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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
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编
写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 数学（A版）》必修第一册获得基础
教育类教材特等奖。以高中数学为代表的人教社理科课程教材编
写团队这次获奖颇丰、引人注目。人教社编写的理科课程教材不
仅好学，而且耐看；不仅严谨，而且前沿；注重传授知识，更注
重铸魂育人。

“标准”的理科课程教材，给常人
的印象是复杂的概念和冰冷的数字。
长串的公式推导，能融入多少人文关
怀？人教版理科课程教材，却在科学
思维中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让理科课
程教材也有了特别的育人功能和价值。

翻开《普通高中教科书 数学（A
版）》必修第一册，第四章《指数函数
与对数函数》的篇章页配图是我国世
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这一章
提出了“考古学家测定遗址年代利用
了什么数学知识”的问题，进而由放
射性物质的衰减引出本章要学习的指
数函数内容。在正文中，又通过具体
例题计算出“良渚古城”约存在于
5000年前。

看似简单的“良渚古城遗址”设
计，背后着实费了一番功夫。近年
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社会各界都很关注。人教
社中学数学编辑室主任、教材副主编
李海东与责任编辑商量，修改原定方
案，在指数函数部分设计“良渚古
城”相关内容，因为“良渚古城”代
表了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史，能更好
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他们查阅了“良渚古城+瑶山遗
址+11条水坝”的草茎检测、树轮校
正数据等考古资料，仍然无法确定题
目中的“起始判定年”如何修改。求
教了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相
关工作人员之后，李海东又专门向考
古学者详细地讨教了碳-14 的起算
年、树轮校正的意义、半衰期的惯用
数值等学术问题，共同讨论并确定了
题目的表述方式，使之更符合考古学
的实际操作。

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在数学
教科书里设计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数
学学科在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作用。”李海东说。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这句诗不仅出现在语文教材中，
必修教材《生物学》也用这句诗导入
了生命系统中能量的转换和利用问
题。这种尝试是新教材通过有机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文化
自信和人文底蕴的一个缩影。2017年
2月初，有网友发起一个话题：有哪
些让你难忘的理科课程教材？征集到
的回答中，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
准实验教科书 生物学》（以下简称
《生物学》）呼声很高。“明明是一套
理科教科书，却有浓郁的人文气息。”
这套生物学教科书成为很多学生求学
生涯中的温暖回忆。

2017 年的重点科技成就“克隆
猴”、世界上首个人工合成蛋白质、在

“单细胞基因组测序”方面的突出成
就、国产Bt 转基因抗虫棉，以及屠
呦呦成功提取青蒿素、
我国名列发酵产业大国、
塞罕坝生态的人工保护恢
复……《生物学》中反映
我国科学家和我国科技成
就的内容明显增多。人教
社生物编辑室主任谭永平
表示：“通过介绍我国在
科技、经济、环境保护、
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体现我国正在阔
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激发学
生的强国豪情。”

人教社的地理、物理、化学教材
也用各种方式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充分体现了理科特有的育人价
值与功能。

高中地理教材有意识地增加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例如，“水循
环”一节的情境设计，引用了我国古
人对水循环的思考和描述；“地貌的观
察”一节的情境设计，选择的是詹天
佑对京张铁路八达岭段的巧妙设计；

“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一节，选择了江
南水乡、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安徽宏
村、福建永定土楼、北京四合院等内
容；以“自学窗”的形式介绍了我国
二十四节气、郭守敬与《授时历》等
闪耀着东方智慧的知识。

高中化学教材注重挖掘中医中
药、我国传统饮食和传统工艺中与化
学相关的内容，使学生能用历史和发
展的眼光看问题；突出我国化学科技
的发展和科学家的贡献，如我国成功
研制的超级钢、歼击机使用的高性能
隐形涂料，以及我国科学家侯德榜、
徐光宪、屠呦呦的贡献等。

高中物理教材新修订版特意增加
了一些内容。例如，在“科学漫步”
阅读栏目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中
增加了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
相关内容，补充了我国射电望远镜

“天眼”的相关内容，同时专门介绍了
科学家南仁东克服困难、献身科学事
业的事迹，还特别增加了我国科学家
如钱学森、赵忠贤、吴健雄在相关领
域的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
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我国科技文
化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在近代也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教材中应该合理地
反映这些贡献。”人教社资深物理编审
彭前程说，“教材中有意识地反映我国
科技成果和我国科学家的事迹，既可
以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科技的发展就
在身边，同时也会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有利于学生树立献身我国科学
事业的情怀。”

新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召开统稿会集中讨论是教材编写
的必经之路。

“你们开了两天会，吵了两天，
我就是听不懂你们在吵什么。”有一
次，高中数学教材编写组在会议室开
教材讨论会，会议室的服务员说。为
了编写教材，高中数学的概率统计
组，在吃饭和散步时还争得面红耳
赤。如果数次讨论仍无果，就邀请各
知名高校的统计学专家开会，进一步
讨论确认。

在人教社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这
种“面红耳赤”是常见的。谭永平
表示，统稿会就是一个编写组发挥
民主精神、广开言路的场合。主编
往往要以身作则，拿自己写的提纲
和稿子作“靶子”，倾听大家的“炮
轰”。在意见不同时还要进行表决，
目的就是精益求精，保证教材编写
的严谨。

创新也是教材编写永恒的主题。
翻开生物学《分子与细胞》新教材，
会看到很多似曾相识但又有明显变化
的章节内容。例如，新教材第一章
《走近细胞》和原教材第一章中都有
“细胞学说”的内容，原实验教材以
“资料分析”的形式呈现，而新教材
把它设置为“思考·讨论”栏目，
其中的４道讨论题强调了获取证据

和评价证据的重要性，还特别引导
学生思考“科学观察、归纳概括”
等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
这对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是非
常有利的。

以学生为本，也成为小学数学教
材创新的着力点。人教社小学数学编
辑室主任王永春经过深入研究，创新
性地提出了新的教材观：生本
教材。生本教材的主要思想
是重新审视教材的性质
和用途，较之于将教材
定位为教师用以教学
的教材，更加强调
教材作为学生
使 用 的 学 材
的性质。

早 在 2015
年，人教社小学
数学编辑室就成
立了关于教材改革
的研修团队。“我
们的教育实际上希
望达到这样一个境
界，即让儿童自己教育自己。儿童早
晚得独立、自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尽早地学会自己教育自己。”王永春
说，人教版下一套小学数学教材将以
生本学材为基础编写，重点解决两个

问题：一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
代，小学数学的本质价值到底是什
么？二是学生怎么学习，教师怎么
教，才能获得数学的本质，才具备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让我们终身受
益？

有人说编辑工作是“为他人
做嫁衣”，人教社的编辑

则把每一本教科书都看成自己的孩
子。每一次编写修订教科书，编辑都
要经历一次由孕育、煎熬到阵痛的全
过程，无怨无悔地倾注着心血，才能使
书稿成为合格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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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中学数学编辑室老编辑薛

彬的口头禅是“不出错，尽量避免出
错”，这不仅因为人教社对教科书的
审读很严格，还因为在很多人眼中，
教科书就是“标准”——查找初等数
学的定义、符号、公式、表述时，人
们首先信服的就是教科书。

“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成为人
教社编辑紧绷的弦。这种“精确”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编辑“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养成的审慎态
度。编写高中数学教科书时，作者和

责任编辑都要完
整地做一遍教材
习题并进行验
算，还邀请了全
国 30 多名一线
教师逐字逐句对

教材进行审读。物理、化学和生物教
材中的所有实验，编辑都要到实验室
亲自验证一遍或者数遍。化学教科书
还特别强调了实验安全教育，重视学
生安全意识的养成。

课堂检验是人教社教材编辑的重
要一环。在高中数学教材编写的后
期，编辑从全书的每一章中选出一到
两处“关键和疑难”，在课堂上检验
和再检验。导数原本是高等数学的内
容，为了让学生理解其刻画瞬时变化
的本质，编辑多次到深圳中学与合作
教师反复进行课堂检验，才制定出了
满意的教材编写方案。

在人教社理科课程教材中，哪怕
只是一张图，背后也有精确的考量。
如高中生物学教材对原有插图作了大
量更新，努力提高教材的插图水平和
插图质量，并提升插图的有效性。《普
通高中教科书 生物学（必修） 遗传
与进化》中的“生物进化的历程”示
意图，是在参考了数百份资料的基础
上绘制的。绘制初稿后请相关领域专
家审阅把关，创作人员反复修改，历
经半年才终于完成。

教材的每一处细节设计，都体现
着编辑的匠心和细心。如物理教科
书，除了在调研、分析中外物理教材
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框架和体系结构

外，编辑室还专门成立了科学思维培
养研究小组、物理探究实验研究小
组、习题配置小组和课外专题研究小
组，另外还有教材试教小组等。高中
物理教材每章都设置了“拓展学习”
栏目，内容多为知识或方法的拓展，
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学。为了体现内
容弹性、开阔学生的视野，还专门设置
了“科学漫步”栏目，内容包括物理知
识的扩展和物理学史的介绍。每章还
精心设置了A、B两组原创习题，前
者供全体学生练习，后者供学有余力
的学生选做。

严谨细致、装帧精美的教材背
后，是人教社理科编辑无数个日夜的
辛劳。正是他们精益求精、执着追
求、不断修订完善，才编出了一套套
好学好用的教材。

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除了
特等奖之外，人教社的数学、物理、
化学、地理、生物、信息技术等9种
义务教育教材获得一等奖，多种教材
获得二等奖。人教社将继续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守正创新，用心打造适
应新时代新要求的精品教材和教育图
书，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
进一步发挥教材建设国家队、主力军
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任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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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人教社
教材的编写并不为过。编研一体、学
术立社，是人教社的优良传统。人教
社的教材编写，一直植根于对基础教
育课程和教材编制规律的深厚研究，
在编研结合的工作中，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教材编写实践，又从教材编写实
践中获得研究启示。

2019年，人教版《普通高中教科
书 数学（A版）》顺利面世。在此
之前，人教社中学数学编辑室已经为
这套书进行了5年的研究、编写、编
辑工作。2014年1月，主编章建跃组
织召开了“人教A版高中数学课标教
材修订专题研究课题”启动会。大家
对即将开始的研究工作的敬畏要远大
于兴奋，因为研究从来都是教材编写
的基础，研究的成败是关系教材编写
质量的“生命线”。

人教社中学数学编辑室宋莉莉与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教师桂思铭，在
研究中注意到了“为什么‘数列’在
中学课程中存在了 100 多年”的问
题。“数列”虽然在教科书上“朴素
无华”，在实际教学中却集高难度技
巧于一身，千变万化、绚烂多彩。为
了准确发掘“数列”的育人价值，宋
莉莉到中学去听课，访谈了中学教
师、教研员和数学史专家，还与桂思
铭老师一起设计修订方案，反复实
验，最终理解了“数列”的重要育人
价值：它与古代数学的研究传统有
关，即可以把“数列”作为一种模
式，探究其中项的取值规律，使学生
在“做数学”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提高数学素养。

人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 生物
学》的修订自2016年春正式启动以
来，历时3年有余，其间几十人的编
写团队反复研讨打磨，上百名专家和
教师参与审稿，上千名学生参与试
教。在修订工作开展之前，还有数年
基于课题研究的准备，可谓“十年磨
一剑”。教材修订以《普通高中生物
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为依
据，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在
广泛调研、总结反思的基础上，继承
原实验教科书的优点，充分考虑教学
实际情况，同时借鉴国际科学教育发
展的新成果，全面提升教材育人价
值。

在研究的基础之上，人教社理科
课程教材的编写以“教师便教、学生
乐学”为目标，使教材既密切联系学
生生活经验又符合我国大多数地区和
学校的实际，做到利教利学。教材尽
量用既通俗又科学的方式表述概念、
原理和基本理论。设计活动时，务求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设置不同层
次、不断进阶的问题串，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学习欲望，促使学生的思维层
次不断深化。

人教社在修订高中地理教材时，
注意用既通俗又恰当的方式表述一些
地理基本概念。例如，把“植被”通
俗地解释为“自然界成群生长的各种
植物的整体”，用“溶解于水的矿物
质随水的下渗向下运移”来解释“淋
溶”这一专业概念，等等。还有一些
教材正文中不方便展开解释的概念，
包括光年、生物量、裸地等，则通过
注脚的形式，给以通俗的解释。

高中化学教材的体系结构安排重
视学科逻辑、教师教学与学生认知的
关系，按照理论知识与元素化合物知
识穿插安排的设计思想，整合了旧版
必修模块的内容，调整了章节顺序。
教材体系结构的优化，考虑了大多数
地区和学校的实际教学情况，有利于
均衡必修课程全年的教学安排，也有
利于减轻教学负担。

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和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信息技术设备、教师水
平、学生基础等差异较大，高中信息
技术教材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还
具有一定的弹性。教学内容尽量“求
新不增难、保底不封底”，以“保证
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就能掌握”为
原则，满足不同教师和学生对多样化
教材的需求。

人教社于2021年4月通过“问卷
星”针对高中生物学新教材进行在线
调查，收到有效问卷6838份。问卷
显示，广大教师对高中生物学新教材
高度认可。认为新教材体现学科核心
素养“非常充分”和“充分”的合计
为87.53%；认为新教材的整体结构
与编排顺序“很合理”和“比较合
理”的合计为91.13%；对使用教材

“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的合计
为97.58%；认为教材中的实验与探究
活动“非常有价值”和“比较有价
值”的合计为90.98%。此外，教师认
为新教材比原教材“有明显改进”和

“有改进”的合计为97.81%。这些数
据，反映了一线教师对包括生物学教
材在内的人教版理科课程教材的普遍
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