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龙岩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市级优课”公示名单

序号 学科 教师 册 优课名称 县市区 学校 同节点

1 小学语文 张胜兰 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课文--10 大还是小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

2 小学语文 李银英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上杭县 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3 小学语文 罗金秀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课文--22 小毛虫 长汀县 长汀县汀州小学

4 小学语文 傅珍凤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课文--19 大象的耳朵 连城县 连城县实验小学 是

5 小学语文 谢晓旭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识字--2 树之歌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6 小学语文 黄玲丽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课文--24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分校

7 小学语文 赖小连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3 植物妈妈有办法 上杭县 上杭县临城镇城南小学

8 小学语文 徐琼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语文园地四 连城县 连城县朋口中心小学

9 小学语文 章静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19 雾在哪里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分校

10 小学语文 陈凯薇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2 我是什么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11 小学语文 朱旖旎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课文--23 祖先的摇篮 漳平市 漳平市西山小学

12 小学语文 刘姝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21 狐假虎威 长汀县 长汀师范附属小学

13 小学语文 曹柳英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课文--21 狐假虎威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是

14 小学语文 黄锦东 六年级下册 古诗词背诵--8　已亥杂诗 长汀县 长汀县腾飞希望小学

15 小学语文 巫秋容 五年级上册 第八组--回顾·拓展八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实验小学

16 小学语文 曹柑芳 三年级下册 第四组--语文园地四--趣味语文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17 小学数学 罗燕娇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整理和复习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18 小学数学 邓琛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整理和复习 新罗区 龙岩紫金山实验学校 是

19 小学数学 包恺欣 四年级上册 一 认识更大的数--数一数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20 小学数学 谢薇 三年级下册 7 小数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

21 小学数学 张锦发 六年级下册 2 百分数（二）--成数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22 小学数学 黄平平 一年级下册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整理和复习 长汀县 长汀县实验小学 是

23 小学数学 邓柳华 一年级下册 2.20以内的退位减法--整理和复习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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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学数学 张宝凤 六年级上册 3　分数除法--整理和复习 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实验小学

25 小学数学 赖文慧 一年级下册 2.20以内的退位减法--整理和复习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是

26 小学数学 许和英 五年级上册 5　简易方程--整理和复习 上杭县 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27 小学数学 陈军玲 四年级下册 4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解决问题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28 小学数学 黄慧芳 二年级上册 3.角的初步认识--解决问题 连城县 连城县实验小学

29 小学数学 卢小丹 二年级下册 8　克和千克--解决问题 新罗区 龙岩凤凰小学

30 小学数学 蒋玮玮 二年级上册 2.100以内的加法（二）--解决问题（连续两问）新罗区 龙岩市溪南小学

31 小学数学 麻艳华 二年级上册 6.表内乘法（二）--解决问题（例3）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32 小学数学 王禄生 四年级上册 4　三位数乘两位数--因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乘法 武平县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33 小学数学 温华凤 六年级下册 1 负数--解决问题 新罗区 龙岩市新罗区西陂大洋小学

34 小学英语 黄碧蕊 四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Unit 7 Seasons--Part C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35 小学英语 黄燕 四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Unit 5 Shopping--Part B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分校

36 小学英语 黄娟娟 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Unit 1 Winter Vacation--Part B 新罗区 龙岩凤凰小学

37 小学英语 赖雅艳 三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Unit 5 My Family--Part B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38 小学英语 陈荣芳 四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Unit 2 Cleaning Day--Part A 漳平市 漳平市铁路小学

39 小学英语 黄红莲 三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Unit 2 Ability--Part A 连城县 连城县莒溪中心小学

40 小学英语 杨敏 三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Unit 8 Children’s Day--Part A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

41 小学英语 郭小舟 五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Unit 8 My Friends--Part A 新罗区 龙岩市溪南小学

42 小学道德与法治李艳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12 我的环保小搭档 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实验小学

43 小学品德与社会林玉英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在学习中长大--4　大家都在学 连城县 连城县实验小学

44 小学道德与法治修惠英 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8 安全地玩 长汀县 长汀县腾飞希望小学

45 小学品德与社会兰金炎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活不能没有他们--2　阿姨叔叔辛苦了长汀县 长汀县策武中心学校

46 小学道德与法治程小洁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8 大自然，谢谢您 漳平市 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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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小学品德与社会温桃妹 四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花钱的学问--1　家庭小账本 连城县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48 小学道德与法治刘伟峰 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14.家乡物产养育我 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小学

49 小学道德与法治郑东妮 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5 风儿轻轻吹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实验小学

50 小学科学 傅小欢 一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比较与测量--3.用手来测量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51 小学科学 傅文芳 三年级上册 二 动物--蚯蚓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52 小学科学 陈丽妹 四年级上册 一 天气--降水量的测量 新罗区 龙岩市龙门中心小学

53 小学科学 何文贵 一年级下册（2017年11月第1版）动物--6.给动物分类 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小学河东分校

54 小学科学 谢燕燕 一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比较与测量--4.用不同的物体来测量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胡文虎小学

55 小学科学 黄茶连 一年级下册（2017年11月第1版）我们周围的物体--5.观察一瓶水 上杭县 上杭县临城镇城南小学

56 小学科学 廖琦 一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比较与测量--1.在观察中比较 长汀县 长汀县汀江小学

57 小学科学 郑丽冰 一年级下册（2017年11月第1版）我们周围的物体--2.谁轻谁重 漳平市 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58 小学体育与健康张梅娟 五至六年级 体操类运动--3.跳绳--3.穿梭跳长绳与发展体能 新罗区 龙岩市新罗区铁山中心小学

59 小学体育与健康沈绚丽 三至四年级 体育运动技能 民族民间体育--3.板鞋竞速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60 小学体育与健康谢良文 一至二年级 球类活动--3．乒乓球游戏--1.握拍与端球比稳游戏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61 小学体育与健康陈慕华 一至二年级 2.运动技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跳绳活动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62 小学体育与健康王隆标 一至二年级 基本身体活动--4．投掷与游戏--5.双手持轻物掷远与游戏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63 小学体育与健康张巧妹 一至二年级 体操类活动--3．技巧--8.有人扶持的仰卧推起成“桥”及体能练习漳平市 漳平市实验小学

64 小学音乐 章莉 一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第5课 游戏--演唱--拍皮球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

65 小学音乐 谢晖 四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绿水江南--唱歌　--忆江南 新罗区 龙岩市溪南小学

66 小学音乐 林蕾蕾 二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下雪啦--唱歌　冬天的故事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67 小学音乐 周婷婷 三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美丽的大自然--唱歌--美丽的黄昏 漳平市 漳平市永福中心学校

68 小学音乐 彭琴 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快乐的do re mi--唱歌　爱唱歌的小杜鹃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坎市中心小学

69 小学音乐 林可丽 三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音乐中的故事--欣赏--我是人民的小骑兵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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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小学美术 杨喆琳 三年级下册 第20课 认识图形标志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71 小学美术 林小梅 二年级下册 第12课　小鸟的家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72 小学美术 吴荣辉 四年级上册 第8课　趣味游乐园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胡文虎小学

73 小学美术 曾峥 一年级下册 第11课　太空里的植物 漳平市 漳平市实验小学

74 小学美术 陈静 三年级下册 第12课 多彩的窗户 新罗区 龙岩凤凰小学

75 小学美术 阙义金 三年级下册 第12课 多彩的窗户 上杭县 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是

76 小学美术 陈作镇 一年级上册 第5课　五彩的烟花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77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赖玲 3-6年级 劳动技术--9.创意设计与制作（玩具、小车、书包、垃圾箱等)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78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高炜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7.我是“非遗”小传人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

79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赖文彬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6.我们的传统节日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分校

8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江秀林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5.生活垃圾的研究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实验小学

81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黄娇应 3-6年级 信息技术--14.简易互动媒体作品设计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82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罗秘秘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11.我是校园小主人 新罗区 龙岩市西安小学

83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詹焰宜 3-6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7.我是“非遗”小传人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是

84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林秋月 3-6年级 信息技术--8.我的电子报刊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85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戴丽萍 3-6年级 信息技术--12.趣味编程入门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86 小学安全教育陈晓青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社会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 漳平市 漳平市实验小学

87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赖玲晶 1-6年级 良好的人际关系 市直 龙岩市松涛小学分校

88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陈春梅 1-6年级 团体辅导案例 新罗区 龙岩市实验小学

89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钟菊兰 1-6年级 发展学习能力 市直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分校

90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陈吴兰 1-6年级 积极应对挫折 漳平市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91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袁茶凤 1-6年级 客观认识自我 上杭县 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92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林细英 1-6年级 良好的人际关系 武平县 武平县平川中心学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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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陈筱梅 1-6年级 有效管理情绪 连城县 连城县实验小学

94 初中语文 吴俊开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一单元--写作--学写仿写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高陂中学

95 初中语文 黄玲妹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一单元--阅读--4* 灯笼 连城县 连城县隔川中学

96 初中语文 苏娟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五单元--写作--学写游记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97 初中语文 胡幸杰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三单元--写作--学写读后感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侨钦中学

98 初中语文 刘丹汝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二单元--阅读--7* 列夫•托尔斯泰 漳平市 漳平第二中学

99 初中语文 童满春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三 举办演讲比赛 连城县 连城县冠豸中学

100 初中数学 林黎伟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3 角--4.3.3余角和补角（方位角）--方位角新罗区 龙岩市第五中学

101 初中数学 吴贞旺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17.1 勾股定理--17.1.2勾股定理应用--利用勾股定理解决平面几何问题漳平市 漳平第三中学

102 初中数学 王子平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数学活动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二中学

103 初中数学 卢兰华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数学活动 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中学 是

104 初中数学 谢建宝 九年级下册（2014年8月第1版）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数学活动 上杭县 上杭县第三中学

105 初中数学 杨升长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数学活动 长汀县 长汀县第三中学 是

106 初中数学 吴芳蓉 九年级上册（2014年3月第1版）第二十四章　圆--小结--习题训练 新罗区 龙岩初级中学

107 初中数学 郭艳艳 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新罗区 龙岩莲东中学

108 初中英语 余静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Review of Unit 7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09 初中英语 戴茜红 九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D新罗区 龙岩初级中学

110 初中英语 童丽华 九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Section C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11 初中英语 钟春虹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Section B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中学

112 初中英语 彭靖华 七年级上册（2013年4月第1版）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Section B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13 初中英语 李细英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Section B漳平市 漳平第三中学

114 初中物理 卓航宇 九年级全一册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第一节 物体的内能 漳平市 漳平第三中学

115 初中物理 吴锡海 八年级全一册第七章 力与运动--第三节 力的平衡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高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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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初中物理 黄启刚 九年级全一册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第一节 物体的内能 长汀县 长汀县新桥中学 是

117 初中物理 罗淑玲 八年级全一册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第一节 动与静 连城县 连城县林坊中学

118 初中物理 石丽丽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2. 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新罗区 龙岩莲东中学

119 初中物理 邹蕾 八年级全一册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第四节 科学探究:速度的变化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20 初中化学 简彩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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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的性质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21 初中化学 张聪伟 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本章作业 长汀县 长汀县第二中学

122 初中化学 华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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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城县 连城县冠豸中学

123 初中化学 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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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重要的盐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24 初中化学 康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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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分解反应及其应用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中学

125 初中生物 李雯娟 七年级上册（2013年7月第2版）第3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6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第3节 生殖器官的生长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26 初中生物 池群珍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第7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22章 物种的多样性--第1节 生物的分类新罗区 龙岩初级中学

127 初中生物 黄秀凤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十三章 健康地生活--第3节 人体免疫连城县 连城县冠豸中学

128 初中生物 赖京菁 七年级上册（2013年7月第2版）第3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6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第3节 生殖器官的生长新罗区 龙岩市苏坂学校 是

129 初中生物 彭慧敏 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第4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十三章 健康地生活--第3节 人体免疫上杭县 上杭县蛟洋中学 是

130 初中生物 张筱平 八年级上册（2013年7月第1版）第6单元 生命的延续--第二十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4节 性别和性别决定上杭县 上杭县第四中学

131 初中道德与法治罗蓉华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七课 尊重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真谛连城县 连城县冠豸中学

132 初中道德与法治阙祥寿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三中学

133 初中道德与法治范莉华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三课 公民权利--依法行使权利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二中学

134 初中道德与法治郑海燕 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六课 师生之间--师生交往新罗区 龙岩市第五中学

135 初中道德与法治黎雯娜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国家权力机关长汀县 长汀县水口初级中学

136 初中历史 赖舒 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1课 鸦片战争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37 初中历史 吴琳宏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4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新罗区 龙岩初级中学

138 初中历史 谢秋妹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漳平市 漳平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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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初中历史 黄仁珍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3课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中学

140 初中历史 兰剑锋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第14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长汀县 长汀县新桥中学 是

141 初中历史 江沛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连城县 连城县朋口中学 是

142 初中历史 蒋晶晶 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附录 中国古代史大事年表（下） 新罗区 龙岩莲东中学

143 初中历史 王建秀 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第18课 科技文化成就新罗区 龙岩市第五中学

144 初中地理 林婷婷 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第五章 世界的发展差异--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连城县 连城县连南中学

145 初中地理 陈柳华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中国的疆域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46 初中地理 沈燕娣 七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2版）第九章 美洲--第三节 巴西 新罗区 龙岩莲东中学

147 初中地理 罗英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第五节 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与联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二中学

148 初中地理 吴荣平 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六章 四大地理单元--第三节 西北地区 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中学

149 初中体育与健康林丁辰 七年级 7、排球--侧面下手发球 武平县 武平县第二中学

150 初中体育与健康罗浩 八年级 6、篮球--同侧步持球突破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51 初中体育与健康陈烨 八年级 第三章 技术与运用--足球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52 初中体育与健康吴志坤 八年级 6、篮球--单手肩上传球 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三中学

153 初中音乐 罗颖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月第1版）第六单元 荧屏之歌--唱歌--音乐之声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分校

154 初中音乐 苏凯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  ）第五单元 音乐故事（一）--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永定区 龙岩市永定区第二中学

155 初中音乐 刘琼英 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欣赏--海岛冰轮初转腾 武平县 武平县实验中学

156 初中音乐 林香英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月第1版）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选唱--剪羊毛武平县 武平县城郊初级中学

157 初中美术 张秘彦 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第一单元 外国美术名作巡礼--第2课 各具特色的欧美美术作品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58 初中美术 陈水长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第四单元　美丽的校园--第2课　设计我们的校园长汀县 长汀县水口初级中学

159 初中美术 林晓萍 七年级下册（2012年10月第1版）第三单元 富有活力的运动会--第3课 喜悦与收获武平县 武平县武东中学

160 初中美术 温生贵 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节--第1课　书林漫步新罗区 龙岩市第七中学

161 初中美术 陈荧洁 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第三单元　传递我们的心声--第2课　精美的报刊新罗区 龙岩市铁山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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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黄玲妹 7-9年级 考察探究活动--5.家乡的传统文化研究 连城县 连城县隔川中学

163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阙书芹 7-9年级 信息技术--3.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64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潘新荣 7-9年级 信息技术--6.制作我的动画片 武平县 武平三中

165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刘昀玉 7-9年级 社会服务活动--5.参与禁毒宣传活动 上杭县 上杭县第四中学

166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林委锋 7-9年级 信息技术--10.开源机器人初体验 漳平市 漳平第二中学

167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范建平 7-9年级 信息技术--3.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长汀县 长汀县第三中学 是

168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张晓芬 7-9年级 良好的人际关系 新罗区 龙岩市第九中学

169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李有花 7-9年级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案例 上杭县 上杭县第三中学

170 高中语文 谢妍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第一单元--思考与实践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71 高中语文 胡文伟 选修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诗歌之部--第一单元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推荐作品--　杂诗十二首(其二)/陶渊明长汀县 长汀县第二中学

172 高中语文 林春兰 选修　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散文部分--第四单元　如真似幻的梦境--略读--埃菲尔铁塔沉思新罗区 龙岩市第九中学

173 高中语文 谢灵钊 选修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诗歌之部--第二单元　置身诗境　缘景明情--推荐作品--　新城道中(其一)/苏轼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174 高中语文 魏水莲 选修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第十单元　人文心声--大视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175 高中语文 刘民慧 选修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诗歌之部--第一单元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推荐作品--　杂诗十二首(其二)/陶渊明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是

176 高中语文 梁姝娟 选修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散文之都--第四单元　创造形象　诗人有别--赏析指导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177 高中语文 黄巧红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第八单元--话题：虚构--*事实与真实的区别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78 高中数学 林文柱 必修1 第三章 函数的应用--3.1 函数与方程--习题3.1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79 高中数学 冯联英 选修4-4（2004年6月第1版）第1章 坐标系--1.4 极坐标与平面直角坐标的互化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180 高中数学 章金玲 必修五 第一章 解三角形--本章小结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81 高中数学 江华 必修3 第二章 统计--2.1 随机抽样--阅读与思考  广告中数据的可靠性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182 高中数学 曹如祥 选修2-3（理科）（2005年8月第1版）第7章 计数原理--7.4 二项式定理--7.4.1 二项式定理的证明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183 高中数学 陈松 必修2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1.3 空间几何体的表面积与体积--1.3 空间几何体的表面积与体积（通用）长汀县 长汀县第二中学

184 高中英语 陈晶晶 选修6 CONTENTS--Unit 2　Poems--Using LanguageⅡ 漳平市 漳平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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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高中英语 林敏华 选修（语言知识与技能类）英语写作Unit3　Information reports--Writing 漳平市 漳平第一中学

186 高中英语 马晓蓉 选修8 CONTENTS--Unit 3 Inventors and inventions--Using LanguageⅡ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187 高中英语 卢凯芳 小说欣赏入门Unit 2　The Necklace--Reading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88 高中英语 钟海生 选修8 CONTENTS--Unit 5 Meeting your ancestors--Using LanguageⅠ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189 高中英语 蓝喜萍 选修8 CONTENTS--Unit 5 Meeting your ancestors--Using LanguageⅡ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190 高中物理 梁泽君 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1章 功和功率--第3节 功率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91 高中物理 陈恋 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3章 抛体运动--第1节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92 高中物理 周倩 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4章 匀速圆周运动--第2节 向心力与向心加速度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193 高中物理 李东荣 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4章 匀速圆周运动--第2节 向心力与向心加速度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是

194 高中物理 任汉元 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5章 万有引力定律及其应用--第2节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195 高中物理 蓝发杭 选修3-4（2011年7月第4版）第4章 光的折射与全反射--第2节 光的全反射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96 高中化学 陈梓云 选修三 第三章 物质的聚集状态与物质性质--2、金属晶体与离子晶体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197 高中化学 李元华 必修二 第二章 化学键 化学反应与能量--1、化学键与化学反应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98 高中化学 郑璇 选修六 主题四 物质的制备--2、实验室制备化工原料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199 高中化学 简秋兰 选修四 第二章 化学反应的方向、限度与速率--本章自我评价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200 高中化学 罗晓春 选修六 主题三 物质的检测--2、物质中某组分含量的测定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201 高中生物 吕梦春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7章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全章复习与测试 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02 高中生物 张廷秀 必修3　稳态与环境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全章复习与测试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203 高中生物 张凤梅 必修3　稳态与环境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全章复习与测试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是

204 高中生物 程莉霏 必修2　遗传与进化第3章　基因的本质--科学·技术·社会　DNA指纹技术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205 高中生物 马刚 必修3　稳态与环境第3章　植物的激素调节--全章复习与测试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206 高中生物 徐芳英 必修3　稳态与环境第2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全章复习与测试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是

207 高中生物 李核华 必修3　稳态与环境第3章　植物的激素调节--全章复习与测试 连城县 连城县第一中学 是

第9页，共10页



 2018年龙岩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市级优课”公示名单

序号 学科 教师 册 优课名称 县市区 学校 同节点

208 高中生物 徐燕燕 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专题2　微生物的培养与应用--课题3　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的分离永定区 永定第一中学

209 高中思想政治张玲 选修3　国家和国际组织专题四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1　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必然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210 高中思想政治张淑红 必修2　政治生活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单元复习与测试新罗区 龙岩市第四中学

211 高中思想政治丘海燕 必修2　政治生活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综合探究　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212 高中思想政治黄敬玉 必修4　生活与哲学第二单元　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综合探究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13 高中思想政治陈菲 必修4　生活与哲学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综合探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连城县 连城县第二中学

214 高中历史 吴富林 必修一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215 高中历史 李义初 必修三 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二 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16 高中历史 王文坚 必修三 学习与探究之三：艺术中的历史 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17 高中历史 钟玉芳 必修二 专题五 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二 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218 高中历史 郭秋红 必修一 本模块学习档案 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219 高中地理 钟金香 选修6 环境保护第四章　生态环境保护--第五节　中国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其防治途径武平县 武平县第一中学

220 高中地理 邱妍 必修3 第二章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章节复习与测试 市直 龙岩市高级中学

221 高中地理 武韬 必修2 第四章　工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章节复习与测试市直 龙岩第一中学

222 高中地理 陈元明 必修1 第五章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章节复习与测试长汀县 长汀县第一中学

223 高中地理 林微华 必修3 第四章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我的家乡怎样发展新罗区 龙岩市第二中学

224 高中信息技术江林生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第3章 信息加工与表达--二、信息的集成与交流--2.信息作品的制作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25 高中信息技术杨俊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第3章 信息加工与表达--一、信息的加工--1.信息加工的需求确定新罗区 龙岩市第四中学

226 高中通用技术李洪强 必修1 技术与设计1第五章 方案的构思及其方法--二  常用的创造技法（选学）新罗区 龙岩市第九中学

227 高中通用技术钟求汉 必修1 技术与设计1第七章 模型或原型的制作--一  模型 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28 高中体育与健康罗洪亮 人教版（全一册）第七章 选项学习的指导与提示--球类运动--3.排球--基本技术--正面双手上手传球上杭县 上杭县第一中学

229 高中家庭教育林盛 10-12年级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上杭县 上杭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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