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市一中 2021 年秋季学期拓展型课程预告

听自由之风，筑独立之梦，行博学之事，求笃行之道，

绘七彩人生。新学期开始，普洱市一中拓展型课程即将开课

啦！

一直以来，普洱市一中都十分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和

发展，尤其随着中高考改革步伐的逐步深入，普洱市一中校

本课程的开发逐步走向多元化和精准化。这学期，根据教师

自身特长和学生需求，学校初高中即将开设 40 多门拓展型

课程，涵盖学科拓展、体育竞技、艺术创作鉴赏、科技创新、

心理成长等多个方面，给每位学生提供了锻炼展示的平台，

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全体学生的校园生活增色添彩。

每人报一门拓展课，培养一种兴趣，锻炼一种本领。让

我们走进这些课程，完成一次多彩的体验之旅吧！



普洱市一中2021- 2022学年上学期初中部拓展型课程项目选课表
序
号

课程
申报教研组/备

课组
授课教师 选课性质 适用年级 课程类型 选报人数限制 场域及设备要求 课程简介

1 时政阅评 初中政治组
初中政治组全体教

师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30-45人

室内，需要黑板、多媒体等常用
教学设备，确保开课时视频资料

可正常播放等

初中政治中考特点之一即时效性 ，学业水平考试和历年真题都表
明每年中考都涉及时政理论 ，并且多数考题背景材料都来源于时
政热点。因此，本课程收集近期国内外重大时事热点 ，利用各类
时政背景创设不同情境 ，再现学科理论产生的场景或者呈现现实
问题，将时事热点和教材理论知识相结合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
野，熟悉时政术语，培养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等综合能力。

2 阅读分享与演讲 初中语文
胡燕、肖明艳、罗
芳、罗劼、孙语婕

、李维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A 学科基础型 30-45人 室内，需要多媒体、音响。

师生对古今中外先阅读 、后分享，巩固作品知识、感悟文笔美妙
、学习表达技巧、体会真情实感；通过对演讲稿的写作和演讲技
巧的指导，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表演水平，变得越发自信大
胆，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

3 七年级 书写培训 初中英语
杨闽南，杨迪，黄

玉双
不限文理 初一 A 学科基础型 46-100人 室内，黑板，多媒体，音响 七年级初级书写培训   

4   八年级 听说训练 初中英语
张锦琳，龚丽娟，

田红梅
不限文理 初二 A 学科基础型 46-100人 室内，黑板，多媒体，音响

趣味英语，选择贴近生活的主题（新闻，影片，故事）等，开展
话题，进行听说训练。

5 葫芦丝合奏小组 音乐组 王自平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在室内 了解葫芦丝，学习葫芦丝，掌握葫芦丝的一定原则和技巧 。

6 劳动教育 初中生物组 邹健     孙晓红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开阔平整的荒地
初中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体验劳动的快乐，从小培养爱劳动的
习惯，通过活动让学生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 。

7 国学经典诵读 初中语文组 孙语婕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室内多媒体、话筒、音响
国学礼仪风俗、故事讲解、演讲故事、手语舞蹈、肢体协调、在
境教的氛围中“言传身教”学习“仁德”教育；学习圣贤，立志圣贤，
行为圣贤，与父母正确的教育观、促和谐、健康的亲子家园。

8 美术鉴赏——美术史 美术组 高雨舟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黑板、多媒体。 讲述艺术家的故事和作品 ，以及作品诞生的过程及趣事 。
9 初中传统武术 体育组 罗姗姗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人数不限 室内、室外、音响 武术为中国传统项目，强身健体、注重内外兼修才德兼备 。
10 篮球 体育组 陈杰昆、纪以林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46-100人 篮球场，篮球60个 篮球教学
11 排球 体育组 许军，唐瑞杰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排球场，排球30个 排球练习
12 足球 体育组 罗正伟、戴静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足球场，足球30个 足球教学
13 传统武术 体育组 罗姗姗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46-100人 足球场，武术剑60把 传统武术教学
14 啦啦操 体育组 龚宁俊楠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50人 体育馆，舞台，五十人 啦啦操基本动作，套路教学

15 跆拳道 专业教练 专业教练2人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101-130人
足球场或是开阔地带200平方左

右

跆拳道属于武术的一个分支武道 ，跆拳道三个字是汉字的合成词
。“跆”意味着向台风一样猛烈地 、强劲地脚上的技术，“拳”是指运
用手进行击打的技巧，“道”的含义比较的广泛，它是指人生的正确
道路，跆拳道技术的方法原理 ，是礼仪，是道德修养。“跆拳”是技
能、形态，“道”是本质。

16 武术 专业教练 专业教练2人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101-130人 足球场或开阔地带200平方左右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项目 。

17 民族美术之剪紙艺术 美术 李婷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室內，需要多媒体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 ，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
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剪纸用剪刀将纸剪成
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剪
纸，作为一种原始艺术的载体 ，它在造型上总是运用夸张变形的
手法，它善于将不同空间、时间的物象进行组合，通过一种夸张
和变形的手法来改变对象的性质 、形式，进而改变自然原形的惯
常标准。

18 合唱 音乐组 李立秋，李蕾 不限文理 初一和初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音乐教室 学习合唱的演唱方法和合唱的演唱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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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考物理压轴
题赏析

高二物理组 贾继明 仅限理科 仅限高二 A 学科基础型 30-60人
室内、黑板、交互智
能平板、需能坐60人

的教室
赏析历年高考物理压轴题

2 高中生物实验
及拓展

生物教研组 彭成琼 、李杨健 仅限理科 仅限高二 A 学科基础型 30-45人 生物实验室 在高中生物课本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拓展，旨在通过具体的实施提高学生的生物实验能力。

3 化学反应原理
综合题研究

高二化学组 周安玲 仅限理科 仅限高二 A 学科基础型 30-45人 室内，需要多媒体，
黑板

化学反应与能量，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电化学基础。理论性比较强，对学生的理
性思维要求较高。其次结合图表、数据，抽象出化学反应的规律。

4 手绘插画 美术 张睿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室内、多媒体
通过对各种插画样式的欣赏，了解插画的用途和分类。第二阶段学习插花创作技法包括：构图、人物比例、场
景设计等，掌握基本的创作技法。

5
历史学科五大
核心素养的培

育
历史组

韩学东、蒋南原、张
宇、马琴、雷洁、张
媛、陈思扬、新教师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46-100人 大教室，多谋体 枚举典型事例，巧妙渗透五大核心素养

6 思维逻辑与人
工智能

信息通用 何建云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30-64人
计算机教室7，所用
课程需要的机器人，

本人均已准备。

思维逻辑是任何学习的基础，不管文理科；思维逻辑的学习，有助于高考各科成绩的提高。思维逻辑与综合学
科人工智能结合，有助于扩展学生看问题的角度，提升学习的效率。

7 时政阅评 政治教研组

曹敏，赵明娇，杜
嫄，徐安畔，纪开

艳，陈翔，施肖凤，
岳钰杰，贺应彪，丁

子翔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131-150人 室内，黑板，多媒体

高中政治高考特点之一即时效性，考纲明确规定每年高考时事政治考查范围为《年度间国内外重大时事（上年
度4月至考试当年3月）》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基于“一核四层四
翼”对学科素养的要求，本课程收集近期国内外重大时事热点，利用各类时政背景创设不同情境，再现学科理论
产生的场景或者呈现现实问题，将时事热点和教材理论知识相结合，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熟悉时政术语，培
养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等综合能力。

8 心理课堂—情
绪调节

政治组 唐春霞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46-100人 室内，多媒体 心理素质拓展训练课程，帮助有情绪困扰的学生调整情绪，恢复有效率的学习和幸福的生活。

9 地理视角看普
洱

地理组

张涵尹芮，王智娟，
向泠颖，王帮宇，
马晓丽，张洁，
吕志国，王昕梅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46-100人 室内，需要黑板，多
媒体。

本课程立足地理课程标准，从满足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结合普洱市实际，开发出
以普洱茶为素材的“天赐普洱，世界茶源”，以普洱旅游资源为素材的“魅力普洱，养生天堂”，以普洱主要自然灾
害为素材的“平安普洱”，以普洱森林资源为素材的“绿色普洱”四个内容的校本课程资源，并穿插有趣的单元活
动：茶艺展示、灾害逃生演练、文明小卫士。课程紧贴学科特点，立足乡土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思维和家乡情感，提高学生地理素养。

10 外国文学名著
欣赏（多部）

语文教研组 蒋永清 不限文理 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46-100人 不限 赏析外国文学名著经典，以课本作家作品为主，如《大卫科波菲尔尔》《安娜.卡列宁娜》《百年孤独》等。

11 《红楼梦》整
本书阅读指导

语文 蒋永清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人数不限 大教室 通过一些细节的研究，使初读《红楼梦》红楼梦的学生提起研究兴趣，及早进入探究状态。

12 西方美术技法 美术 张睿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室内，多媒体 基本的西方美术技能掌握

13 高中物理实验
探究课

物理教研组 朱群 仅限理科 仅限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高中物理实验室
课程中，学生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过程，自主动手操作物理实验，学习信息处理方法，分析概括归纳实验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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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学拓展和数
学兴趣培养

高二数学组

薛家兵，孔婕妤，
茹波，肖端萍，

李玲，陈猛，彭英，
张松柏，罗开阳

不限文理 仅限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人数不限 室内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使尖子生的成绩更稳定；培养数学困难学生的学习兴趣。

15 世界名校写真 高二英语组
兰红梅，段尚昆，何
蕾，李思华，罗金
全，陶斐然，叶腾

不限文理 仅限高二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室内，多媒体（录播
室）

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能够对国内国外名校有基本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扩宽学生的知识面。

16 生物学3D物理
模型的建构

高一生物备
课组

陈进芬、杨佳、朱金
霞、曹运韬

不限文理 仅限高一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多媒体教室、机房、
黑板

在适应于高中生物学教学需求的3D模型开发案例和丰富的模型资源库的基础上，使用易操作的新技术，设计出
适合高中学生的模型建构活动，以拓展课的形式实践。

17 英语角 高一英语组
罗皓、何东良、张庞
霜、自立、高淼、潘
阮琦、赵乾寓、刀宇

不限文理 仅限高一 B 拓展丰富型 30-45人
场地:室内

设备:黑板、多媒体

英语角的建立是为了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的学习交流的组织，由教师辅助管理，学生展示成果。同时英语
角是教师与广大同学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会的桥梁。英语角帮助学生们明确英语学习目的，创造英语学习环境，
打破传统的英语模式，实现英语梦想。

18 佤族民间文学 高一语文组
李晓琨、谢丽蓉、罗

观屿、宋建屏
不限文理 仅限高一 B 拓展丰富型 131-150人 室内、需要多媒体 用语文新课程标准解读佤族民间文学作品，并用国内外相关作品与佤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对比阅读。

19 羽毛球 体育组 赵文辉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室内
本课程以羽毛球运动中的发球、击球、移动步法、裁判法以及基本理论知识为主要教材。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
较为系统的羽毛球基本技术、：技能和理论知识，培养对羽毛球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并以此为锻炼身体的手
段，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20 合唱 音乐组 李立秋、李蕾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初中部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音乐教室 学习合唱的演唱方法和合唱的演唱技巧。

21 篮球 体育组 罗姗姗、朱江、纪以
林、唐瑞杰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46-100人 篮球场，60个篮球 篮球技能学习

22 足球 体育组 杨辉、罗正伟、戴静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足球场，足球40个 足球教学

23 排球 体育组 许军、陈杰昆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排球场，排球30个 排球学习

24 乒乓球 体育组 杨正荣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46-100人 乒乓球、球拍60对 对打练习

25 羽毛球 体育组 赵文辉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羽毛球场，羽毛球拍

30支 羽毛球教学

26 气排球 体育组 白芳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气排球30个 气排球学习

27 民族美术之剪
紙艺术

美术 李婷 不限文理 高一和高二 C 技艺体竞类 30-45人 室內，多媒体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
纸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剪纸，作为一种原始艺术的载
体，它在造型上总是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它善于将不同空间、时间的物象进行组合，通过一种夸张和变形的
手法来改变对象的性质、形式，进而改变自然原形的惯常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