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全国优秀教材（基础教育类）奖励名单

特等奖（3项）

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1
义务教育
三科统编
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
德与法治一年级至
九年级（共18册）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2版
第1版
第1版

978-7-107-31205-2
978-7-107-31482-7
978-7-107-31933-4
978-7-107-32345-4
978-7-107-32894-7
978-7-107-33330-9
978-7-107-33512-9
978-7-107-34071-0
978-7-107-33513-6
978-7-107-34159-5
978-7-107-33556-3
978-7-107-34146-5
978-7-107-31245-8
978-7-107-31480-3
978-7-107-31957-0
978-7-107-33164-0
978-7-107-32731-5
978-7-107-33134-3

小学
初中

总 主 编：鲁洁,朱小蔓
一上主编:孙彩平
一下主编:孙彩平
二上主编:孙彩平
二下主编:孙彩平
三上主编:高德胜
三下主编:高德胜
四上主编:高德胜
四下主编:高德胜
五上主编:金利,王必亚,寇彧
五下主编:顾瑾玉,王必亚,王玉平
六上主编:王敬波,高德胜
六下主编:高德胜，林培英
七上主编:王磊,刘朝振
七下主编:王磊,李晓
八上主编:李晓东,黄向阳,曹金龙
八下主编:陈大文,王敬波,张祖涛
九上主编:高国希,杨一鸣
九下主编:高国希,吴蓉,秦书珩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省中小学
教研室，河北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出版社，济
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北京市西城区教育
研修学院,南京大学附属中学，同济大
学，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南京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义务教育教科书语
文一年级至九年级
（共18册）

第1版

978-7-107-31240-3
978-7-107-31520-6
978-7-107-31932-7
978-7-107-32383-6
978-7-107-32902-9
978-7-107-33178-7
978-7-107-33555-6
978-7-107-34120-5
978-7-107-33580-8
978-7-107-34160-1
978-7-107-33579-2
978-7-107-34191-5
978-7-107-31244-1
978-7-107-31488-9
978-7-107-31931-0
978-7-107-32361-4
978-7-107-32805-3
978-7-107-33121-3

小学
初中

总 主 编：温儒敏
小学主编：陈先云（执行）,曹文
轩,崔峦,李吉林
初中主编：王本华（执行）,曹文
轩,顾之川,张笑庸

北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省南通
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吉林省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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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1
义务教育
三科统编
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历
史七年级至九年级
（共6册）

第1版

978-7-107-31243-4
978-7-107-31481-0
978-7-107-31922-8
978-7-107-32384-3
978-7-107-32903-6
978-7-107-33354-5

初中

总 主 编：齐世荣
七上主编:瞿林东,叶小兵
七下主编:瞿林东,叶小兵
八上主编:郭双林,李伟科
八下主编:郭双林,李伟科
九上主编:侯建新,许斌
九下主编:侯建新,许斌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天津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213-0988-1 高中
主  编：陈琳
副主编：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3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A版）
必修第一册

第1版 978-7-107-33565-5 高中
主    编：章建跃,李增沪
副 主 编：李勇，李海东，李龙才
本册主编：李海东,郭玉峰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40项）

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1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思想政治4必修生活与哲学

第6版 978-7-107-32710-0 高中
编委会主任：田心铭
本册主编：孙熙国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四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8096-2
978-7-107-29077-0

小学
主  编：卢江,杨刚
副主编：王永春,陶雪鹤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一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303-14497-6
978-7-303-15365-7

小学
主    编：刘坚,孔企平,张丹
一上主编：刘可钦，张红
一下主编：张红，刘可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
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4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303-14765-6
978-7-303-15559-0

初中

主    编：马复
副 主 编：史炳星,章飞
七上主编：顾继玲
七下主编：史炳星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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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5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八年级
上、下册

第3版
978-7-5537-1190-4
978-7-5537-2273-3

初中 主  编：杨裕前,董林伟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省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

6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467-4
978-7-107-25247-1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曹洁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7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2108-6
978-7-5135-2631-9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8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七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第1版

978-7-107-24470-4
978-7-107-25222-8

初中
主  编：刘道义,郑旺全,David 
Nunan
副主编：张献臣,张雅君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9
高级中学课本英语（新世纪
版）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试用本）

第1版
978-7-5446-4371-9
978-7-5446-5081-6

高中
主    编：戴炜栋
分册主编：何兆熊,陈立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10
普通高中教科书俄语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107-33595-2 高中
总 主 编：赵为,丁曙
副 主 编：田旭
本册主编：李莹

黑龙江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1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
全一册

第1版 978-7-5478-1284-6 初中 主   编：廖伯琴 西南大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12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
上、下册

第3版
978-7-5345-9337-6
978-7-5345-9336-9

初中

主    编：刘炳昇,李容
副 主 编：叶兵,贾克钧
八上主编：王瑜
八上副主编：仲扣庄
八下主编：徐荣亮
八下副主编：杨树崤，陆建隆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苏
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扬州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

13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九年级
全一册

第1版 978-7-303-16126-3 初中
主    编：闫金铎
执行主编：苏明义
副 主 编：王杏村，邓丽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
校，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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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14
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107-33576-1 高中
总 主 编：彭前程,黄恕伯
本册主编：彭前程,秦建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南昌市第三中学，北京
市十一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15
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九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501-5
978-7-107-24498-8

初中 主   编：王晶,郑长龙 人民教育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6
普通高中教科书化学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331-9848-0 高中
总 主 编：王磊,陈光巨
本册主编：王磊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17
普通高中教科书化学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107-33574-7 高中
总 主 编：王晶,郑长龙
本册主编：王晶,毕华林
本册副主编：冷燕平，乔国才

人民教育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七年
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454-4
978-7-107-25258-7

初中 主  编：朱正威，赵占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
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必修1
分子与细胞

第1版 978-7-107-33627-0 高中
主    编：朱正威，赵占良
副 主 编：何奕騉
本册主编：温青，谭永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
社，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八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6400-9
978-7-107-27420-6

初中

主    编：樊杰
副 主 编：高俊昌
八上主编：袁书琪,丁尧清
八下主编：袁孝亭,覃燕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民
教育出版社，福建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1
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107-33875-5 高中
总 主 编：樊杰,高俊昌
本册主编：李秀彬,丁尧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民
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204-1196-7 高中
主  编：王民
副主编：蔚东英，田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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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23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二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191-1572-2
978-7-5191-1742-9

小学
主  编：郁波
副主编：喻伯军,童海云,唐莲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教育厅教研
室，广东省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沈阳
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4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二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499-7280-7
978-7-5499-7736-9

小学
主  编：郝京华,路培琦
副主编：叶枫,卢新祁

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市河西区教育中心，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25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617-9521-7
978-7-5617-9516-3

初中

主  编：袁运开
副主编：刘炳昇,钱振华,王顺义
七上主编：刘炳昇
七下主编：王运生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附属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6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术必
修1数据与计算　

第1版 978-7-107-33845-8 高中
总 主 编：祝智庭,樊磊
副总主编：高淑印，郭芳，李锋
本册主编：李锋,高淑印

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27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术必
修2信息系统与社会

第1版 978-7-5428-7036-0 高中
主  编：郑骏
副主编：沈富可
分册主编：王旭卿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28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一册

第1版 978-7-5617-9820-1 初中
主  编：季浏
副主编：汪晓赞，潘绍伟，谭华，
孟文砚，庄弼

华东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广东省教育研
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9
普通高中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必修全一册

第1版 978-7-107-33573-0 高中 主  编：李志刚,骆秉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都体育学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一年级
下册

第1版 978-7-102-05805-4 小学
主  编：常锐伦,欧京海
副主编：侯令，王振华

首都师范大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市
东城区崇文小学

人民美术出版社

31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三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10-4743-8
978-7-5310-4803-9

小学
主  编：徐福厚,赵华
副主编：齐龙腾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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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32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56-5397-0
978-7-5356-5395-6

初中

七上主  编：徐冰，李小山
七上副主编：宋子正，刘勉怡，黎
丹，陈卫和，黄啸，陈淑霞
七下主  编：徐冰，李小山
七下副主编：宋子正，黎丹，刘勉
怡，陈卫和，黄啸，陈淑霞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广州美术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

33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七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485-8
978-7-107-25267-9

初中

七上主  编：张小梅,杜永寿
七上副主编：郑莉，林能杰
七下主  编：张小梅,杜永寿
七下副主编：周玖玖，缪军

大连艺术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首都师
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徐州市教育教学
研究室，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

人民教育出版社

34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音
乐鉴赏

第1版 978-7-103-05708-7 高中
主    编：赵季平,莫蕴慧
副 主 编：杜永寿
分册主编：杜永寿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音乐出版
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35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音
乐鉴赏

第1版 978-7-5404-9147-5 高中
主  编：张前,曾赛丰
副主编：李泯，薛晖，罗选久

中央音乐学院，湖南文艺出版社，湖南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文艺出版社

36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
习指导（实验）三年级上、
下册

第1版
978-7-303-17725-7
978-7-303-17712-7

小学
主    编：秦永龙
执行主编：查律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37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
文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1915-0
978-7-107-32326-3

小学
主  编：郑宇，陈先云
副主编：熊宁宁，张立霞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
学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1734-7
978-7-107-31980-8

小学
主  编：卢江,陶雪鹤
副主编：刘丽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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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红色文化小学1—2年级版、
小学3—4年级版、小学5—6
年级版、初中版、高中版(共
5册）

第1版

978-7-5493-7989-7
978-7-5493-7990-3
978-7-5493-7993-4
978-7-5493-7991-0
978-7-5493-7992-7

小学
初中
高中

全套主编：张泰城
小学1-2年级版主编：刘加夫
小学1-2年级版副主编：曾辉，肖贤
小学3-4年级版主编：叶桉
小学3-4年级版副主编：邹盛蓉，杨
海贵
小学5-6年级版主编：周利生
初中版主编：匡胜
高中版主编：张泰城
高中版副主编：肖发生

井冈山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南昌市东
湖区教育科技体育局,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南昌市青云谱区教育体育局，江西师范大
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江西高校出版社

40
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
材·海南版 我们的海洋小学
版上、中、下（共3册）

第1版
978-7-5670-1767-2
978-7-5670-1768-9
978-7-5670-1778-8

小学

编委会主任：盖广生
编委会副主任：李巍然，李航，朱
德洲，杨立敏，杨绥华
上册主编：李巍然
中册主编：盖广生
下册主编：麦康森

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海洋大
学，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中国自然资源报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海洋出版社

二等奖（157项）

序号 获奖教材 各册对应版次 各册标准书号
适用
范围

主要编者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 出版单位

1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语文选修现代散文选读

第5版 978-7-5343-7527-9 高中 主  编：丁帆,杨九俊 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2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数学（试
用本）三年级第一学期、第
二学期

第4版
第5版

978-7-5444-7686-7
978-7-5444-8079-6

小学 主  编：黄建弘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六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8088-7
978-7-107-29103-6

小学
主  编：卢江,杨刚
副主编：王永春,陶雪鹤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4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六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303-14753-3
978-7-303-18124-7

小学
主    编：刘坚,孔企平,张丹
六上主编：朱育红，朱德江
六下主编：朱德江，朱育红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天津市河西区教育中心，嘉
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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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8090-0
978-7-107-29068-8

小学
主  编：卢江,杨刚
副主编：王永春,陶雪鹤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6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四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303-12650-7
978-7-303-18105-6

小学
主    编：刘坚,孔企平,张丹
四上主编：赵艳辉,黄利华
四下主编：华应龙,黄利华,赵艳辉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北
京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7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第1版

978-7-5499-4012-7
978-7-5499-4574-0

小学
主  编：孙丽谷,王 林
副主编：凌国伟,陈春圣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
究室，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州市武
进区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8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二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303-16140-9
978-7-303-17158-3

小学
主    编：刘坚,孔企平,张丹
二上主编：钱守旺,王明明
二下主编：王明明,钱守旺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303-12842-6
978-7-303-18123-0

小学
主    编：刘坚,孔企平,张丹
分册主编：位惠女,陶文中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10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数学（试
用本）五年级第一学期、第
二学期

第4版
978-7-5444-7690-4
978-7-5444-8081-9

小学 主   编：黄建弘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三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499-4014-1
978-7-5499-4575-7

小学
主  编：孙丽谷,王 林
副主编：凌国伟,陈春圣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
究室，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州市武
进区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12
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实验教科
书数学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338-7523-7
978-7-5338-7750-7

小学
主编：张天孝
副主编：朱乐平,唐彩斌

浙江省新思维教育科学研究院，杭州市上
城区教育学院，杭州市时代小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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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实验教科
书数学四年级上、下册

第1版
第2版

978-7-5338-7539-8
978-7-5338-8723-0

小学
主  编：张天孝
副主编：朱乐平,唐彩斌

浙江省新思维教育科学研究院，杭州市上
城区教育学院，杭州市时代小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14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453-7
978-7-107-24620-3

初中

主    编：林群
副 主 编：田载今,薛彬,李海东
七上主编：李海东
七下主编：薛彬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5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八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6163-3
978-7-107-27221-9

初中

主    编：林群
副 主 编：田载今,薛彬,李海东
八上主编：俞求是
八下主编：李龙才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6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九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8024-5
978-7-107-29045-9

初中

主    编：林群
副 主 编：田载今,薛彬,李海东
九上主编：张劲松
九下主编：章建跃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八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303-16120-1
978-7-303-17212-2

初中

主    编：马复
副 主 编：史炳星,章飞
八上主编：章飞,王永会
八下主编：张惠英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石家庄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18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617-9569-9
978-7-5617-9570-5

初中
主  编：王建磐
副主编：王继延,唐复苏

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
上册

第2版 978-7-5355-3940-3 初中

主    编：严士健
执行主编：丘维声
副 主 编：赵雄辉,胡旺
本册主编：丘维声，赵雄辉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九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303-13656-8
978-7-303-13693-3

初中

主    编：马复
副 主 编：史炳星,章飞
九上主编：刘晓玫
九下主编：綦春霞,王建波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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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九年级
上、下册

第3版
第2版

978-7-5355-4575-6
978-7-5355-4634-0

初中

主    编：严士健
执行主编：丘维声
副 主 编：赵雄辉,胡旺
分册主编：丘维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2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A版）选修2-1

第2版 978-7-107-18676-9 高中
主    编：刘绍学
副 主 编：钱佩玲,章建跃
本册主编：王申怀

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必修4

第8版 978-7-303-07062-6 高中
主    编：严士健,王尚志
副 主 编：张饴慈,李延林,张思明
本册主编：张饴慈,唐安华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必修5

第6版 978-7-303-07063-3 高中
主    编：严士健,王尚志
副 主 编：张饴慈,李延林,张思明
本册主编：王尚志,戴佳珉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江西省教育厅教研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必修1

第7版 978-7-303-07059-6 高中
主    编：严士健,王尚志
副 主 编：张饴慈,李延林,张思明
本册主编：严士健,李延林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6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539-7218-3 高中

主    编：张景中,黄步高
执行主编：李尚志
副 主 编：何书元,朱华伟
本册主编：张景中,李尚志

广州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中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27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选修2-2

第3版 978-7-5343-6790-8 高中
主    编：单墫
副 主 编：李善良,陈永高,王巧林
本册主编：徐稼红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
室，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苏州大学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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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数学选修1-1

第4版 978-7-303-08072-4 高中
主    编：严士健,王尚志
副 主 编：张饴慈,李延林,张思明
本册主编：李延林,汪香志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9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488-9
978-7-107-25249-5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陶明天,闫赤兵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6354-5
978-7-107-27387-2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曹洁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31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7993-5
978-7-107-29071-8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曹洁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7994-2
978-7-107-29066-4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陶明天,闫赤兵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二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3314-0
978-7-5135-3742-1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34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4597-6
978-7-5135-5304-9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35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4613-3
978-7-5135-5315-5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36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五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4598-3
978-7-5135-5306-3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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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7992-8
978-7-107-29089-3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陶明天,闫赤兵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4697-3
978-7-5135-5303-2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39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4611-9
978-7-5135-5313-1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40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3309-6
978-7-5135-3746-9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41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7998-0
978-7-107-29067-1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陶明天,闫赤兵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42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下册

第2版
978-7-5447-3850-7
978-7-5447-4357-0

小学

中方主编：何锋,齐迅
英方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中
国）有限公司英语教材编写委员会
副 主 编：许以达,赵雪如,沈峰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苏州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苏州第一中学，苏州大学，南京
市玄武区教育局

译林出版社

43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135-2109-3
978-7-5135-2624-1

小学
主  编：陈琳,Printha Ellis
副主编：鲁子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44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
级起点）二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6362-0
978-7-107-27396-4

小学
主  编：吴欣,Larry Swartz,Beth 
Levy
副主编：陶明天,闫赤兵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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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英语（牛
津上海版）五年级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试用本）

第2版
978-7-5444-0757-1
978-7-5444-1656-6

小学
主  编：施嘉平
原作者：Ron Holt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46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下册 

第2版
978-7-5447-2453-1
978-7-5447-2452-4

小学

中方主编：何锋,齐迅
英方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中
国）有限公司英语教材编写委员会
副 主 编：许以达,赵雪如,沈峰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苏州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苏州第一中学，苏州大学，南京
市玄武区教育局

译林出版社

47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九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444-5339-4
978-7-5444-5336-3

初中
主  编：张春柏,舒运祥
原作者：M Dean,P Etherton,
G McArthur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48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九年级
上册

第1版 978-7-5135-4454-2 初中
主  编：陈琳,Simon Greenall
副主编：鲁子问,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49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八年级
下册

第1版 978-7-5135-3731-5 初中
主  编：陈琳,Simon Greenall
副主编：鲁子问,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50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八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444-4685-3
978-7-5444-5143-7

初中
主  编：张春柏,舒运祥
原作者：M Dean,P Etherton,
G McArthur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51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303-24828-5 高中
主  编：王蔷
副主编：曹瑞珍,陈则航,王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52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107-33651-5 高中
主  编：刘道义,郑旺全
副主编：吴欣,张献臣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53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107-33652-2 高中
主  编：刘道义,郑旺全
副主编：吴欣,张献臣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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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5213-0992-8 高中
主  编：陈琳
副主编：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55
高级中学课本英语（新世纪
版）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试用本）

第1版
978-7-5446-4365-8
978-7-5446-5077-9

高中
主    编：戴炜栋
分册主编：何兆熊,张沪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虹口区教育学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56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303-24827-8 高中
主  编：王蔷
副主编：曹瑞珍,陈则航,王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57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选修）牛津高中英语
（模块七·高二下学期）

第3版 978-7-80657-751-6 高中

作  者：Deborah 
Aldred,Gabrielle Duigu,Kelly 
Fried
英方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中
国）有限公司英语教材编写委员会
中方主编：王守仁,何锋
副主编：顾爱彬

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译林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58
普通高中教科书日语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107-33616-4 高中 主  编：唐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59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500-8
978-7-107-25323-2

初中
主  编：彭前程
副主编：杜敏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60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九年级
全一册

第1版 978-7-5478-1773-5 初中 主  编：廖伯琴 西南大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61
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303-14445-7
978-7-303-15066-3

初中
主    编：闫金铎
执行主编：苏明义
副 主 编：王杏村，邓丽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
校，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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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107-33844-1 高中
总 主 编：彭前程,黄恕伯
本册主编：张颖,梁旭

人民教育出版社，南昌市第三中学，浙江
省教育厅教研室

人民教育出版社

63
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331-9857-2 高中 主  编：廖伯琴 西南大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6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物理2（必修）

第4版 978-7-5331-3730-4 高中
主  编：廖伯琴
副主编：赵保钢

西南大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65
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九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5444-7585-3
978-7-5444-7974-5

初中 主  编：王祖浩，王磊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6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化学化学反应原理（选
修）

第4版 978-7-5331-3996-4 高中
全套主编：王磊,陈光巨
本册主编：王明召,高盘良,王磊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67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化学有机化学基础（选
修）

第4版 978-7-5331-3957-5 高中
全套主编：王磊,陈光巨
本册主编：曹居东,王磊,尹冬冬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68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生命科学
初中第二册（试用本）

第1版 978-7-5444-9637-7 初中

主  编：顾福康
副主编：沈光华
修订主编：顾福康
修订副主编：梅守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尚
文中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69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八年
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6198-5
978-7-107-27216-5

初中 主  编：朱正威，赵占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70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七年
级上、下册

第3版
第2版

978-7-303-14768-7
978-7-303-15332-9

初中
主  编：刘恩山
副主编：肖尧望，郑春和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北
京市第四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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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七年
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345-9335-2
978-7-5537-0145-5

初中

主    编：匡廷云,曹惠玲
副 主 编：胡明，吴举宏
七上主编：胡明
七下主编：吴举宏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省中小学教
学研究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

7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生物2必修遗传与进化

第2版 978-7-107-17672-2 高中 主  编：朱正威，赵占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7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生物3必修稳态与环境

第2版 978-7-107-17687-6 高中 主  编：朱正威，赵占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74
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七年级
上、下册

第2版
978-7-5355-3397-5
978-7-5355-3573-3

初中

七上主编：朱翔,刘新民
七上副主编：班武奇，胡茂永
七下主编：朱翔,刘新民
七下副主编：仇奔波，张亚南，汪
文达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首都师
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考试中心

湖南教育出版社

75
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七年级
上册

第1版 978-7-5031-6664-8 初中
主  编：王民
副主编：田忠，吉小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北京市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中国地图出版社

76
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八年级
下册

第1版 978-7-5031-7969-3 初中
主  编：王民
副主编：田忠，蔚东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77
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4502-2
978-7-107-25251-8

初中

主    编：樊杰
副 主 编：高俊昌
七上主编：袁孝亭
七下主编：袁书琪,刘健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民
教育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78
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
一册

第1版 978-7-5539-4784-6 高中
主  编：朱翔,刘新民
副主编：张亚南，伍永秋，汪文达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教育部
考试中心，浙江师范大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79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地理3必修

第3版 978-7-107-20275-9 高中
总 主 编：樊杰,韦志榕
本册主编：高俊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民
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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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
二册

第1版 978-7-5539-4786-0 高中
主  编：朱翔,刘新民
副主编：申玉铭，贺清云，胡茂永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首都师
范大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81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一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499-6676-9
978-7-5499-6861-9

小学
主  编：郝京华,路培琦
副主编：叶枫,卢新祁

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市河西区教育中心，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82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一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191-1142-7
978-7-5191-1268-4

小学 主  编：郁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83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科学六年级上、下册

第3版
第2版

978-7-202-03059-2
978-7-202-03060-8

小学
主  编：胡军
副主编：李亦菲,吴颍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海淀教科所

河北人民出版社

84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二年级
上册  

第1版 978-7-5347-9759-0 小学
主    编：张泽
副  主编：王红旗,伍新春,宋金榜
分册主编：王素英,杨世诚

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教育报刊
社，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潍坊工
程职业学院

大象出版社

85
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二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887-9
978-7-107-33078-0

小学

二上主编：金准智,郑长龙
二上执行主编：胡济良,黄海旺
二上副主编：叶兆宁,王思锦
二下主编：金准智,郑长龙
二下执行主编：胡济良,黄海旺
二下副主编：席学荣,叶兆宁

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东南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云南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86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
教科书科学九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931-9
978-7-107-33321-7

初中
主  编：黄海旺
九上主编：吴海建,孙新
九下主编：乔国才,丁尧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87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科学（试
用本）六年级第一学期、第
二学期

第1版
978-7-5444-9363-5
978-7-5444-9714-5

初中

主编：庄起黎,沈荣祥
第一学期主编：石萍之
第二学期主编：郭长江
修订主编：吴照
修订副主编：郭长江

上海市格致中学，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88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自然四年
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试
用本）

第2版
第1版

978-7-5428-5945-7
978-7-5428-5199-4

小学
主  编：顾志跃
副主编：杨庆余,洪如蕙

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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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自然五年
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试
用本）

第2版
第1版

978-7-5428-6226-6
978-7-5428-5201-4

小学
主  编：顾志跃
副主编：杨庆余,洪如蕙

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90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自然二年
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试
用本）

第2版
第1版

978-7-5428-5407-0
978-7-5428-5197-0

小学
主  编：顾志跃
副主编：杨庆余,洪如蕙

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91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术必
修2信息系统与社会

第1版 978-7-107-33577-8 高中
总 主 编：祝智庭,樊磊
副总主编：郭芳，高淑印，李锋
本册主编：林众

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教育
出版社，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92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术必
修1数据与计算

第1版 978-7-5536-9027-8 高中
主    编：闫寒冰
副 主 编：赵健，魏雄鹰
执行主编：吴建锋

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浙
江省柯桥中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93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术必
修1数据与计算

第1版 978-7-5548-2529-7 高中
主    编：徐福荫
副 主 编：朱光明,黄国洪
本册主编：黄国洪，陈明宏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肇庆
市教师发展中心，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广东教育出版社

9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通用技术必修2 技术与设
计2

第3版 978-7-5343-5983-5 高中
主  编：顾建军
副主编：段青（常务）,何立权，程
镐初

南京师范大学，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东南大学，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9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通用技术必修1技术与设计
1

第5版 978-7-5343-5852-4 高中
主  编：顾建军
副主编：何立权,段青,程镐初

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海南省教育研
究培训院，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96
普通高中教科书通用技术必
修技术与设计2

第1版 978-7-5359-7137-1 高中

主    编：刘琼发
副 主 编：李榕,周卫星,朱美健,席
春玲
本册主编：李榕
本册副主编：周卫星，袁达人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
究院，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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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普通高中教科书通用技术必
修技术与设计1

第1版 978-7-116-11580-4 高中

主    编：陈玲玲,王永奉
副 主 编：王明彦
本册主编：孙远波
本册副主编：王震亚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地质出版社，哈
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

地质出版社

98
普通高中教科书通用技术必
修技术与设计2

第1版 978-7-116-11581-1 高中
主    编：陈玲玲,王永奉
副 主 编：王明彦
本册主编：张家余,马杰，张华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地质出版社，哈
尔滨工业大学

地质出版社

99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一册

第1版 978-7-107-24456-8 初中
主  编：耿培新
副主编：陈珂琦，余小鸣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一册

第1版 978-7-5622-6148-3 初中 主  编：王健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

101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一册

第1版 978-7-107-28007-8 初中
主  编：耿培新
副主编：陈珂琦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2
普通高中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必修全一册

第1版 978-7-5675-9307-7 高中
主  编：季浏
副主编：汪晓赞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103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一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56-5401-4
978-7-5356-5399-4

小学
主  编：徐冰，李小山
副主编：宋子正，黎丹，刘勉怡，
陈卫和，黄啸，陈淑霞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广州美术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

104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五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10-4741-4
978-7-5310-4799-5

小学
主  编：徐福厚,赵华
副主编：齐龙腾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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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一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46-6455-7
978-7-5346-6760-2

小学

主    编：徐淳,陈通顺
一上主编：徐淳
一上副主编：薛金炜，华斌，贾
方，周正强，陆海林，刘怀英
一下主编：徐淳
一下副主编：华斌，贾方，薛金
炜，屠曙光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南京师范大
学，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无锡市五爱
小学，无锡市连元街小学，无锡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研室，连云港市美术馆，连云港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106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三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56-5574-5
978-7-5356-5573-8

小学
主  编：徐冰，李小山
副主编：宋子正，黎丹，刘勉怡，
陈卫和，黄啸，陈淑霞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广州美术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

107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一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40-3270-7
978-7-5340-3271-4

小学

一上主编：潘公凯
一上执行主编：李永正,管慧勇
一下主编：潘公凯
一下执行主编：管慧勇,李永正

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

108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七年级
上、下册

第1版
978-7-5340-3272-1
978-7-5340-3273-8

初中
主    编：潘公凯
执行主编：管慧勇,李永正

中央美术学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
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

109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九年级
下册

第1版 978-7-5356-5561-5 初中
主  编：徐冰，李小山
副主编：宋子正，黎丹，刘勉怡，
陈卫和，黄啸，陈淑霞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广州美术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

110
普通高中教科书美术必修美
术鉴赏

第1版 978-7-102-08341-4 高中
总 主 编：周伟
分册主编：黄宗贤
分册副主编：李力加,教富斌

人民美术出版社，四川大学，浙江师范大
学

人民美术出版社

111
普通高中教科书美术必修美
术鉴赏

第1版 978-7-107-33602-7 高中

主    编：孙伟,刘冬辉
副 主 编：房尚昆
本册主编：张敢
本册副主编：张俊娟

中央美术学院，人民教育出版社，深圳中
学，清华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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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普通高中教科书美术选择性
必修中国书画

第1版 978-7-102-08345-2 高中
总 主 编：周伟
分册主编：李滢
分册副主编：秦华,陶涛,何墨荣

人民美术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
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究中
心

人民美术出版社

113
普通高中教科书美术必修美
术鉴赏

第1版 978-7-5356-8822-4 高中

主    编：徐冰,黄啸
副 主 编：刘勉怡
本册主编：尹吉男 
本册副主编：王柳润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美术出版社，广州美
术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

114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唱游一年
级第一、第二学期

第1版
978-7-5523-1843-2
978-7-5523-1873-9

小学
主  编：陈学娅
副主编：陈蓓蕾

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
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

115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五线
谱）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3-04514-5
978-7-103-04513-8

小学
主  编：敬谱
副主编：程郁华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116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04-5552-1
978-7-5404-5827-0

小学
主  编：张前,刘清华
副主编：李泯，邹阳，薛晖，陈帜

中央音乐学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7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一年级上、下册

第2版
978-7-5360-6541-3
978-7-5360-6647-2

小学

主  编：雷雨声
副主编：杨余燕，蔡乔中，苏严
惠，许新华，王朝霞，胡健，胡樱
平

华南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市天
河区教育局教研室，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

广东教育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18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三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04-6666-4
978-7-5404-6954-2

小学
主  编：张前,刘清华
副主编：李泯，邹阳，薛晖，陈帜

中央音乐学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9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五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44-5523-7
978-7-5444-5846-7

小学
主    编：俞子正
执行主编：林百玲
副 主 编：李玲玲，陈蓓蕾

宁波大学，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上海教育
出版社，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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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一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44-4154-4
978-7-5444-4460-6

小学
主    编：俞子正
执行主编：林百玲
副 主 编：李玲玲，陈蓓蕾

宁波大学，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上海教育
出版社，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21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五线
谱）五年级下册 

第2版 978-7-5346-7964-3 小学
主  编：许卓娅,戴海云
副主编：李欢，梁华，吕振斌，严
淡如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
室，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镇江市
教育科学研究中心，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122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六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28003-0
978-7-107-29097-8

小学
主  编：费承铿，杜永寿
副主编：李川，吴文漪

江苏师范大学，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教
育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23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
制）音乐（简谱）一年级上
、下册

第1版
978-7-5328-7163-6
978-7-5328-7164-3

小学 主  编：费承铿，杜永寿 江苏师范大学，人民音乐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124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
谱）八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44-4817-8
978-7-5444-5116-1

初中
主  编：俞子正
副主编：李玲玲，包菊英

宁波大学，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长宁
区教育学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25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五线
谱）七年级上册

第1版 978-7-103-04506-0 初中
主  编：敬谱
副主编：梁洪来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126
九年义务教育课本音乐六年
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试
用本）

第1版
978-7-5444-9385-7
978-7-5444-9627-8

初中

主编：陈学娅
副主编：郁文武，包菊英
修订主编：陈学娅
修订副主编：包菊英

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上
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27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简谱、
五线谱)七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5404-5554-5
978-7-5404-5826-3

初中
主  编：张前,刘清华
副主编：李泯，邹阳，薛晖，罗选
久

中央音乐学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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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歌
唱

第1版 978-7-103-05697-4 高中

主    编：赵季平,莫蕴慧
副 主 编：杜永寿
分册主编：莫蕴慧
分册副主编：刘大巍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音乐出版
社，苏州科技大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129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音
乐与戏剧

第1版 978-7-103-05709-4 高中

主    编：赵季平,莫蕴慧
副 主 编：杜永寿
分册主编：海震
分册副主编：傅显舟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音乐出版
社，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
院/北京市艺术研究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130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音
乐鉴赏

第1版 978-7-5360-8969-3 高中
主    编：程建平
副 主 编：许新华，杨健
本册主编：王朝霞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广东教育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31
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必修音
乐与舞蹈

第1版 978-7-103-05710-0 高中

主    编：赵季平,莫蕴慧
副 主 编：杜永寿
分册主编：张立军
分册副主编：韩瑾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音乐出版
社，北京舞蹈学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132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
习指导（实验）三年级上、
下册

第1版
978-7-5508-1190-4
978-7-5508-1191-1

小学
主  编：刘江
副主编：江吟，李刚田，祝遂之，
王冬龄

西泠印社出版社 西泠印社出版社

133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
习指导（实验）五年级上册

第1版 978-7-102-06428-4 小学
主    编：沈鹏
执行主编：刘守安
副 主 编：杨广馨,欧京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教
科院

人民美术出版社

134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
习指导（实验）六年级上、
下册

第1版
978-7-5346-8493-7
978-7-5346-8494-4

小学
主    编：尉天池
执行主编：齐昆,李亮
分册主编：吴勇,刘有林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教研室，江苏省教
科院中小学教研室，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135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
习指导（实验）四年级上、
下册

第1版
978-7-5548-0069-0
978-7-5548-0070-6

小学
主    编：曹宝麟
执行主编：应中伟,吴慧平

暨南大学，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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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
学（盲文版）一年级上、下
册

第1版
978-7-107-31732-3
978-7-107-31975-4

小学
主  编：丁国忠,韩萍
副主编：熊华，任涛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盲人学校，南京
市盲人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7
聋校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一
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1864-1
978-7-107-32314-0

小学
主  编：徐轶,陈先云
副主编：常志丹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8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
书生活适应二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950-0
978-7-107-33298-2

小学

总 主 编：朱志勇,芦燕云
二上主编：高鹏凌,于丰
二下主编: 芦燕云,朱志勇
二下副主编：穆颖,许海英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
学校，扬州市培智学校，上海市徐汇区董
李凤美康健学校，福州教育研究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9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
学（盲文版）二年级上、下
册

第1版
978-7-107-32986-9
978-7-107-33294-4

小学
主  编：丁国忠,韩萍
副主编：熊华，任涛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盲人学校，南京
市盲人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0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
书生活语文二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948-7
978-7-107-33120-6

小学
主    编：朱志勇,马红英
二上主编：徐琳,顾丽萍
二下主编：徐勇雁,陈正红,张慧

人民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无锡市
梁溪区特殊教育学校，湖州市特殊教育实
验学校，南京市秦淮特殊教育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1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
学二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989-0
978-7-107-33184-8

小学
主  编：卢江,陶雪鹤
副主编：刘丽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2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
书生活数学三年级上册

第1版 978-7-107-33551-8 小学
总 主 编：朱志勇,刘全礼
本册主编：王旭刚,程文捷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
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3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化
学九年级上、下册

第1版
978-7-107-32997-5
978-7-107-33180-0

初中
主  编：乔国才,李俊
副主编：郭震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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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云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系
列教材一至九年级（共
18册）

第1版

978-7-5599-0971-8
978-7-5599-0942-8
978-7-5599-0943-5
978-7-5599-0944-2
978-7-5599-0946-6
978-7-5599-0945-9
978-7-5599-0947-3
978-7-5599-0948-0
978-7-5599-0949-7
978-7-5599-0931-2
978-7-5599-0932-9
978-7-5599-0933-6
978-7-5599-0934-3
978-7-5599-0936-7
978-7-5599-0935-0
978-7-5599-0937-4
978-7-5599-0938-1
978-7-5599-0939-8

小学
初中

一上主编：杨凡，  一下主编：杨凡
二上主编：席学荣，二下主编：席学荣
三上主编：吴筠，  三下主编：杨翠
四上主编：管尤跃，四下主编：管尤跃
五上主编：席学荣，五下主编：席学荣
六上主编：颜悦，  六下主编：颜悦
七上主编：李云峰，七下主编：郑瑛
八上主编：蔡敏慧，八下主编：殷家福
九上主编：殷家福，九下主编：颜悦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云南教育出版社

145 应急避险上、下册 第1版
978-7-5362-6673-5
978-7-5362-6674-2

初中 编    著：彭锻华，刘晓晴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 岭南美术出版社

146
浙江省高中德育地方课程教
材浙江潮高中全一册

第4版 978-7-213-09792-8 高中
主  编：朱永祥
副主编：何东涛,黄宏亮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杭州市长河高级
中学，杭州第二中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147
心理健康教育小学一至六年
级、初中七至九年级、高中
一至三年级（共12册）

第1版

978-7-5537-6476-4
978-7-5537-6477-1
978-7-5537-6478-8
978-7-5537-6479-5
978-7-5537-6480-1
978-7-5537-6481-8
978-7-5537-6482-5
978-7-5537-6472-6
978-7-5537-6483-2
978-7-5537-6484-9
978-7-5537-6485-6
978-7-5537-6540-2

小学
初中
高中

主    编：傅宏
副 主 编：林静
一至二年级主编：罗嫣才
三至六年级主编：潘月俊
初中主编：林少玉
高中主编：苏华,王天文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南京市江北新区教师
发展中心，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南京市
金陵中学，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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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综合实践活动小学三至六年
级，初中七至九年级（共14
册）

第3版
第3版
第3版
第3版
第3版
第3版
第4版
第3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978-7-5366-5980-3
978-7-5366-6550-7
978-7-5366-6374-9
978-7-5366-6551-4
978-7-5366-6754-9
978-7-5366-7091-4
978-7-5366-6753-2
978-7-5366-7092-1
978-7-229-13405-1
978-7-229-13804-2
978-7-229-13406-8
978-7-229-13813-4
978-7-229-13407-5
978-7-229-13805-9

小学
初中

总 主 编：李常明
副总主编：万礼修，曹雷
小学主编：李常明，曹雷
初中主编：李常明
初中副主编：鲁琼瑶，万礼修，刘明
海，吴乐乐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重庆出版社

149
综合实践活动广西适用小学
三至六年级（共8册）

第1版

978-7-5545-4928-5
978-7-5545-4929-2
978-7-5545-4923-0
978-7-5545-4931-5
978-7-5545-4933-9
978-7-5545-4934-6
978-7-5545-4935-3
978-7-5545-4936-0

小学

编委会主任：张建中，陈晓丽
编委会副主任：张辉，鲁立森，曾
涛，何春雅
主    编：张建中
副 主 编：鲁立森
三上主编：李劭慧
三下主编：刘丽霞
四上主编：王帅英
四下主编：谢晨虹
五上主编：马文英
五下主编：刘胜芬
六上主编：张冬梅
六下主编：赵志强

承德市教育局，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
教育出版社，围场逸夫实验学校，河北民
族师范学院，内丘县平安小学，内丘县新
西关小学，承德市双滦区第五小学，承德
市高新区体育局，承德市民族小学，承德
县第二小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150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劳
动与技术七至九年级（共
3册）

第2版
978-7-5499-8103-8
978-7-5499-8101-4
978-7-5499-8102-1

初中
主    编：李生元,丁婧
编委会主任：董洪亮，王瑞书
分册主编：曹国盛,王洪贵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南京市百
家湖中学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151

山东省义务教育必修地方课
程教科书（试用） 安全教育
小学三至六年级、初中七至
九年级（共7册）

第1版

978-7-80634-629-7
978-7-80634-630-3
978-7-80634-631-0
978-7-80634-632-7
978-7-80634-635-8
978-7-80634-636-5
978-7-80634-634-1

小学
初中

主    编：戚万学
执行主编：张茂聪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泰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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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黑龙江省九年义务教育地方
课程生命教育（试用本）小
学三至六年级、初中七至九
年级（共14册）

第1版
第2版
第3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第2版
第3版
第1版
第1版
第1版

978-7-5709-0242-2
978-7-5316-7330-9
978-7-5709-0036-7
978-7-5316-5701-9
978-7-5709-0243-9
978-7-5316-8593-7
978-7-5709-0244-6
978-7-5316-9050-4
978-7-5709-0245-3
978-7-5316-7332-3
978-7-5709-0019-0
978-7-5316-5700-2
978-7-5709-0246-0
978-7-5316-8594-4

小学
初中

主    编：边玉芳,丁一平
执行主编：田丽

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出版集团，黑龙江
教师发展学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53
福建省小学地方课程教科书
海西家园小学四至六年级
（共6册）

第1版

978-7-5395-3736-8
978-7-5395-3735-1
978-7-5395-3734-4
978-7-5395-3733-7
978-7-5395-3732-0
978-7-5395-3731-3

小学
主  编：袁书琪
副主编：朱旭,陈征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学研究
室，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
社

154
贵州省生态文明教育读本小
学中年级版、小学高年级版
、初中版（共3册）

第1版
978-7-5428-7315-6
978-7-5428-7314-9
978-7-5428-7316-3

小学
初中

主  编：卢宝荣
副主编：刘晓静,张莉琴,熊兴平
初中版分册主编：李慧

复旦大学，贵州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危
险废物交换登记中心），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贵州科技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155
九年义务教育技术小学三至
六年级（共8册）

第1版

978-7-5428-4666-2
978-7-5428-4811-6
978-7-5428-4667-9
978-7-5428-4809-3
978-7-5428-4668-6
978-7-5428-4812-3
978-7-5428-4669-3
978-7-5428-4810-9

小学
主    编：孙元清
执行主编：洪如蕙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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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香港《活学普通话》小学一
至六年级（共12册）

初版

978-988-8187-41-6
978-988-8187-42-3
978-988-8187-43-0
978-988-8187-44-7
978-988-8187-45-4
978-988-8187-46-1
978-988-8187-47-8
978-988-8187-48-5
978-988-8187-49-2
978-988-8187-50-8
978-988-8187-51-5
978-988-8187-52-2 

小学 编著者：唐秀玲，莫淑仪，梁燕冰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157

《澳门教材·品德与公民》
小学一至六年级、初中一至
三年级、高中一至三年级
（共18册）

第1版

978-7-107-25142-9
978-7-107-31272-4
978-7-107-25217-4
978-7-107-31269-4
978-7-107-25901-2
978-7-107-31344-8
978-7-107-25972-2
978-7-107-31350-9
978-7-107-25937-1
978-7-107-31356-1
978-7-107-25899-2
978-7-107-31352-3
978-7-107-32895-4
978-7-107-32897-8
978-7-107-32923-4
978-7-107-33563-1
978-7-107-33562-4
978-7-107-33561-7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学顾问：王敏，宋明娟
初中、高中顾问：王敏，李略，林发
钦，金树人，黄素君
一至三年级主编：周菲，焦艳
四至六年级主编：赵昕，富兵
初中主编：富兵
高中主编：张天宝，任海宾
高一主编：张广宇，冯伟
高二主编：闫绍杰，毛志浩
高三主编：常超，佘书芬，金利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人民教育出版
社，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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