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济区 2020—2021 学年上学期教研工作计划 

 

中学语文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7 日下午 2:30 郑州市学科教研工作会 郑州九中 教研员 

9 月 15 日下午 2:30 教材教法交流暨质量分析会 七十九中 全体语文教师 

9 月 郑州市中招质量分析会 待定 相关教师 

9 月 郑州市非毕业年级质量分析会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 13 日下午 2:00 课堂教学达标评优活动（基本功评比） 惠济一中 笔试达标教师及青年教师 

10 月 27 日上午 8:30 课堂教学达标评优活动（微课展示评比） 惠济五中 笔试达标教师及青年教师 

9—12 月 
主题教研活动：1.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
与评价 2.多文本阅读课堂教学实践研究。3.整本
书阅读教学指导策略研究。 

各学校 教研组长负责，全体学科教师参与 

11 月 17 日下午 2:00 专题研究观摩课暨教研员示范课 待定 全体教师 

12 月 15 日下午 2:00 青年教师展示课活动 待定 青年教师 

 

 

 



中学数学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2 日下午 郑州市学科教研会 郑州九中 教研员及市中心组成员 

9 月 16 日下午 
中学数学教研会（七八年级教材教法及质量

分析） 
七十九中 全体数学教师 

9 月份 中学数学中心组成员读书交流活动 教研室 中心组成员 

9 月中旬 郑州市中招数学质量分析 待定 新老九年级数学教师 

9 月下旬 中招数学质量分析 待定 新老九年级数学教师 

10 月份 中学数学中心组成员读书交流活动 教研室 中心组成员 

10 月中旬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待定 青年数学教师 

11 月份 教研员示范课 待定 全体数学教师 

11 月份 中学数学中心组成员读书交流活动 教研室 中心组成员 

11 月份 数学名师观摩课活动 待定 全体数学教师 

12 月份 中学数学中心组成员读书交流活动 教研室 中心组成员 

12 月份 复习课观摩活动 待定 全体数学教师 

9 月-11 月 
主题教研活动：1.中学数学法则教学的实践研
究；2.例谈图形与几何教学评价标准的制订实
践研究。 

待定 相关教师 

 



中学英语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7 日下午 3:00 郑州市英语学科教研工作会 
郑州外国语中学 

（陇海路） 
英语教研组长 

9 月 14 日下午 2:30 郑州市中招质量分析会 
郑州外国语中学 

（陇海路） 
新、老九年级英语教师 

9 月 21 日下午 2:30 郑州市七、八年级英语学科质量分析会 待定 现任八、九年级备课组长 

9 月 28 日 惠济区质量分析暨教材教法研讨会 惠济一中 全体英语教师 

10 月 郑州市中学英语教师优质课展示与交流 待定 待定 

10 月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中学英语完形填空命题
技术研讨会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 26 日 教研员示范课、整本书阅读观摩课 惠济一中 七八年级英语教师 

11 月 21 日 读写课课例研讨 79 中 全体教师 

11 月 14 日 复习课观摩研讨活动 79 中 全体教师 

 



中学物理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旬 物理学科教研工作会暨八年级质量分析会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9 月中旬 郑州市中招质量分析会 待定 新、老九年级物理教师 

10 月中旬 
初中物理教材教法培训：学习目标、学习重点

难点的确定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10 月下旬 课堂教学达标评优笔试备考研讨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9—10 月 教学调研：基于标准的教学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上旬 物理学科期中复习备考会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11 月中旬 骨干教师示范课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11 月中旬 组织参加郑州市达标评优活动：理论测试 待定 相关教师 

12 月中旬 青年教师展示课（同课异构）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1 月中旬 阶段性复习交流研讨会 待定 八、九年级物理教师 

1 月下旬 教学调研：复习课的高效性 待定 相关教师 

 

 



中学化学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2 日下午 3:00 郑州市学科教研工作会 郑州七中（健康路） 教研员、中心组成员 

9 月 23 日 组织参加郑州市中招质量分析会 郑州外语中学（陇海路） 相关教师 

9 月下旬 组织参加河南省优质课比赛 待定 初中相关化学教师 

10 月中旬 示范课和观摩课 七十九中 全体化学教师 

11 月 组织参加郑州市达标评优活动：理论测试 待定 相关教师 

9—12 月 
主题教研活动：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
评一致性课堂教学研究 

相关学校 初高中相关教师 

中学生物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16 日下午 3:00 学科教研工作会 惠济一中 全体生物教师 

11 月 组织参加课堂达标评优活动：理论测试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 优秀教师示范课 惠济一中 待定 

12 月 新教师汇报课 惠济一中 待定 

 

 



中学道德与法治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7 日 
下午 2:30 

郑州市学科教研工作会 郑州四中 教研员、中心组成员 

9 月 15 日 
下午 2:30 

惠济区学科教研工作会（质量分析及
教材教法研讨） 

七十九中 全体道法教师 

9 月 21 日 
下午 2:30 

郑州市中考质量分析会 
郑州中学 
(瑞达路) 

九年级道法教师 

9 月 28 日 
下午 2:30 

郑州市初中非毕业年级质量分析会 
郑州市锦江中学 

（百花路） 
七、八年级道法教师 

10 月中旬 示范课和观摩课 七十九中 全体道法教师 

11 月 
组织参加郑州市达标评优活动：理论
测试 

待定 相关教师 

9—12 月 
基于能力立意与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

策略研究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  教师基本功展示——“同课异构”活动 七十九中 全体道法教师 

 

 

 



中学历史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旬 学科教研工作会暨七、八年级质量分析 待定 七、八年级教师 

9 月下旬 中招质量分析会 待定 九年级全体教师 

10 月中旬 七、八年级教材教法培训 待定 七、八年级相关教师 

10 月下旬 初中课堂教学达标评优活动（第二轮） 待定 笔试合格教师 

11 月中旬 新入职教师展示课 待定 相关教师 

12 月中旬 骨干教师复习示范课 待定 相关教师 

1 月上旬 期末复习研讨活动（分年级） 待定 全体教师 

9—12 月 

主题教研活动 
主题： 
1.“教—学—评一致性”研讨 
2.中招历史复习的有效性 
3.单元教学设计研讨 
4.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 

相关学校 相关历史教师 

 

 



中学地理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7 日 
下午 2:30 

郑州市地理学科教研工作会 
郑州市第九中学 
（学术报告厅） 

相关教师 

9 月中旬 
 

惠济区地理学科教研工作会 七十九中 七八年级地理教师 

9 月下旬 课堂教学达标评优基本功比赛 七十九中 达标评优笔试活动合格者 

10—12 月 

学科主题研究活动 
主题： 
1.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 
2.地理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价 

待定 相关教师 



小学语文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旬 语文质量分析会及教材教法培训 待定 小学语文学科全体教师 

9 月下旬 课外阅读实施策略及问题研讨 待定 相关教师 

9 月—11 月 

主题调研： 

1.课外阅读教学调研。 

2.了解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作业练习的编写

与使用情况； 

3.了解小学语文学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 

4.了解“统编教材”课型专题研究情况。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 惠济区小学语文优质课比赛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或 12 月 郑州市小学语文学科教师素养大赛观摩研讨 待定 教研员、部分教师 

11 月或 12 月 
郑州市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培训暨课堂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同课异构） 
待定 

各县（区、市）及直属学校小学语

文学科教研员、部分教师 

 

 



                                                                                  

小学数学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4 日上午 9:00 郑州市教研员工作会议 郑师附小 教研员、学校代表、学科中心组成员 

9 月中旬 小学数学 1-6 年级教材、教法培训 线上 相关教师 

9 月中旬 2019-2020 年度下学期四、六年级质量分析会 线上 相关教师 

9 月——12 月 
新世纪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及课堂展示大赛 
主题：混合式学习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下旬 惠济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 待定 全体数学教师 

 

 

 

 

 



小学英语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旬 小学英语质量分析及教材教法培训 待定 小学英语学科相关教师 

9 月中旬 参加郑州市优质课展示活动 待定 部分教师 

9 月下旬 “科林英语”专项课题观摩研讨活动 待定 课题组实验教师 

10 月上旬 基本功评比活动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中旬 成立英语学科中心组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下旬 “同课异构（读写课）”交流研讨活动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上旬 教研员示范课 待定 相关教师 

11 月下旬 小学英语主题观摩课研讨活动 待定 相关教师 

9 月—11 月 
1. 听课调研 
2.主题研讨活动：自然拼读、绘本阅读、基
于标准的教学 

待定 相关教师 

 



小学科学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下旬 
2019-2020 年度下学期小学科学质量分析经

验交流会 
待定 

各小学科学教研组长和优秀教研组
发言人 

10 月中旬 
小学科学“基于标准的教学”观摩研讨会：骨干

教师“同课异构”示范课选拔 待定 全体科学教师 

11 月 小学科学“基于标准的教学”教学设计比赛 待定 全体科学教师 

12 月 新教师展示课 待定 
科学中心组成员和近三年新进科学

教师 

 

 

 

 

 

 



中小学音乐 

时  间 活 动 内 容 地  点 参加人员 

9 月 18 日上午 9：00 音乐学科教研工作会及教材教法研讨 七十九中学 全体音乐教师 

10 月 新入职教师课堂观摩及问题交流 待定 中小学青年教师 

11 月 音乐教师同课异构说课交流活动 待定 中小学音乐教师 

11 月下旬 组织参加郑州市课堂教学达标笔试 待定 相关教师 

   12 月 

技能活动提升：戏曲唱段展示、十二个调的

音阶展示、歌曲弹唱、教师听辨能力测试 

七十九中 小学音乐教师 

中小学音乐素养测评工作 各中小学 中小学音乐教师 

2021 年 1 月 教研工作总结 教研室 中心组成员 

 

 

 



中小学美术、书法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2 日上午 9:00 全市美术、书法教研工作会议 郑州四中 教研员，区中心组成员 

9 月 中小学美术、书法教研工作会及教材教法培训 待定  中小学美术、书法教师 

9 月 23 日上午 中学美术区级课堂达标技能比赛 待定 相关教师 

9 月 小学美术课堂达标评比活动 待定 小学美术教师 

9 月 学在郑州录课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 小学书法优质课观摩展示活动 待定 小学书法教师 

10 月 14 日上午 中学美术区级课堂达标模拟讲课比赛 待定 相关教师 

10 月 中小学美术教师油画作品评比活动 待定 中小学美术教师 

10 月 第二届小学书法教师专业技能比赛 待定 小学书法教师 

11 月 第四届中小学美术校本课程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评比活动 待定 美术教师 

11 月 中小学美术、书法教师基本功培训 待定 中小学美术、书法教师 

9——12 月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价主题研讨活动 待定 美术教师 

12 月 中小学美术优质课观摩展示活动 待定 中小学美术教师 

2021 年 1 月 学期教研工作总结会议 待定 中心组成员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中旬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材教法培训 待定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学科全体教

师 

10 月 组织参加全国综合实践活动年会 视频会议 相关人员 

11 月 “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主题教研活动 待定 相关人员 

9—11 月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观察”同课异构主

题教研活动 
待定 相关人员 

11—12 月 学科达标评优活动 待定 相关人员 

 

 

 

 

 

 



中小学心理健康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9 月 9 日上午 9:00 参加全市教研工作会 郑州市实验小学 

区心理健康教研员、东风路小学、

区实验小学、锦艺实验小学、江山路

小学、七十九中心理健康教师参加 

9 月中旬 心理健康教研工作会 区实验小学 全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 

9 月 16 日上午 9:00 参加市生涯暨学生发展指导实验校工作会 
郑州市实验小

学 

学生发展指导项目组成员、各县

（市、区）心理健康教研员与相关各

实验校领导和骨干 1-3 人 

10 月中旬 参加市学生发展指导项目阶段研讨会 现场研讨 有关专家，项目组成员和实验学校 

11 月中上旬 
全国心育工作年会——学生发展指导主题

研讨会 
待定 生活项目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