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豫教疫防办〔2020〕14 号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河南有线电视

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有限公司，厅直中小学

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远程教学工作的要求，为

广大中小学生特别是不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中小学生提供电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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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渠道，实现“延迟开学期间不停教、不停学”，河南省教育厅联

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电传媒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

录制了“名校同步课堂”电视教学节目，通过河南广播电视公共

网络、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播出，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适用对象 

“名校同步课堂”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中小学校，既可作为

各市县、各中小学校开展远程同步教学的主要渠道，也可作为现

有网上教学活动的重要补充。 

二、课程内容 

根据国家课程规划，结合河南省情制定课程表，小学、初中

和高中全学科全学段覆盖；版本使用上，除统编三科外，其它学

科依照《国家课程标准》讲授；由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一中、

郑州外国语中学、河南省实验小学、郑州市金水区部分小学的优

秀教师主讲。 

三、播出时间 

“名校同步课堂”从 2 月 10 日上午 8：30 开播，直至疫情防

控结束。 

四、收看方式 

学生、教师和家长可以通过有线电视、IPTV、河南省基础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 “大象新

闻”客户端等多平台免费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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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迅速传达。各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网上教学

活动安排情况，迅速将“名校同步课堂”授课渠道和课程安排传

达到辖区内全部中小学校，供有需求的中小学校选择使用。有使

用需求的学校要迅速将授课计划传达到全体学生、家长和有关任

课教师，并组织指导学生认真做好收看；各年级各学科任课教师

也要同步参加远程授课活动，做好相关听课记录，并按照授课进

度和作业布置情况，通过各种网络平台途径为学生提供线上答疑

及辅导。 

（二）强化管理。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加强

家校沟通，督促学生按时通过广播电视平台收看教学视频，并准

确掌握每一名学生的学习动态，确保学习效果。 

（三）做好衔接。各市县教研部门、中小学校要结合“名校

同步课堂”教学进度，对恢复正常上课后的教学计划进行适时调

整，确保恢复正常上课后与学校正常教学进度的无缝衔接。 

（四）落实保障。各市县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要

全程转播河南广播电视公共网络播出的“名校同步课堂”，并按时

转播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家网络云课堂”节目，协调各基础电信

运营企业同步做好“IPTV”用户保障工作。各省辖市教育电视台

要全时域转播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的“国家网络云课堂”教学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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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渠道一、有线电视用户收看 

直播： 

1.有线电视机顶盒用户： 

在正常观看电视时，按遥控器“数字键”777（地市用户）

或输入频道号 125-139（县区用户），选择相应频道即可收看；双

向或宽带用户可以通过首页推荐位《名校同步课堂》直播入口进

行后收看。 

县区用户频道序号和节目名称如下： 

频道号 频道名称 频道号 频道名称 

125 中国教育 1 126 中国教育 4 

127 高中一年级 128 高中二年级 

129 高中三年级 130 初中一年级 

131 初中二年级 132 初中三年级 

133 小学一年级 134 小学二年级 

135 小学三年级 136 小学四年级 

137 小学五年级 138 小学六年级 

139 音乐课   

2.有线电视覆盖用户（无机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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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线电视信号覆盖的地市区域，将有线电视用户线连接至

电视机射频口并手动切换信源选择 DTMB 信号即可收看《名校同步

课堂》的各频道。 

（注：无有线电视用户线的用户可致电有线客服电话：

96266，有线免费配置用户线） 

点播： 

有线电视双向或宽带用户可通过首页推荐位《名校同步课

堂》点播入口进入专区。目前专区有五个一级栏目，分别为：推

荐、小学课程、初中课程、高中课程，看直播，点开观看相应内

容。 

移动端用户还可以用手机扫描《名校同步课堂》直播页面上

的二维码，即可在手机直接打开页面观看直播和点播。 

渠道二、IPTV 机顶盒用户收看 

“名校课堂”以直播+点播的方式进行呈现，具体如下： 

1.移动用户收看路径： 

直播：进入电视直播观看界面，输入  801-812 观看相应教

育节目，此次上线频道 12 个，频道序号和名称分别为： 

801 名校课堂小一 

802 名校课堂小二 

803 名校课堂小三 

804 名校课堂小四 

805 名校课堂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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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名校课堂小六 

807 名校课堂初一 

808 名校课堂初二 

809 名校课堂初三 

810 名校课堂高一 

811 名校课堂高二 

812 名校课堂高三 

点播：进入“名校课堂”专区。有四个一级栏目，分别为推

荐、小学、初中、高中，点开观看相应内容。 

移动客服电话：10086 

2．联通用户收看路径： 

直播：进入电视直播观看界面，输入  801-812 观看相应教

育节目，此次上线频道 12 个，频道序号和名称分别为： 

801 名校课堂小一 

802 名校课堂小二 

803 名校课堂小三 

804 名校课堂小四 

805 名校课堂小五 

806 名校课堂小六 

807 名校课堂初一 

808 名校课堂初二 

809 名校课堂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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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名校课堂高一 

811 名校课堂高二 

812 名校课堂高三 

点播：进入“名校课堂”专区。有四个一级栏目，分别为推

荐、小学、初中、高中，点开观看相应内容。 

联通客服电话：10010 

3．电信用户收看路径： 

直播：进入电视直播观看界面，输入  801-812 观看相应教

育节目，此次上线频道 12 个，频道序号和名称分别为： 

801 名校课堂小一 

802 名校课堂小二 

803 名校课堂小三 

804 名校课堂小四 

805 名校课堂小五 

806 名校课堂小六 

807 名校课堂初一 

808 名校课堂初二 

809 名校课堂初三 

810 名校课堂高一 

811 名校课堂高二 

812 名校课堂高三 

点播：进入“名校课堂”专区。有四个一级栏目，分别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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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小学、初中、高中，点开观看相应内容。 

电信客服电话：10000 

渠道三、“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点播学习收

看 

通过 http://www.hner.cn/发布电视教学指南，提供课后内容点

播。客服电话：0371-66322709 

渠道四、手机渠道户收看 

（一）通过“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收看 

1. 用户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河南省教育厅”微

信公众平台。 

 

 

 

 

 

 

 

2. 点击“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底部菜单栏“在线学习”-“名

校课堂”即可进入首页。 

3. 在首页，可以通过菜单选择相应年级、科目的课程，点击

视频打开回放课程学习。直播课程结束后，可以通过回放进行再

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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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 

1．通过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或扫描二

维码下载： 

 

 

 

 

 

 

2．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在首页上方点击“名校课堂”

栏目，进入“名校课堂”首页。 

3．在“名校课堂”的首页，可以通过菜单选择相应年级、

科目的课程，点击视频打开回放课程学习。直播课程结束后，可

以通过回放进行再次学习。 

4.有线电视用户也可使用手机扫描《名校同步课堂》直播页

面上的二维码，即可在手机打开页面观看直播和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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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小学课程表 

小学 1-2 年级课程播出表 

上 

 

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9:00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语文 

9:10-9:40 数学 语文 数学 语文 音乐 

9:40-10:10 课间操 

10:10-10:40 道德与法治 科学 音乐 美术 语文 

10:50-11:20 美术 道德与法治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下

午 
14:30-15:00 书香阅读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小学 3-6 年级课程播出表 

上 

 

 

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9:00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语文 

9:10-9:40 数学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9:40-10:10 课间操 

10:10-10:40 英语 科学 英语 语文 道德与法治 

10:50-11:20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书香阅读 

下       

午 

14:30-15:00 道德与法治 美术 音乐 科学 美术 

15:10-15:40 音乐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自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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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课程表 

初一年级课程播出表 

上 

 

 

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9:00 语文 语文 语文 语文 语文 

9:10-9:40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9:50-10:20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10:30-11:00 美术 自习 体育 自习 音乐 

下       

午 

14:30-15:00 道德与法治 地理 
道德与法

治 
地理 自习 

15:10-15:40 历史 生物 历史 生物 自习 

初二年级课程播出表 

上 

 

 

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9:00 语文 数学 物理 英语 语文 

9:10-9:40 数学 语文 英语 数学 英语 

9:50-10:20 英语 英语 语文 语文 数学 

10:30-11:00 物理 音乐 生物 历史 美术 

下       

午 

14:30-15:00 地理 历史 数学 体育 道德与法治 

15:10-15:40 生物 道德与法治 自习 地理 自习 

初三年级课程播出表 

上 

 

 

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9:00 语文 语文 语文 语文 语文 

9:10-9:40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9:50-10:20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10:30-11:00 化学 体育 化学 道德与法治 化学 

下       

午 

14:30-15:00 物理 道德与法治 物理 历史 物理 

15:10-15:40 历史 自习 历史 自习 道德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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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中课程表 

高一年级课程播出表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8∶30—9∶00 语文 数学 化学 地理 英语 

9∶10—9∶40 物理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10∶00—10∶30 历史 生物 语文 数学 政治 

10∶40—11∶10 化学 政治 英语 语文 数学 

下午 

14∶30—15∶00 数学 英语 物理 生物 语文 

15∶10—15∶40 英语 地理 政治 历史 化学 

16∶00—16∶30 生物  历史  地理 

高二年级课程播出表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8∶30—9∶00 语文 数学(理) 化学 数学(文) 英语 

9∶10—9∶40 物理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物理 

10∶00—10∶30 历史 生物 语文 数学(理) 地理 

10∶40—11∶10 数学(文) 政治 地理 语文 数学(理) 

下午 

14∶30—15∶00 数学(理) 数学(文) 物理 生物 数学(文) 

15∶10—15∶40 化学 地理 英语 政治 语文 

16∶00—16∶30 英语 英语 历史 地理 化学 

16∶40—17∶10 政治  数学(文) 历史 生物 

高三课程播出表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 

午 

8∶30—9∶30 语文 物理 化学 语文 生物 

10：00-11:00 数学（文） 政治 数学（理） 历史 地理 

下 

午 

14:30-15:30 数学（理） 英语 数学（文） 英语 物理 

16:00-17:00 地理 历史 生物 政治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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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2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