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版本 册 晒课名称 教师 学校 市 区县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四（2014年6月第5版）登高 郭思聪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6.5 垂直 吴晓娟 吴江区盛泽第一中学 苏州市 吴江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可以预约的雪 郑子龙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2: Halloween 李联华 连云港市郁林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语文 沪教课标版（1-6年级）四年级下册 音乐之都维也纳 樊小园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花苑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Unit 5 On the road 顾丽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3.直体滚动 张翠芳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实验小学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7 菩萨兵 张军亮 灌云县南岗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Unit 7 Follow me 王静 苏州高新区文正小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2.击球与颠球比多游戏 张青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花溪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借我一双慧眼——观察、选择、提炼 姚雅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确定位置 王存文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1.1 一元二次方程 绪云 扬州市邗江区运西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语文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4、三颗枸杞豆 汤寅颖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扬州市 邗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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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俞妹芬 昆山市巴城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学校地震灾害自救 张轶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常州市 天宁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3、用算盘表示数 黄益 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 镇江市 新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五（2014年6月第5版）长亭送别 张颖杰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课标版 高中基本内容12、运球转身 魏从林 扬州市邗江区瓜洲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丁馨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徐州市 鼓楼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13课　会变的花、树、叶 李冬芳 扬州市三元桥小学 扬州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和大人一起读：阳光 杜小四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Task(2): Writing a formal letter: Skills building 3张明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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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课 举办“时事溯源”专栏——学习与探究之四徐佳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实验学校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语文 沪教课标版 八年级上册 读书方法交流 侍青丽 扬州世明双语学校（初中部）扬州市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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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2.1.1 数列 王成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Integrated skills 彭红艳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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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邺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小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李鹏程 滨海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快速跑：蹲踞式起跑 周宏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中桥小学南京市 栖霞区

高中历史 北师大2003课标版必修1 第2课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谢景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求一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少 钱晓雯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唱：其多列 小鞋匠 刘颖 宿迁市洋河新城中心小学宿迁市 洋河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1、100以内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 李珊珊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Task: Healthy lifestyle 沈燕 常熟市实验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Reading(2)：Not just watching a film… 魏文娟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初中思想品德 人教五?四学制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特殊的保护 特殊的爱 万青 连云港市城头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Task: Making an application 彭碧云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7． 家乡的变化 吴艳丽 邳州市陈楼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边做边学 蔬菜的发酵加工--制作泡菜 张培娥 邳州市第二中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7年10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周莲 扬州市广陵区霍桥学校 扬州市 广陵区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美术鉴赏 第二课 西方古典艺术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美术姚伯玉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地理 星球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2版）第二节 海陆变迁 周结红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0-12年级 有效管理情绪 张爱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登幽州台歌 黄迅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Project(2): Writing a film review 刘娟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Reading 1: The first man to walk on the Moon仝磊 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6* 昆明的雨 路明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5 雪儿 帅建云 泰州市罡杨学校 泰州市 海陵区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课标版 一年级(下册)6、为你喝彩 杜秋雯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小结与思考 许彬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苏州市 直属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A trip to Hong Kong 吕新亮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钉扣子 丁晓俊 常州市新北区国英小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语文 沪教课标版（1-6年级）六年级下册 春风 杨凌芳 金坛区罗村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乘法口诀复习 赵庆林 扬州市梅岭小学 扬州市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0、整理与练习 钱兆坤 建湖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美术 人美课标版（杨永善主编）六年级上册 第17课 家乡的小吃 陆婷 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小学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4、圆柱的体积 陈会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习作2 郭学萍 南京市鼓楼区第二实验小学南京市 鼓楼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Reading(1)：School life in the UK 葛文 睢宁县王集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 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 伍书春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金湖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轮滑基本知识 仲曼 东台市许河镇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 Down the rabbit hole 黄蕾 江阴初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史记》选读（选修）　刺客列传 许天元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用等式性质（1）解方程 薛伟 邳州英华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Project(1): Making a travel leaflet 王科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三、欧姆定律 陈喜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初级中学宿迁市 宿豫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4 1.3.3 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 马洪超 邳州市第二中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3课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张菊花 南通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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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械效率 张玉华 海门市开发区中学 南通市 海门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5 有机化学基础归纳与整理 秦岭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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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周晓静 高邮市赞化学校 扬州市 高邮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孙冬洁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9 桃花源记 龚锦辉 海门市海南中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一年级 队列队形：向左（右）-转 顾建华 太仓市弇山小学 苏州市 太仓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不含括号的混合运算 张缅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识字加油站 孙美娟 如东县马塘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 Main task 顾娟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2 海洋地理第二节 海水的运动 高苹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6　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第2课　昆曲的拯救和保护 徐寅冰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孙亮亮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一、走进分子世界 曹蕴瑞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市 直属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唱：如今家乡山连山 八只小鹅 陈琰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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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共同的家 马丽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周小燕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5.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石永飞 启东市久隆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4.3.3 建立超链接 陈红桂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综合复习 范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宿迁市 宿城区

高中历史 北师大2003课标版必修3 第8课 “从开眼看世界”到维新变法 罗传成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数学 人教版（聋校）二年级上册（1995年11月第1版）二 元、角、分的认识 赵芹 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小学英语 典范英语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Lesson 30: Kipper’s Diary 薛春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跳绳活动 张双双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8.过我们10岁的生日 荀以勇 建湖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西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4、练习六 潘修銮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二节　欧洲西部 解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丁家庄初级中学南京市 栖霞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6年4月第2版）课题1 燃烧和灭火 殷晓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第6课 时间的“表情” 范杨 睢宁县职工子弟小学 徐州市 睢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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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学之间 郑虹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 徐州市 鼓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7.两位数减两位数（退位） 向慧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中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1、折扣问题 李磊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Task: The art form I like best 常万里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扬州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8月第1版）测量（金字塔高度、河宽）问题 赵万兵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化学 鲁科2003课标版必修一 1、硅 无机非金属材 樊凯丹 启东市汇龙中学 南通市 启东市

高中信息技术 中图2003课标版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第一节 认识IP地址 董媛 南京市聋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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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杜建军 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tory time 黄亚萍 淮安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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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My best friends 王奎生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3版）一、电能表与电功 张福庆 昆山市兵希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二年级 跳长绳 刘健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习作4 杨善英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沪少课标版 五年级 4、抖空竹 钱忠华 启东市寅阳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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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崔佳竹 横林中心小学 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贾生 程洁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市 直属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写作 写人记事突出中心 张慧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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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音是什么 邱锦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正比例的意义 陈军 溧阳市竹箦中心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2.2.2 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 张荣荣 滨海县明达中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11 请到我的家乡来 魏晓英 沛县鹿楼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乘法分配律 黄红成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4.1 等可能性 张益庆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案例 孙传兰 盐城市第二小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Welcome to our school! 刘超 连云港市新浦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An earthquake 赵娇 扬州市平山实验学校 扬州市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一 负数的初步认识（通用） 陈珍 泰州市姜堰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三水校区泰州市 姜堰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第10课　黑　白　灰 徐萍 南京市银城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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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不衰的汉字 沈红霞 海门市第一实验小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体育活动与营养 王森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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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朱月波 金坛区建昌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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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Song time & Cartoon time 刘燕 泰兴市济川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语文 语文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3年12月第1版）沁园春·雪 王玉华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泰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2014年5月第1版）听：落水天 雷鸣电闪波尔卡 邱婷 常州市白云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全章复习与测试 蒋进 江苏省泰兴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8课 尖端科学技术的突破 罗长荣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Reading(2)：Lost civilizations 李淑文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表达要得体 邱可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3.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 陆红珍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17 麋鹿 徐立俊 扬州市广陵区红桥中心小学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3.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曹晓滨 东台市五烈镇学校 盐城市 东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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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王艳 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Halloween 丁伟 扬州市汤汪中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唱：游子吟 小儿垂钓 邹静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小学 无锡市 新吴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3 1.5.1 二项式定理 周婷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切线 王滨 响水县第一中学 盐城市 响水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二、内能 热传递 刘秀芹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正比例的意义 武捷 南京市双塘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第2节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刘赛宁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镇江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11课 元朝的统治 王玉平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扬州市 江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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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邵秀芝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扬州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依法行使权利 曹琳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亭湖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数学活动 拼图·公式 黄秀旺 江宁区竹山中学 南京市 江宁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武术活动 诸伟 南京市钓鱼台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12 夜晚的实验 薛桂平 淮安市人民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奏：竖笛练习（二） 张亦兵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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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胡翔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第4节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时方洁 无锡市钱桥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7课  转转儿 洪潇 梅岭小学西区校 扬州市 邗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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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钱芳 江苏省镇江市中华路小学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Reading(1)：The curse of the mummy 谢蜀苏 扬州市新华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议论文的结构 冯兆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第2节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沈兆刚 宝应县开发区国际学校 扬州市 宝应县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钱塘湖春行（白居易） 黄美琴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1.组装我的计算机 秦晓兰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综合实践活动 李国平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1 1.1.1 四种命题 童先峰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Grammar: Using can, could and may & Using What and How to express strong feelings王金萍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高中数学 人教A版2003课标版必修4 小结 孙秉正 南京市第二十七高级中学南京市 秦淮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Task(2): Desiging a poster: Skills building 3吴蕙君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Reading(1)：English and its history 周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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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圆锥的体积练习 耿义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实验化学附录Ⅶ 误差和有效数字运算规则 潘国良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美术 湘美2003课标版美术鉴赏（选修）（2007年3月第3版）第十课 通俗的浪潮 房珏 盐城市龙冈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四（2014年6月第5版）虞美人 刘冰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Task(1): Writing an advertisement: Skills building 1 and 2周枫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三 第二节 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德国鲁尔区为例吴真勇 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 第一节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殷航 江苏省大港中学 镇江市 丹徒区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客观认识自我 潘恒冬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听：我家小院嘴巴多 灯官报灯名 鲁静 扬州市汶河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第18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肖列娜 无锡市堰桥初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tory time 王瑛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南京市 江宁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2、认识毫升 方川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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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燕春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小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 正反编花跳 周迪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ound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巫男霏 扬州市竹西小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听：苗岭的早晨 阿细跳月 王优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小足球 陈依方 无锡市育红小学 无锡市 滨湖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1 2.2.1 椭圆的标准方程 卢连伟 江苏省淮阴中学 淮安市

初中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复习题 徐亚飞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二 第二节 工业生产与地理环境 蒋德美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习作7 佘娟 如东县双甸镇双甸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道德与法治 苏人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单元实践活动 预防校园欺凌 陈月萍 宝应县城北初级中学 扬州市 宝应县

小学数学 青岛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5年1月第2版）根据周期规律进行推算 姜洁 沭阳县南湖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4.发展乒乓球活动能力的练习与游戏 席振忠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3.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 钱蓉蓉 常州市平冈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5 大禹治水 张军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11课标版（常锐伦、欧京海主编）三年级上册（2014年8月第1版）第4课 连环画 顾德贤 昆山市玉山镇司徒街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1.1 全等图形 门春香 新沂市马陵山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 我在变变变 肖玉树 建湖县育红实验小学城东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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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顾忆恩 昆山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Fun time&Cartoon time 仲小艳 沭阳县南湖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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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 C 孙凌琳 昆山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动：综合表演（一只鸟仔） 律动（斑鸠调） 周玲玲 如皋市白蒲小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3、数的世界（3） 杨勇 盐城市崇礼路小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20 美丽的丹顶鹤 江琴 丹阳市折柳中心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除数是整十数的口算和笔算（商一位数） 缪杨华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无锡市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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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黄静 江阴市文林中心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议论文的分析 赵艳秋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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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诚信 章晖 泰州市康和实验中学 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7.2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 许昌军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古诗三首 吴兴琴 仪征市实验中学东区校 扬州市 仪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练习6 王海燕 宜兴市和桥第二小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Grammar: Tenses: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and pas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and present perfect侍月季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发展学习能力 颜冬梅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2.两位数加整十数、一位数（不进位） 胡新利 沭阳银河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7、画垂线 胡倩 沭阳县南湖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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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C & D 殷丽萍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半截蜡烛 黄海军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识字8 鸟 隹  月 胡恒香 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 扬州市 高邮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运动与身体变化 吴玲君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 常州市 天宁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习作5 李娟 宿迁市宿豫张家港实验小学宿迁市 宿豫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 侧面下手发球 杨根 六合区励志学校 南京市 六合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4　生活与哲学综合探究　坚定理想　铸就辉煌 欧阳莉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2.认识1～5练习 陈春银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诵读欣赏 夜雨寄北（李商隐） 王雪丽 亭湖初级中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十四 木兰诗 卢杰 沭阳银河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快乐读书吧 王芬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8、图形的运动 徐锋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小学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欣赏　 滚核桃 师曼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九段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第4课　近代科学之父牛顿 胡斌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16 云房子 冯婧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2014年6月第6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钱艺林 海门市证大中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6.2 一次函数 韩俊元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李玲 常熟市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卖炭翁 任霞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Word power: Compound words; Olympic sports and events周艳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4课　漂亮的包装纸 曹小同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中心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小结与思考 李丽 高邮市赞化学校 扬州市 高邮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3.3的倍数的特征 龚卫权 启东市新港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7年5月第3版）第16课 告别“雅尔塔” 柴红艳 常州市武进区庙桥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唱：丰收之歌 打麦号子 徐华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向阳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4.跳皮筋 李春芳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1 我是一只小虫子 黄红兰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我是中国人 王雅芳 昆山市张浦镇第二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唱：火车开啦 白云 祝青玲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3 乡下孩子 王雅婷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初中化学 北京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整理与复习 金新华 南通市越江中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浙教课标版 小学体育与健康水平三(小学5、6年级)运球+传球 李垒 宿迁市宿城区古城实验小学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公仪休拒收礼物 陆萍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最佳路径 管静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中区

高中物理 鲁科2003课标版选修3-5（2011年7月第4版）第1节 光电效应 张中林 淮安市淮海中学 淮安市 淮阴区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书法》（2005年7月第1版）第一课 文化瑰宝 艺苑奇葩--书法概述 刘凯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2.1.3 两条直线的平行与垂直 吴太兵 靖江市刘国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2 6. 变压器 李斌 江苏省高邮中学 扬州市 高邮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3.扇形的认识 张婷婷 新沂市北沟中心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3版）后记 卢义刚 六合区金牛湖初级中学 南京市 六合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选修）（2009年5月第3版）《伶官传》序 吕锡锋 南京市第一中学 南京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人教版（全一册）体育与情绪的调控 汤晓鹤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高级中学南京市 六合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2 我是什么 刘冬亚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写作 杭建军 丹阳市第九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第15课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 邓海凤 南京市晓庄学院附属中学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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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鲍安忠 建湖县育红实验小学城东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9、整理与练习 周平健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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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time&Cartoon time 曹秋华 无锡市玉祁中心小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第一节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陈茹吉 常州市同济中学 常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2 3　实验：传感器的应用 沈文军 张家港市乐余高级中学 苏州市 张家港市

高中美术 人美2003课标版《绘画》（2004年7月第1版）第一课 民族文化 国之瑰宝--中国画 臧稳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 足球 何东平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高中物理 粤教2003课标版选修3－2 第03节 探究感应电流的方向 刘定粉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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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红强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镇江市 句容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绪言　与同学们谈地理 孙玲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夜雨寄北 仲静 连云港市墩尚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Grammar: Present perfect tense 王祎景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章节复习与测试 杨莹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名著推荐与导读：《朝花夕拾》 唐佩璇 昆山高新区汉浦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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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送老师一朵花 陈周丽 如东县栟茶镇栟茶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沈文娟 如东县丰利镇丰利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第三单元 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 刘冬干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一、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朱莉芳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无锡市 梁溪区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专题1.4　蛋白质工程的崛起 徐晶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三、物质的密度 郭仲元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6、整理与练习 杨小萍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无锡市 梁溪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3.4.2 基本不等式的应用 冯中芹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中学 苏州市 吴中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Reading(1)：Not just watching a film… 王静茹 江苏省滨海中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2.4 绝对值与相反数 杜卫莉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无锡市 梁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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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邵世云 连云港市赣榆华杰双语学校连云港市 赣榆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Reading(1)：An adventure in Africa 于琼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第1节 植物的生殖 王羿廷 昆山市娄江实验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徐雪琴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问题研究　煤城焦作出路何在 胡纯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2.2 二次根式的乘除 陈小亚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初级中学常州市 新北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政治生活综合探究　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高玲 徐州市田家炳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小学数学 北京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四、平移和旋转 吴鲲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附录Ⅰ　初中化学实验室常用仪器 徐莉莉 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南京市 雨花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5、5的乘法口诀 姚华美 启东市长江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9、练习四 戴俊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实验小学淮安市 生态文旅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tory time 沈柳 江苏省海门师范附属小学南通市 海门市

初中语文 沪教课标版 六年级上册 二一 天上的街市 徐林鹏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阅读《伊索寓言集》 朱琴 泰兴市南沙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复习与测试 黄良杰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春江花月夜 刘华烨 靖江市斜桥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矩形 张晓兵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苏州市 高新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3.1.1 平均变化率 李明 江苏省马坝高级中学 淮安市 盱眙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一、奇妙的物理现象 丁建方 昆山市第二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3.分数大小比较练习 王雪 新沂市北沟仲庄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 　第三节 水圈与水循环 王婧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15课　虫虫虫（二） 季医梅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柴湾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听：在钟表店里 刘蕾 仪征市金升外国语实验学校扬州市 仪征市

初中地理 粤人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2版）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张美云 南通市陈桥中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3、两步计算的加减法实际问题 陆小霞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书写提示+日积月累 孙爱平 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英语 人教（PEP）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吴欣主编）三年级下册 C 时超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15 埃及的金字塔 展勤丽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1.整理与练习 周青洁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练习3 王秋菊 溧阳市文化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动：歌表演（白鸽） 陆惠萍 丹阳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三（2014年6月第5版）秋水（节选） 陈中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扬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一 Module XI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Self-assessment 张小红 吴江高级中学 苏州市 吴江区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第一单元　化学是认识和创造物质的科学 刘刚 徐州市田家炳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四 河中石兽 黄维维 徐州市铜山区郭集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二十七 活板 陆阳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3课　百日维新 黄忠 江苏省宿迁中学 宿迁市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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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亲近社会 秦燕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6.4 平行 孔辛 东海县驼峰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第2节 土壤里的微生物 张桂梅 新沂市第四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小学数学 青岛五?四学制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5年6月第5版）信息窗（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 樊青平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12 卧薪尝胆 王凤芳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案例 季思含 淮安市启明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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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小鼓响咚咚 大鼓和小鼓 崔秦勤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五年级上册（2014年4月第1版）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夏蓓 镇江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2 拉拉手，交朋友 吴舒 淮安市延安路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7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何馨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地理 中图2003课标版选修1 宇宙与地球第二节 恒星的位置和星空观察 王刚 徐州市铜山区夹河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3.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董燕 昆山市葛江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2.校园文化活动我参与 唐晓勤 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 南京市 建邺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 分腿骑撑前进 丰国富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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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陆娟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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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练习七 李京彩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5.认识=、〉和〈 张艳华 沭阳县塘沟中心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中和反应 姜骁威 常州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tory time 刘典典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第7课　美丽的园林 鲁宇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七 解决问题的策略（通用） 费莞茹 徐州市奎山中心小学校 徐州市 泉山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1.基本部位操第一~四节 房珊珊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徐州市 云龙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第4课 动感生活 邹雅琼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 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Story time 许敏芳 江阴市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历史 人民2003课标版选修四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克伦威尔 朱胜玲 邳州市第四中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沪教课标版（新）高二下册（2016年1月第1版）当今时代主题和我国的外交政策 周玉环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5 1　能量量子化 顾琦 无锡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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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skills 恽波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10 父母的疼爱 李方 新沂市新店镇新店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化学与生活第一单元 空气质量的改善 谢飞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投掷活动 苏波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常州市 新北区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4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第1课　杰出的中医药学家李时珍 孙建芳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9.约分 张洁茹 常州市实验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综合应用 李梅 灌云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连云港市 灌云县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听：赶花会 对花 庄瑶 常州市西林实验学校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奏：小鼓响咚咚 李娜 如东县马塘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习作6 薛媛媛 邳州市运河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第18课 画触觉 张敏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写作 合理安排文章的结构 夏晖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2.300~400米耐久跑 李豪 常州市五星实验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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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朱薇 扬州市东关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二十 *都市精灵 李梦欣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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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第1版）清明上河图 李宛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苏州市 工业园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3.1.2 指数函数 张晓飞 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高级中学扬州市 仪征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Project(1): Developing an ad campaign 蔡迎霜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镇江市 句容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第8课 装点生活 张荣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开明中学淮安市 生态文旅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6.3 一次函数的图像 顾萍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认识几分之一 蔡粉玲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Grammar: Noun+'s &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ronouns韩丽平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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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unit 薛高晔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8* 美丽的颜色 徐维婷 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轴对称图形 郭培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润州区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10.开源机器人初体验 包桂霞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铃铛舞 金孔雀轻轻跳 张金皊 扬中市长旺中心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4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 罗红伟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无锡市 锡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11.求两数相差多少的实际问题 李铃 泰兴市济川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Letter time, Rhyme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薛峥 南京市白云园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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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Song time & Cartoon time 唐晓萍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8.生活中的小窍门 杨飞 响水县第一小学 盐城市 响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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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吕伟 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第18课　适合纹样 谢庆洁 扬州市江都区真武中心小学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3课 五四运动 陈蕾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苏州市 相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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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刘阳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历史 北师大2003课标版必修1 第23课 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瞿梅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初中语文 河北大学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乡愁（余光中） 晁向春 泗阳县众兴中学 宿迁市 泗阳县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第8课 放飞希望 张丹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地理 科普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第一节 俄罗斯 吴萍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第2节 生物检索表 赵林娥 江阴市璜瑭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Task: My best holiday 圣洁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2版）第二节 人体废物的排出 陈其芳 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南京市 建邺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动：律动（秧歌舞） 朱霞炜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写作 从生活中选择有价值的写作材料 张丽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3年6月第1版）谈谈小说 陈昌春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6年4月第2版）课题1 金刚石、石墨和C60 陈悦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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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金英 江阴市徐霞客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选修）（2009年5月第3版）*赠黎安二生序 朱金全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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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笔算两、三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 赵瑞生 浦口区城东小学 南京市 浦口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Reading(1)：Dying to be thin… 张东青 昆山柏庐高级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13 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徐娟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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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胡清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西南师大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认识三角形 程伟伟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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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梯形的面积 黄春琴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南京市 雨花台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四课 圆圆的世界 沈灵 无锡市育红小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13课 叶子片片 丁铭亚 江苏省无锡惠山小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2.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复习 杨莉莉 江阴市顾山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第3课　下雨啰 王伟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3、分数、百分数的认识 卞彩云 泰州市实验小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李磊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4　科学思维常识8　学会类比推理的方法 李昱蓉 南京市第一中学 南京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Word power: National flowers; Colour idioms支珍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苏州市 高新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Reading 2: What should I do? 朱锁琴 丹阳市云阳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一、杠杆 施邱瑾 如东县苴镇新光初级中学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二、透镜 郁志芸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0.整理与练习 陈华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练习3 江晓艳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5.生活垃圾的研究 陆改琳 南京市锁金新村第二小学南京市 玄武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Reading(2)：The Acropolis now 卢霞 如皋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口语交际 听出讨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李洁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公民基本权利 季爱云 如东县马塘镇邱升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唐静 泰州市沈毅中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第2节 地面上的动物 赵娜娜 连云港市板浦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记承天寺夜游 王苏荣 泗阳致远中学 宿迁市 泗阳县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国家司法机关 徐欢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小学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火灾伤害事故发生 钱海燕 东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口语交际：做手工 张文花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 有趣的乘法计算 车海干 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动：杨柳青 李珊珊 淮安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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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则运算 曹庆安 邳州英华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六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拉库卡拉查 鸟儿多美丽 高慧 扬州市育才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7、整理与练习 傅彩虹 扬中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二（2014年6月第6版）*说书人 罗梦洁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淮安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第一节 单细胞生物 陈方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孙云云 如东县河口镇景安初级中学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Grammar: Using question words + to-infinitives & using must and have to徐婷 江阴市青阳第二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Task: My favourite season 单铮铮 南通市通州区袁灶初级中学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历史 大象2003课标版必修1 第17课 维护奴隶主统治的罗马法 王义娜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2.2.1 圆的方程 孙雪飞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6 西湖 沈继荣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一、力 弹力 朱红伟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A poem about seasons 李明凤 泰州市沈毅中学 泰州市 海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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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课 动物乐园 邢相弇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技巧：肩肘倒立 李雷 南京市樱花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3.3.3 最大值与最小值 贾军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南京市 江北新区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8课 辛亥革命 张晶 宝应县安宜初级中学 扬州市 宝应县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听：映山红 司马光砸缸 翟惠娟 建湖县育红实验小学城东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2.倍的认识 黄莉吉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第5课　飞机（一） 陈靖 南京市科利华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全章复习与测试 姜德芹 江阴市青阳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语文实践活动 如果我主办校刊 王琦琦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0.5 分式方程 还晓明 无锡市雪浪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Welcome to the unit 胡丽 南京民办实验学校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华容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宿迁市 市直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1.4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王岩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7.1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朱锦 宿迁市宿豫区曹集中心学校宿迁市 宿豫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5课 北伐战争 陆益银 江阴市璜土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16 草原 王慧明 淮安市老坝口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划船歌 外婆的澎湖湾 匡美锜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11 郑和远航 凌平 扬州市八里中心小学 扬州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17 灯笼果 李娟 泰州市扬桥中心小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第7课 图案之美 樊娟 张家港市港区初级中学 苏州市 张家港市

高中地理 中图课标版 高一（第二册）农业区位的变化 叶慧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1.2.2 函数的和、差、积、商的导数 王志伟 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 金坛市 金坛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小池 潘俐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一节　美国 陈芳 江阴市夏港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化学 鲁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第三节 化学反应中的有关计算 周凯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一、光的折射 束寅生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6.班级生活有规则 唐未婕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Welcome to the unit 张云 南京市中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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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skills 张凡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唱：小树叶 雁儿飞 孙丹丹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地理 星球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2版）第二节 地形图的判读 王秀 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八 *窗 季帅 扬州市文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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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形王国 宋均 昆山市巴城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2 三亚落日 陈蓓蓓 盱眙县淮河中心小学 淮安市 盱眙县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六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唱：拉库卡拉查 鸟儿多美丽 张蕾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10.30~40 米内通过3~4个障碍物的跑 朱伟力 常州市新北区国英小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唱：忆江南 杨柳青 益子惠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有机化学基础第二单元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高峰 江苏省江都中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4课 中国共产党诞生 周丽娟 南通市东方中学 南通市 开发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9.4 乘法公式 白树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徐州市 经济开发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2.2.3 茎叶图 林佩华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淮安市 盱眙县

初中化学 沪教课标版 九年级下册 盐和酸、碱的反应 曹青丹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苏州市 高新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4　生活与哲学综合探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 杨晓丽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认识整十数 许丽娜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京调 甘洒热血写春秋 梨园英秀 滕兴林 南京市四方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Task: More of Alice in Wonderland 郭长娣 江阴初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9 大象的耳朵 朱晓方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三附属小学南通市 崇川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第2版）第二节　土地资源 葛琴 宜兴市实验中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认识平行 肖莉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7年11月第3版）9.1 单项式乘单项式 赵慧香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练习7 褚春梅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泗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2、直角的初步认识 郁燕红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中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5、四则混合运算练习 石伶俐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4课　动物朋友（一） 张娜 灌云县九年制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灌云县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人教版（全一册）接力跑 王婧 盐城市龙冈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文从字顺 孙丽 金坛区水北中学 常州市 金坛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 蒋博 沛县歌风中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跑活动 刘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京市 建邺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1.3 不等式的性质 沈雷 宿迁市宿豫区仰化初级中学宿迁市 宿豫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分数的意义 钮文杰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3.练习三 陈文静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习作5 宗怡如 昆山开发区石予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第9课　鱼的纹样 朱博雅 南京市孝陵卫中心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听：向阳花 森吉德玛 王皆怡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听：丰收歌 喜洋洋 徐瑛 常熟市徐市中心小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5 会走路的树 殷丹丹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2 2.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夏桂钱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2.1 定义与命题 李晶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徐州市 睢宁县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文化生活综合探究　建设学习型社会 张秋影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盐城市 建湖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3版）一、磁体与磁场 潘雪波 泰兴市洋思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3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秦艳红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中心中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 正面屈体扣球 魏长荣 无锡市塔影中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10、三位数减法的笔算（隔位退位） 沈玉美 南通市郭里园新村小学校南通市 崇川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诵读欣赏 雁门太守行（李贺） 严建国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方程的解、等式的性质 罗惠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8 小鹰学飞 王丽 淮安周恩来红军小学 淮安市 淮安区

小学音乐 沪音课标版 三年级上册（唱游）听 《森林铁匠》 陆惠科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 苏州市 姑苏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我的成长册（语文综合性学习） 江志伟 丹阳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9.创意设计与制作（玩具、小车、书包、垃圾箱等)汪丹 南通市曙光小学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Fun time&Cartoon time 计文程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南京市 建邺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 严晓芳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美术 沪教课标版 三年级下册 3 我喜欢的自行车 吴德鹏 大屯矿区孔庄学校 徐州市 沛县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Reading(1)：Fog 任驰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Welcome to the unit 崔充博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送魏万之京 杨梅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 Welcome to the unit 陈宁 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 南京市 秦淮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Grammar and usage(1): Introduction to attributive clauses汪兰兰 江苏沭阳如东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兵车行 荀华军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2.3 二次根式的加减 华彩梅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宿城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1 2.3.1 双曲线的标准方程 张慧玲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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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婴戏图 马星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和大人一起读：孙悟空打妖怪 赵宏梅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 扬州市 仪征市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第二节　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 陈霞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短篇小说选读（选修）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王瑜 南京市金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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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线段、射线、直线 蔡卓莹 徐州市西苑中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唱：杜鹃 芦笛 周顺娣 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三、物质的比热容 张叶川 连云港市板桥中学 连云港市 连云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2.趣味编程入门 印海燕 江苏省镇江市宝塔路小学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10 哪吒闹海 吕秋萍 江阴市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语文 语文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5年6月第2版）2.囚绿记 包敏 丹阳市云阳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10-12年级 7.18岁成人仪式 李剑亮 徐州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小学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 选唱　请你唱首歌吧 史霁 邳州市润才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　现代生物科技专题5.2　生态工程的实例和发展前景 王丽娟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2课 图画与文字 程珺倩 常州市博爱小学 常州市 天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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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洁 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tory time 赵芳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第12课　动物装饰画 刘敏 南京市炼油厂小学 南京市 栖霞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唱：夏日的雷雨 包子、剪子、锤 黄琳珑 泰州市大泗学校 泰州市 高港区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必修2 2. 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和向心加速度 刘建泉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2.1.1 直线的斜率 金鑫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美术 鲁美2003课标版美术鉴赏（选修）（2005年6月第1版）第3课 中西美术的人物造型特点 王佳曦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二十一 *有的人 许媛 宿迁市宿城区支口实验学校宿迁市 宿城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Reading(1)：Turandot in Beijing 宋晓丹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 调控情绪 张大勇 吴江区盛泽第一中学 苏州市 吴江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四、密度知识的应用 张俞 睢宁县凌北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13.复习 王慧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习作5 毛云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小学扬州市 江都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习作7 张勇华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3.含有小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 姚兰 仪征市真州镇胥浦中心小学扬州市 仪征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1 走，我们去植树 陶祥玉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人物装饰画 张红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沪少课标版 五年级 3、障碍跑 徐伟伟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扬州市 邗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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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孔美雪 泰州市田河小学 泰州市 高港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3.欢欢喜喜庆国庆 朱敏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卖炭翁 佘晓芹 如东县河口镇景安初级中学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四、欧姆定律的应用 沈玉泉 常州市邹区初级中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整理复习 陆永红 南通市通州区新坝初级中学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二 白杨礼赞 郑梅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第四单元 难溶电解质的沉淀溶解平衡 葛珊珊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9课  向动物朋友学习 毛洪伟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十一课 水墨游戏 徐悦 扬州市汶河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高中信息技术 粤教2003课标版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4.3.4 编辑网页图文素材 胡晓娟 南京市文枢高级中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数学活动 摸球实验 沈国银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晚春 邢殿明 盱眙县第二中学 淮安市 盱眙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8.求减数的实际问题 顾培现 连云港市新浦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Task: Are you happy? 刘琳琼 宜兴市丁蜀实验中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跳跃 杨璟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文学部落 薛白 宿迁市宿城区洋北初级中学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冀人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4.形式多样的住房 戴冬梅 泰兴市河失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4、积的变化规律 郭文明 新沂市草桥镇草桥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小学语文 语文A版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4.2 游园不值 祁华忠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5.应用广角 王安民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 第三节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付丽丽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第3课 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 孙安远 新沂市合沟镇郇楼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小学语文 人教版（聋校）四年级下册（1997年6月第1版）8 游览动物园 朱春霞 扬州市江都区特殊教育学校扬州市 江都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分数的基本性质 戚兴栋 兴化市安丰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4.单脚跳与“斗智斗勇”游戏 王敏 南京市力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南京市 江北新区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歌唱》（2004年7月第1版）中学生合唱队及社区业余合唱队 刘德伟 扬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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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1: The Special Olympics World Games程璇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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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民主权利 张莎莎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1.1.2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王弟成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本章作业 杜娟 泰兴市西城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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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孔晓云 泰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 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8课 全面内战的爆发 吴玉 镇江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镇江市 润州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 An interview with an ORBIS doctor王雪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和大人一起读：小熊住山洞 戴秀平 泰兴市姚王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3.练习十 陈丽 东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语文园地三 徐小玲 淮安市富士康实验小学 淮安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练习5 邹士友 邳州市邹庄镇呦山完全小学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银色的桦树林 绿色的祖国 夏芳 东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 力量练习 刘海彬 东台市三仓镇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1.2～5的分与合 过筱兰 无锡市长安中心小学 无锡市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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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Song time, 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吴梅花 扬州市汶河小学东区校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语文 沪教课标版（1-6年级）三年级下册 小宠物 张晓静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三小学徐州市 沛县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2 6. 自感 朱华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南通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浙教课标版 小学体育与健康水平二(小学3、4年级)简单的韵律操 林琳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 跳跃练习 王霞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2: Green Switzerland 王绘 洪泽县实验中学 淮安市 洪泽区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16课　我的老师 张野 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6月第2版）一、动能 势能 机械能 陆文彬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tory time 朱蒙娜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连云港市 海州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6.3.3 做个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文明网民 梅海莲 江苏省宿迁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第3节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 张荣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3、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胡明新 沭阳县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客观认识自我 陈静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

小学数学 沪教课标版 五年级上册 数学广场——编码 刘天玲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一小学徐州市 沛县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分子与细胞光合作用的过程 郑丹玮 丹阳市第六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Reading 1: The power of colours 尹新梅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作角平分线，过直线外一点作垂线 周华员 常州市武进区芙蓉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四节　澳大利亚 陈澍人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季微微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十一 回忆我的母亲 丁艳 江阴市利港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滕情媛 涟水滨河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涟水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4 早 周恒梅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5.2 图形的运动 姚强 江阴市青阳第二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字词句运用 丁晓艳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1 欢乐的泼水节 何建英 蠡口第二小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Task: My favourite Asian country 成干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2.后滚翻 沈佳杰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高邮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顾惠萍 昆山市娄江实验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第8课　鸟的纹样 金鑫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第5课　漂亮的鞋（二） 李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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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黄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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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有小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 张懿菁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上册（五线谱）（2014年5月第1版）听：微笑波尔卡 希腊舞曲 严素静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史记》选读（选修）　淮阴候列传 陈寒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常州市 武进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3.1 数系的扩充 王克亮 江苏省射阳中学 盐城市 射阳县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0-12年级 团体辅导案例 谢鸿瑾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习作6 田小秋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春游 绿叶 朱美琴 如东县苴镇福亮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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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志俊 建湖县冈西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建湖县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第3课 在临摹中感受 费孝剑 沭阳银河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跳吧！跳吧！ 我的家在日喀则 朱琦 丹阳市正则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7.我是尊老敬老好少年 武宜荣 连云港市山东小学 连云港市 云台山景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2.认识大于1元的人民币 许亚群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 徐州市 鼓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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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严碧云 镇江市桃花坞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制订旅游计划 王声红 响水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响水县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4-4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4.4.3 参数方程的应用 袁卫刚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测试 周玉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南通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中师大2011课标版七年级全一册二 认认真真学几招 王欢欢 常州市金坛区段玉裁中学常州市 金坛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姚美华 海安县海陵中学 南通市 海安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4、练习二 刘敏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识字6 狮子 大象 老虎 李燕 泰兴市东街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1版）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发酵技术 陆茜 南京市华电中学 南京市 栖霞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一年级 跳跃：立定跳远 陈修修 仪征市青山小学 扬州市 仪征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1 吃水不忘挖井人 鉴燕婷 徐州市汉桥小学 徐州市 云龙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2.笔算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首位或首两位能整除）周肖霞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7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宋振永 邳州市运河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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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陆文洁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2.“打字小能手”挑战赛 洪颖琪 扬中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阅读《鲁滨逊漂流记》 戴炳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历史 岳麓书社2003课标版必修一 政治文明历程第25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 张化 江苏省清浦中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2.1 圆 王兆群 盐城市文峰中学 盐城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吴杨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Grammar: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武娟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第一中学苏州市 吴江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Reading(1)：The economy or the environment—must we choose?王洁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第16课　手提袋 朱金龙 连云港市海州湾小学 连云港市 连云区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10-12年级 3.高中生生涯规划 王爱琴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2.7 有理数的乘方 柏素霞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扬州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村居 刘雅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7-9年级 预防和应对网络、信息安全事故侵害 薛琴 无锡市前洲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1.3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 杨代雨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6 变色龙 杨庆华 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练习3 沈小萍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泰州市 海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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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 走向成功 方冬梅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九年级 球类运动基本技战术的运用 宋卫华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蔡新苗 盐城市初级中学 盐城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沈慧 泰州市渔行实验学校 泰州市 海陵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Task: A big day out 夏飞 江阴市文林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3课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 仇张懿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市 吴中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七年级 迈向成熟的蜕变——青春期特点、常见问题与预防周宇 昆山市葛江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登幽州台歌 杨扬 建湖县汇文实验初中教育集团西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习作7 殷业凤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苏州市 姑苏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3.我也能发明 周建强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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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魏莉莉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8、长方体和正方体体积练习 孙晓晴 扬州市邗江区蒋王中心小学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第2节 水中的藻类植物 陈群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7、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 王沐芹 射阳县小学 盐城市 射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一亿有多大 刘亚群 东台市东台镇四灶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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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刘瑜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第11课　对比的艺术 周祥倩 溧阳市文化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选修 歌唱 友谊地久天长 徐明如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实验化学拓展课题4-2　过氧化氢酶的催化作用 丁海林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4　生活与哲学单元复习与测试 丁超 江苏省运河中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整理与归纳 陈琳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Grammar: Using if & unless 李拯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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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unit 华蕾 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 扬州市 宝应县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3.程序世界中的多彩花园 颜雅雯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南京市 建邺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Unit 7 Follow me 邱娟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小学徐州市 沛县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记叙中结合抒情和议论 刘艳茹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宿迁市 市直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Self-assessment 刘珂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薛梅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7课 我们的班级 尚海 徐州市刘湾小学 徐州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数学 沪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苏丹 镇江市孔家巷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6.6 图形的位似 刘磊 徐州市东苑中学 徐州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1课标版水平四（七至九年级）第一节 跑 陆军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3.我爱家乡山和水 陆雯君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查字典 朱莉 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中心小学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第1节 地面上的植物 潘辉 丹阳市第九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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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唐丽君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世界上第一个听诊器 史军霞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4、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及有关的简便计算 陈如娟 灌云县伊山新村校区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五、光的反射 赵越 泰州市明珠实验学校 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 物质结构与性质复习题 周拥军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泰州市 姜堰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陋室铭 戴红玲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日语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2007年7月第1版）ステップ１：「ごみを調べる」 逯佳文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分子与细胞酶与酶促反应 李培青 徐州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中国省级行政区划中国地形图 曹佳佳 连云港市海庆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Word power: Going on an adventure holiday 郭翠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镇江市 句容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0月第1版）构建知识体系 许春燕 南通市唐闸中学 南通市 港闸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1.3.1 单调性 芮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 合理膳食促进健康 郭荣飞 六合区冶山镇初级中学 南京市 六合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4 翻越远方的大山 王永琨 连云港市宋庄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9.2 单项式乘多项式 颜川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4.认识24时记时法 李华兰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射阳县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3.我是电脑小画家 纪楠 南京市银龙花园学校 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08年6月第2版）16.1 分式 李志军 如东县茗海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 Reading 吴栋萍 南通市东方中学 南通市 开发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第2版）第二节　气候多样　季风显著 马进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10 我的家乡在哪里 魏菲 润州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1 算法与程序设计2.2.2 常量与变量 王昆 江苏省清浦中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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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time&Cartoon time 章芸 溧阳市周城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找规律 王兴成 沭阳县外国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切线 张跃 扬州市江都区第三中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第6课 美丽的书 华若帆 无锡市钱桥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9.1 单项式乘单项式 蔡文婷 扬中市兴隆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13 海洋——21世纪的希望 吴民益 镇江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新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Word power: Musical instruments 施秋蕾 江苏省常熟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雁门太守行 贝娜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游山西村 蒋兴超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5 风儿轻轻吹 龚梅花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第3课　粉印纸版画 承斐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1.大家排排队 朱慧 海门市东洲小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12课 我们为祖先而骄傲（上） 洪瑶 沭阳县韩山中心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三 第一节 认识区域 陈茜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扬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人教版（全一册）规则介绍 叶丰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3课标版高中体育教师用书（高一）一级规定动作1、2段 肖裕辉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李小刚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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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月、日和千米、吨复习 魏宏哲 邳州市运平路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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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你介绍我们的学校 刘洁 新沂市邵店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蒋倩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初级中学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我不拖拉 胡二波 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中心小学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秦兵马俑 刘龙亭 徐州市铜山区徐庄镇苑山小学徐州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我们的传统节日 陈洁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用转化的策略求简单数列的和 金妮娜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六 Module VI Making a better worldReading(1)：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袁莉莉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常州市 武进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 Module X Understanding societyTask(1): Writing about development: Skills building 1 and 2黄亚平 如皋市第一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一 Module XI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Project(1): Writing and making a speech 尤婷婷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苏州市 高新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苏人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个人与集体 孙晓芳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宿迁市 市直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 于陈 南京市紫东实验学校 南京市 玄武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 简单战术配合 祝利忠 无锡市广丰中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3.认识几和第几 单小桃 大丰区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大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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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朱小霞 东台市新街镇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11课　太空里的植物 王艳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校 徐州市 云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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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怎样与人相处 杨荣丽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泗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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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说话的“朋友” 朱晓媛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亲子与师生交往 陈旻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常州市 天宁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Giant pandas 夏晓瑾 泗阳致远中学 宿迁市 泗阳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各种跑的动作方法 夏静 南京市逸仙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十 给我的孩子们（节录） 崔林歆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2.8 圆锥的侧面积 王静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18课　各式各样的椅子（一） 朱莉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7课 外交事业的发展 谢剑雄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5．?绿色小卫士 陈慧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 宿迁市 湖滨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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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丁燕 江阴市北漍中心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2.1.2 函数的表示方法 任方成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综合学习与探究 莫萦竹 无锡市金星中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4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张锦慧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2.1 二次根式 雷广菲 浦口区第三中学 南京市 浦口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7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方超 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三年级 技巧：跪跳起 邵建华 太仓市明德小学 苏州市 太仓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稳定与环境种群数量的变化 李小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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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平均数 钟山 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南京市 雨花台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第3课　神奇的瓦楞纸 朱梦昀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二、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周凤 沭阳县北丁集初级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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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滕秋华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一年级 小篮球：原地拍球 孙岩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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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发明和创造 缪青 南京市钓鱼台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习作7 殷明星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4课 洋务运动 时良攀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1课 经济体制改革 徐云龙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 常州市 新北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 篮球 孙亚华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选修）（2009年5月第3版）游褒禅山记 朱明慧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语文 沪教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六 秋天的怀念 薛婧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2、千以内数的读、写 王晓燕 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3.2.1 数据的传输过程 王为芳 新沂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小结与思考 张思绘 浦口区汤泉中学 南京市 浦口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Fun time&Cartoon time 金怡 太仓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太仓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投掷轻物 阚文玉 南京市共青团路小学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23 学与问 顾丽萍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 苏州市 张家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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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罗新云 扬州市东关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1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朱俊融 淮安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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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的世界（1） 王苏娅 响水县实验小学 盐城市 响水县

小学数学 北京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密铺 汤琪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苏州市 姑苏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小数和整数相乘 唐玉娟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无锡市 新吴区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10-12年级 2.家乡生态环境考察及生态旅游设计 杭辉军 丹阳市第五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3.3.2 极大值与极小值 黄志诚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刘素华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4月第1版）第6课 日用器具 东强 江阴市华西实验学校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 生物技术实践边做边学 酵母菌细胞的固定化技术 彭军 睢宁县第一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高中信息技术 中图2003课标版选修1 算法与程序设计第四节 循环结构 花钰锋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2.基本步型与基本腿法 曹小丽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高新区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4课 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陈涛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整理复习 陈生 建湖县汇文实验初中教育集团西校区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4、除法的初步认识 秦惠 无锡市五爱小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09年6月第2版）6 隔海相望 沈丽萍 吴江区教育局教研室 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5.质数和合数 李金钟 淮安小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Reading(1)：Biblical idioms in English 陈海玲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英语 典范英语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Lesson 15: The Mud Bath 左钰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苏州市 直属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1 算法与程序设计3.4.2 *插入排序算法 曹刚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南通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过零丁洋 张卫民 宿迁市宿城区耿车初级中学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小结与思考 金杨建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无锡市 锡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用7的乘法口诀求商 袁方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江都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解决面积问题的策略 梅楠 扬中市联合中心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2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 陈佃红 涟水县南门小学 淮安市 涟水县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四（2014年6月第5版）虞美人 丁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8月第1版）数学活动 孙亚兵 如东县岔河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基础实验8 酸与碱的化学性质 王小文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团体辅导案例 陈蓉 南京市浦口实验学校 南京市 浦口区

小学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网络、信息安全事故侵害 方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京市 建邺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 胡琼为 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李振华 镇江市丹徒区三山中学 镇江市 丹徒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二年级 体育基础知识：合理的饮食习惯 陈霞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第一中心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9 青蛙看海 王素娟 宿迁市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高中音乐 人音2003课标版必修 《音乐鉴赏》第十八节：标题性交响曲的诞生 刘思辰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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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王珏 常州市觅渡桥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英语 典范英语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Lesson 7: The Little Dragon 沈德华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2.趣味编程入门 李玲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六 Module VI Making a better worldReading(1)：Cultural differences 胡蕾蕾 洪泽县中学 淮安市 洪泽区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1节 物质在水中的分散 韩丽华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3月第1版）构建知识体系 袁亚娟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一、二力平衡 毛海玲 南京市板桥中学 南京市 雨花台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3.3.1 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 吕境怡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19 航天飞机 张果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3.程序世界中的多彩花园 李睿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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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分数的初步认识（二）（通用） 徐秀梅 盐城市第二小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12、复习 谢凤梨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听：老虎磨牙（片段）（打击乐合奏） 李剑 南京市古雄小学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8课 金字塔下留个影   戴奕 常州市平冈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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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卢秋月 宿迁市宿城区实验小学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数学 青岛五?四学制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5年7月第4版）信息窗一（用数对确定位置） 张缅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9、整理与练习 王俊平 泰兴市襟江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第9课 亮眼睛 马万琴 盐城市新洋第二实验学校盐城市 亭湖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姚楠 江苏省淮州中学 淮安市 淮阴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 Module X Understanding societyReading(2)：Teach a man to fish 王晓明 海门实验学校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第13课 虾和蟹（一） 吴晓冬 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盐城市 阜宁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7.5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许寒冬 常州市正衡中学天宁分校常州市 天宁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15.连加、连减 刘艳 兴化市戴南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加强宪法监督 吴勇军 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主题班会活动 华丽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直面青春期 宋薇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泰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1.3.3 最大值与最小值 姚红俊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泰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1 算法与程序设计3.5.1 什么是递归法 宋磊 睢宁县李集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摘抄和做笔记 洪战华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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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金凤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3. 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 刘沫 连云港市新浦初级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课标版 七年级 1、跨越式跳高 孙洋洋 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 滨海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二、液体的压强 李婷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盐城市 亭湖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王典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初中历史 冀人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 第14课 美国南北战争 臧平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学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语文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9、台阶 曹伟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八 Module VIII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and artReading(1)：Appreciating literature 赵文卿 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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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 C 戴爱芬 镇江市大港中心小学 镇江市 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4、正比例和反比例（2） 徐芬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4 古诗两首 李小琴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高中英语 牛津上海课标版高二下册 Unit  1 What is beauty? 陆娴芳 盐城市龙冈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主题班会活动 黄裕花 启东折桂中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听：小猫的圆舞曲 请你和我跳个舞 姚瑜婷 常州市金坛区东城实验小学常州市 金坛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8、简单的近似数 成默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09年6月第2版）13 人种有不同 徐广明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第1课　近大远小 朱慧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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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张林林 南京市南昌路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7） 曹越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4.一个数除以10、100、1000……的计算规律 叶小飞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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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天成 泰州实验学校 泰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五（2014年6月第5版）长亭送别 杨家山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4.1 平方根 杨金娟 丹阳市第八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2.7 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周正峰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4.我是平面设计师 陆雪娟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高中物理 沪科教2003课标版选修3-5 3.2原子模型的提出 卢炜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美术 人教2003课标版美术鉴赏 第六课 追求生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美术 张波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9.4 乘法公式 金英 昆山市锦溪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3节 蛋白质　维生素 邱兵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化学 人教五?四学制2011课标版九年级 课题1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 吴丛铎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2.4 圆周角 吴小兵 南通市跃龙中学 南通市 崇川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四年级上册（2014年5月第1版）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穆传方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投掷 张洁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常州市 天宁区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 刘曼 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 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支小娟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科学·技术·社会　DNA指纹技术 邓小玲 吴县中学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4、简单的加减法实际问题（1） 曹爱华 如东县实验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13 乌鸦喝水 周甜 丹阳市访仙中心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7 金蝉脱壳 李倩云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沪少课标版 四年级 4、障碍跑 刘超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5课 美丽的盘子 张佐君 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12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葛长林 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扬州市 邗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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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B 黄园园 无锡市峰影小学 无锡市 滨湖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Self-assessment 孙洁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敬畏生命 孙燕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实验学校常州市 武进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1 2.6.3 曲线的交点 钱燕芳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无锡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1.3.2 极大值与极小值 王浩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北京2011课标版二年级全一册（2014年7月第1版）第八章 游泳 赵文达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约客 许欢 扬中市同德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三年级 投掷：原地投掷沙包 顾爱华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盐城市 射阳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小篮球 胡英兰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 仲月娥 沭阳县南湖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7、乘法运算律练习 郑霞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4.简易互动媒体作品设计 徐勇 扬州市广陵区李典学校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7.多些、少些、多得多、少得多 章末芬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无锡市 锡山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三 Module III  Broardening horizonsSelf-assessment 李亚云 东台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第2课 以刀代笔 张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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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unit 张红梅 如东县岔河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常用偏旁名称表 孙荣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Task: Introducing a country 张维娜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泰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小足球 孙靓 宝应县安宜实验学校 扬州市 宝应县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Unit 6 planning for the weekend 王芯洁 江阴市晨光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音乐 人音2011课标版（五线谱）（吴斌主编）三年级上册（2014年7月第1版）演唱 噢！苏珊娜 李莲 无锡市太湖实验小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8.1 同底数幂的乘法 张春云 沭阳县怀文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稳态与环境全章复习与测试 赵姬 江苏省昆山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5 爱护课桌椅 马媛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徐州市 鼓楼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7．文明如厕讲卫生 顾海亚 启东市善成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3 下大雨 蒋荣秋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1.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徐冬梅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3.发展前滚翻能力的练习与游戏 宋洁 邳州市陈楼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田冬梅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Reading(1)：Canada—land of maple trees 秦志刚 如皋市长江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地理 湘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杨锟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中心中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整理复习 李霞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扬州市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2 多媒体技术应用4.3.3 交互动画制作 刘娟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和大人一起读：谁和谁好 顾青青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2.蛙泳腿部动作 于鹏 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 苏州市 姑苏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第7课　我是一只小小鸟 王红燕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练习5 秦蓁 泰州市口岸中心小学 泰州市 高港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矩形 陈锋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4　生活与哲学综合探究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孙肖静 江苏省赣榆第一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二十 *散步 张莲鑫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1.1.1 正弦定理 张莹 淮安市第一山中学 淮安市 盱眙县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许静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扬州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2014年6月第6版）始得西山宴游记 周宝玉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天上谣 谷文华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南京市 高淳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张小磊 淮安市开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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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练习 孙春梅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中小学镇江市 扬中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 健美操 陈艳娟 高邮市高邮镇武安初级中学扬州市 高邮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2.从条件出发分析并解决问题（2） 周素娟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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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和3的倍数的特征练习 曹志国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1.数数、读数 束海青 宿迁市洋河新城王园教学点宿迁市 洋河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数的世界（2） 丁媛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百分数的意义和读写 仇程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13课　实物的联想 祝紫君 育才小学西区校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8、相遇问题 朱燕红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5.十几减6、5、4、3、2 刘志娣 灌云县九年制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灌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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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程坤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3 1. 物体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 刘宝 江苏省淮阴中学 淮安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 组合动作 吴勇 如皋市石庄镇初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历史 北师大2003课标版必修2 第22课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石玉中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借我一双慧眼——观察、选择、提炼 刘艳萍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10、复习 焦红亮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小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21 狐假虎威 耿敬奥 南京市文靖东路小学 南京市 江宁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语文园地四 李丽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淮安市 淮阴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15 快乐过新年 孔静 南京市力学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唱：小雪花 过新年 胡晓丽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南通市 开发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2.复习 黄芳 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 无锡市 锡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0月第1版）Study skills: Self-assessment 高媛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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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沈诚 南京市樱花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练习2 马宇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中心小学泰州市 姜堰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一、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萧凌 如皋初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4　生活与哲学综合探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 蒋蓓敏 江苏省涟水中学 淮安市 涟水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华中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全一册一 体操项目动作练习 吴蓉 溧阳市燕山中学 常州市 溧阳市

高中信息技术 粤教2003课标版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5.2.1 使用数据库应用系统 王晓蛇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高级中学南京市 六合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1.1 算法的含义 李志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习作2 肖静 昆山市周市华城美地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基础实验5 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王文娉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8、三位数减法的笔算（不连续退位） 沈富康 滨海县界牌镇陆集实验学校盐城市 滨海县

初中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3月第1版）第2课 编结艺术 李海燕 徐州市铜山区清华中学 徐州市 铜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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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行使监督权 宋小苏 沭阳县外国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二、重力 力的示意图 李锐 宿迁学院附属学校 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三 分一分 杨梨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2、100以内两位数减两位数的口算 滕利敏 溧阳市文化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习作 陶节萍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南京市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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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施玲玲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高中历史 大象2003课标版必修1 第19课 美国的联邦制 徐爱平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水浒传》 季俊艮 响水县张集中学 盐城市 响水县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二 　第一节 人类活动地域联系的主要方式 陶力越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4 习题2.3 李佩瑶 徐州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方程的解、等式的性质 杨剑峰 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盐城市 大丰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9* 登勃朗峰 曹涵之 徐州市新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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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1: What should I do? 孫克芳 东海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3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孙志广 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6年12月第2版）写实和虚构 柳咏梅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3 一个接一个 沈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3年6月第1版）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王亚萍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6.认识公顷 徐晓梅 南通市北城小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Story time 季杨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习作3 朱琴 泰兴师范附属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英语 人教（PEP）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吴欣主编）六年级上册 B 邰霞 盐城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　灯下漫笔（节选） 王耀松 江苏省清江中学 淮安市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0-12年级 亲子与师生交往 戴扬慧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　国家和国际组织1　英国国王与君主立宪制 孙逸豪 江苏省泰州中学 泰州市

高中物理 鲁科2003课标版必修2（2011年7月第4版）第3节 能量守恒定律 常慧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4 本章回顾 张家峰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22课 活动课：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张坤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小结与思考 吴涛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公平正义的守护 王敏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Study skills: Guessing the meaning of a word from the context李洋 常熟市滨江实验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九 口技 韩爱祥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2.2.2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丁建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1 第21课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吕金林 南京市高淳区淳辉高级中学南京市 高淳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急行跳高：跨越式跳高 王慧 金湖县塔集镇中心小学 淮安市 金湖县

小学数学 北京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5年1月第1版）分数的基本性质 杨海峰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4.2 立方根 杨丽华 江阴初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单元复习 王华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16 跟踪台风的卫星 李晶 金坛区河滨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古诗三首 圣松美 海安县墩头镇墩头初级中学南通市 海安县

小学数学 西南师大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倒数 侯仁平 南京市高淳区漕塘小学 南京市 高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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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金怡婷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Study skills: Finding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郁彩萍 启东市南苑中学 南通市 启东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习题3.3 刘启 江苏省响水中学 盐城市 响水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2: School lives 尤芬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SAS” 雷业红 仪征市月塘中学 扬州市 仪征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赵秀琳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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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耿婷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 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二、电流的磁场 李英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南京市 江北新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Task: Charity work 章磊 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第10课　头饰和帽子 张若昕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京市 建邺区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良好的人际关系 符月梅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淮安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　国家和国际组织3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袁海艳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高级中学南京市 六合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4 雨后 王金锁 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徐州市 邳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综合复习 陈彦瑜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一、电阻 任巧英 淮安市实验初级中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Story time 曹伟华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无锡市 梁溪区

高中化学 沪科课标版 高二上册 铝和铝合金 徐守兵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14 普罗米修斯盗火 张保勇 徐州市民富园小学 徐州市 云龙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不进位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王瑾 金坛区西旸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Task(1): Writing a proposal: Skills building 1 and 2沈清清 江苏省东台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4 2.3.1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申磊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高中生物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稳态与环境科学·技术·社会　拒绝毒品，慎用心理药物 殷俊才 江苏省泰兴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刘兆勋 丹阳市第六中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让家更美好 李娜 淮安市东城开明中学 淮安市 淮阴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5、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 王庆艳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Reading 1: Keeping fit 张倩倩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初级中学宿迁市 宿豫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李方顺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公平正义的价值 吴佩贞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中学 南京市 浦口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21 我叫黑脸琵鹭 万冰茹 溧阳市上沛小学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7 智慧鸟信箱 邵玉麟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实验小学淮安市 生态文旅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第17课　会说话的手（二） 冷亚敏 金坛区河头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2版）中和反应 瞿素芳 常熟市实验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两角相等” 金银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分子与细胞主动运输 蒋选荣 扬州市新华中学 扬州市

高中物理 沪科教2003课标版选修3-1 2.4电容器?电容 周杰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数学活动 确定藏宝图 段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2.3.3 等比数列的前n项和 徐伟 连云港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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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1: Keeping fit 盛凌 常州市新闸中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5.数的顺序 李海宁 盐城市步凤小学 盐城市 开发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切线长定理 陈俊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 玄武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 A trip to the zoo 张敬茹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中心中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2.合理安排课余生活 刘宝珠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盐城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第6课 多变的色彩化 姜燕青 常州市钟楼实验中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五年级 小篮球：原地双手胸前投篮 朱永新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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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王敏 扬州市东关小学文昌校区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上册（五线谱）（2014年5月第1版）唱：我的祖家是歌乡 跳柴歌 谈笑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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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田静 江苏省镇江市宝塔路小学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云南冬天的树林 蒋玲慧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扬州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4-2 矩阵与变换2.4.1 逆矩阵的概念 李倩倩 连云港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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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unit 汤晓波 溧阳市燕山中学 常州市 溧阳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选修）（2009年5月第3版）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钱娟 海门市四甲中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数学 冀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复习题 颜梅 海安县墩头镇中心小学 南通市 海安县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登鹳雀楼 施卫华 启东市久隆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小结与思考 刘佳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宿迁市 市直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3版）综合实践活动 陈加龙 仪征市金升外国语实验学校扬州市 仪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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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姜蓓梅 泰州市海光中心小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2、旋转 吴斌 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第二小学扬州市 经济开发区

小学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社会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 丁敏 扬中市新坝中心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Integrated skills 吴晓飞 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镇江市 丹徒区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整理与归纳 赵苏青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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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求百分率的实际问题 胡彬彬 徐州大黄山实验小学 徐州市 经济开发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如何突出中心 程忠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中学 南京市 浦口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九 Module IX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Grammar and usage: Overview of noun clauses夏涵冰 江苏省江阴长泾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一 Module I Teenage experiencesSelf-assessment 陈华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8 草原上的盛会 唐娟红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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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time&Cartoon time 纪小琳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第7课 法律护我成长? 黄静 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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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杨靓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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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李建东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四年级上册 Story time 陈晓君 扬州市西湖中心小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Study skills: Transitions between ideas 陈晨 扬州市梅岭中学 扬州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四年级 走和跑：快速跑 郭锋 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淮安市 经济开发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3 1.5.2 二项式系数的性质及应用 许海艳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稳定与环境人体生命活动的神经调节 张涛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5.2　视频信息的采集与加工（通用） 刘翎 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市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二 　第二节 工业生产与地理环境 夏旭云 江苏省镇江中学 镇江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第二单元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 郑志银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7-9年级 男生女生大不同 毛芯慧 无锡市前洲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4.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复习 周大炜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第2课　万花筒 王晓双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数学 冀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认识面积 佘路祥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2.跟着节气去探究 王婷玉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4 告别小马虎 周旭玲 盐城市迎宾路小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6 传统游戏我会玩 蔡舒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第二单元　研究物质的实验方法 张松树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苏州市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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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基本路线 谢全俭 徐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少年正是读书时 王跃平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南京市 玄武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1 课外读物 王进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7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张雨 沭阳如东实验学校 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Integrated skills 赵勤 扬州市文津中学 扬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1.整理与练习 卢琴 武进区星韵学校 常州市 武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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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黄巧英 丹阳市正则小学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3.爬越60 ?80厘米高的物体与游戏（12课时） 魏伟 南京市樱花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四年级 小篮球：原地运球 黄玉海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4 1.1.1 任意角 周琳琳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11.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李至清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高中物理 沪科教2003课标版选修3-2 2.3探究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沈福良 江苏省天一中学 无锡市 锡山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新闻阅读与写作（选修）学习评价（四）新闻评论的写作和修改 陆盼盼 南京市聋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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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潘捷卫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凤凰园校区泰州市 姜堰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三、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 孙飞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南京市 六合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3版）三、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机 郁宇东 常熟市沙家浜中学 苏州市 常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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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行动指南 沈爱萍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6 梦圆飞天 朱莹莹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习作3 张晓红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7.信息交流与安全 徐琪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练习3 徐志兰 连云港市许庄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2 主动学做家务活 乐琰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盐都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12 伊索寓言 骆静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语文 人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习作 王素珍 兴化市景范学校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三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听：剪彩波尔卡 打字机之歌 孙飞凤 江阴市实验小学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Project(1): Telling about an unexplained mystery邢琳 南通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初中历史 鲁教五?四学制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03年9月第1版）第22课 北方民族大融合 刘冯 如皋市东陈镇东陈初级中学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 化学反应原理第二单元 溶液的酸碱性 陈娟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4.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王艳艳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写作 从生活中选择有价值的写作材料 宗林林 淮安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梨园英秀 谁说女子不如男 叶海燕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盐城市 盐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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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陈怡雯 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茂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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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陈方媛 盐城市第三小学 盐城市 开发区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2　政治生活综合探究　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宋雪珂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无锡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合理利用网络 金琳 泰州市海军中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杨颖子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初级中学常州市 新北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现代散文选读（选修）　*女歌手 瞿素红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3.拍手操第一～三节 徐凤 建湖县上冈镇中心小学 盐城市 建湖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4.分数的初步认识，千克和克复习 赵浩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补充歌曲 扬扬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第17课 会“演戏”的玩具 牛泓苏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镇新区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第五章　发展与合作 赵媛媛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三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动：小小音乐剧（赶花会） 我的编创（对鲜花）歌表演（编花篮）唐恬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10 大还是小 张雷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宿迁市 泗阳县

小学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1-6年级 预防和应对意外道路交通伤害事故 周海洋 海安县实验小学 南通市 海安县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 化学与生活第三节　生命的基础——蛋白质 郝扬扬 沛县第二中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1.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 刘翠干 盐城市敬贤路实验小学 盐城市 城南新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上册 Story time 郭瑞 扬州市东关小学 扬州市 广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7、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2） 张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6.制作我的动画片 倪凌云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论语》《孟子》选读（选修）夫子自道 陈美 南京师范大学灌云附属中学连云港市 灌云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 Poems about pets 刘煜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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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2: Down the rabbit hole 石颖 镇江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二、电场 周枫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苏州市 吴中区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音乐鉴赏》（2004年7月第1版）马达加斯加竹筒琴演奏 沈娅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2 化学与技术课题2　海水的综合利用 田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南京市 秦淮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 学会与他人交往 杨静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初级中学南京市 六合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9年10月第6版）写作 尹梅兴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宿迁市 宿城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五年级上册（五线谱）（2014年6月第1版）听：地图—听音寻路（片段） 瑶族舞曲（片段）刘尧伟 南京市科睿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Task: Table manners 孙玉龙 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中学盐城市 建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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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Song time & Cartoon time 唐俊 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卜算子（缺月桂疏桐） 夏静芳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1.2.3 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张顾晶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3.3.3 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 张培峰 沛县第二中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认识吨 陈婷 南京市小行小学 南京市 雨花台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2.1.5 平面上两点间的距离 王炜 沛县第二中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5 谁的本领大 周利清 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宿迁市 宿豫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2 郑成功 高平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音乐鉴赏》（2004年7月第1版）贺新春 侯丽宁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练习4 王婷 灌云县伊山新村校区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陶凯 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阅读《西游记》 赵迎春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 宿迁市 湖滨新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五线谱）四年级下册（五线谱）（2014年11月第1版）听：彼得与狼 森林水车 王俊婷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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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刘建平 盐城市人民路小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初中生物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1版）第1节 人体的免疫防线 张建峰 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地理 科普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第三节 祖国的宝岛——台湾 朱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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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实验4 常见金属的性质 周瑞兆 徐州市铜山区杨屯初级中学徐州市 铜山区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音乐鉴赏》（2004年7月第1版）红楼梦音乐选段 韩珊琳 海安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海安县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 Module X Understanding societyReading(1)：Teach a man to fish 韩书珍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盐城市 建湖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薛菊萍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学 常州市 新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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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张娜 徐州市侯集实验小学 徐州市 经济开发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 跳远 丁燕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十五课 站起来 站起来 董琪 常州市实验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9.复习 周夏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中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12课 新文化运动 张和美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1.5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问题 唐爱萍 亭湖初级中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6 天安门广场 张艳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1.武术健身操《旭日东升》第一~三节 刘正东 仪征市大仪镇中心小学 扬州市 仪征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钻圈（洞） 俞曼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实验小学淮安市 生态文旅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 树叶中的比 陈敏 扬中市八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14课　爸爸妈妈 戴彬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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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爱唱什么歌 萤火虫 徐卉 润州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借我一双慧眼——观察、选择、提炼 黄慧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南通市 通州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1　经济生活单元复习与测试 朱维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镇江市 句容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Reading 1: Kitty’s favourite film star 柴绚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初中化学 鲁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第三节 氧气 周丽 泗阳致远中学 宿迁市 泗阳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顾中芳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无锡市 梁溪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二 Module II  Making discoveriesProject(2): Telling about an unexplained mystery张瑞娟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国家权力机关 翟丽群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11课标版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 Fun time&Cartoon time 韩青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4月第1版）第3课 有趣的夸张 邵丹丹 宝应县开发区国际学校 扬州市 宝应县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练习5 俞丽美 海门市能仁小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0* 一滴水经过丽江 王新响 新沂市第一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2.2 证明 张诚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诫子书 何道平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河开明中学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师生交往 张明亮  淮安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第16课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张画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3* 安塞腰鼓 顾菁华 兴化市板桥初级中学 泰州市 兴化市

高中生物 浙科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2005年8月第2版）第一节 减数分裂中的染色体行为 李晓春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无锡市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6 环境保护第一节　水污染及其成因 朱雪琴 江阴市青阳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7-9年级 7.走进程序世界 刘萍 常州市武进区淹城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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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单调性 朱威 徐州市第五中学 徐州市

高中历史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1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孙张勇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初中语文 沪教课标版 七年级下册 一三 爱莲说 张建华 南通市通州区金北学校 南通市 通州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课标版 六年级 1、运球 孔维勇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

初中历史 北师大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7年5月第3版）后记 徐峥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常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7.1 正切 武丽虹 兴化市楚水初级中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1课　三原色　三间色 薛芸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6年级 有效管理情绪 胡业瑢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5.横叉 高莹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1版）4.练习十二 崔维维 东台市第一小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22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 俞梅新 扬州市江都区国际学校 扬州市 江都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识字5 寒流 大雪 北风 张民娥 泰兴市南新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武术 陈红 江苏省镇江市宝塔路小学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美术 人教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5课　五彩的烟花 崔华芹 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中心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2011课标版四年级 武术：动作组合 孙勇强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三、气体的压强 邱红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3.穿梭跳长绳与发展体能 祁文俊 常州市谭市小学 常州市 钟楼区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第19课 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 申林 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 宿迁市 市直

高中物理 教科2003课标版必修2 3. 势能 陈野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泰州市 姜堰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3 烟台的海 秦芳 连云港市赣榆华杰双语学校连云港市 赣榆区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遗传与进化人类基因遗传病 宋静 新沂市第三中学 徐州市 新沂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四 Module IV  Modern lifeProject(2): Making a speech about sport 周枫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Integrated skills 周健 泰兴市西城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3.4.2 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尤为军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2.6 正多边形与圆 王婷 灌南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灌南县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文化生活综合探究　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潘星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宿迁市 市直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悄悄变化的我 王南力 灌南华侨双语学校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数学活动 测量建筑物的高度 赵正威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3 习题1.5 于健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14 大禹治水 袁雅秋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 润州区

初中数学 华东师大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4年7月第2版）反比例函数 林丽 浦口区第三中学 南京市 浦口区

高中音乐 湘文艺2003课标版《音乐鉴赏》（2004年7月第1版）八音和鸣（楚调） 朱竞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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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time, Culture time & Cartoon time 陈红军 镇江市官塘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高中地理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问题研究　我的家乡怎样发展 于从明 江苏省响水中学 盐城市 响水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张超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小学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一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2 我们有精神 王蕾 南京市东山小学 南京市 江宁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6、三位数的加法笔算（连续进位） 杜文婷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4.侧手翻 张文照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实验小学苏州市 相城区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十一 Module XI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Reading(1)：My university life 夏梦婷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高中思想政治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3　文化生活综合探究　感悟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严永红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12 要好好学字 沈晓梅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中心小学宿迁市 宿豫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5.2 平面直角坐标系 陈海燕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3.除法的验算 殷定红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3版）二、电功率 杨荆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0.我看家乡新变化 王大伟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初中语文 北京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2 老王 刘林林 连云港市城西中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习作2 刘影 浦口区威尼斯水城小学 南京市 江北新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5 人工智能初步1.2.4 机器学习 周南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高中英语 译林2003课标版模块五 Module V  Balance and harmonyGrammar and usage(1): Verb-ed form 王小燕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上册（2016年7月第1版）少年正是读书时 胡艳 连云港市郁林中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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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传海 金湖县第二中学 淮安市 金湖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Reading 1: The ghost in the park 高亚光 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 常州市 天宁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1月第2版）Welcome to the unit 徐婕 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5.蛙泳腿部基本动作 张涵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沁春路小学淮安市 生态文旅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四、浮力 周希斌 昆山市新镇中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1、认识东、南、西、北 郭建芬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徐媛 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淮安市

高中生物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3 稳定与环境种群的特征 王克兰 江苏省东台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善用法律 陆洪涛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　*示众 叶悠嘉 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第1课 自然意趣——中国山水画 张国竞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常州市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人教版（全一册）2.刀术 王建伟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6年12月第1版）十五 松鼠 王晓军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第3课 情感的记录 李菡 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南京市 建邺区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3.4.1 函数与方程 宋健 江苏省泰州中学 泰州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1月第3版）12.3 互逆命题 严伟娟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1 3.2.1 对数 陈兆华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苏州市 直属

高中地理 鲁教2003课标版必修一 　第二节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戴雪丽 江苏省淮阴中学 淮安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八课 法律为生活护航 刘岚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小学音乐 人教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下册 编创　 大钟小钟一起响 吴云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魏集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7 拉萨的天空 陈霞 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校 泰州市 靖江市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13 歌唱二小放牛郎 吴丽丽 江苏省沭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宿迁市 沭阳县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3年12月第3版）9.3 平行四边形 徐秋 宜兴市丰义中学 无锡市 宜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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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 B 张骓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苏州市 高新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短篇小说选读（选修）　鉴赏家 陆如兵 如东县掘港高级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登飞来峰 陈春娟 海门实验初中 南通市 海门市

初中历史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第25课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沈美莲 如东县新区初级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四 画山绣水 方鑫 扬州市竹西中学 扬州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3-5 1　原子核的组成 王诗锋 无锡市洛社高级中学 无锡市 惠山区

初中化学 沪教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整理与归纳 闫玉梅 睢宁县新世纪中学 徐州市 睢宁县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2版）Grammar: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李兰芳 仪征市金升外国语实验学校扬州市 仪征市

初中生物 苏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2版）第三节 膳食指南与食品安全 郭荣辉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南京市 江北新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练习3 陈玉琴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无锡市 江阴市

高中物理 人教2003课标版必修1 学生实验 陆永华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苏州市 工业园区

高中体育与健康 沪教课标版 高中基本内容14、传切配合 杭晨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初中语文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泊秦淮 郑悦 淮安市开明中学 淮安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3.走进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农业基地 李赛英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市 秦淮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五至六年级 小足球活动 孙圣 南京市金陵小学 南京市 栖霞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17 黄果树瀑布 申玲燕 苏州市吴江区梅堰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四（2014年6月第5版）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蓝寿军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南通市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　山居秋瞑 徐旭 启东市汇龙中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3版）4.2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一） 任家梅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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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蓓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1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五课 方方的物 蒋雄飞 常州市金坛区东城实验小学常州市 金坛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5、立体图形的认识 周永彬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无锡市

初中历史 岳麓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3年10月第1版）第19课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陈磊 宿迁市宿豫区保安中心学校宿迁市 宿豫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1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四、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费书萍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6月第1版）2 英英学古诗 刘珊珊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高中化学 沪科课标版 高一上册 铜－锌原电池及其原理 张宁梅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市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七年级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 陆彬 宿迁市实验学校 宿迁市 宿城区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人教2011课标版（部编）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依法履行义务 冯晓洁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无锡市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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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陆玲 昆山市玉山镇司徒街小学苏州市 昆山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1 3.2.3 空间的角的计算 宋钢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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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time & Ticking time 薛璇瑜 启东市长江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2.1.1 合情推理 徐永忠 江苏省兴化中学 泰州市 兴化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1-1 3.3.3 最大值与最小值 李耀亮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淮安市 盱眙县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写作（选修）顺理成章?——议论文的结构 张锋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无锡市 滨湖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1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3版）数学活动 折纸与证明 陈飞 淮安曙光双语学校 淮安市 淮安区

高中语文 苏教2003课标版唐诗宋词选读（选修）*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 朱忍忍 沛县歌风中学 徐州市 沛县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二十 *散步 韩朝霞 大丰区新丰镇方强初级中学盐城市 大丰区

高中信息技术 教科2003课标版选修3 网络技术应用3.3.3 选择硬件和软件 陈益峰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诫子书 王红蕾 如东县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两位数乘两位数、两步混合运算复习 陈翔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认识千米 赵凤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淮安市

初中数学 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12年6月第1版）角的度量 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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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体的质量 陆亚东 南通市北城中学 南通市 港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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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丹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3年10月第1版）3、练习九 黄玉翠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3-6年级 1.我是信息社会的“原住民” 陈彦君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五年级下册（2014年11月第1版）唱：田野在召唤 红蜻蜓 周琴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苏州市 高新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2 暖流 周岩 睢宁县庆安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睢宁县

高中化学 人教2003课标版选修5 有机化学基础第二节　应用广泛的高分子材料 纪锋 如皋市第二中学 南通市 如皋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选修2-2 1.1.1 平均变化率 刘辉 徐州市第五中学 徐州市

高中化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2 第四单元 太阳能 生物质能和氢能的利用 王卫霞 东台市时堰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高中数学 苏教2003课标版必修5 3.4.1 基本不等式的证明 杨芹 盐城市第一中学 盐城市 盐都区

初中语文 苏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16年6月第7版）写作 王雷 涟水县淮文外国语学校 淮安市 涟水县

初中数学 北师大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12年12月第1版）幂的乘方 洪雪婵 灌南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灌南县

高中体育与健康 人教2003课标版人教版（全一册）“二攻一”“一防二” 汪静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徐州市

初中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十六 *范进中举 夏月珍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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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孙婷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英语 牛津上海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Unit 2 Shopping 胡晨媛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人教2011课标版一至二年级 5.顶物走与游戏 吴尧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 姑苏区

小学语文 苏教201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2017年12月第1版）7 狐假虎威 郝晓芳 盐城市日月路小学 盐城市 城南新区

小学道德与法治 苏教中图201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2017年7月第1版）10 做诚实的孩子 邵玲云 连云港市青口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赣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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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张莹 淮安小学 淮安市

小学音乐 苏少2011课标版（简谱）二年级上册（2013年6月第1版）唱：小宝宝睡着了 大树妈妈 王铸 沭阳县实验小学 宿迁市 沭阳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6、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1） 邹海燕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南京市 栖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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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 Fun time 贾琼 常州市怀德教育集团 常州市 钟楼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用计算机器计算 顾大鹏 泰兴市襟江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英语 冀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起点六年级上册 Lesson 28 It's Chinese New Year's Day 申慧敏 泰州市海军小学 泰州市 高港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圆的认识 范娟 泰兴市襟江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物理 苏科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4年6月第3版）一、光的折射 黄兴国 泰兴市实验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组合图形的面积 陈琴 泰兴市黄桥镇中心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4 Where's the bird ？ 孙平 泰州市寺巷中心小学 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认识角 曹云兰 兴化市戴窑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高中语文 沪教课标版 必修三 二 老王 曹成玉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泰州市 靖江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立体图形的认识 王新方 兴化市沙沟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图形的放大与缩小 凌文明 泰兴市姚王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7月第2版）Integrated skills 刘海东 灌南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二节　巴西 孙繁华 灌云县光裕中学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一节　中东 张豹 灌云县九年制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一年级上册 第14课  像什么呢 张颜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连云港市

小学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第3课  风 吉宝庆 连云港市南城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认识容量和升 王少波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小学英语 牛津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Unit 1 a new term 钱丽娟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认识乘法 王凤 昆山市石浦中心小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美术 人美2001课标版（常锐伦主编）三年级上册（第5册）（2003年5月第1版）18、各种各样的鞋 申诗凡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Unit 6 Colours 秦雪艳 常州市金坛区汤庄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九九乘法口诀 陈银培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 溧阳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9． 媒体连着我和你 曹静 常州市新北区国英小学 常州市 新北区

初中物理 苏科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7年8月第2版）二、电功率 曹智芬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常州市 新北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黄文魁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南京市 高淳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5 How old are you ? 余艳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南京市 栖霞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华东师大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第九节 田径运动 王天毅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市 玄武区

初中美术 苏少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6月第2版）第5课 苏州园林 范雯静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南京市 玄武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8年3月第2版）11.3 角的平分线的性质  高爱红 如东县苴镇新光初级中学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07年3月第3版）4.2 直线、射线、线段（通用） 缪平 如东县茗海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初中体育与健康 鲁教课标版 《五四制7年级全一册》3. 投掷 程方 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美术 人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第14课 今日的菜单 沈彐娇 启东市寅阳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圆 宋丰华 如东县大豫镇兵房小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品德与生活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10 我不胆小 华新 江苏省无锡惠山小学 无锡市 梁溪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2版）课题1　溶液的形成 冯小敏 宜兴市桃溪中学 无锡市 宜兴市

小学语文 沪教课标版（1-6年级）五年级下册 一曲胡笳救孤城 聂卫清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一小学徐州市 沛县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1． 在公共汽车上 朱桂颖 新沂市邵店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新沂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认识面积 狄成平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南京市 浦口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9 不说话的“朋友” 吴蓉梅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实验小学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第2版）第三节　水资源 张勇 海门市树勋初级中学 南通市 海门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8 有多少人为了我 陈晓妍 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无锡市 梁溪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用方向和距离描述物体的位置 刘燕 泰州实验学校 泰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三角形三边之间的关系 毛学华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无锡市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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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孙灿 仪征市实验小学 扬州市 仪征市

高中物理 沪科教2003课标版必修二 1、探究动能变化跟功的关 黄剑 东台市安丰中学 盐城市 东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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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马菁 盐城景山小学 盐城市 亭湖区

小学体育与健康 冀教2011课标版三至四年级 活动 宋皛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无锡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1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2014年6月第1版）10.练习三 陆莹莹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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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ime 杨寻乔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4 为你介绍我们的学校 刘春友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小学 扬州市 邗江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认识成正比例的量 王静 镇江市姚桥中心小学 镇江市 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 张健 兴化市沙沟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津教课标版 三至四年级（全一册）（2007年7月第4版）8、原地投掷沙包或垒球 陈晓东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无锡市

小学英语 沪教深圳课标版英语五年级下册(2014年12月第1版）12 The giant’s garden 李莹燕 太仓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 太仓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浙教课标版 体育与健康水平四（初中7、8、9年级）双手头上掷远的技术 王林瑞 常州市勤业中学 常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认识人民币 王庆 泰兴市襟江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8． 怎样到达目的地 汤可永 邳州市官湖镇下沟小学 徐州市 邳州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圆柱和圆锥的认识 尹乃祥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镇江市 京口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第7课 法律护我成长  朱帅 南通市虹桥第二小学 南通市 崇川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7 我的劳动感受 张晓波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中心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 Welcome to the unit 张静 扬中市同德中学 镇江市 扬中市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 Study skills 周雪峰 南师大第二附属初级中学扬州市 仪征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认识直角 张居情 沛县杨屯镇中心小学 徐州市 沛县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Unit 2 What is your father? 张树梅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一小学徐州市 沛县

小学体育与健康 浙教课标版 小学体育与健康水平二(小学3、4年级)武术基本动作及组合 姚丹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镇江市 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倍数和因数 倪双喜 丹阳市实验学校 镇江市 丹阳市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7 On the farm 冯蕾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苏州市 吴江区



初中生物 苏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7年12月第7版）第一节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 吴晓丽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小学语文 沪教课标版（1-6年级）五年级下册 唯一的听众 孔锋 泰州市孔桥小学 泰州市 高港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复式统计表 雍康山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扬州市 高邮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认识射线、直线和角 严峰枫 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 锡山区

小学语文 鲁教课标版 六年级下册 成长的烦恼 汪婷 镇江市孔家巷小学 镇江市 润州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8 We're twins 徐韵 灌南县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6年3月第2版）第一节　地势和地形 许晓惠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镇江市

初中汉语 新教2006课标版（供双语教学班使用）七年级下册（2009年11月第1版）第七课 神舟五号飞船航天员出征记 丁文娟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中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2版）课题1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 崔迎春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南通市 如皋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徐文芬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英语 译林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 汪娟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沪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列方程解应用题 程凤鸾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小学徐州市 沛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三角形的内角和 单广红 淮安市新民路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三角形的认识 侯培培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实验小学徐州市 铜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数的认识 张秀颀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镇江市 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不进位、不退位） 蔡婕 兴化市沙沟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八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一节　四大地理区域的划分 常棋 江阴市利港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英语 朗文英语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Part AB 吕卫霞 如皋市东陈镇东陈小学 南通市 如皋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用“一一列举”的策略解决问题 周华红 华阳实验小学 镇江市 句容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7课 跟着唐僧去西游 董红梅 淮安市实验小学 淮安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认识厘米 高云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无锡市 宜兴市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2版）课题1　生活中常见的盐 倪槟 江阴初级中学 无锡市 江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华如兵 兴化市唐刘学校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第11课 不同地区 不同生活 朱翠莹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小学扬州市 江都区

初中化学 人教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6年4月第2版）课题1 空气 顾丽娅 无锡市东亭中学 无锡市 锡山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下册 搭配规律 竺学根 泰州市海光中心小学 泰州市 海陵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下册 面积单位 陈思青 昆山开发区中华园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分数除法 张曙婷 启东市善成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加法的运算律 王萍华 兴化市沙沟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图形的认识 测量 余晓玲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市 工业园区

小学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分数的产生 杨芳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校区泰州市 姜堰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下册 连加 邵毓 南通市港闸区实验小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分数的意义 杨婷 南京市扬子第三小学 南京市 江北新区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第8课 鸦片战争的背后 杨丹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南京市 鼓楼区

小学科学 人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3　认识水和空气 戴辉文 金坛区朝阳小学 常州市 金坛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二年级上册 认识线段 过敏慧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无锡市 新吴区

初中数学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7年6月第2版）5.1 相交线 （通用） 朱鹏飞 如东县茗海中学 南通市 如东县

小学英语 典范英语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Lesson 23: The Big Red Bus 裴新秀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苏州市 相城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两位数加整十数、一位数（不进位加法） 孙慧琴 泰兴市大庆路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解决问题的策略—转化 张水平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1 我们的合作 钱春凤 泰州市姜堰区梁徐中心小学泰州市 姜堰区

小学美术 人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第8课 瓢虫的花衣裳 江静玺 南通市唐闸小学 南通市 港闸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三年级上册 周长是多少 唐莉 泰兴市襟江小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6月第2版）教学活动评价表 孙晋芳 泰州市高港实验学校 泰州市 高港区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下册 奇妙的图形密铺 高健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苏州市 昆山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一年级下册 比较数的大小 唐福宾 兴化市戴窑中心小学 泰州市 兴化市

小学品德与社会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下册 第3课 我们互通有无 左连怀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小学体育与健康 津教课标版 五至六年级（全一册）（2011年6月第4版）小排球 翟阳阳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上册（2009年3与人第4版）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朱伟 泰兴市济川初级中学 泰州市 泰兴市

小学英语 人教（灵通）2001课标版供三年级起始用（郝建平责编）六年级 Unit 4 Australia 申慧敏 泰州市海军小学 泰州市 高港区

初中地理 人教200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2006年10月第3版）第一节　日本 吴克明 常州市武进区夏溪初级中学常州市 武进区

初中数学 苏科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7年6月第2版）2.1 勾股定理 王玉清 灌南县实验中学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四年级上册 解决问题的策略 朱赛花 启东市圩角小学 南通市 启东市

小学科学 人教2001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4　建桥梁 陈苏秦 泰州实验学校 泰州市

小学英语 典范英语课标版五年级上册 Lesson 1: In the Garden 敖桂花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苏州市 直属

初中英语 牛津译林2001课标版九年级上册（2007年7月第2版）Reading 刘艺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市



小学数学 苏教2001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施建国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淮安市

小学语文 人教版（聋校）六年级下册（1997年6月第1版）7 富饶的西沙群岛 宋亚红 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初中物理 苏科2001课标版八年级上册（2004年6月第3版）二、透镜 周晓艳 东海县西双湖中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小学生活与科技 人教版 第一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于莉 灌云县圩丰中心小学 连云港市 灌云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