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洪教基字〔2021〕2 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南昌市 2021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教科体局、各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理

局教体办，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

历教育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

通知》（教基厅函〔2021〕33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江西省2021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赣教基字〔2021〕41号），我局制定了《南昌市2021年基

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

方案要求，精心策划、周密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好2021年基

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相关工作。



附件：南昌市2021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

方案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9 月 17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2 日印发



附件

南昌市 2021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实施方案

为适应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贯彻落实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

知》（教基厅函〔2021〕33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

西省2021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

教基字〔2021〕41 号）精神，切实做好我市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1.激发教师教学热情。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教师深入研究课程教材内容，学习借

鉴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网址：

ykt.eduyun.cn）优质课程案例，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能力，展

现新时代人民教师风采。

2.汇集优质教学资源。建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遴选更新

机制，系统化体系化建设云平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不断丰

富平台资源内容，提高平台资源质量。

3.服务师生教学使用。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需求，为学生预习、复习、开展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提

供服务，促进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支持教师课堂教学，

为教师优化教学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等提供服务。

4.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帮

助农村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

二、质量要求

此次精品课涉及学段、学科为：小学语文、数学、英语、

道德与法治、科学、美术、音乐；初中语文、数学、英语、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美术、音

乐；普通高中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学、美术、音乐、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精品课以微课形式呈现，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

习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和必要的实验演示（要求各要素

齐全）。精品课质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坚持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在意识形态、

民族宗教、领土国界等关键问题上不能有偏差。

2.确保科学严谨。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保证学科知

识内容和授课语言的科学准确，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

切性和权威性。



3.突出课堂实效。体现学科教学改革方向，充分考虑学

科性质和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点，有效解决课堂教学的重点、

难点问题，注重发挥学科德育功能和综合育人功能。

4.注重制作规范。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过程完整、教学

资源充足、摄制技术规范（见附件 1），语言、文字、符号、

单位等使用要符合规范，精品课（除外语课程外）应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得有任何广告。

5.保证内容原创。精品课必须是教师本人教学实践中所

积累的典型教学成果，不得冒名顶替，严禁抄袭，引用资料

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三、工作程序

1.自主申报。教师总结个人教学实践成果，凝练教学经

验和方法，学习借鉴云平台相应课程教学资源，对照国家中

小学网络云平台课程节点编号，确定自己拟讲授的具体内容，

自主设计微课并向学校提出申报。

2.学校推荐。学校应鼓励、支持教师参与精品课遴选工

作，组织教师积极研讨和交流展示活动，指导教师设计微课，

认真选择课程节点，择优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推荐。

3.初选推荐。各县（区）教育部门要组织有关专家，对

学校推荐的微课设计进行初选，组织相关教师试讲，根据分

配课程数额（见附件 2）确定初步人选，按照微课制作标准

完成课程录制工作（相关模板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下

载），由授课教师本人登录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进入“基



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栏目上传课程。市直学校按各校分

配课程数额（见附件 2）确定初步人选并按以上要求上传课

程。

4.市级推荐。市教育局在各县（区）、学校推荐的 640

节精品课基础上，分学科精心组织专家在平台进行线上评审，

评选出 160 节参加省级精品课遴选。同一课程节点只推荐一

节微课参加省级评选。

5.省级评选。省教育厅在各设区市推荐的 1610 节精品

课基础上，分学科组织专家进行集中评审，最终评选出 400

节参加部级精品课遴选。同一课程节点编号只推荐一节精品

课。

6.部级遴选。教育部组织专家对省级推荐的精品课进行

评审，遴选确定部级精品课，并在云平台进行公示。

四、时间节点

1.2021 年 10 月 17 日前，各县区、学校按分配数额在平

台报送推荐的精品课。

2.2021 年 10 月 19 日-22 日，市教育局组织集中评选，

按分配数额在平台向省教育厅报送市级推荐的精品课。

3.2021 年 10 月 24 日-31 日，省教育厅组织省级精品课

集中评选。

4.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根据教育部要求，教育厅将评

选出的400节精品课线上推荐至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参加

部级遴选。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实施。本活动由市教育局统筹协调，市教科

所、市现教中心配合实施。其中市教科所负责教研指导和精

品课评审推荐工作，市现教中心负责承担课程录制指导和条

件保障工作。各县区、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根据本

方案制定本地精品课遴选工作具体实施方案。活动中要坚决

克服形式主义，防止影响正常课堂教学工作，避免增加学生

和教师的负担。

2.坚持统筹兼顾。为避免同一课程节点出现较多重复的

微课，有效提高我市基础教育精品课的录制质量，力争在省

部级评选中取得良好成绩，各县区、学校要根据所承担的课

程推荐数量，统筹兼顾此次精品课遴选涉及的学段、学科的

课程节点内容，并将拟准备录制的学段、学科的课程节点内

容于 9 月 23 日前以表格的形式(县区学校由县区统一汇总），

包括县区或学校名、学段、学科、课程节点内容等信息发至

市教科所邮箱 673672724@qq.com。市教科所统筹后将及时向

各县区、学校进行反馈，明确具体承担的精品课录制内容。

3.严格程序标准。各单位要规范遴选程序，坚持公开透

明，保障公平公正。要严格按照《2021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

标》（附件 3）的要求，把好质量关，确保推荐出精品优课。

4.健全激励机制。教育部将对获得部级精品课的教师颁

发证书，对工作成效突出的省份以适当方式予以表扬鼓励。

部级精品课可作为教学成果评定、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等方



面的重要参考依据。省教育厅将对部级遴选中获评的部级精

品课和省级评选中获得 80 分以上（含 80 分）的精品课，按

2：3：5 的比例设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证书。市教育局将

对推荐的 640 节精品课，按 25%、35%、40%的比例设一、二、

三等奖并颁发证书。

5.强化推广应用。部级精品课将作为云平台优质课程资

源，供广大师生学习使用。各县区、学校可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精品课交流展示活动，加大优质教育

资源推广应用的力度，切实提升精品课使用效益，促进提高

教育质量。

六、工作联络

1.各县区、市直学校要指派 1 名“精品课遴选工作”联

络人，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前将联络人信息表（附件 4）报

送至局普高科，邮箱：309717439@qq.com

2.市教育局“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系人

市教育局义教科 吴季鹏

联系电话：83986482，邮箱：6357829@qq.com

市教育局普高科 莫娓

联系电话：83986480，邮箱：309717439@qq.com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万勇

联系电话：86382359，邮箱:673672724@qq.com

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姬瑛洁

联系电话：86789125，邮箱：709462546@qq.com



附：1.精品课制作要求

2.南昌市 2021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省级评选推

荐数额分配表

3.2021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

4.“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络人信息表



附 1

精品课制作要求

精品课内容应为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教

材中的具体一课（节）所含知识。一课（节）如有多个课时，

需分别制作多个微课，最多不超过 3 个课时。每课时微课包

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等，

如有实验内容，可提供实验视频。相关模板可从云平台下载。

一、微课视频

微课视频应采用“教师讲解+多媒体大屏”的形式，一

体机屏不小于 75 英寸，不得使用早期的投影投射电子白板，

要适当呈现授课教师画面，增强教学的交互性和画面的可视

性。单个微课视频时长：小学 10-15 分钟、中学 15-20 分钟。

微课视频应包含片头（用 PPT 标题页作为片头），时长不超

过 5 秒，文字信息包括：教材版本、学科、年级、课名、主

讲教师等信息。录制环境安静无噪音，教师语言规范，声音

响亮，使用领夹麦进行收音，麦克风连接线要隐藏好，不要

外露，尽量在专业拍摄教室进行拍摄，保证光照充足均匀，

拍摄画面亮度适中，不要过曝及过暗，色彩饱满、不偏色，

拍摄画面构图合理美观，端正水平，避免几何失真，如用绿

幕拍摄，抠像一定要干净，主讲教师不穿纯黑纯白色、荧光

色及反光面料和细条纹服装。视频画面的比例为 16∶9，大



小不超过 1G，编码格式 H.264/25 帧，分辨率 1920*1080P，

码率 6-8Mbps，音频 ACC 编码、码率 128Kbps。鼓励教师对

微课视频文件进行后期编制，教师授课及课件画面合理切换，

课件画面需直接采集系统信号，不得采用外拍方式，可根据

教学内容要求适当调整屏幕大小，布局美观大方，声音清晰，

音量大小适中。实验视频应多角度清晰呈现教师进行实验操

作讲解、演示的画面及相关实验现象，可简单介绍实验目的、

设计思路及创新点、实验原理、教学装备与教学融合性分析

等。

二、课件

课件及其嵌入的媒体素材应确保内容清晰无误，界面设

计简明、布局合理、重点突出，风格统一。引用地图应使用

教材上的地图并标明出处，格式为：地图出自 xxx（教材名，

出版社，版本，第 x 页）。课件中插入的视频画面及声音要

清晰、确保质量，课件制作两个版本，一个为正常布局版本，

另一个为空出右边教师站位布局版本。

三、其他文档

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等以文本的形式呈现。

教学设计应至少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等。教

学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教学实际情

况。教学内容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课例研究成果，着重分析本

课重点与难点。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

体现多样化教学方式。学习任务单内容应包括学习目标、学



习任务、学习准备、学习方式和环节以及配套学习资源推荐

（包括教科书相关内容阅读及其他学习资源）等。作业练习

应与学习目标相一致，建议设计多样化的作业任务，除适量

的纸笔练习题外，可布置绘图、调研报告、手抄报、课后实

践活动等任务。



附 2

南昌市 2021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市级评选推荐数额分配表

市、县（区） 数量（节） 市、县（区） 数量（节）

局属学校 130 青云谱区 30

事业单位办学校 30 青山湖区 35

市管民办学校 40 新建区 60

南昌县 100 经开区 15

进贤县 50 高新区 30

安义县 25 红谷滩区 25

东湖区 30 湾里管理局 10

西湖区 30 合计 640



学校分配表

单位 数量（节） 单位 数量（节） 单位 数量（节）

南昌一中 7 师大附中 7 五中 2

南昌二中 7 南大附中 7 心远中学 3

南昌三中 7 南师附中 3 立德朝阳 2

南昌八中 4 农大附中 1 江科附中 3

南昌十中 7 财大附中 2 百树学校 2

南昌十二中 4 华东交大附校 1 华联外语实验 1

南昌十三中 4 南航附校 1 麻丘高级中学 2

南昌十四中 2 林科院子弟学校 1 育华学校 3

南昌十五中 5 农科院中学 1 南昌当代学校 1

南昌十六中 4 南大附小 3 江右艺术高中 1

南昌十七中 5 师大附小 3 雷式学校 2

南昌十八中 2 民德学校 2

南昌十九中 7 红谷中学 1

朝阳中学 4 宏宇学校 1

南昌二十三中 4 致远双语学校 1

南昌二十四中 2 联立学校 1

南昌二十六中 2 莲松学校 1

南昌二十七中 4 少春中学 1

南昌二十八中 6 英华外语学校 1



南昌二十九中 2 现代外国语学校 1

豫章中学 5 现代外国语象湖 1

实验中学 5 仁川中学 1

八一中学 5 师大附外 1

外国语学校 7 知行高级中学 1

铁路一中 7 育山高级中学 1

洪都中学 5 天行创世纪 1

南师附小 7 厚一实验学校 1

启华双语学校 1



附 3

2021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目标

内容

教学目标

科学合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现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目标明确具体、可检

测，重难点突出。

10

教学内容

组织科学

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认知规律，注重培

养学生能力；覆盖该课所含知识，课时安排合理。
10

教学

过程

教学环节

流畅紧凑

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过程流畅；

课堂容量适当，时间分配合理。
15

教学方法

策略适切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注重学生亲身体

验、情境感知；教学组织严谨，教学方法得当，策略

有效。

15

信息技术

融合有效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依据教学目标选择、整合和应用

数字教育资源，促进知识理解和问题解决，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提升教学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如有实验

内容，实验技术应运用合理。

15

教学

资源

教学设计

明确恰当

教学设计（及学习任务单）与教学目标一致，符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体现导学功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15

作业练习

规范科学

课上练习、课后作业、实验活动（如有）紧扣教学目

标，总量适中，难易适度，形式多样，促进学生发展。
10

技术

规范

资源完整

提交规范

教师讲解、实验与多媒体演示切换适当，布局美观，

声画同步；课件、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信息完整、

格式规范；资源引用注明出处。

10



附 4

南昌市“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

工作联络人信息表

１.县（区）联系人信息

所在单位/部门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2.学校联系人信息

学校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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