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小学 1-2 年级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9:00-9:20 升旗仪式 早读 

9:30-9:55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语文（第二周起） 

语文 数学 数学 语文 

9:5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00 道德与法治 数学 道德与法治 语文 数学 

11:00-11:15 课间休息 

11:15-11:40 数学 科学 语文 科学 生命生态安全 

 

下午 

14:30-15:30 春日宅家阅读 

15:30-15:45 眼保健操 

15:45-15:55 《国家相册》 

15:55-16:30           书法练习 名师讲堂 

16:30-17:0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小学 1-2 年级使用。学校疫情

防控知识、学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源从 3

月 9日开始通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

育、公德教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

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

电教馆和新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3 节课，每节课 25 分钟，

每节课教师讲授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5.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 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

个小时。每天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6.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 小学 3-6 年级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9:00-9:20 升旗仪式 早读 

9:30-9:55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数学（第二周起） 

英语 数学 英语 语文 

9:5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00 道德与法治 数学 语文 语文 数学 

11:00-11:15 课间休息 

11:15-11:40 英语 科学 道德与法治 科学 生命生态安全 

 

下午 

14:30-15:30 春日宅家阅读 

15:30-15:45 眼保健操 

15:45-15:55 《国家相册》 

15:55-16:30         书法练习 名师讲堂 

16:30-17:0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小学 3-6 年级使用。学校疫情

防控知识、学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源从 3

月 9日开始通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

育、公德教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

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

电教馆和新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3 节课，每节课 25 分钟，

每节课教师讲授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5.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 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

个小时。每天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6.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七年级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30-8:50 升旗仪式 早读 

9:00-9:30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英语（第二周起）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9:30-9:45 课间休息 

9:45-10:15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10:1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05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11:05-11:20 课间休息 

11:20-11:50 道德与法治 自习 生命生态安全 道德与法治 自习 

 

下午 

14:00-15:00 春日宅家阅读 

15:00-15:15 眼保健操 

15:15-15:45 书法练习 

15:45-16:00 课间休息 

16:00-16:10 《国家相册》 

16:10-16:40 师生互动答疑 名师讲堂 师生互动答疑 心理健康辅导 师生互动答疑 

16:40-17:3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初中一年级使用。学校疫情防控知识、学

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心理健康、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源从 3月 9日开始通

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公德教

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电教馆和新

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教师和学生需同时收看。“师生互动答疑”由学生和自己的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

等平台和方式进行互动答疑。 

5.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4节课，每节课 30 分钟，每节课教师

讲授时间不超过 20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6.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

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分钟。 

7.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八年级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30-8:50 升旗仪式 早读 

9:00-9:30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英语（第二周起）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9:30-9:45 课间休息 

9:45-10:15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10:1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05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11:05-11:20 课间休息 

11:20-11:50 道德与法治 物理 生命生态安全 道德与法治 物理 

 

下午 

14:00-15:00 春日宅家阅读 

15:00-15:15 眼保健操 

15:15-15:45 书法练习 

15:45-16:00 课间休息 

16:00-16:10 《国家相册》 

16:10-16:40 师生互动答疑 名师讲堂 师生互动答疑 心理健康辅导 师生互动答疑 

16:40-17:3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初中二年级使用。学校疫情防控知识、学

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心理健康、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源从 3月 9日开始通

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公德教

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电教馆和新

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教师和学生需同时收看。“师生互动答疑”由学生和自己的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

等平台和方式进行互动答疑。 

5.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4节课，每节课 30 分钟，每节课教师

讲授时间不超过 20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6.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

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分钟。 

7.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 高一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00-8:20 升旗仪式 早读 

8:30-9:10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英语（第二周起） 

语文 化学 语文 生物 

9:10-9:25 课间休息 

9:25-10:05 地理 物理 数学 历史 语文 

10:0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15 数学 英语 思想政治 英语 数学 

11:15-11:30 课间休息 

11:30-12:00 个性化学习 

 

下午 

14:00-15:00 春日宅家阅读 

15:00-15:15 眼保健操 

15:15-15:45 个性化学习 《中国诗词大会》 个性化学习 《中国诗词大会》 个性化学习 

15:45-16:00 课间休息 

16:00-16:10 《国家相册》 

16:10-16:40 师生互动答疑 名师讲堂 师生互动答疑 心理健康辅导 师生互动答疑 

16:40-17:3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高中一年级使用。学校疫情防控知识、学

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中国诗词大会、心理健康辅导、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

源从 3月 9日开始通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公德教

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电教馆和新

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个性化学习”时间，学生可系统复习过去所学学科知识、进行学科知识上的查漏补

缺、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选学习内容。 

5.教师和学生需同时收看。“师生互动答疑”由学生和自己的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

等平台和方式进行互动答疑。 

6.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4节课，每节课 40 分钟，每节课教师

讲授时间不超过 20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7.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

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分钟。 

8.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四川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学案安排表 

年级： 高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00-8:20 升旗仪式 早读 

8:30-9:10 

学校疫情防控知识

（第一周） 

英语（第二周起） 

语文 数学 历史/化学 数学 

9:10-9:25 课间休息 

9:25-10:05 数学 英语 思想政治/物理 语文 地理/生物 

10:05-10:35 眼保健操/课间操 

10:35-11:15 历史/化学 思想政治/物理 地理/生物 英语 语文 

11:15-11:30 课间休息 

11:30-12:00 个性化学习 

 

下午 

14:00-15:00 春日宅家阅读 

15:00-15:15 眼保健操 

15:15-15:45 个性化学习 《中国诗词大会》 个性化学习 《中国诗词大会》 个性化学习 

15:45-16:00 课间休息 

16:00-16:10 《国家相册》 

16:10-16:40 师生互动答疑 名师讲堂 师生互动答疑 心理健康辅导 师生互动答疑 

16:40-17:30 室内体育运动 

说明： 

1.本学案安排表供我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高中二年级使用。学校疫情防控知识、学

科教学、春日宅家阅读、国家相册、中国诗词大会、心理健康辅导、名师讲堂等相关课程资

源从 3月 9日开始通过有线电视、IPTV、网络平台进行推送。 

2.“名师讲堂”，由省级名师结合本次疫情防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公德教

育、法治教育、健康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等。 

3.“春日宅家阅读”活动，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报刊社、省教科院、省电教馆和新

华文轩共同举办的阅读征文活动。 

4.“个性化学习”时间，学生可系统复习过去所学学科知识、进行学科知识上的查漏补

缺、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选学习内容。 

5.教师和学生需同时收看。“师生互动答疑”由学生和自己的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

等平台和方式进行互动答疑。 

6.上午主要安排学科教学，每天学科教学不超过 4节课，每节课 40 分钟，每节课教师

讲授时间不超过 20分钟。下午为素质拓展类课程/活动。 

7.每天阅读时长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锻炼时长（含课间操等）不低于 1个小时。每天

两次眼保健操，每次课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15分钟。 

8.每周一上午举行升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