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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河南省教育

厅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实施意见》，推进线

上线下教育有效衔接，助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根据《河

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

通知》（教基„2020‟377 号）精神，决定在全市中小学继续开展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以下简称“一师一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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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在认真总结往届活动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加强指导，将活动作为推进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深化基础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切实做好活动的各项组织实施工作。 

 

附件：1.2020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实施方案 

      2.2020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质课评 

            价标准 

      3.2020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县（市、 

            区）联系表 

      4.2020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市直学校 

            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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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 2020 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实施方案 
     

  —、活动目标 

  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展示我市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素养，组织引导教师

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晒课，供广

大教师学习借鉴。 

  二、活动范围 

  全市所有具备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条件的中小学校（包括小学、

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普通高中）各年级、各学科

教师，均可自愿参加。  

  三、活动内容 

  （一）组织网上晒课 

  “一师一课”活动通过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www.hner.cn)设立的专题页面，进行实名制网上晒课。参加过往

届活动的教师可在原注册平台使用原账号和密码，登陆后进行晒

课。 

  1.晒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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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课教材的版本为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教材，以河南省教

育厅印发的 2020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 

  综合实践课程以专题形式进行晒课和评审，小学和初中信息

技术学科纳入综合实践课程范畴。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家

庭教育等以主题分类方式进行晒课和评审。 

  2.晒课内容 

  教师所提交的网上晒课内容应包括：一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

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必选）、课堂实录（必选）、所用课件

及相关资源（自选）等。课堂实录（指教学过程视频）应展现课

堂教学的完整过程（时长原则上为 30—40分钟），声音和画面清

晰。课堂实录片头不超过 5秒，应包括课程名称、年级、册次、

版本、单位、主讲教师姓名等基本信息。课堂实录视频使用 mp4

格式，幅面要求达到 1280*720，视频码流为 1-l.3Mpbs,视频大小

不超过 500Mo 

  晒课内容须符合现行课程标准，体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性质和

特点的融合，注重展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有效解决教

育教学的重难点问题。 

  除外语课程外，其他课程晒课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师所提交的晒课内容须为本人近一年教学实践成果，引用资料须

注明出处和原作者。不得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杜绝抄袭剽窃，

一经发现，取消参加活动资格。 

  3.上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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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10日—11月 15日 

  （二）推荐遴选优课 

  郑州市教育局将根据各单位、各学校网上晒课数量及往年获

奖情况分配推优指标数量。各单位要在网上晒课的基础上，逐级

开展评审推荐。并按照所分配指标数量在 2020 年 11 月 22 日 24

时前完成网上推优，从活动平台导出《“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优质课评选推荐汇总表》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把关，优中选优，使所推荐优

课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要把好政治方向，坚持思想性、科学性

和适宜性相统一。要严格推荐程序，坚持公开透明，确保公平公

正，同时向反映抗“疫”成果和做法的课例倾斜。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郑州市教育局直属

各学校同一年级同一学科同一版本同一堂课只推荐 1 个优课课

例，同一名教师只能推荐 1堂优课参加市级评比（晒课数量不限）。 

  郑州市教育局将在各参赛单位完成推优后，组织相关学科专

家对推荐的优课进行网上评审，按比例评选出市级一、二等奖。 

  为保证 2020 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

学、不停教”，河南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名校同步课堂”课例，

将纳入省评范围参与评奖，不再进行市级评比推优。 

  四、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受疫情影响，本年度“一师一课"活动晒课

时间较短，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郑州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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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直属各学校要加强统筹协调，严密组织，快速行动，充分调动

电教、教研等相关部门，根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工程有关要求，围绕广大教师的实际需求，细化完善相关制度，

确保工作有效实施。 

  （二）落实经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落实开展工作所需

经费（包括培训、活动指导、录课、评审等），为“一师一课”活

动顺利开展提供必要条件。 

  （三）强化指导。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

郑州市教育局直属各学校要引导中原名师、省市名师、骨干教师

及其培育对象、各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主要成员、部省学科专

家团队工作室人员积极参加晒课，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教研部门要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转变教

育教学方式方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帮助教师总结凝练信息技

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优秀案例和创新模式，指导教师制作课

例。要积极利用疫情期间积累下的经验，广泛开展线上活动培训，

指导教师研课磨课，切实提高晒课、优课质量，丰富活动内涵。 

  （四）激励措施。参加“一师一课”活动是教师再学习的过

程，凡参与晒课的教师可认定获得河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2018—2021 年）教育培训 10 学时；获得省级

优课可认定完成上述工程教育培训 50学时。评定为市级优课颁发

郑州市优质课证书。对获得省市级优课的教师，各参赛单位及学

校应给予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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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应用推广 

  要深入开展资源应用和推广，加大线上线下培训力度，选择

优课和优秀案例纳入本地区教师培训资源，同时开展精品优课展

示，将优课观摩作为重要内容，为广大教师使用数字教育资源开

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示范，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在不同教学环

境下的应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鼓励师范院校利用优课开展案

例教学。 

  六、组织实施 

  郑州市“一师一课”活动由郑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郑州

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和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共同组织实

施。“一师一课"活动办公室设在郑州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各参赛单位要制订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加强宣传。要

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坚持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充分发挥电教、

教研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完善支持和激励政策，调

动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坚持自愿参与原则，认真细致地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录课、晒课、评课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各开发区、各区县（市）活动联系表，郑州市教育局直属学

校联系表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见附件 3）请于 2020年 10月 10

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因部分学校归属调整、改名、增加和撤销，

需调整管理员账号。请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同

时发送所属中小学校名单（按照公章名称统计）。 

  本文件电子版请登录郑州教育信息网 hd.zzedu.net.cn 下



 

  —8— 

载。 

  七、活动联系 

  郑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董小刚  66965016 

  郑州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郭向敏   13663861800 

  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李琳琳  18538118215 

  郑州市级管理员：马文庆 63833437 

  电子邮箱：1104243182@qq.com。 

  国家平台“一师一课"活动客服 

  联系电话：4008980910   QQ 客服：40089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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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优质课评价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权 

重 

分值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教学 

设计 

教学设计 

科学完整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学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明

确、可检测，能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导

向；教学内容与学情分析准确，能把握重难

点；教学活动环节清晰，学生主体参与度高；

教学评价设计合理。体现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

创新应用。 

10 9-10 7-8 5-6 0-4 

教学 
实施 

教学过程 

紧凑流畅 

教学环节完整，课堂容量适当，时间分配合

理，教学过程流畅。 
10 9-10 7-8 5-6 0-4 

教师专业 

素养较高 

教学能体现教师较高的学科素养；教学组织形

式和方法、策略有效；注重教学生成，反馈和

评价及时恰当。 

10 9-10 7-8 5-6 0-4 

学生主体地 

位充分体现 

教学面向全体，尊重学生差异，注重学生学习

思维、习惯、方法的培养，能调动不同层次的

学生积极参与。 

10 9-10 7-8 5-6 0-4 

信息技术 

融合有效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合理选择、整合和应用数

字教育资源，支持学生学习、师生互动和评价

反馈，提升教学实效。 

10 9-10 7-8 5-6 0-4 

新技术方法 

应用创新 

积极探索基于新技术和资源平台的网络化、个

性化、开放性的学习方式，在培养学生信息素

养、发展高阶思维能力和真实情境下问题解决

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 

10 9-10 7-8 5-6 0-4 

教学 

效果 

课堂学习 

氛围浓厚 

课堂气氛活跃融洽，学生学习积极主动，在学

习活动中获得良好体验。 
10 9-10 7-8 5-6 0-4 

教学目标 

有效达成 

全体学生都能达到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不同

层次的学生都有收获。 
10 9-10 7-8 5-6 0-4 

学生核心素 

养充分发展 

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在学科思

维、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10 9-10 7-8 5-6 0-4 

技术 

规范 

资源内容 

提交规范 

晒课信息完整、文字规范；视频拍摄内容完

整，画面、声音清晰，声画同步，充分展现师

生教学活动。 

10 9-10 7-8 5-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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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郑州市 2020 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联系表 

区县（市）   

负责部门、组成部门名称   

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管理员        

注：请于 2020年 10 月 10日前发送至：1104243182@qq.com。 

mailto:11042431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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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20 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联系表 

郑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章）   

负责部门名称   

负责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管理员        

注：请于 2020年 10 月 10日前发送至：1104243182@qq.com。 

 

mailto:110424318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