芭蕉 徐瑞红 常熟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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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单元 京腔昆韵
京剧 京剧的唱腔 梅兰芳 京剧
的板式 京剧的行当 京剧的场面
昆曲

顾媛媛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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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单元 乐海泛舟 梁山伯与祝英台 顾琴华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缤纷舞曲 ☆雷鸣电闪波尔卡 杜玲 苏州工业园区第六中学 苏州市

初中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纹样与生活 第2课 设计纹样 黄蕊 徐州高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为生活增添情趣 第3课 漂亮的手工灯饰 陈剑峰 南通市陈桥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川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3年6
月第1版）

第三学习主题 统一国家的建立 第9课 秦朝的统一 陈洁 徐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历史 川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5年11
月第2版）

第八学习主题 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14课 封建帝国的危机 魏青竹 邳州市徐楼中学 徐州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环境中生物的统一性 第2节 细胞的分裂和分化 张卫萍 宜兴市新街中学 无锡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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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土壤里的小动物 赵燕 洪泽县实验中学 淮安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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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鸟类 张倩倩 邳州市港上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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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昆虫 沈斐 无锡市西漳中学 无锡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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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地面上的动物 周杰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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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水中的藻类植物 张玉双 太仓市陆渡中学 苏州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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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吴菊美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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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 土壤里的微生物 郑建 如东县河口镇于港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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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丁亚童 丹阳市界牌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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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美琴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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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中心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 嵇荣荣 新沂市黑埠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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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图形的旋转 何乐 泰州市永安洲镇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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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0章 分式 数学活动 分式游戏 杨广侠 响水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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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巧根 苏州市吴中区迎春中学 苏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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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杰 丹阳市珥陵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
月第3版）

第10章 分式 10.2 分式的基本性质 顾绍菊 赣榆县罗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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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孙会会 灌南县长茂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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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活动 画画•算算 李建华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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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祥 丹阳市云阳学校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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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志军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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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问题 赵渊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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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圆周角 徐俊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南京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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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确定圆的条件 倪素香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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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任竹平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南校区） 镇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
度

3.1 平均数 徐亮 连云港市赣榆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4章 等可能条件的概率 4.3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二） 陈立贵 射阳县海河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4章 等可能条件的概率 4.2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一） 张春梅 射阳县通洋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四节 世界主要气候类型 陈杰 徐州市西朱中学 徐州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一节 天气和气候 张蔚 徐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徐州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第六章 认识大洲 第一节 亚洲及欧洲 赵丽娟 江苏省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五节 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 沈雪 徐州高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二节 南亚 蒋伟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宿迁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四节 中国的民族 孟飞 徐州市科技中学 徐州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第2节 奇妙的二氧化碳 朱月芳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3节 物质的组成 邱艳 丰县赵庄镇赵庄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2节 组成物质的化学元素 陈东卫 淮安市启明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1节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周广 徐州市铜山区伊庄镇中心中学 徐州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整理与归纳 宦佳平 丹阳市埤城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3版）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第1节 常见的化学反应——燃烧 潘键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泰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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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节 物质的溶解性 钟红霞 涟水县红日中学 淮安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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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溶液组成的表示 赵霞 丹阳市里庄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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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与归纳 李德前 徐州市西苑中学 徐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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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萌 新沂市唐店中学 徐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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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作业 朱厚龙 扬中市兴隆中学 镇江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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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键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泰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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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洪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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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玲 赣榆县石桥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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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频数与频率 赵密密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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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 郭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怡康街分校

南京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第二章 地球的面貌 第三节 世界的地形 张付民 邳州市红旗中学 徐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长春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综合实践活动 第9课 百变服装 王昆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长春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综合实践活动 第4课 手机与我们的生活 张文姬 徐州市永安街小学校 徐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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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通用） 郑云芳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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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胜国 涟水县淮文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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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高蓓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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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艳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 分数乘法 1、分数与整数相乘 郑哲 睢宁县睢城镇睢城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 分数除法 10、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 王卉语 赣榆区城西镇小埠子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 分数除法 7、比的意义 王文正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四　解决问题的策略 2、解决问题的策略（2） 黄春雷 东海县牛山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四　解决问题的策略 1、解决问题的策略（1） 韩旭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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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稍复杂的分数乘法实际问题
练习

陈习新 宝应县安宜镇叶挺桥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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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艳 灌云县下坊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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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陈兰 大丰市新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百分数
14、列方程解决稍复杂的百分数
实际问题（2）

陈宝林 东海县黄川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百分数
13、列方程解决稍复杂的百分数
实际问题（1）

陆卫华 大丰市新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百分数
7、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
（少）百分之几的实际问题

倪延琴 连云港市九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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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艳 射阳县兴桥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百分数 16、整理与练习 凌万春 盐城市盐马路小学 盐城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一章 网络能为我们做什么 1.2.2 网络应用中的安全 刘裴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二章 因特网的组织与管理
2.2　IP　地址及其管理（通
用）

吴佳娅 滨海县明达中学 盐城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二章 因特网的组织与管理 2.3.3 设置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吕高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二章 因特网的组织与管理 2.2.2 IP 地址的管理 吴静亚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二章 因特网的组织与管理
2.2.1 计算机的网络身份——
IP 地址

陆钟兴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3.1.1 认识网络 钱晨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3.2.1 数据的传输过程 丁红美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3.3.2 确定网络拓扑结构 汤蓉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三章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3.3.1 确定网络规模 陈晴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四章 建立主题网站 4.3.2 网页制作 李冬红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四章 建立主题网站 4.3.1 建立站点 黄菊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四章 建立主题网站 4.1.2 需求分析与选题 陈金香 邳州市炮车中学 徐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四章 建立主题网站 4.1.1 基本概念 韩静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一章　信息与信息技术
1.2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通
用）

黄卫伟 启东市江海中学 南通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二章　信息获取 2.3　文件的下载（通用） 周鑫美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二章　信息获取 2.2.2 搜索技巧 姚娜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二章　信息获取 2.1.2 剖析信息获取的各个环节 施仁忠 张家港市乐余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二章　信息获取 2.1.1 从简单的例子说起 李平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三章　信息的编程加工和智能
化加工

3.3　信息的智能化加工（通
用）

姚文连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三章　信息的编程加工和智能
化加工

3.2.2 认识代码与调试运行 吴青春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三章　信息的编程加工和智能
化加工

3.2.1 分析问题 祁进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五章　音频、视频、图像信息
的加工

5.3.2 图像信息的采集与加工 丁飞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七章　信息资源管理 7.3.1 体验数据库管理 张丹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七章　信息资源管理 7.2.1 个人数字化信息资源 赵玮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七章　信息资源管理 7.1.1 身边的信息资源管理 张厚林 江苏省金湖中学 淮安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多媒体技术应用 第四章 动画、视频及应用 4.3.3 交互动画制作 刘娟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浙摄影社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Scratch趣味编程 第6课 初识Scratch 何敏 江苏省镇江市中华路小学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辽师大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1、我的小书包 1、我的小书包 武翠芝 连云港市岗埠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一　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13.练习四 王建 如皋市城南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一　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11.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 薛树培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小
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一　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10.练习三 陈钱旭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一　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9.笔算两、三位数乘一位数（连
续进位）

陈海霞 如皋市磨头镇大高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一　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2.倍的认识 郑霞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2课　穿穿编编 第2课　穿穿编编 赵娣 淮安市淮阴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4课　纸卷魔术 第4课　纸卷魔术 徐海燕 赣榆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6课　鸟和家禽 第6课　鸟和家禽 王慧娥 南京市秦淮第二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11课　对比的艺术 第11课　对比的艺术 周娇 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12课　儿歌与童话 第12课　儿歌与童话 姚莹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17课　字的联想 第17课　字的联想 吴健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第20课　土与火的艺术（二） 第20课　土与火的艺术（二） 张小香 海安县海安镇胡集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2课　学学构图 第2课　学学构图 封焕焕 灌南县孟兴庄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5课　风景如画（二） 第5课　风景如画（二） 李冬青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9课　有表情的面具 第9课　有表情的面具 马田 南京民办致远外国语小学 南京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10课　画情绪　画性格 第10课　画情绪　画性格 于桂丽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5课　动物朋友（二） 第5课　动物朋友（二） 徐玉芳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6课　花儿朵朵（一） 第6课　花儿朵朵（一） 王香宁 丹阳市里庄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7课　花儿朵朵（二） 第7课　花儿朵朵（二） 周亚州 连云港市门河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9课　树上树下（一） 第9课　树上树下（一） 张雁 朱码镇桃柳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13课　会变的花、树、叶 第13课　会变的花、树、叶 陈小燕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14课　虫虫虫（一） 第14课　虫虫虫（一） 陈真 东海县和平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15课　虫虫虫（二） 第15课　虫虫虫（二） 王犇 灌云县果园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7课　海洋怪兽 第7课　海洋怪兽 顾春 解放路小学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9课　鱼的纹样 第9课　鱼的纹样 赵成林 响水县双港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10课　黑　白　灰 第10课　黑　白　灰 戴静 丹阳市马相伯学校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16课　你会设计邮票吗 第16课　你会设计邮票吗 仇志刚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17课　标志 第17课　标志 季星彤 连云港市陶庵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1课　色彩明度渐变 第1课　色彩明度渐变 杨翠平 泗阳县众兴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2课　点彩游戏 第2课　点彩游戏 李春蓉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4课　我设计的服饰 第4课　我设计的服饰 钟丽丽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向
阳校区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5课　画感觉 第5课　画感觉 徐田荣 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10课　动物明星（二） 第10课　动物明星（二） 于秀丽 淮安市王营镇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 第11课　水墨画动物 第11课　水墨画动物 周永生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第17课　梦中的远航 第17课　梦中的远航 刘嘉 丹阳市运河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2课　快乐动漫 第2课　快乐动漫 蔡凤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3课　线条的魅力 第3课　线条的魅力 常琳琳 灌云县小伊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4课　理想的居住环境 第4课　理想的居住环境 王芳 泰州市姜堰区克强学校 泰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9课　我设计的图书封面 第9课　我设计的图书封面 胡士芹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3课　诗配画 第13课　诗配画 崇庆玥 射阳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4课　桥 第14课　桥 范星妍 连云港市关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18课　环境小设施（一） 第18课　环境小设施（一） 赵正宁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语文版 九年级下册 18.感谢爸爸妈妈 18.感谢爸爸妈妈 陈燕 丹阳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语文版 九年级下册 19.积极情绪陪伴我 19.积极情绪陪伴我 王玉萍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第14课　爸爸妈妈 第14课　爸爸妈妈 曹锐 灌云县沂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2课　好朋友 第2课　好朋友 胡艺凡 连云港市城西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2课　漂亮的灯 第2课　漂亮的灯 付春莉 东海县房山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4课　风筝 第4课　风筝 吴钧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 南通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5课　飞机（一） 第5课　飞机（一） 何云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7课　我设计的动漫形象 第7课　我设计的动漫形象 时少明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9课　动起来　动起来 第9课　动起来　动起来 谢晓文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1课　干干家务活 第11课　干干家务活 张文华 灌云县图河乡安福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2课　装饰瓶 第12课　装饰瓶 唐红武 建湖县建阳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4课　远古的动物朋友 第14课　远古的动物朋友 张唯霞 金坛市华罗庚实验学校 常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5课　怪兽奇想 第15课　怪兽奇想 徐超 大丰市西团镇大龙小学 盐城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6课　动物面具 第16课　动物面具 赵媛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18课　重复的形 第18课　重复的形 王义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第2课　奇怪的梦 第2课　奇怪的梦 张荣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大象版
《心理健康 新科技 综
合知识》七年级（2008
年6月第3版）

心理健康 第十四课 快乐少年 王霞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闽教版
《中学生心理健康》七
年级（2012年8月第3
版）

第三单元 交往与友谊 八 学会尊重 王余红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闽教版
《中学生心理健康》七
年级（2012年8月第3
版）

第七单元 学会审美 十七 仪态与美 姜艳飞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闽教版
《中学生心理健康》九
年级（2012年8月第3
版）

第三单元　人际沟通 第三单元　人际沟通（通用） 朱震荣 泰州市姜堰区第四中学 泰州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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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单元 外国民间舞蹈
爱尔兰民间舞蹈《大河之舞》选
段

黄元熳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5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三、校外活动 4. 自定主题活动2 张传安 连云港市锦屏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6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8月第1版）

二、探究活动 4. 自定主题活动2 谭淑平 镇江市丹徒区上会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辽师大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12年8
月第1版）

6. 我的家我的创意 6. 我的家我的创意 祁正来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2、除数是整十数的笔算（商两
位数）

温育华 金坛市社头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1、除数是整十数的口算和笔算
（商一位数）

吴凌艳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观察物体 4、观察物体练习 朱秀梅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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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妮妮 连云港市柘汪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可能性 1、可能性及可能性的大小 孙坤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七、整数四则混合运算 2、含有小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 殷梅 赣榆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垂线与平行线 ● 怎样滚得远 钱国芹 响水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垂线与平行线 6、认识垂线 施明丽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垂线与平行线 4、角的分类和画角 伍浩波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垂线与平行线 1、认识射线、直线和角 于蓉 扬州市育才小学东区校 扬州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辽大版
二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第八课 我是“注意好娃娃” 第八课 我是“注意好娃娃” 施爱仙 丹阳市横塘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沪科教课标版
5年级下册（2014年1月
第1版）

保护家乡的环境 活动三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顾明东 灌云同兴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沪教版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线段与角的画法 7.2 画线段的和 、差 、倍 吴学玲 南京市梅山第二中学 南京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绘画（选修）（2005年
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绘画中的形 第三课 形的空间及质感 刘薇薇 江苏省淮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绘画（选修）（2005年
7月第1版）

第三单元 不同绘画种类的学习
与实践

第一课 中国画 陈春梅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简易方程
7.列两步计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练习

唐飚 丹阳市匡亚明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简易方程 6.列两步计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李慧 东海县黄川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简易方程 4.用等式性质解方程练习 顾卫芳 常熟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 简易方程 3.用等式性质（2）解方程 赵丰华 滨海县蔡桥镇三层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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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球的反弹高度 季琴 张家港市塘市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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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整理与练习 刘苹 丰县华山镇华星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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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通分 杨苹 盱眙县观音寺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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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约分练习 李宇旋 灌南县堆沟港镇五队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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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媛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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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贲中卫 东台市东台镇海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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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数的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 裔银飞 丹阳市建山学校 镇江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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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 张丽 金坛市岸头实验学校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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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静 泰州实验学校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 8.简单组合图形的面积 王宜亮 连云港市城头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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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梦倩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 6.圆的面积公式及简单应用 陈金飞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　圆 2.圆的认识练习 陈淑珍 东海县石梁河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英语 牛津上海版 高一上册 Appendix I Strategies Appendix I Strategies 薛亮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英语 牛津上海版 高三下册 Appendix I Strategies Appendix I Strategies 陆新芳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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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用两步连乘解决实际问题 戴平 金坛市花山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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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位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周月霞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 千米和吨 2.认识吨 杨琴 如皋市如城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 千米和吨 1.认识千米 潘乐 灌云县第二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 解决问题的策略
2.从问题出发分析并解决实际问
题（2）

周敏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 混合运算
1.乘法和加、减法的两步混合运
算（不含小括号）

江玉芹 连云港市关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 年、月、日 2.认识平年和闰年 朱延怀 军民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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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练
习

张国江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回民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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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面积单位的认识 徐兆洋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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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面积的含义 姚佳倍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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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建锋 南通市曙光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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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认识一个整体的几分之几 苏瑶 连云港市浦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五　分数的意义 分数的再认识（二） 张玉平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　多边形的面积 8.组合图形的面积 朱荣辉 大丰市小海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　多边形的面积 6.认识公顷 徐晓梅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　多边形的面积 4.梯形的面积 季飞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二　多边形的面积 11.整理与练习 孙书琴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3.小数的性质 杨步升 沛县正阳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小数乘法和除法 6.小数乘小数（1） 戴春明 射阳县海河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小数乘法和除法
4.一个数除以10、100、1000…
…的计算规律

秦绪花 连云港市马站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小数乘法和除法
12.商的近似值（1）（四舍五
法）

朱军新12 赣榆县海头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小数乘法和除法 11.除数是小数的除法（2） 闫金梅 赣榆县海头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小数乘法和除法 10.除数是小数的除法（1） 陈加智 南京市九龙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七　解决问题的策略 2.用列举的策略解决问题(2) 程金凤 睢宁县实验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用字母表示数 八　用字母表示数（通用） 唐蓓 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用字母表示数 ● 钉子板上的多边形 蔡菲 江苏省无锡沁园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用字母表示数 5.用字母表示数练习 朱立霞 盱眙县淮河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用字母表示数
2.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稍复杂
的数量关系和公式

于毓青 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用字母表示数
1.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简单的
数量关系和公式

陈良 射阳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九 整理与练习 1.数的世界（1） 张月红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总复习 图形的认识 王坤 睢宁县城西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六　认识图形 认识角 李巧荣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二 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 三角形分类 尹伟章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沪教版 六年级下册 第6单元 域外风情 二四 马来的雨 闫妍 南京市梅山第二中学 南京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沈阳社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06年12
月第1版）

主题五 变废为宝  保护环境 主题五 变废为宝  保护环境 杨云 如东县长沙镇长沙小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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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万开军 淮安市三树镇蒋集九年制学校 淮安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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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用二次函数解决问题 赵学习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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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二次函数 许国泰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初中部 南京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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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思考 邹施凯 东台市实验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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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黄金分割 宋青青 连云港市大岭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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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 徐瑾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通用） 殷学民 东台市实验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小结与思考 郭敏 东台市三仓镇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7.6 用锐角三角函数解决问题 吕斌 东台市农干桥学校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7.3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 路官成 射阳县阜余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数学活动 测量建筑物的高度 李光红 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 泰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7.1 正切 陆卫斌 灌南县新集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小结与思考 赵海林 无锡市雪浪中学 无锡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版）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8.1 中学生的视力情况调查 张文霞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沪教版 高一上册 第3章 函数的基本性质 3.4 函数的基本性质 胡高嵩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　长方形和正方形 3.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计算 华铠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三　长方形和正方形 2.认识周长 刘丽娟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平移、旋转和轴对称 3、轴对称 孙海艳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平移、旋转和轴对称 1、平移 陈娟 滨海县东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认识多位数 6、近似数 陈璟 滨海县东坎镇坎南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认识多位数 5、多位数改写和比较数的大小 陈涛 滨海县东坎镇东坎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认识多位数 3、认识整亿数 陆海红 滨海县东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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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位数乘两位数 蒋静 金坛市后阳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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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霞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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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琴 扬州市花园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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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计算器计算（通用） 宋扬 南京市古平岗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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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全兵 如皋市搬经镇夏堡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运算律
6、应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
算

宋泉妹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运算律 5、乘法分配律 张范辉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六、运算律
4、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及有关
的简便计算

李莲香 连云港市塔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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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边形的内角和 丁维虎 南京市扬子第四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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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认识梯形 诸文强 南京实验国际学校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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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角形的分类 奚丽丽 响水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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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角形内角和 朱雪峰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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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顾正理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八、确定位置 八、确定位置（通用） 严晓艳 灌南县新集乡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八、确定位置 2、用数对表示平面上点的位置 张琳琳 滨海县滨淮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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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华 高邮市卸甲镇八桥实验小学 扬州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创作》（2004年7月
第1版）

第三单元 音乐主题的发展手法 （三）对比类型的发展手法 靳满贵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平移、旋转和轴对称 1.平移和旋转现象 刘志鹏 泰兴市大庆路小学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七　分数的初步认识（一） 1.认识几分之一 穆如成 新海实验中学凤凰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复习题9 许飞 如皋市丁堰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辽大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第八课 合作大本营 第八课 合作大本营 马金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南京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设计（选修）（2005年
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产品设计 第一课 小东西 大学问 朱政敏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牛津上海版 一年级上册 Module 4 The natural world Unit 3 In the park 朱瑾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1 Know yourself Grammar 张淼 滨海县北坍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1 Know yourself Reading 徐维侠 赣榆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1 Know yourself Welcome to the unit 吕晴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2　Colours Integrated skills 陈辉俊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2　Col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王月桥 海安县角斜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2　Colours Study skills 邱金林 响水县黄圩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2　Colours Reading 刘春鹏 大丰市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Reading 蔡晓东 盐城景山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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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斌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Study skills 杨宝芬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Integrated skills 游玉旭 响水县大有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Welcome to the unit 卞洪娟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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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松 赣榆县罗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5 Art world Task 陈洁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5 Art world Grammar 李盛文 赣榆县城西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5 Art world Welcome to the unit 季晓梅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Unit　6　TV　programmes（通
用）

李红梅 射阳县长荡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Task 王婧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Integrated skills 李静 江苏省丰县实验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Grammar 门艳阳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Reading 黄河美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6　TV　programmes Welcome to the unit 壮红枫 丹阳市前艾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7 Films Task 熊炜 东台市实验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7 Films Grammar 何丽艳 太仓市实验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7 Films Reading 沈阿利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徐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Grammar 杨平 淮安市文通中学 淮安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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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青 灌云县图河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沈阳社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05年7
月第1版）

主题八 月圆中秋 主题八 月圆中秋 丁媛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大象版
四年级(2013年11月第1
版)

第四单元 人际交往 9 学会倾听 王春华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故乡歌谣 念故乡 王伟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欢乐颂 让世界充满爱 周荣春 盐城景山中学 盐城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青春舞曲 马苏华 射阳县临海初级中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浙教课标版
小学体育与健康水平一
(小学1、2年级)

必学 多种形式的原地跳跃方法和游戏 毛亮亮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3年
11月第1版）

第六课 揭开情绪的面纱 第六课 揭开情绪的面纱 季媛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3年
11月第1版）

第八课 计划伴我走向成功 第八课 计划伴我走向成功 赵蒙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3年
11月第1版）

第十四课 一心不可二用 第十四课 一心不可二用 陈大伟 南京市六合区新篁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3年
11月第1版）

第二课 唱响自信之歌 第二课 唱响自信之歌 王红玉 金湖县实验初中 淮安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3年
11月第1版）

第八课 良好沟通有门道 第八课 良好沟通有门道 朱娟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造型天地（造型·表现） 第4课 水墨交融写青山 胡国强 吴江市震泽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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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艳 苏州市觅渡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 第7课 张贴的画 孙海艳 射阳县黄沙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设计空间（设计·应用） 第6课 美丽的书 汪涛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中国龙吟 龙的传人 张妮 赣榆县石桥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奥运之声 我和你 朱叶 连云港市大岭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版 高中基本内容1 第一章  跑、跳、掷 第一章  跑、跳、掷 沈斌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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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统计调查 冒亚林 如皋市丁堰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八 期末复习 1.两、三位数乘一位数复习 胡同艳 南京市龙江小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二章 学生的运动技能 第二节 篮球运动 符渊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三章 学生的身体健康 第二节 体能 赵娟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上篇 第七课 新的实验 王冰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上篇 第六课 从传统到现代 方丽 淮安市淮阴区南陈集中学 淮安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上篇 第五课 审美自律 徐帅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上篇 第四课 人间生活 潘永勇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下篇 第九课 各异的风土人情 蔡诏锴 淮安市楚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下篇 第六课 战争与和平 王芳 射阳县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选修）
（2007年3月第3版）

下篇 第二课 美术家眼中的自己 周霞 江苏省金湖中学 淮安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版 七年级 基本内容Ⅰ 三、韵律操(一) 姬玉香 邳州市赵墩镇滩上中心中学 徐州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高中二年级全一册
（2013年11月第1版）

第一课 学会管理情绪 第一课 学会管理情绪 李红蕾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镇江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瑶族舞曲（民族管弦乐） 刘璐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赶圩归来啊哩哩 韩雪 淮安市仇桥镇初级中学 淮安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览胜 孤独的牧羊人（节选） 陈小燕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3 Robots Welcome to the unit 颜文玉 射阳县陈南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4 Life on Mars Task 陶玉芳 常熟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4 Life on Mars Welcome to the unit 龚涛 大丰市小海初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音乐的欣赏 1812年序曲 曹叶挺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一、扇形统计图 1、扇形统计图 马小银 大丰市万盈小学 盐城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音乐的美 一、优美与壮美（通用） 凌莉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音乐的美 跳蚤之歌 曹婧 灌云县陡沟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音乐的美 牧歌 王子铭 淮安市清浦中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圆柱和圆锥 4、圆柱的体积 孙保国 大丰市幸福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二、圆柱和圆锥 1、圆柱和圆锥的认识 王彬 滨海县正红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比例 6、比例尺的应用 张艳 灌南县新东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四、比例 1、放大与缩小 袁小云 浦口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确定位置 3、描述行走路线 瞿春磊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五、确定位置 2、在平面图上表示物体的位置 高之玲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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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正比例和反比例（通用） 孔华 东台市新街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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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树有多高 王爱玲 东台市梁垛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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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正比例和反比例练习 肖瑞元 丹阳市横塘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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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平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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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比例的意义 黄瑛 雕庄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1、统计（1） 王加宏 如皋市如城老南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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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孙其强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3、可能性 陈晓晶 灌南县李集乡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8、图形的运动 王根荣 扬州市甘泉小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5、立体图形的认识 周正平 东台市弶港镇新曹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2、平面图形的认识（2） 蔡芳 金坛市金城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1、平面图形的认识（1） 翟运胜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徐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14、正比例和反比例（2） 陈书霞 镇江市姚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12、式与方程（2） 赵震 东海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7、四则混合运算（2） 鲁丽萍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6、四则混合运算（1） 马祥美 武进区鸣凰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5、四则运算 俞晓燕 武进区鸣凰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4、常见的量 黄新华 襟江小学佳源分校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七、总复习 3、分数、百分数的认识 张永学 灌云县圩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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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民间音乐（通用） 丁玉鑫 连云港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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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民间音乐（通用） 阚小妹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南通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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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勇士 项颖 如皋市薛窑中学 南通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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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国 黄倚云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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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牲灵 侍玉凤 赣榆智贤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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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澧水船夫号子 马彩霞 赣榆县赣马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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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船工号子 胡媛 淮安市楚州中学 淮安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音乐的体裁 辛德勒的名单音乐选段 陈景来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
《音乐鉴赏》（2004年
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音乐的体裁 江湖赤卫队（选场） 欧艳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高中一年级全一册
（2013年11月第1版）

第二课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

第二课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

刁山菊 句容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高中一年级全一册
（2013年11月第1版）

第九课 换个角度，解放心情 第九课 换个角度，解放心情 黄海亚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人工智能初步（选修） 1. 初识人工智能 1.1.1 智能和人工智能 潘安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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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法的验算 沈红霞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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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十、整百数除以一位数的口
算

龚晓娟 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小学 南通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1 Our school subjects Unit 1 Our school subjects 孔静 徐州市云兴小学 徐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Project 1 My school life Project 1 My school life 孙树堂 射阳县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徐芳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版）

Project 1 An animal school Project 1 An animal school 余林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版）

Project 2 Our friends Project 2 Our friends 曹丹 如东县宾山小学 南通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3 Asking the way Unit 3 Asking the way 鲍芹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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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5 Helping our parents 赵莉 建湖县森达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Project 2 My important days Project 2 My important days 陈丽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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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2 What a day! 耿彬彬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苏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版）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 顾小亮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徐州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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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8 Chinese New Year 朱迎霞 建湖县森达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版）

Project 2 Reuse and recycle Project 2 Reuse and recycle 唐丽君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粤人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7
月第2版）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和人口 第一节 位置和疆域 徐习习 灌云县同兴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3年
6月第1版）

2 运动技能篇 ▼篮球 王林瑞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二十节：俄罗斯民族风情 第二十节：俄罗斯民族风情 王静芳 江苏省震泽中学 苏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小足球 许平 南通市鹤涛小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滚动 王娟 阜宁县实验小学苏州路校区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跳跃活动 李爱霞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小足球活动 申倍倍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小篮球 王永波 连云港市东港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投掷 王革新 镇江市大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器械与技巧活动 李志纲 建湖县森达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2013年7
月第1版）

第二章 运动技能 ▼小足球 薛峰 连云港市海宁小学 连云港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二十六节：沈心工与李叔同 第二十六节：沈心工与李叔同 周莉萍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乡音多喜乐 唱：抓妈荷 采莲谣 陈苏燕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欢聚与期盼 动：综合表演（爱的人间） 汤霞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欢聚与期盼 唱：七子之歌—澳门 爱的人间 陈允香 射阳县海河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欢聚与期盼 听：东方之珠 春节序曲 周玲玲 如皋市白蒲镇勇敢小学 南通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辽师大版
高中一年级（2014年7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快乐学习 第八课 赢得时间的秘密 曹红梅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徐州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沈阳版
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一
（2014年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我是谁 综合实践活动二 放飞梦想 丁恒文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我像小树苗 12 小马虎旅行记 仇玉洁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2002年12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我爱我家 3 在爸爸妈妈关心下成长 李竞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2003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我的兴趣爱好 11 我与小动物  高媛 宿迁市宿城区古城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我要安全地成长 7 让危险从我们身边走开 戴春晴 南京市莫愁湖小学 南京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我要安全地成长 8 心中的110 张承智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第一小学 苏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我的成长与家庭 11 现在的我能做什么 钱小晶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 南通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02年12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我的成长与他人 8 有多少人为了我 朱培玲 灌云县海宁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02年12
月第1版）	

第四单元 家乡哺育了我 10 我的家乡在哪里 郭艳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3版）	

第三单元 我与外界的联系 9 媒体连着我和你 陈蕾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我学会与人相处 5 男生女生不一样 施丹平 响水县第一小学 盐城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11 让我们来寻根 仇玉敏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五单元 荡漾的深情 听：蓝色多瑙河 海滨音诗 庄瑶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左手与右手 唱：左手右手 萤火虫 曹鹏燕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二单元 我的权利和责任 7 法律护我成长 裔龙娣 盐城市秦南小学 盐城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一单元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
村

3 我们互通有无 朱礼仁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一单元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
村

1 可爱的地球 陈峰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童声中国娃 唱：好一个土娃子 草原赞歌 张威 启东市圩角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绿海林涛声 唱：银色的桦树林 绿色的祖国 杨少华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绿海林涛声 唱：银色的桦树林 绿色的祖国 沈建敏 大丰市新丰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情系江淮 唱：拔根芦柴花 凤阳花鼓 单红芳 高邮市临泽镇临泽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百鸟朝凤 唱：一只鸟仔 斑鸠调 丁玮 东台市东台镇四灶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来了 唱：报春 春天的小河 施巍 启东市桂林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生肖乐园 动：歌表演（小花猫和小老鼠） 黄旭 响水县海安集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生肖乐园
唱：十二生肖歌 小花猫和小老
鼠

吴新颖 邳州市邢楼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亲亲红领巾 唱：共产儿童团歌 我是小鼓手 朱存英 东台市头灶镇曹丿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包子、剪子、锤
唱：夏日的雷雨 包子、剪子、
锤

韩丽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南京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海滨音诗 踏浪 杨芳 盐城市神州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通用） 凌冯娟 如东县双甸中学 南通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雨花石 李慧娟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我们在一起 汤丽萍 宜兴市桃溪中学 无锡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紫竹调 陈平辉 丹阳市行宫中学 镇江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杨柳青 周亚琴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一单元 春来了 唱：报春 春天的小河 冯霞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时钟滴答 第三单元　时钟滴答（通用） 顾艳娜 射阳外国语学校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时钟滴答 听：在钟表店里 魏源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舞起来 听：花之圆舞曲 马刀舞 刘于华 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咿呀呀欧雷欧 朱玉绵 南长实验中学 无锡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弦之歌 唱：我和小提琴 土拨鼠 倪豪 射阳县阜余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六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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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婵 镇江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四季放歌 唱：西风的话 四季歌 孙红琴 盐城市大纵湖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甜甜江南 唱：忆江南 杨柳青 栾文静 扬州市广陵区新坝中心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唱游森林 唱：春游 绿叶 戴煜静 盐城市冈中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奇妙人声 唱：隆里格隆 村居 陈霞 丹阳市云阳学校 镇江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梨园漫步 唱脸谱 朱怡璇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 中国功夫 邱琴 宜兴市桃溪中学 无锡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 彩云追月 方艳 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 扬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哦，林中那间小屋 郭小丽 东台市唐洋镇中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五单元 包子、剪子、锤
唱：夏日的雷雨 包子、剪子、
锤

孙晓慧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六单元 巧嘴巴
听：我家小院嘴巴多 灯官报灯
名

李晟华 扬州育才实验学校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快乐嚓嚓嚓 唱：快乐的嚓嚓嚓 校园的早晨 张美玲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亲亲红领巾 唱：共产儿童团歌 我是小鼓手 曹文慧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一单元 我的朋友Do Re Mi 唱：七个小兄弟 音乐是好朋友 水海云 响水县第一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二单元 快乐恰恰恰 听：微笑波尔卡 希腊舞曲 薛丹丹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五单元 诗韵悠悠 唱：游子吟 小儿垂钓 顾艳 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爷爷故事多
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儿童团放
哨歌

顾晓杰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快乐十分钟 听：哦，十分钟 放轻松 陈萍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快乐十分钟
唱：快乐的孩子爱唱歌 跳到我
这里来

于梦媛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六单元 牧笛声声 唱：牧童之歌 牧羊女 吴琼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六单元 牧笛声声 听：牧童短笛 听一阵阵歌声 李菲 无锡市东林小学 无锡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爷爷故事多
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儿童团放
哨歌

陈平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向
阳校区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 奏：竖笛练习（四） 眭辉军 丹阳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 唱：杜鹃 芦笛 陆晶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赶花会 唱：对鲜花 编花篮 罗相娟 苏州新区枫桥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我们的村庄 唱：如今家乡山连山 八只小鹅 李淑娟 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开心里个来 唱：恰利利恰利 开心里个来 沈序明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金孔雀轻轻跳
第三单元　金孔雀轻轻跳（通
用）

冯蕾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裕
丰校区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金孔雀轻轻跳 唱：铃铛舞 金孔雀轻轻跳 李福军 射阳县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 唱：杜鹃 芦笛 曹媛 连云港市东辛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拨动的琴弦 听：顽皮的小闹钟 幽默曲 姚佳红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五单元 赶花会 听：赶花会 对花 吴灿云 连云港市新海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八单元 星星点灯 唱：夏夜 美丽的黄昏 孙娟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一单元 五彩民歌风 唱：我的祖家是歌乡 跳柴歌 童燕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二单元 丰收之歌
动：我的编创（丰收舞）（喜洋
洋）

陈蔚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雨中交响 唱：捉泥鳅 水花花，泥巴巴 陈晓丹 育才小学西区校 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飞翔的翅膀 唱：翅膀 飞吧，飞吧 刘朔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甜甜江南 唱：忆江南 杨柳青 赵华萍 武进区鸣凰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六单元 月亮的故事
唱：月亮钩钩 好月亮，你走得
这样静悄悄

杨婷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奇妙人声 唱：隆里格隆 村居 孙白云 灌云县朝阳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一单元 快乐嚓嚓嚓 唱：快乐的嚓嚓嚓 校园的早晨 盛媛 东海县郑庄分校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钟声嘀嗒 秦礼艳 淮安市淮阴区开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下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渴望春天 刘娟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巧嘴巴 唱：小小音乐会 乃哟乃 杜青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巧嘴巴
听：我家小院嘴巴多 灯官报灯
名

朱亚 徐州市铜山区吕梁学校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都来做音乐 听：我是小小音乐家 鸭子拌嘴 朱玉琴 太仓市沪太外国语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美丽的圆
听：小猫的圆舞曲 请你和我跳
个舞

徐益璐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美丽的圆 第八单元　美丽的圆（通用） 张晓燕 海安县海安镇海北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美丽的圆 唱：法国号 长大要当宇航员 袁佳佳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部放歌
达勃河随想曲（第二乐章） 民
族管弦乐

余玲玲 镇江市官塘中学 镇江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
七年级下册（2012年6
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哦，林中那间小屋 黄忠林 丹阳市界牌中学 镇江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的朋友Do Re Mi 唱：七个小兄弟 音乐是好朋友 王海玲 东海县安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的朋友Do Re Mi 听：Do Re Mi G大调小步舞曲 黄凌梅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诗韵悠悠 唱：游子吟 小儿垂钓 张敏 东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二单元 爱的旋律
唱：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甜
甜的秘密

许燕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上册（五线谱） 第三单元 七彩版图
听：地图—听音寻路（片段）
瑶族舞曲（片段）

袁彩云 泰兴市南街小学 泰州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海滨音诗
海洋与辛巴德的船（交响组曲《
舍赫拉查德》选段）

钱媛媛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雨花石 陈昊冉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渴望春天 霍建秀 赣榆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六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四单元 欢腾的边寨 唱：苏木地伟 什么结籽高又高 张荣 连云港市海宁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同窗心曲 朋友 高洁洁
如皋市高新区（城南街道）城南
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划船曲 倪曼丽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
章）

马娟 连云港市浦南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六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彼岸新潮声 唱：白兰鸽 红河谷 张元红 六合区程桥中心小学 南京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感恩的心 如歌的行板（弦乐四重奏） 仲浩 赣榆县塔山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祖国你好 在灿烂阳光下（混声合唱） 戴丽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山谷回响
唱：太阳出来喜洋洋 亲爱的回
声

于音童 滨海县东坎镇东坎小学 盐城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辽大版
六年级下册（2014年6
月第1版）

第五课 学会感恩 第五课 学会感恩 徐玲玲 丹阳市珥陵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辽师大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2013年1
月第1版）

期末快乐大盘点 期末快乐大盘点 吴和平 南京市高淳区漕塘小学 南京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我能做什么样的工艺制品（通
用）

季晖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项目六  制陶工艺——陶壶的制
作

何萌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项目五  雕刻工艺——透雕花窗
与标志印的制作

邓怡 南京市九龙中学 南京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项目三  绳结工艺——实用结与
艺术结的制作

薛兰 吴江区同里中学 苏州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项目二  包装工艺——包装盒的
制作

陆晓明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中学 苏州市

初中劳动技术 苏教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 工艺制作（2013年6月第5版）
项目一  剪贴工艺——镶嵌剪贴
画的制作

房丽丽 灌南县第三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16.剪纸中的古老记忆 16.剪纸中的古老记忆 刘凌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六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17.绣在服装上的故事 17.绣在服装上的故事 章清清 苏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苏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高一 4、篮球（运球急停跳起投篮） 4、篮球（运球急停跳起投篮） 张志 江苏省响水中学 盐城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高一 6、排球（各种方式的垫球） 6、排球（各种方式的垫球） 沈宇红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高二 7、乒乓球（推搓球技术） 7、乒乓球（推搓球技术） 范红卫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6、巧用对称形 6、巧用对称形 华晓忠 阳山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四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7、生命之源——水 7、生命之源——水 周潘泓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苏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津教课标版
一至二年级（全一册）
（2012年6月第7版）

10、前滚翻 10、前滚翻 姚娟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美术 桂美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
月第1版）

5、纸雕塑 5、纸雕塑 郭映霞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27 斑羚飞渡 任敬华 新沂市第六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9 老王 经志芹 徐州市铜山区清华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行路难（其一） 周秀娟 睢宁县古邳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26 小石潭记 袁先兵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9 *土地的誓言 李娟 新沂市港头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15 孙权劝学 孔宏华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2013年第3版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夸父逐日 曹从锋 邳州市港上中心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三 文明的对话 拿来主义 张蓓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七组 江南 王开美 南京市溧水区第三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七组 人有两个宝 张燕芳 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七组 我叫“神舟号” 周明红 东海县温泉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七组 升国旗 颜彩霞 射阳县海河小学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4
月第12版）

家政 2.缝沙包 谈琴芳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3.塑丝毽子 戴桂平 泰兴市姚王小学 泰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2.涤纶彩球 朱慧 苏州市相城区御窑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1.杯垫 陈明 滨海县正红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6.包装盒 潘峰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徐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4版）

技术初步 2.木蜻蜓 夏辉云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4版）

技术初步 4.笔筒 汪明波 常熟市石梅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4版）

技术初步 3.刮鳞器 沈明 苏州市吴中区东湖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家政 4.中国结——鞭炮结 张丽丽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家政 2.动物书签 陆叶 太仓市浮桥镇时思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家政 6.中国结——平结 徐伟伟 盐城市迎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家政 3.编网袋 张亮亮 如东县马塘小学 南通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制作项目 十、可爱的纸篓 杨爱华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向
阳校区

盐城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制作项目
十一、剪刻纸（自由纹样、团花
、角花、花边、彩练等）

杨萍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制作项目 六、环保袋 潘萍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南京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12版）

制作项目 三、立纸花 陈秋凤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辽大版
二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第十课 有礼貌让我更快乐 第十课 有礼貌让我更快乐 陈丽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高中信息技术 中图2003课标版 网络应用技术（选修
3）

第二单元 加盟因特网 第一节 认识IP地址 范丽芸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通用） 张静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寡人之于国也 朱丹丹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范瑜倩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杨帆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陈玉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雷雨(节选) 王冰雪 江苏省丰县中学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四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辛德勒名单(节选) 杨帆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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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艳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格高韵远”的北宋词（一）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王玉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格高韵远”的北宋词（一） 　*踏莎行（候馆梅残） 赵东梅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宿迁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格高韵远”的北宋词（一）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潘珍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书信 书信（通用） 朱智伟 灌南县第二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书信 *答司马谏议书 许玲玲 如东县马塘中学 南通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一章　机械振动 4　单摆 徐路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4 第十一章　机械振动 2　简谐运动的描述 程柱建 江苏省如皋中学 南通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七单元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21课　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 卫永杰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一章　行星地球 章节复习与测试 吕玲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二十八节：聂耳 第二十八节：聂耳 邢芳玲 江苏省贾汪中学 徐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1.3 文本信息的结构化和形象
化

张玲娜 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1.2 字处理软件 孙丽霞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1.1 文字及其处理技术 沈君英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本章练习 臧威 江苏省马坝高级中学 淮安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2.3 表格数据加工的多元性 徐美琴 海安县艺术学校 南通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2.2 表格数据的图形化 张丽丽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四章　文本和表格信息加工 4.2.1 表格数据的处理 荆晓虹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第五章 动态网页制作
5.3.1 用JavaScript 制作动态
HTML

蔡国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03课标版 技术与设计·必修1 第二章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  三  技术试验及其方法 赵阳阳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2003课标版 技术与设计·必修1 第二章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  二  设计中的人机关系 何慧 赣榆智贤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1版）

第8课 我就是我 第8课 我就是我 符月梅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北师大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5
月第1版）

第17课 学会观察 第17课 学会观察 安晶 新沂市春华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 第九组 识字4 刘红燕 连云港市夹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课 操作计算机 第3课 操作计算机 顾全 大丰市新丰镇金墩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5课 认识键盘 第5课 认识键盘 周莹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主题活动1 文字输入比赛 主题活动1 文字输入比赛 陈潇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南通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8课 画方形和圆形 第8课 画方形和圆形 朱丹 常州市荆川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3课 组合图形 第13课 组合图形 史书清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0课 整理文件 第20课 整理文件 卞光海 连云港市锦屏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3课 输入文字 第23课 输入文字 徐婷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5课 插入表格 第25课 插入表格 杨青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7课 美化文档 第27课 美化文档 潘婷婷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0课 初识“WPS演示” 第10课 初识“WPS演示” 陈玉圣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8课 初识Scratch 第18课 初识Scratch 周其山 新沂市双塘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0课 移动和旋转 第20课 移动和旋转 曹倩 洪泽县仁和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2课 “画笔”的秘密 第22课 “画笔”的秘密 甘永龙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8课 机灵的小老鼠 第28课 机灵的小老鼠 单企一 滨海县东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2课 智能楼道灯——红外线传
感器

第2课 智能楼道灯——红外线传
感器

吴海波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5 青海高原一株柳 成玉进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镇江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第三组 10　杨氏之子 许轶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课 申请电子邮箱 第1课 申请电子邮箱 钱耀刚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 无锡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华中师大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8月第1版）

4 感受“爱”的幸福 4 感受“爱”的幸福 郑国芬 丹阳市云林学校 镇江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华中师大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8月第1版）

16 团结协作，互助前行 16 团结协作，互助前行 张杨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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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课 雕塑之美 第17课 雕塑之美 陆殷芬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上册 Q3善于学习 F4其他方法 孙薇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中学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课 信息与信息技术 第1课 信息与信息技术 许佳洁 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3 练习3 刘巧 盐城市第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7 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颜秀雯 东台市东台镇四灶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6 半截蜡烛 解虹 涟水县外国语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习作6 习作6 李晓萍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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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岩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苏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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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 鲍威 运河初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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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锋 吴江市盛泽第二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Amazing　things Reading 苏赟 太仓市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Amazing　things
Unit　5　Amazing　things（通
用）

杨晏飞 南通市小海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Amazing　things Welcome to the unit 孙立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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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彩玲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南京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Friends Reading 徐炜霞 如皋市白蒲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Friends Self-assessment 吴珺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Friends Integrated skills 万秋汝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Friends Grammar 刘晓东 常州市武进区东青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Unit　1　Friends Welcome to the unit 王玲 如东县洋口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3 学棋 韩雪源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9 台湾的蝴蝶谷 张春红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7 歌唱二小放牛郎 卜建霞 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4 “黑板”跑了 陈丽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22 猴子种果树 王侠 睢宁县睢城镇睢城小学 徐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5 晚上的“太阳” 杨银萍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小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Good manners Task 全秀梅 赣榆区门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2版）

Unit 5 Good manners Integrated skills 王煜洁 常州市武进区东青实验学校 常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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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蓓蓓 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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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assessment 陈相 如东县双甸中学 南通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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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章 东海县张湾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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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梅 滨海县秉义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分清是非
第12课　面对诱惑　学会说“不
”（通用）

黄玉勤 宜兴市新街中学 无锡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分清是非 做个有教养的现代人 徐福康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分清是非 杜绝不良嗜好 王连茂 淮安市渔沟镇韩圩九年制学校 淮安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0年10
月第4版）

第四单元 分清是非 追求公平 仇荣先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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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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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电流和电流表的使用 朱利 灌云县穆圩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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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流的磁场 金华 赣榆县石桥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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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电磁感应  发电机 孙红文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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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
机

杨品佳 常熟市第八中学 苏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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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作业 施正文 扬中市新坝中学 镇江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
家

第一节　中东 蒋楠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
家

第四节　澳大利亚 顾柳敏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
月第1版）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
家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 王芳 灌云县伊芦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三节　水资源 李冬梅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二节　土地资源 王传武 盐城市葛武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严洪往 淮安季桥镇初级中学 淮安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劳动的歌 ☆船工号子 诸建芳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劳动的歌 ☆军民大生产 张建芬 太仓市陆渡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劳动的歌 ☆杵歌 吴玲玲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六　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二） 3.复式条形统计图的认识和应用 王林利 常熟市报慈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四　表内除法（一） 2、除法的初步认识 王娟 连云港市中云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Unit 6 Colours Unit 6 Colours 张丽宁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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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8 How are you? 曹峰 双语小学雄州分校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1 The lion and the
mouse

Unit 1 The lion and the
mouse

刘宏彬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裕
丰校区

盐城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
二年级下册（2013年11
月第1版）

第8课 洗澡（福建） 第8课 洗澡（福建） 贾春美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秋天的歌 小树叶 雁儿飞 费芳 镇江市大港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1课 复制与粘贴图形 第11课 复制与粘贴图形 王美霞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主题活动2 创作图画 主题活动2 创作图画 季菲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5课 发帖与回帖 第5课 发帖与回帖 李玲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2课 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 第12课 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 嵇翔鸥 滨海县五汛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6课 设置动画效果 第16课 设置动画效果 高鹰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1课 快乐的小猫 第21课 快乐的小猫 周建峰 如东县栟茶镇浒澪小学 南通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3课 街舞男孩 第23课 街舞男孩 苏娟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7课 用声音控制小猫动作 第27课 用声音控制小猫动作 凌秋虹 姑苏区教师发展中心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6课 画星星 第6课 画星星 周艾琦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8课 定义过程 第8课 定义过程 陈宏斌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2课 气象分析——数字气象
站

第12课 气象分析——数字气象
站

刘小军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无锡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17课　画汗衫 第17课　画汗衫 高鹏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0课 编辑过程 第10课 编辑过程 陈琛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徐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6课 物联网中的“身份证”—
—电子标签

第6课 物联网中的“身份证”—
—电子标签

白建国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无锡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二单元 童年趣事 七 月迹 华哲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二单元 童年趣事 记事写人线索清楚 殷进 赣榆县墩尚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二单元 童年趣事 十 *柳叶儿 周从庆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江山多娇 十七 记承天寺夜游 陈泠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江山多娇 二十 *蓝蓝的威尼斯 金复耕 苏州市吴中区迎春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江山多娇 十九 *美丽的西双版纳 董淑瑷 赣榆县华杰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江山多娇 十八 阿里山纪行 顾琴芬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道德修养 七 敬业与乐业 王济英 赣榆县城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道德修养 九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张美红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道德修养 六 纪念白求恩 张荣芳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道德修养 诗词曲三首 唐磊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道德修养 十 陋室铭 巣静艳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诵读欣赏（通用） 周士干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苏乔明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朱吉祥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古诗二首 曹舒贤 金坛市儒林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二十一 错过 王绍祥 灌南县张湾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二十五 有的人 鲁齐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五单元 人生体验 二十三 送东阳马生序 陈娟 丹阳市运河初级中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22 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 顾春兰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23 大江保卫战 吴继桃 连云港市许庄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6 练习6 蒋瑛 博爱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7 山谷中的谜底 于燕 赣榆县青口镇第二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课文 15 天游峰的扫路人 张梅 洪泽县三河中心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练习1 练习1 杨辉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
7年级全一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武术类运动的基本技术 徐兴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　因数和倍数 三　因数和倍数（通用） 陆海艳 滨海县界牌镇陆集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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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红兵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　因数和倍数 11.整理与练习 洪建林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三　因数和倍数 1.因数和倍数的认识 潘霞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无锡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八 整理与复习 1.数的世界（1） 杨伟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Project 1 My family and
friends

Project 1 My family and
friends

沈云 泰州市姜堰区梁徐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二 热 给冷水加热 窦长乐 徐州市云兴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二 热 空气的热胀冷缩 薛梦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苏州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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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4 Drawing in the park 杨秋琳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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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8 At Christmas 尚萍 南京市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荡漾的深情 唱：划船歌 外婆的澎湖湾 宫畅兰 东台市唐洋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2课 初识“WPS” 第22课 初识“WPS” 罗茂坤 盐城市崇礼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3课 画虚线 第3课 画虚线 李高峰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20课 机器人循光 第20课 机器人循光 沈莲 常州市花园小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与人交流注意对象、场合，用语
文明得体

赵连友 盐城市神州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说真话，抒真情 黄勇 扬中市联合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九 *伟人细胞 臧佳佳 如皋市东陈镇雪岸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八 十三岁的际遇 钱海燕 海安县曲塘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六 往事依依 吴向丽 射阳县第六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三单元 建筑艺术 十二 巍巍中山陵 周龙和 丹阳市界牌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三单元 建筑艺术 于园 马维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三单元 建筑艺术 十三 *凡尔赛宫 赵飞 苏州工业园区第五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8版）

第三单元 建筑艺术 十一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董自艳 赣榆区门河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三单元 事理说明 十二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徐福梅 赣榆县厉庄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三单元 事理说明 十五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蒋奇红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三单元 事理说明 十一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沈红英 甪直甫里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学会读书
（二）感悟·品·味·欣赏

七 *在烈日和暴雨下 赵春婷 涟水县南集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学会读书
（二）感悟·品·味·欣赏

《诗经》二首 查霞婷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学会读书
（二）感悟·品·味·欣赏

综合学习与探究 王晓娴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二单元 学会读书学会读书
（二）感悟·品·味·欣赏

六 我的叔叔于勒 夏叶 射阳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诵读欣赏（通用） 杨东锋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综合学习与探究 张银坤 金坛市第五中学 常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诗词曲三首 张红年 灌云县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张洪俊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十六 *愚公移山 杜兴健 灌云县沂北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6版）

第四单元 学会读书（十）知人
论事读经典

十三 曹刿论战 杨艳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0年11
月第2版）	

第四单元 出深重的灾难（下） 11 李奶奶身上的伤痕 徐荣梅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崇尚法律 认识依法治国 严丁华 吴江市桃源中学 苏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九年级全一册（2012年
5月第4版）

第三单元 崇尚法律 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 张冬霞 大丰市大桥镇潘丿初级中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课 认识计算机 第2课 认识计算机 陈雯嫣 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课 认识“我的电脑” 第4课 认识“我的电脑” 董方方 赣榆县青口镇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7课 初识画图 第7课 初识画图 乔敏 江都区吴桥镇中心小学 扬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9课 画线 第9课 画线 缪钟玉 常州市觅渡桥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4课 修饰图形 第14课 修饰图形 戴克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7课 网络文明小公民 第17课 网络文明小公民 孙成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7课 充实“我的空间” 第7课 充实“我的空间” 赵青 泗阳县众兴实验小学 宿迁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5课 插入超链接 第15课 插入超链接 王红兰 盐城市大丰区刘庄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4课 穿越迷宫 第24课 穿越迷宫 沈丽娟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6课 编排节目顺序 第26课 编排节目顺序 李华元 连云港市陶庵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主题活动3 设计小游戏 主题活动3 设计小游戏 戴铮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课 初识Logo 第1课 初识Logo 王功勋 连云港市宋庄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5课 画正多边形 第5课 画正多边形 方怀敬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统一国家的建立 第11课　“伐无道，诛暴秦” 丁海霞 如皋市白蒲镇阳光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6年6
月第2版）

第三单元　统一国家的建立 第10课　“秦王扫六合” 曹爱国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
族关系的发展

第10课　经济重心的南移 马美玲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
族关系的发展

第14课　灿烂的宋元文化（二） 郁芳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
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
族关系的发展

第11课　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
貌

许军 南长实验中学 无锡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2001年12
月第1版）

第二单元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
族关系的发展

第9课　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 郇晓丰 张家港市护漕港中学 苏州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2012年7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草原牧歌 ☆牧歌 洪仙 丹阳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3善于学习 F4其他方法 金彩娟 苏州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五年级下册 Q4热衷探究 N3组织规划能力 姚玉燕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7服务社会 F4其他方法 黄利锋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活动方法导航 第二单元　访谈（通用） 江园园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盐城市

高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高二上册 Q2融入集体 F4其他方法 吴秋萍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1.生活垃圾的处理 刘军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2.小小广告设计师 李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2.保护我们的眼睛 陈浩 淮安市人民小学 淮安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可爱的家乡 1.家乡的食文化 李生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02年1
月第1版）

主题实践活动 1.零用钱小调查 陈青 东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02年1
月第1版）

可爱的家乡 1.家乡的民俗文化 孙荣俊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2.我为学校出点子 祝晔 靖江市莲沁小学 泰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1.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茅华 丹阳市前艾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北京景山 小四（上） 四、小数乘法 练习七 陈刚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7课 放映幻灯片 第17课 放映幻灯片 韦有智 连云港市大岭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7课 彩色世界 第7课 彩色世界 龚晓玲 常州市西横街小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 unit 1 building the future unit 1 building the future 朱云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徐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三章　农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农业的区位选择 孔素琴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
第一节　地理环境对区域发展的
影响

蒋少卿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5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二、探究活动 3. 自定主题活动1 刘娟 连云港市东辛农场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3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一、校园活动 4. 自定主题活动2 吴恒艳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3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一、校园活动 3. 自定主题活动1 丁银玲 徐州市铜山区伊庄镇实验小学 徐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十章　热力学定律
3　热力学第一定律　能量守恒
定律

蒋萍萍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十章　热力学定律 6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关华丽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专题2 化学反应与能量转化
第一单元 化学反应速率与反应
限度

耿志琴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五单元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
的变迁

第16课　大众传媒的变迁 黄雯婷 吴江盛泽中学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十九节：对祖国河山的礼赞 第十九节：对祖国河山的礼赞 袁媛 金坛市第四中学 常州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
《美术鉴赏》（2009年
5月第2版）

第九课 形神兼备 迁想妙得--中
国古代绘画撷英

第九课 形神兼备 迁想妙得--中
国古代绘画撷英

王俐 苏州吴江中学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六章　信息集成与信息交流 6.3.2 信息交流的方式 许洲屏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 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第六章　信息集成与信息交流 6.1.4 开发制作阶段 邹媛媛 扬州市第一中学 扬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第二节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鲍文艳 江苏省昆山中学 苏州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1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第一节　自然界的水循环 殷会芳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 必修 《音乐鉴赏》 第三十二节：歌剧艺术 第三十二节：歌剧艺术 姜海蓉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第二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七章　分子动理论 2　分子的热运动 徐展 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3 第七章　分子动理论 1　物体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 胡浩 江苏省淮州中学 淮安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6章 图片获取与处理 2 图片基本处理方法 朱志刚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6章 图片获取与处理 1 图片处理常用软件 房美君 大丰市大桥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6章 图片获取与处理 2 获取图片 王秀梅 大丰市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6章 图片获取与处理 第2节　图片处理（通用） 张志英 昆山市第二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6章 图片获取与处理 第1节　图片获取（通用） 彭颖英 苏州市吴江区菀坪学校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展苞初放的唐五代词 　*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尹环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展苞初放的唐五代词 　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 钱静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展苞初放的唐五代词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孔凡萍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赠序 送董邵南序 寇勤堂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选修）

赠序 送李愿归盘谷序 黄炜 大丰市南阳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7章 音视频获取与处理 3 音频编辑 徐平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7章 音视频获取与处理
第1节　音频获取与处理（通
用）

吴仁昌 无锡市雪浪中学 无锡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02年6
月第2版）

主题实践活动 主题实践活动（通用） 沈雷霜 滨海县滨淮镇第二中心小学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教科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02年1
月第1版）

活动方法导航 观察小动物 束江虹 丹阳市延陵学校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春意挂上了树梢 王玲霞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绝地之音 丁爱军 海安县李堡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翡冷翠山居闲话 孟苏 徐州市铜山区茅村中学 徐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2 补间 孙梅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怡康街分校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1 元件 王从爽 连云港市九里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2 用计算机制作逐帧动画 秦秀美 赣榆县石桥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1 动画基础 束彩云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第3节　制作计算机动画（通
用）

陈建 昆山市秀峰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动画制作 第1节　动画基础知识（通用） 张健 太仓市第二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走进网络世界 1 上网引发负面影响 唐王磊 赣榆县塔山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走进网络世界 1 网络的构建 杨丽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走进网络世界 第1节　网络改变生活（通用） 颜国进 海安县雅周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主题网站设计 3 应用表格布局网页结构 张烽 如东县新店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主题网站设计 1 认识Dreamweaver 姚建林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主题网站设计 2 创建网站，制作首页 嵇娜 响水县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1章 立体几何初步 1.3.1 空间几何体的表面积 许筱雅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1章 立体几何初步 习题1.2（3） 李俊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2.1 椭圆的标准方程 郑友培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5 圆锥曲线的共同性质 陈国春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2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1 圆锥曲线 姚圣海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3章 导数及其应用 3.3.2 极大值与极小值 刘晓敏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3章 导数及其应用 3.1.1 平均变化率 赵晶晶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1 第3章 导数及其应用 3.3.1 单调性 翟洪亮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应用文档设计与制作 4 目录制作 茆爱梅 滨海县陈涛中学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应用文档设计与制作 3 研究报告美化 张小兰 丹阳市司徒中学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应用文档设计与制作 5 封面制作 王小燕 如皋市实验初中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应用文档设计与制作 第1节　研究报告制作（通用） 耿庆成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走进信息世界 3 从因特网获取信息 王佳莉 南通市陈桥中学 南通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走进信息世界 2 信息技术 胡洁 宜兴市桃溪中学 无锡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章 走进信息世界
第1节　信息与信息技术（通
用）

商治年 苏州工业园区第八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管理计算机 1 计算机安全 张辉 泰州市永安洲镇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管理计算机 2 计算机系统组成 赵江涛 丹阳市延陵学校 镇江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章　管理计算机 第1节　认识计算机（通用） 沙新红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2 基本功能 吕超 宜兴市和桥镇第二中学 无锡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2 图表创建 吕超 宜兴市和桥镇第二中学 无锡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第3节　数据图表及其分析（通
用）

陆玥玥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第2节　数据处理与统计（通
用）

周敏芳 苏州市吴中区迎春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3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第1节　数据收集与编辑（通
用）

张明亚 常熟市实验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5章 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 1 围绕主题，思考结构 王晓莉 连云港市赣榆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5章 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
第2节　演示文稿设计制作（通
用）

陈静 苏州市景范中学校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2 算法的描述 高远荣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2 循环语句 李霞 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1 计算机程序并不神秘 顾霞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第4节　程序中的循环（通用） 栾富海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第3节　程序中的逻辑判断（通
用）

姚宏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八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4章 程序设计 第2节　程序基本知识（通用） 宋丽芳 吴江市金家坝中学 苏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三 Unit 2 Language Unit 2 Language 周粲 高邮市第二中学 扬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四 Unit 1 Advertising Unit 1 Advertising 奚玲玲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四 Unit 3 Tomorrow's world Unit 3 Tomorrow's world 俞妍君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六
Unit 4 Help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Unit 4 Help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高善芹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Unit 2 Fit for life Unit 2 Fit for life 王涛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七 Unit 4 Public transport Unit 4 Public transport 周晓龙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九
Unit 1 Other countries,
other cultures

Unit 1 Other countries,
other cultures

徐春秀 江苏省口岸中学 泰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设计与制作 1 首页设计制作 张伟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南京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设计与制作 1 需求分析 郭静洁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无锡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设计与制作 第1节　多媒体技术（通用） 朱国新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苏州市

初中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七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8章 多媒体作品设计与制作
第3节　多媒体作品制作（通
用）

何龙 张家港市港区初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 模块十一 unit 1 careers and skills unit 1 careers and skills 郑钧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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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

武兴华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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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 俞惠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镇江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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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国情的
基本政治制度

王爱明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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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
结、共同繁荣

夏雁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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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

何才娥 丹阳市珥陵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5 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 5　反冲运动　火箭 楚向义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苏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5 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 3　动量守恒定律 徐君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3-5 第十八章　原子结构 4　玻尔的原子模型 王志刚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常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八单元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
势

第24课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徐美玲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苏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必修2
第八单元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
势

第22课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的形成

朱小燕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月是故乡明 想北平 吴江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月是故乡明 前方 徐飞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月是故乡明 我心归去 林琳 丹阳市第六中学 镇江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一 月是故乡明 *今生今世的证据 吴文秀 徐州市第七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

第九单元　戊戌变法 第4课　戊戌政变 周鹏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泰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
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
评说

第二单元　东西方的先哲 第1课　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 樊永兴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4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一、校园活动 3. 自定主题活动1 刘晴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苏家小学 徐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4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二、探究活动 4. 自定主题活动2 陈影 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尚王小学 徐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浙科课标版
《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5年级活动手册》
（2012年7月第1版）

一、校园活动 4. 自定主题活动2 王宁闽 响水县解放路小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
词

“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
词（通用）

李涛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
词

　扬州慢（淮左名都） 邵卫华 金坛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 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
词

　满江红（怒发冲冠） 黄永飞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2章 统计 2.3.1 平均数及其估计 王小平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2章 统计 2.1.1 简单随机抽样 闫海燕 如皋市搬经中学 南通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必修3 第2章 统计 2.3.2 方差与标准差 章莹莹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 选修1-2 第3章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 3.2 复数的四则运算 陈梅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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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三位数减法的笔算 朱今明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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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以内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
算

石珍芳 丹阳市麦溪中心小学 镇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九 认识11~20各数 3.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 王莹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一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2版）

九 认识11~20各数 1.数数、读数 方妍 南京市西街小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五组 练习5 常敏慧 泰兴市鼓楼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 第五组 识字7 毛成 常州市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9 母亲的恩情 吴彩花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1 沉香救母（二） 张爱明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8  狐假虎威 丁文霞 南通唐闸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7 蜗牛的奖杯 曹梅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6 谁的本领大 王静 南通唐闸小学 南通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课文 1 古诗两首 杨书娟 连云港市城头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课文 17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陈红霞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2 郑成功 陆守军 射阳县新坍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1 我们爱你啊，中国 高凤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22 古诗两首 雷燕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课文 23 学与问 邱晶晶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第八组 语文园地八 韩士新 如东县宾山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2014年6
月第1版）

五 解决问题的策略 ● 间隔排列 葛庆华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苏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Unit 8 Happy New Year! Unit 8 Happy New Year! 王瑛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南京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Unit 1 In class Unit 1 In class 邵长静 赣榆县赣马镇卜都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李君 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Unit 8 We're twins! Unit 8 We're twins! 余小芹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Unit 6 In the kitchen Unit 6 In the kitchen 印雯雯 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 常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版）

Unit 3 Holiday fun Unit 3 Holiday fun 唐小丽 泰州市高港实验小学 泰州市

小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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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自制小相框 第10课：自制小相框 杨洁 苏州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课文（通用） 曹小胜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 课文 9 祁黄羊 刘佳 扬州市广陵区红桥中心小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 课文 17 爱如茉莉 武海虹 连云港市建宁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第六组 23　三个儿子 沈晓燕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三年级下册 Q1珍视自我 F4其他方法 吴哲 吴中区教研室 苏州市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 二年级下册 学做文明人 1 家里来了客 刘荣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 一 溶解 溶解的快与慢 周法科 邳州市八义集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二 能量 电能和能量 陈健 启东市惠丰小学 南通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二 能量 电磁铁 樊健 启东市和合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丰收之歌 唱：丰收之歌 打麦号子 朱琦 丹阳市正则小学 镇江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九年级上册（2014年7
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流行乐风 ☆铃儿响叮当的变迁 陈红妹 甪直甫里中学 苏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都来做音乐 唱：锣鼓歌 箫 过舒阳 常州市花园小学 常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二年级下册（五线谱） 第七单元 都来做音乐 听：我是小小音乐家 鸭子拌嘴 孙亚 盐城市迎宾路小学 盐城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下册 Q2融入集体 F4其他方法 时苗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粤科课标版
四年级下册（2009年12
月第2版）

人与自我 主题3 食品安全，我监督 姜红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四节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
湾省

张存霞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1版）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二节　“鱼米之乡”──长江
三角洲地区

倪钧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0课 画多边形 第10课 画多边形 吴晓霞 大丰市城东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2课 调整图形 第12课 调整图形 陈健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5课 遨游因特网 第15课 遨游因特网 赵云亮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16课 下载网上信息 第16课 下载网上信息 秦亚 常州市武进区马杭中心小学 常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三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4课 编辑文档 第24课 编辑文档 周建 灌云县第二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课 收发电子邮件 第2课 收发电子邮件 刘俊芳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教
育集团（总部）

扬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主题活动2 创作演示文稿 主题活动2 创作演示文稿 谢晓明 常熟国际学校 苏州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1版）

第25课 小猫出题 第25课 小猫出题 孙诗吟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2课 画楼梯 第2课 画楼梯 吕伟 连云港市墩尚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4课 画蒲公英 第4课 画蒲公英 沈燕 大丰市幸福路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1课 带参数的过程 第11课 带参数的过程 李明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21课 机器人沿线走 第21课 机器人沿线走 韩涛 南京市扬子第三小学 南京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7课 家园安全卫士——红外线
报警

第7课 家园安全卫士——红外线
报警

唐志新 灌云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3课 感知生长——数字农植
园

第13课 感知生长——数字农植
园

钱刚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无锡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三 地球表面及其变化 土壤中有什么 许海建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戴庄小学 南通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时钟滴答 唱：两只懒乌鸦 钟 周丽娜 东台市梁垛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3课 认识机器人 第13课 认识机器人 谷政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6保护自然 F1问卷调查法 王斌 太仓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习作8 习作8 马琳 灌南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课 物联网就在身边——初识
物联网

第1课 物联网就在身边——初识
物联网

朱国军 射阳县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7版）

专题 狼 专题 狼 唐正浩 赣榆县黑林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上册 Q4热衷探究 F3实验法 徐群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五）借助
注释学文言

十八 与朱元思书 陈媛媛 高邮市车逻镇初级中学 扬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第五单元 学会读书（五）借助
注释学文言

十九 捕蛇者说 刘凤娟 东海县驼峰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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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娟 滨海县新港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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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可能性的大小 樊宁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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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assessment 胡馨 无锡市清名桥中学 无锡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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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吴翠 沛县张庄中学 徐州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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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新远 响水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初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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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宏磊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17课 机器人行走 第17课 机器人行走 丁兆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信息技术 苏科课标版
六年级全一册（2014年
7月第2版）

第9课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家
电

第9课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家
电

朱信豹 徐州市公园巷小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八年级下册（2009年10
月第7版）

第六单元 精彩演讲（自由读写
单元）

（师生自行设计） 殷路平 淮安市文通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
九年级上册（2009年6
月第6版）

专题 广告多棱镜 专题 广告多棱镜 陶静娟 昆山开发区青阳港学校 苏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二单元 善于交往
第7课　让人三尺又何妨（通
用）

吴亮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二单元 善于交往 文化习俗 多姿多彩 孙全军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苏州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二单元 善于交往 珍视集体团结 黄广军 如皋市江安镇滨江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2001课标版
七年级上册（2012年5
月第5版）

第二单元 善于交往 认识差异 展示风采 席永兰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光现象 一、光的色彩  颜色 孟令奎
建湖县城南实验初级中学城南校
区

盐城市



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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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芝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光现象 四、平面镜 夏兴明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2012年6
月第3版）

第三章  光现象 二、人眼看不见的光 王雪元 赣榆县城西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0
月第3版）

附录 附录（通用） 陆小勇 东台市三仓镇中学 盐城市

初中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简谱）（吴斌主编）
八年级上册（2013年7
月第1版）

第三单元 雪域天音 ☆热巴舞曲 张曼丽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市

初中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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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 用心灵接触自然 王梅 连云港市官河中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4热衷探究 F3实验法 俞玥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4热衷探究 F3实验法 周菊芳 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苏州市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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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 李娟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泰州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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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2 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

王燕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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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5 Signs 刘小雁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南京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家政 3.自制收纳盒 沈燕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4课　漂亮的鞋（一） 第4课　漂亮的鞋（一） 唐丽娟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第18课　玩偶 第18课　玩偶 孙婷婷 灌南县花园乡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五年级上册 Q3善于学习 F4其他方法 陈丽丽 张家港市教研室 苏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一 工具和机械 做框架 胡艳 徐州市西苑第二小学 徐州市

小学科学 教科2001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一 工具和机械 抵抗弯曲 宗全全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淮安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6.组合笔筒 李娟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3.泥笔筒 钱晓鹰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心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2.泥碗 张萍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四年级上册（2014年4
月第12版）

技术初步 1.我喜爱的蔬果 胡玉香 淮安新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技术初步 6.桌面垃圾桶 周敏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苏州市

小学劳动技术 苏科课标版
五年级下册（2014年11
月第5版）

技术初步 5.丝网花 金彩娟 苏州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四年级上册 Q4热衷探究 F4其他方法 韩栋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2014年12
月第1版）

九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二） 1.简单的数据汇总 陈洁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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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爱芬 如皋市安定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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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数加、减法计算练习 刘海荣 如皋市安定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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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数加、减法计算（2） 陈勇军 如皋市安定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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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数加、减法计算（1） 刘世芳 如皋市安定小学 南通市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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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趣的七巧板 李可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
二年级上册（2013年6
月第1版）

七　观察物体 1、从前、后、左、右观察物体 吴连红 如皋市如城实验小学 南通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Q1珍视自我 F4其他方法 周晨阳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Project 2 My snack bar Project 2 My snack bar 周伟丽 殷雪梅小学 常州市

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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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 The king's new
clothes

杨玲玲 东台市许河镇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下册（2014年10
月第1版）

Project 2 A travel book Project 2 A travel book 王静 建湖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西校区 盐城市

高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高一下册 F4其他方法 吴静 吴江盛泽中学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上册 F1问卷调查法 马勤良 八坼中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F4其他方法 吴江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F4其他方法 孙婷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 苏州市
小学数学 北京景山 小四（上） 练习十六 宗序连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小学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F4其他方法 顾晓岚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八年级上册 F4其他方法 钱文宗 苏州市觅渡中学校 苏州市
高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F4其他方法 张丽珏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苏州市

高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 F4其他方法 高婧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下册 F3实验法 蔡圣俊 太仓市良辅中学 苏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 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七年级下册 F3实验法 张嘉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 苏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