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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科书变迁看教育发展
本期关注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课
本。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教科书独特的魅
力。作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知识载体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浓缩，70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之路见证着教材建设和教育
改革的足迹。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每年开学季，这首熟悉的古诗

就会在教室中响起。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以来，一
代 又 一 代 中 国 人 正 是 吟 诵 着 《咏
鹅》 走过了童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
教社”）中语室副主任朱于国说，《咏
鹅》编入的“秘密”在于，它所透出的
审美特质是孩童式的，正因为它贴近
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几十年来，语文
课本都将其作为打头的古诗编入。

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是教科书独特的魅力。在物
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触到的
第一本书就是课本。

而在不断探求学科规律的同时，
“发展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教科书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拿德育
科目来说，从“政治”“思想品德”到“品
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再到今天的

“道德与法治”，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
是教材背后反映的观念和时代。

人教社图书馆书库开辟了一个
单独的区域，专门存放新中国成立以
来甚至是清末民国以来的教科书。
作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知识载体以
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浓缩，它们见证
着教材建设和教育改革的足迹。

新中国有了全国通
用教材

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语文教育界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文道
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语文教学
应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还是以语
言训练为主，还是“文”“道”并重。

其实，这场讨论的爆发蓄势已
久，此前，语言、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系已经争论了近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共和国教
育面前的第一道问题就是没有统一
的教科书。1950 年 12 月，为了统一
编写出版新教材，出版总署、教育部
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
自题写了社名，人教社从此承担起了
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历史重任。

在文化干部奇缺的年代，人教社
逐渐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专家、
教师、学者，参与教科书编写。他们
以老解放区的教材为基础，迅速编写
了新中国的第一套通用教材，于1951
年秋季陆续供应。之后在 1956 年，
又根据新中国第一部教学大纲编写
出了一套全新的教材，即人教版第二
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语
文教学的质量仍有待提升，当时，一种
意见认为，主要是对语文学科的教育目
的认识不清，把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混
合在一起，使得两者都得不到很好的发
展。此后几年，中学语文界开始了汉
语、文学分科教学的研究和准备。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批准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
的报告》，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
文学分科教学，一场具有开创性的改
革拉开序幕。决策层之高，酝酿时间
之久，编写准备之充分，指导思想与
编排之新颖，均前所未有。

这 套 教 材 受 到 了 师 生 广 泛 欢
迎。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

语文教育专家庄文中当时正在上高
中，他翻开文学第一册的课本，“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映入眼帘，那种新鲜感跨越了几
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分科教学的实验随着反右
派斗争、大跃进的开展戛然而止，匆
忙编出的“应急”语文课本再次选入
大量政治时文，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
政治性功能，这成为“文道之争”的主
要背景。

经过“文道之争”这场大讨论，语
文界基本统一了认识，承认语文的核
心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
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得到认同。此
后，除“文革”期间造成的摇摆外，语
文的“文”与“道”不再是主次之争，而
是如何在教学中统一。

这场大讨论为 1963 年中小学语
文教学大纲和人教版第四套教材的
出台指明了方向。大纲开宗明义，首
次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学
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
工具。强调重视语文基本知识和基
本能力训练，并搭建了阅读、写作、文
学、语言等语文教学内容的框架。“这
完成了对语文学科认识的第一次跨
越。”庄文中说。

梳理语文学科的发展脉络，从
“文道之争”，到“工具性”占上
风，到上世纪 90 代改变语文纯工具
性理念，赋予语文的文化内涵，到
新世纪提出语文的“人文性”，再到
如今中小学语文教材由国家统一编
写、审查、使用⋯⋯不同时代，语
文教材以其显性变化，彰显出其蕴
含的对语文学科及其育人功能的再
认识和不断深化。

而随着时代发展、教科书和学科
自身的发展进步、教育理念和育人目
标的深化，像语文一样，其他学科同
样实现了跨越性发展。这种变化，成
为70年来教科书始终与时代同行的缩
影。

中小学教材越来越
科学化体系化

1977年，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期
待已久的春天。复出伊始的邓小平
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这年冬
天，关闭了 11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迎
来了 570 万从工厂、农村、部队赶来
的考生。

高考恢复了，然而却没有合适的
教材。

万千头绪中，邓小平敏锐地把目
光放在了课程教材建设上，多次疾呼
加强教材建设。在 1977 年 8 月科学
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
平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
教材”。1977 年 9 月，全国中小学教
材编写工作会议召开，几百位专家齐
聚北京，编写“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
全国通用教材。随后，人教社逐步恢
复到“文革”之前的规模。

1977年夏天，像其他被调来编写
教材的教师以及从全国各地调回人
教社的老编辑一样，北京外国语学院
附校英语教师刘道义赶来人教社报
到，从此与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紧密
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时间紧迫，英语编写组借调
的14位教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两三人
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个个全力

以赴，似乎想把被压抑了多年的能量一
下子喷发出来。”刘道义回忆说。

这套崭新的各学科教材于 1978
年秋季发放到了中小学新生手中，
对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学数学课本中首次出现了

“微积分”，并参考了当时国外教科
书编辑的一些先进经验。但由于对

“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现状
估计不足，这套教材普遍存在深、
难、重问题，也造成了此后十几年不
断压缩、精简教学内容，降低、限制教
学要求的情况。

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
出“ 有 步 骤 地 实 行 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1986 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新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随之颁布，
催生着酝酿已久的九年义务教育教
科书的诞生。

人教社在这个时期成立了课程
教材研究所，不断承担国家和教育部
的重点课题，加强教材编写的学术性
和科学性。新编的义务教育教材在
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力图按照学
生的认知规律安排教材结构，循序渐
进地学习。在强调基础知识的同时，
也充分关注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
的提升，并出现了教师教学用书、自
读课本、录音带、幻灯片等立体化配
套教学资源。

“经过时间检验，能够流传下去的
作品并不多，选出真正文质兼美的作
品不容易。”庄文中说，在为上世纪90
年代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时，他浏
览了大量诗歌选本，抱着实验的态度，
将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选入其中。

未承想，这首富有时代气息的朦
胧诗大受欢迎，引起了热烈讨论。这
也促使教材编辑们进一步思考教材内
容的经典性和时代性的兼顾。

外语教材编写也在不断创新。
1985年，教育部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大规模的学科调查，历时一年零
七个月，结果显示，中学生英语水平
偏低，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
不可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语一度不
受重视，1956 年后，英语教学才在
中国逐渐发展起来。1978 年年底，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在
夜幕中离开北京，留学潮激起了第
一朵浪花。1982 年，中央电视台开
始在每周二、四、六晚上及周日上
午开播 《跟我学》 节目，为国人打
开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中国掀
起一轮英语热。

1984年，英语正式以一门主科的
地位进入高考。4 年后的秋天，人教
社获准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合作，合
编一套初中英语教材。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
还是头一次，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
河。1993年秋季开学，李雷、韩梅梅、
Jim、Lily、Lucy，还有一只会说话的
鹦鹉 Polly，开始与全国的初中生们
一同成长。

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引起了孩子
们的思想共鸣，以至于镶嵌在记忆
里，成为整整一代“80后”长久的集体
回忆。

同样亲历过这段教材编写岁月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英语编辑张献臣
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教科书编

者，最大的幸福，该莫过于此吧？”
走过了教材秩序的规整和重建，

中小学教材守正创新，大步迈向教材
编写的科学性、体系化。面向新世
纪，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新鲜气息，教
材建设开启了一段新的航程。

从知识教育走向素
质教育

16 开大小的书页上，“天地人”
“你我他”6 个楷体字分两行呈现，
占据了书页的三分之一。为配合课
文，背景图画用了现代画家傅抱石
的国画作品 《一望大江开》，寥寥几
笔，勾扯出天地广阔和人的渺小。

2017 年 9 月，新学期第一节语
文识字课，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年
级 （1） 班的学生们捧着新的语文课
本学习这6个生字，字的周围没有拼
音。

拼音学习被安排在了一个多月
后，看似简单的顺序调整，实际上
体现了把汉语、汉字摆回第一位的
理念。“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
具，不是目的。”统编版语文教材主
编 、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教 授 温 儒 敏
说，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帮助
孩子们建立对汉字原初的感觉。

与清华附小的学生们一样，全国
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的学生们都拿
到了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3个科目
的国家统编教材。2019 年 9 月之后，

“统编本”三科教材覆盖了义务教育阶
段所有年级。同时，统编高中三科教材
也在全国6个省份投入使用。

这是“一套”站在新时代历史节点
上的教材，背后是 240 余位编者耗时
多年心血的“国家行动”，也是一场为
学生打下“中国底色”的筑基工程。教
材坚持德育为先、以学生以本、继承发
展的指导思想，加强了爱国、爱党、爱
社会主义教育，尤其突出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
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进
一步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相比此前的“一纲多本”教材，统
编语文教材注重引导学生课外阅读、
整本书阅读，以培养学生的理想信
念、文化自信、责任担当为核心，注重
语文教材的铸魂培元作用；历史新教
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化国家认
同，引导学生认清历史发展规律，使
学生认识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道德与法治（高中为“思想政治”）新
教材着重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始
终贯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条主线。

而三科教材由国家统一编写、统
一审查、统一使用，成为新世纪以来
教科书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时间回到新世纪初，2000 年年
底，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的历史重任。站在世纪之交的
拐点，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
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2001 年，教育部印发 《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拉开
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

同时，在这次课改中，地方和学校
课程开发的自主权大大增加，一批地
方课程、校本课程开设，增设了选修和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音体美课程逐渐
开齐开足。启发式学习、参与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等新的教学方式，让“教与
学”发生深刻变化。2016 年，诸多探
索和研究凝结为“核心素养”一词。

多年来，课程教材改革的所有变
化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培养学生适应
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和
素质。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
意志，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
要载体。而在所有科目中，三科教材
的意识形态属性强，是国家意志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
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

当三个科目由“多”变“统”，并非
是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其
释放的信息清晰而明确，是着眼于时
代要求、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教育、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
见》，明 确 教 材 建 设 是 国 家 事 权 。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
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

翻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81年《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9年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重要文件可
以发现，时代的发展对人才培养的目标
在不断深化，加之学科自身发展的经验
总结、教材编写者的思想变化和国外先
进教育理念的影响，共同推动着教学大
纲、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科书的变革发
展。

70年来，教材的每次革新都走在
了教育改革的头阵，可以说，一本教
科书既要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
又要体现时代性、面向未来，承担
着提升教育质量的重任，事关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这背后，包括人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教育科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
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等一
批出版机构和一大批专家学者、中
小学老师，为教科书和教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对教材的
理解已有了全新的视野。教科书的
功能不再是标准答案和知识的承载，
而是激活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的源
泉。新世纪以来教育信息技术的飞
速 发 展 又 加 快 了 教 材 数 字 化 的 进
程。封闭、静态、平面、保守的教材观
正在被打破。教科书正从传统的注
重学科知识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
走向关注学生能力发展、走向立体交
互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编了多年教材，并曾主持制定
1996年版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今年81
岁的庄文中有了“看山不是山”的体
会。在他看来，语文教材并非只是指
单纯的知识、技能，而应该是一个很宽
泛的概念，与教学和素养、教师和社会
等因素紧密相关，它的角色更像是一
粒种子，把知识埋在学生心中，伴随学
生身心发展而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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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950年12月，出版总署、
教育部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1年秋，新中国的第一
套通用教材编写完成，开创了全
国使用统一教材的格局。

•1977年9月，全国中小学
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召开，确定编
写“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
用教材。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
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教材制度从

“国定制”跨向“审定制”。
•2001年5月，《国务院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
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2001
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再次
对教科书制度作出明确指示，

“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
材多样化政策”。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
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
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2017年3月，教育部教材
局成立。

•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
员会成立。

•2017年9月1日起，教育
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三科教材——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
史，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
始年级投入使用。

•2018年5月，第一个国家
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课
程教材研究所正式成立。

•2019年9月，义务教育统
编三科教材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
有年级。

1951 年秋
季，由人教社
改编或修订的
中小学教材在
全 国 正 式 使
用。这是第一
套人教版全国
通用的中小学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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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中心完小学生正在使用统编语文教材。 本报记者 王家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