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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原 则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心致力：达致全体人

民更紧密的团结；维护民主生活方式；创造一

个公平社会，以公平分享国家的财富；确保国

内各种不同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获得宽大的对待；

建立一个基于现代科学和工艺的进步社会。 

因此，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誓言同心

协力遵照以下原则来达致上述目标： 

信 奉 上 苍 

忠 于 君 国 

维 护 宪 法 

尊 崇 法 治 

培 养 德 行 

 

 

 

 

国 家 教 育 哲 理 

在马来西亚，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它

致力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在信奉

及遵从上苍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在智力、情感、

心理与生理方面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其目标

在于造就具有丰富的学识、积极的态度、崇高

的品德、责任感，并有能力达致个人幸福的大

马公民，从而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和谐与繁

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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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

《学习：内在的财富》提出了 21 世纪教育的两个重要观点，一个

是“终身学习是 21 世纪的通行证”；另一个是“21 世纪教育的四

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处。报告中

指明了“终身学习”将通过“四大支柱”来实现，换句话说，这

“四大支柱”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学习支柱。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

国家以“四大支柱”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参照。 

在教育的过程中，课程制订是一项需长期积极进行的工作。课

程发展司成立至今，小学课程从“小学新课程”至“小学综合课程”

已历经数次修订。为配合 21 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部推出

《教育发展大蓝图（2006-2010 年）》，《大蓝图》的其中一个目

标是制定一套具稳定性的课程。为达致此目标，课程发展司重新修

订各科课程，并推出“小学标准课程”。小学各科目的课程标准皆

以模组为形式，着重内容的整体性，避免过于学术性，同时不给学

生带来学习负担。 

《国家教育哲理》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在智力、情

感 、心理和生理各方面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为了实现《国家教

育哲理》的理想，培养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积极的态度的人力资本，

“小学标准课程”把教育的各个主要层面归纳为互补互利的六个领

域。那就是：（一）交际，（二）精神、态度和价值观，（三）人

文，（四）科学与工艺，（五）体育与美育，和（六）自我完善等

六大领域，图示如下： 

 

 

小学标准课程架构图 

 

 

 

 

 

 

 

 

 

 

 

 

 

 

 

华文和其他语文科目一样，归属于交际领域。根据 1996 年教

育法令，华文在华文小学不仅仅是一个科目，同时也是教学媒介语。

华文小学的学生必须把华文学好，才能有效地学习其他科目。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重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课

程着重语文技能的掌握、语感的发展，以及思维和信息处理技能的

训练；课程也兼顾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热爱语文和优秀

文化的思想感情。冀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语文和创造性运用语文的

能力，也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提升人文素养。 

为配合我国国情的需要，此课程也强调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

促进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团结意识和爱国精神。 

交  际 

综合运用语文技能，进

行口头和书面的交际。 
科学与工艺 

 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培

养科学的态度。 

 掌握数学知识与技能。 

 掌握工艺知识与技能。 

精神、态度和道德价值 

体会宗教、信仰、态度和

道德价值并加以实践。 

人  文 

 掌握有关社区、国家

和全球的社会与环境

知识并加以实践。 

 体会爱国及团结友爱

的精神。 

体育与美育 

 发展体育与卫生，达致个

人和谐。 

 培养想象力、创造力和鉴

赏力，发展个人潜能。 自我完善 

 通过课内与课外的

活动，培养领导能

力，发展个性。 

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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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在于让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充

分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使学生能应用华文来学习、思考，

能以规范的华文来交际、处理信息和写作，并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

习惯。同时也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提高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

培养审美情趣和爱国情操。 

 

 

课程目标 

修完小学华文课程后，学生应能： 

1. 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沟通，有礼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

受；在讨论中跟别人达成共识，以解决问题。 

2. 专注、耐心地听话，以获取信息，针对课题发问，流畅

地叙事说理，发表意见。 

3. 认识约 2500 个汉字，并能以硬笔和毛笔书写汉字。 

4. 掌握各种阅读技巧，从各种媒体获取信息；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发展良好的语感。 

5. 具有自行阅读、独立思考与欣赏文字的能力，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 

6. 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各种媒体，有效地以各类应用文与

人互通信息。 

7. 掌握书写技巧，写作各体裁的文章。 

8. 积极参与语文活动，养成热爱语文的思想感情。 

9. 提升道德观念和培养国民意识。 

 

课程概要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指出学生在修完小学华文

课程后所应达到的指标；“课程目标”对“总目标”作进一步的说

明；“课程实施”则包括“课堂教学”、“教材范围”、“教学评

估”和“教学设备”等四个部分，其中具体地提出本课程标准的基

本理念和实施方向，并扼要地建议实施的方法。 

“课程内容”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其中包括“内容标

准”与“学习标准”。“内容标准”以“课程目标”为根据，总括

性地列出从小学华文的教学内容。“学习标准”则较详细地、具体

地说明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应掌握的语文技能、趣味语文与语文基

础知识的标准。“学习标准”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达到的指标，

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指南，教学活动的设计和进行，须以“学

习标准”为依据。因此，教师应当深入了解“内容标准”和“学习

标准”的内容和要求，才能有效地策划和进行教学。 

“课程内容”以掌握语文技能为基础，同时结合具趣味性的语

文活动，借助基本的语文知识适当的教材来达致“课程目标”。语

文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只有充分掌握语文技能，才

能提升语文应用在人际关系、信息处理和美学鉴赏等方面的能力。 

听话教学要求学生能听准字音，理解字义；听话时要专注、耐

心，听懂各类说话的内容，抓住中心和要点，具有初步的分析能力。

说话教学要求学生能准确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做到口齿清楚、

语调适当、措辞得体、语言流畅、条理分明、态度自然有礼，并能

够在各种场合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阅读教学要求学生能掌握各种

阅读方法，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及其他媒体以协助理解、欣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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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教材。书写教学则是为了使学生能以规范的词语和优美通畅的

文句写作，做到内容具体充实、中心明确、结构完整、用词准确，

没有错别字。 

为使语文教学更添趣味，提升语文教学的文化内涵，本课程纳

入一系列趣味性的语文活动，让学生在多元活泼的活动中学习语文，

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集体协作的精神。此外，为使学

生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本课程也列出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项目。

让学生能凭借语文的基础知识，在阅读时疏通教材中的学习难点，

从而正确地解读文本，更有效地学习语文。 

 

课程实施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师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

组织者和促进者。教师对整个教与学的过程须有完整的规划，并应

用适当的教材，通过各种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达到课程标准的目标。

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形成个人教学风格，同时也

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和探究，以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难点应该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并多进

行巩固活动，直到学生完全掌握为止。 

语文教学应该配合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创造性地设计多种形

式的教学活动，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重视语文应用能力和语感的

培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积累。教师应根据学生的

个别潜能和差异，学校的设备与环境的需求，适当地选用教材和设

计教学活动，协助学生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 

教学活动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

学资源，加强课内外的沟通。教师可以采用读书会、辩论会、专题

研究和社会调查等形式，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还可以组

织各种文学团体，增加语文实践的机会，并使学生掌握信息通讯等

其他实用技能，让语文学习能够学以致用。 

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要重视学生个性的形成。教师要重视

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灵沟通，善于引导学生开发智力、提高思想认

识、道德修养、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并注意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和

思维能力，尤其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课堂教学须注意以下各点： 

一、听说教学 

听说的教学材料内容要贴近儿童的生活、具趣味性，并且要有

教育意义。第一学段每周分配予听说教学的时间需达 90 分钟，第

二学段则为 60 分钟。 

听说教学要先教简单完整的句子，教师可以一面说话，一面以

肢体语言或实物来协助学生理解说话内容；然后引导学生理解句子

中较难明白的词语，最后再恢复整句的教学。读音相同或相似的词

语可加以重复，并指导学生在说话中练习使用。 

教师也应指导学生应用多样化的语句进行说话练习，让学生掌

握各种常用的词语和句型，也让他们知道，一个词语配合多种不同

的句型，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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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教学 

第一学段阅读教学的每周教学时间需达 150 分钟，第二学段则

是 120 分钟。阅读是语文课程中极其重要的学习内容。阅读能力是

学好语文的关键，从儿童认知发展来说，具备独力阅读能力即为他

们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阅读教学可说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学生借此

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的体验，并培养获取信息的能力。

阅读教学的内容包括识字、理解与欣赏篇章及朗读等项目。阅读教

学注重情感的体验，语文材料的积累和语感的发展，并强调培养独

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 

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多读”是学好语文的主要方法。多读，要求数量多、体裁多、遍

数多。只有多读，才能够发展出独立阅读的能力，积累丰富的语言

材料，形成良好的语感。语感是学生对语言的直接感受能力，是训

练学生感知语言之精妙，洞察语言之精髓，把握语言之理趣的金钥

匙。学生的语感提高了，就能深刻感受文章的思想感情，进而提高

鉴赏文章和写作的能力。没有语文积累，便谈不上良好语感的培养，

学生也很难拥有真正的听说读写能力，语文自然就学不好。 

识 字 

识字是阅读的基础，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必须力求

到位。教师应不厌其烦地指导学生辨识字形相似、读音相近或其他

容易出现混淆的字。 

小学低年级需尽快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及早进人汉字阅读 

阶段，实现独立阅读的目标，为学好语文作好充分的准备。识字容

易写字难，识字教学，应该多识字，少写字，不可要求识写同步，

以免拖慢识字的速度，更不能把写字当作识字教学的活动。 

识字教学要注意每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联系，然而每一

个汉字都有各自的特点，教师不可能只用一个方法来进行教学，而

必须做各种尝试和探索，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来指导学生识字。 

阅 读 

阅读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材料的题材和体裁

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从不同的

角度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养分。阅读教学应视教材的不同而灵活应用

不同的教学法。如教导短文应注重阅读、练习、表演；教导诗歌应

注重欣赏和吟诵；教导话剧则应注重欣赏、阅读和表演。教师在进

行教学时，必须使学生明白内容概要，然后才探求文章的形式；先

求理解，而后求记忆。 

词语教学是阅读教学的起点，也是阅读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词语教学不能脱离文本单独进行。在进行词语教学时，教师

要从课文中挑出生词，结合上下文，以课文的语境，指导学生了解

有关的词语的意思和用法。还要多举例，让学生了解有关词语的不

同用法；也可以顺道带出其他相关的多义字、同义词、反义词、缩

略语等，并进行词语辨析，协助学生积累语言材料。 

朗读是阅读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诗歌教学。反复朗读吟

诵，能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教材内容，掌握其中意境，更有助于语

感的发展。朗读教学要求学生读得正确、流利，而有感情，要求教

师能够进行良好的范读。第一学段的学生不必知道，也无须掌握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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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儿化、变调、音变等语音现象，但教师在讲课或范读的时候语

音一定要标准。汉语拼音教学是实现正确朗读的重要手段，小学生

只要学会认读音节，并能够读准字音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声母”、

“韵母”等名词术语，不须要有繁琐的知识要求。 

三、书写教学 

第一学段的书写活动主要是写字和写话，第二学段则主要在于

各类文体的写作。书写的每周教学时间应达 60 分钟。写作能力的

培养必须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写作教学应从写话、写段到写作逐

步为学生打好基础，同时强调情感和态度方面的因素，把重点放在

培养写作的兴趣和自信，让孩子愿意写作、热爱写作。 

写 字 

写字教学要求习写的字以“习写字表”为根据。 

写字教学要求学生会使用田字格练习写字；执笔方法、坐姿正

确；掌握基本笔画、偏旁部首、字的间架结构；按照笔顺规则书写；

要求字写得正确、端正、整洁。所用的铅笔应该是普通的木质铅笔，

禁止使用机械铅笔。 

汉字是由不同的笔画交错构成的。写字时，由落笔到提笔，叫

做“一笔”或“一画”。构成字形的各种形状的点和线就是笔画。

汉字书写的基本笔画是横、竖、撇、捺、点、提、钩、折等八种。

这些基本笔画的名称和写法，能在识字写字前先进行教学为宜。此

外，写字时要注意笔顺，一个字应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都有

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笔顺。 

进行笔画和笔顺教学之后，还练习书空。书空的作用，除了帮 

助学生识字，熟悉字的笔画、笔顺外，也可以培养学生自觉的写字

习惯。因此，学生在书空时，念完了笔画之后，一定要读出字音和

了解字义，避免机械式地用手画画，随口唱唱。 

写字教学应注重写字基本功的培养，由简至繁，由独体字到合

体字。由于汉字形体特殊，所以教师必须分配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写

字教学，让学生会写了才布置习字作业。学生习字，每一画的落笔、

提笔，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要有所要求，但是不可以写太多，每天

写两三个字，每字写 2 至 3 次为宜。 

有关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等的教学，目的是为了

帮助学生记忆字形，识字和查字典，不应列入考试范围。 

写 话 

写话是写作的基础，主要在一、二年级进行，其重点是要学生

写自己想说的话，并对写话有兴趣。 

语文学习是循序渐进的，写话是写作训练的初始阶段，不必强

调种种规矩，应让孩子放胆去写，因此，在低年级不必过于强调书

面语的表达，应鼓励学生把心中所想、口中要说的话用文字写下来，

消解写作的神秘感，让学生处于一种放松的心态“我手写我口”。 

写话也是初步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时机，写话教学可以通过看

图写话、读课文写话、听故事写话、感受生活写话等活动，引导学

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进而写出贴近儿童生活的话语。“写话”

是“写学生想说的话”，因此说和写的训练是同步进行的。说话容

易写话难，说话的量可以多一些，要求高一些；写话的量可以少一

些，要求低一些。“写好一句话”是写话的基本要求。要写好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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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学生必须在识字、写字方面先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要开始进

行写话教学，一定要先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起点，不能操之过急。 

写 作 

写作教学是写话教学的延续和提升，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写作各

种体裁文章的基本能力，并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所作的文章要求内容真实、思路清晰、有创意、没有语病。写作教

学须注重培养学生从阅读和生活中积累语言素材的能力和习惯，同

时兼顾思维的开发，指导学生搜集、筛选、组织写作材料，掌握基

本的写作知识。 

写作文是写自己想说的话，要写好一篇作文，首先必须“有话

可说”，同时知道“要怎么说”。因此，写作的内容和语言素材的

积累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应占整个写作过程的 85%。作文讲究“厚

积薄发”，要重视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以及丰富的知识。

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应当读写结合，引导学生从阅读中积累优美

词语、精彩句段，并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生活体验，有意识地

丰富自己的见闻，并要求学生用心灵去感受当中的真、善、美，探

求事物的奥秘，积累写作素材。有了写作素材和语言材料，学生还

须懂得如何加以筛选和组织，才能层次清楚、条理分明地表达自己

的思想感情。可见学生要想学好作文，一定要先学会思考，所以思

维能力的发展是作文教学的重点之一。教师须通过各种活动来激发

学生的思维，建立文章的中心思想，让学生自己搜集和组织写作材

料，草拟纲要。 

作文教学突出写作主体，倡导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观点。教师应

为学生提供宽广的写作空间，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帮助他们

树立本体意识，让学生产生“我要作文”的主动意识，而不是被动

的“要我作文”。写作教学应训练学生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

能力，强调学生在作文中说真话，抒真情。假话连篇的不良文风，

表面上是当今学生们写作时的普遍弊病，实质上正反映着个人人格

的扭曲，与发展学生健康个性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教师应珍视个

人的独特感受，要求学生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多想多写，

做到有感而发，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这样才能写出情感真实、

体验深刻和感受独特的文章。不造假，是对作文最起码的要求；写

出有个性，有创意的作文，才是写作的真正内涵。 

写作教学应该鼓励学生多阅读、多观摩，从阅读中学习多样化

的创作手法，切忌要求学生按规定的模式写作。模式化的作文千篇

一律，看似面面俱到其实是面面不到，更甚的是连说假话，也是异

口同声，千人一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在教学时没有训练

学生我手写我心的能力外，还因为学生缺少想象力，特别是缺乏创

造想象力。想象是在脑海中改造旧表象、创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想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必须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记忆表象。如

果感情激发力强，记忆表象又丰富多样，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必然会随之增强。 

四、趣味语文 

趣味语文的教学，重点在其趣味性，因此教学活动必须是在轻

松活泼的气氛下进行。趣味语文的每周教学时间应有 30 分钟。教

师必须在教学前做好周详的计划，以避免活动枯燥乏味，达不到趣

味性的效果，让学生觉得无聊；也避免因准备不足而在进行活动时

出状况，结果顾此失彼，造成课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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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语文的教学的材料要合乎学生的生活经验，并富有教育意

义。教师在教学时要寓教育于游戏，不要板起脸孔说教，更不要采

用庸俗的手法，一味搞笑，流于低级趣味。 

教师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活动，让他们合力完成学

习，以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教师也须承认学生在能力上的差异，

学生达不到的要求，不要强人所难，免得造成压力和负担，失去趣

味语文的教学意义。 

此外，语文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课堂教学

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有效地进行课外活动，对加强语文学习和达

致教学目标起着积极的作用。教师应根据客观的情况，适当地组织

语文课外活动。 

五、语文基础知识 

小学华文课程的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的语文技

能，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

可能实现，系统地讲授语文知识对小学生掌握语文帮助不大，处理

不当还会造成负担，因此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必须以有用、易懂为

原则。语文基础知识的每周教学时间需达 30 分钟。 

语文学习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过程，语文实践是培养语文能力

的主要途径。在小学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

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理

解课文中的语言难点，使学生能更有效地解读文本，学习语文。因

此，《小学华文课程标准》要求把语文知识的学习，融入语文技能

的教学之中，语音、词语、句子、修辞和标点符号等语文知识应该

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视情况的需要随文带出。教师不要为教语文知

识而另设教材，更要避免在具争论性的个别例子上兜圈子。考试出

题也不能把语文知识列为考试项目，要学生死记硬背同反义词、成

语注释和其他有关语文知识的分类和名词术语。 

六、增广教学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十分注重增广教学。它是为所有学生

而设的教学计划，让学生通过各种富有挑战性的活动汲取经验和知

识，以满足个人的求知欲，并从中培养自立又互助的精神和能力，

发展领导才华。增广教学可以通过增广阅读、设计工作、游戏等活

动进行。 

七、辅导教学 

辅导教学旨在协助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辅导的重点以补底

为主，并尽早识别学生们所面对的学习瓶颈。进行辅导活动时，教

师以小组或个别指导方式辅助学生解决功课上的疑难，帮助学生找

出未能掌握的技能和学习内容，并给予指导。教师应采用一些较具

体的、容易掌握的基本教学方法来指导有关的学生，使他们最终能

够和其他学生掌握同样的技能，以及培养他们的信心和自立精神。 

辅导教学应是延续性的，在辅导教学过后，教师应给予巩固

学习活动，接受辅导之后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增广活动。 

 

语文教材 

语文教材是达到《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的媒介之一，因此编写

小学华文教材必须以《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为根据，同时须适合教

学，并具有典范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文质兼美的要求。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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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各年级的“学习标准”只列出有关年级特别着重的项目，一

些学习项目只在某个年级的“学习标准”出现，以后就不再提及。

那些没有列出的项目，教师还是有必要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适当地

进行复习。 

语文教材的编写必须遵循儿童心理和语言发展的规律，联系儿

童的生活经验。教材中所使用的语文必须规范、优美，教材的题材、

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内容应涵盖各门各类的知识，富有社会

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并且有利于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表现手法都应该考虑到儿童的学习兴趣，应选形象、直观、具

想象力、感性且色彩较强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题材方面，语文教材必须针对《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在这些

方面的需要做出适当地配合。文学、艺术文化、思想感情、节日庆

典、风土人情、品德修养等人文因素；人际沟通、生活起居、公共

设施、休闲保健、时事文化等社会生活内容；工艺与科技、自然环

境、生物世界等科学普及知识，都有需要编入教材，思维技能、学

习技能、未来研究技能、信息通讯技术等实用技能的掌握，也需要

适当地融入教材。 

语文教材也必须重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注重其对学生情

操的陶冶和潜移默化之作用。《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强调健全平衡

地发展学生的智力、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并着重为学生面向未来

世界作好初步的准备。小学华文教材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教材

内容须符合我国的国情，以加强学生对本身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认识，

使学生在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获得熏陶。同时，教师也须

力求配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开拓学生的视野，

为学生日后踏足社会，建设国家作好准备。 

跨课程元素 

为了配合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趋势，小学华文课程的教学必须培

养学生掌握及实践有实用价值的元素，为学生日后继续求学及踏入

社会作好准备。 

1. 创造与革新元素  

 创造是产生原本的、创始的、新颖的想法。创造的成果必

须是有价值、有用途或能满足于某种需求的。它可以解决

问题并达到某个目标。革新是指产生创意的想法并应用其

在实际的情境中。创造与革新实施是希望教师教学中发挥

创意 ，并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2. 信息通讯技术 

 在这个信息时代，学生应能应用信息通讯技术来通讯、获

取资料和完成任务。在教学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地应

用信息通讯技术和多元化的教材来巩固和加强语文的学习。 

3. 企业家元素 

 企业家元素被注入《小学标准课程》旨在于培养学生拥有

企业家及系统化的工艺和职业知识之技能、态度、精神及

道德价值与操守。 

4. 高层次思维技能 

 根据国民教育课程的目标，学生必须平衡发展，具备坚韧

不拔的品格、爱国的情操和求知的欲念，并具有掌握信息、

思考、沟通和团队合作的能力。《教育大蓝图 》也列出领

导能力、双语能力、职业道德与修养、社会认同、知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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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思维技能等 6 个 21 世纪技能；学生必须具备这些技能

以应付全球化的竞争。 

 思维能力一直在课程中加以强调。1994 年以来，课程加入

了层次由低到高的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目的是提升

学生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使学生在生活中能提出有创意的

看法，完成有创意的作品，并有能力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

语文教材要求在训练学生的思维方面做出适当的配合。 

 从 2011 年开始，小学标准课程则强调高层次的思维技能。

高层次思维技能是在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中，应用知识，技

能和价值观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做出决策，

做出革新或进行某些创造。 高层次思维技能是指应用、分

析、评价和创造的技能，如下表所示： 

高层次思维技能 说明 

应用  在不同的情况下应用知识，技能和

价值观，以处理事情。 

分析 
 把信息分解成各小部分，以便更深

入地理解概念，并厘清各部分之间

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评价  应用知识，经验，技能和价值来进

行衡量，作出决定，并提出理由。 

创造  产生具创造性和革新性的想法、产

品或方法。 

高层次思维技能的说明 

 这些技能都明确地写入每个科目的课标。 

 高层次思维技能可以通过推理活动、探究式学习、问题解

决和专案式学习等方式在课堂教学中实践。教师和学生可

以在课内与课外应用思维图表、思维导图、思考帽、以及

高水平的提问等工具来促进思考。学生也必须能够对自己

的学习负责。 

5. 学习技能 

 掌握了学习技能，学生能够自己规划和管理自己的学习，

并能在这充满变数的时代随时更新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语文是学习的基本条件，语文教材应在指导学生学习

如何学习方面做出相应的配合。 

6. 未来研究技能 

 成功的生活在于如何正确地预测和规划未来。未来研究技

能是整理思绪，规划生活的一种方式。它能帮助我们做出

正确的决定和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教学

时，教师应善用教材中的课题，引导学生预测和规划未来。 

7. 多元智能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智能与潜质。如果能根据自己的智能与

潜质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学习，就能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应顾及学生各种不同的智能，设

计多样化的活动。 

8.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让学生运用备有的经验，建构出新的经验。建构

主义强调学习者的重要性，促进主动学习并积极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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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这个学习模式让学生更了解、更有信心及乐于终身

学习。 

9. 情境学习 

 情境学习让学生运用既有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社会及工作

领域联合起来。当学生能将新学到的技能与日常生活互相

结合时表示学习目标已达成。 

语文评价 

教学评价是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能针对一个教学过

程的实施或成果，提供有用的信息，具有反馈课程、评估水平、

促进学习和强化教学等作用。它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服务的，对

确保教师和学校能有效地塑造在智力、情感、心理与生理方面的

发展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起着品管的作用，因此，教学评价的进

行，从评审、记录以至报告都必须有良好的管理和规划。 

小学语文教学评价需以《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为依据，评价

目标须与教学目标一致，要覆盖课程标准的全部重要内容。语文评

价要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和需求，重视教与学的质量、过程，并

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语言能力。 

语文评价要注重考查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表现。阅读能力的

评价应注意考查学生的朗读与理解的能力，着重测试学生对文章整

体的感知、理解和领悟能力的表现。听说能力应注意评价学生的

听力、口头表达及口语交际的能力，评价应在具体交际情境中进

行，重视考查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情意态度。书写能力应注意评价

学生的字体，以及书面表达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考查学生写作能

力宜淡化文体要求，鼓励学生写真情实感，并长期跟进学生的表

现，避免一试定成败。此外，语文评价也应重视引导学生加强语

文素养的积累，还要注意检测学生自学能力，并培养学生自我评

定的能力，以掌握良好的语文学习策略。 

语文评价必须能够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学生学习的情况。传

统的纸笔考试多以客观题为主，往往不易测试到较高层次的认知

范畴和思维能力。评价应强调开放式内容，尽可能实践真实性评

价，给学生更大的空间发挥创意，为发展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及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打好基础。 

教学评价的进行方式一般分成两种，即在教学过程中随堂进

行的形成性评价，以及在学习单元、学期或学年结束时进行的总

结性评价。语文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还

要能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发展语言能力。因

此，语文评价需以形成性评价为主，以便能根据学生的学习发展

的需要，随时调整教学，并对教学活动起品管作用，以达致优质

的教学。 

进行总结性评价时，任务的要求必须明确、具体，避免模棱

两可，且题型和测试方式要多样化，从不同角度考核语言能力。

教师须杜绝编制怪题、偏题的现象，避免测试学生名词术语、语

文规范知识和微枝末节或与语言能力无关之项目。主观性评价如

作文和实作评价需把评分者误差降至最低，命题不宜设置种种审

题限制或陷阱，以免程度好的学生因为一念之差审题错误，而表

现不好；而程度中等的学生因为审题正确，不过不失，而考到好

成绩，从而影响了评价的信度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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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评价 

校本评价是完全由教师和学校方策划、进行、总结的评价工

作。它是一项持续性工作，教师和学校需要有高度的期许和明确

的方向，才能最大程度地发展每个学生的潜力。 

校本评价具有以下特点： 

• 全面性：能够针对学生所表现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提供

全面的回馈信息。 

• 持续性：评估与教学同步，在教学过程中持续进行。 

• 灵活性：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状态，应用多元化的评估

方法。 

• 标准性：评价以表现标准为准绳，表现标准则以课程标准

的要求为根据。 

标准参照评价 

校本评价采用“标准参照评价”的形式。“标准参照评价”

应用表现标准来评价学生学习表现的进步或成长情况，是获取学

生学习信息的过程。表现标准是根据学生掌握课程标准中技能要

求的表现水平而定下的，教师进行评价时需根据表现标准来估量

学生的学习表现，以了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标准参照评价不相互比较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表现，只是以表

现标准为参照，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报告学生学习的进步和成

长。学生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独立个体，他们的能力、性向、天赋、

技能和潜力，必须在没有和其他人相比的情况下，获得公平、公

正的评价。学校必须能够完整地得到一个学生在各方面表现的，

包括各种定性和定量的回馈信息，以便各个负责单位都能够知道、

了解、欣赏、认可和尊重每一个学生，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贡

献。 

表现标准 

表现标准是陈述学生学习表现发展的说明，在校本评价中作

为评量学生的学习发展与成长表现的指标。表现标准把学生的发

展与成长分为六个水平，并以描述性语言，来陈述学生在各个水

平实际表现出来的学习成果。表现标准是配合校本评价的实施而

制订的指南，冀以提高教师在教学中进行评价的准确性。 

表现标准根据学生达致学习标准的表现，由下到上分成 1）

尚未掌握、2）有待改进、3）基本掌握、4）满意、5）良好、6）

优良等六个水平。学习表现将会是书写“学习表现报告”主要根

据。四年级表现标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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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尚未掌握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尚未掌握学习标

准，学习表现处于初学者的阶段。 

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薄弱，不能应付实际需要。学生

语言材料积累极其贫乏，难以表情达意和与人沟通。 

有待改进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语文能力有限，

学习表现必须改进，才能达到学习标准的要求。 

学生约略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但尚不足以应付实际

需要。学生语言材料积累贫乏，不能进行有效的沟

通，表达时往往词不达意。 

基本掌握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

文能力，学习表现处在最基础的阶段。 

学生能初步应用基本的语文技能来应付实际需要。学

生积累了一般常用的语言材料，具备简单的语言表达

和组织能力，能应用语言粗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

有自主学习的意识。 

满意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的语文能力中规

中矩，学习表现令人满意。 

学生能有效地应用语文技能来应付实际需要。学生积

累了一些语言材料，具备一定程度语言表达和组织能

力，能应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表现一般，并对学习语

文初步产生兴趣。 

良好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掌握了扎实的语

文能力，学习表现良好。 

学生能于大部分情境中，根据实际需要应用语文。学

生语言材料积累充足，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

达能力，能有效地应用语言来表情达意，有一定的表

达技巧，并对学习语文有兴趣。 

优良 根据小学四年级华文学习标准，学生稳定地表现出高

水平的语文能力，学习表现优良，足以成为其他同学

的学习楷模。 

学生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正确地

应用语文。学生语言材料积累丰富，逻辑思维和语言

表达能力程度较高，能创造性地应用语言来表情达

意，态度自信，有很好的表达技巧，并且热爱语文，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评价应被视为课程和教学的一部分，是协助学生学习达标的一

个手段，而非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应适当地结合定性和定量的

方式来分析学生的表现，而不能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唯一的评

价标准。片面强调考试分数，置应试于语文教学之上，势必导致考

试领导教学的流弊，实有悖教育原理。 

 

教学设备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教育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语文教

学应该配合当今教育的需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 

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为语文教学配备相应的设备，除了工具

书、古今的中外文学名著外，其他人文、科普等各类读物，教学挂

图等教具，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声像资料，还有因特网上的资

源，都是进行语文教学应具备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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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重视教师的培训，并备有一定数量的收录机、投影仪、

幻灯机、电视机、录像机、电脑及其他辅助器材。有条件的学校还

可装备视听教室、语音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等。语文教师应努力掌

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因特网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提高

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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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0听说 

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聆听 1.2 聆听和理解他人在各种场合的讲

话，能边听边记边想，抓住其重点。 

1.3 听读与理解各类体裁的篇章，能边

听边记边想，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和

中心思想。 

1.5 聆听后复述，做到内容正确，中心

突出，语言流畅。 

1.2.5 聆听和理解各种形式的演讲和讲

座，能边听边记边想，抓住其重点。 

1.3.5 听读与理解各类体裁的篇章，主要

注意历史故事和科幻故事，能边听边记

边想，抓住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 

1.5.5 聆听新闻报告后复述，做到内容正

确，中心突出，语言流畅。 

尚未掌握 能听记很少的内容。聆听后，能通过口头、书面

等方式，表达很少的内容。 

有待改进 聆听后能理解少部分内容。并能通过口头或书面

等方式，表达相关内容。 

基本掌握 初步具有注意聆听的意识，聆听后能理解主要内

容。并能通过口头或书面等方式进行表达，不遗

漏主要内容。 

满意 有专注、耐心聆听的意识，能较好地理解教材。

聆听后能作简单的分析，把握教材的内容大意，

并能清楚地进行表达。 

良好 能专注、耐心地聆听，充分理解教材。聆听后能

认真思考，概括出教材的主题，完整地表达相关

内容。 

优良 能边聆听边思考，深入理解教材内容，并养成专

注和耐心聆听的习惯。能针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

判断，有条理地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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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口头 

表达 

1.4 讲述事情，能清楚交代时间、地

点、人物和情节，做到语言流畅。 

1.6 说明事物，做到描述准确，语言简

洁，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1.8 针对话题进行讨论，做到态度和语

言适当，意见具建设性。 

1.4.5 讲述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能

清楚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并

能说出感受，做到语言流畅。 

1.6.5 说明事理，要求说明清楚，语言简

洁。 

1.8.3 针对国内的话题，积极参与讨论，

做到态度和语言适当，意见具建设性。 

尚未掌握 能进行简单的口头表达，但说话很不流畅，词不

达意，口音较重，整体意思含糊。 

有待改进 能进行较简单的口头表达，但说话条理不清，语

句不流畅，口音较重，整体意思欠明确，不注意

说话的态度。 

基本掌握 能进行口头表达，整体意思尚明确，语句尚连

贯，说话较有条理，有一定的内容，并注意到基

本的礼貌。 

满意 进行口头表达，能较清楚地表达事物，说话内容

尚具体，话语适当，语句流畅，态度有礼。 

良好 进行口头表达，能清楚表达事物，说话内容充

实，话语简洁流畅而有条理，态度从容、有礼。 

优良 进行口头表达，能言之有物，措辞准确得体，话

语简洁流畅而有条理，态度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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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口语 

交际 

1.7 与人交谈时，能认真地倾听，并根

据不同的情况，文明有礼地表情达

意、与人沟通。 

1.7.12 在日常交谈中，使用礼貌语言表示

拒绝和劝告他人，做到态度有礼，措辞

得体。 

1.7.13 在日常交谈中提出问题，请对方针

对事和物作出预测，要求能正确地应用

疑问代词，以适当的语气和语调，有礼

貌地发问。 

尚未掌握 与人交谈时，只能做出有限的回应，口头表达甚

不流畅，词不达意，不能有效地沟通。 

有待改进 只能用简单的话语与人交谈，用词欠恰当，说话

内容欠明确，沟通效果不佳。 

基本掌握 能在日常交谈中做出适当的回应，用词尚恰当，

话语尚流畅，措辞欠佳。 

满意 能在日常交谈中专注聆听，用词恰当，表达有条

理，话语流畅，态度自然。 

良好 能在日常交谈中专注聆听，能表情达意，做到措

词得体，态度自然，能与人良好地沟通。 

 

优良 能在日常交谈中专注聆听，做到敢说、愿说，态

度自然大方，并能体会、尊重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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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阅读 

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朗读 2.3 朗读教材，感悟其内容。注意各类

音变和标点符号所表示的语气，要求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2.3.5 朗读教材，感悟其内容。要求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篇章，注意各

类音变。 

尚未掌握 只能认读极少的字词，发音欠标准，朗读时错误

较多，断断续续。 

有待改进 能认读小部分词句，发音尚可辨识，丢字和添字

的现象明显，偶有回读或漏句。 

基本掌握 能正确认读大部分词句，音变错误较多，偶会丢

失或添加语句。朗读时尚流畅，稍有唱读或停顿

的现象。 

满意 能正确朗读教材，掌握各类音变，错误少，朗读

时通顺流利。能根据标点符号所表示的语气来表

现教材的感情。 

良好 能正确朗读教材，朗读时通顺流畅。对朗读有兴

趣，能用适当的语调、轻重音、速度、停顿，节

奏分明，有感情地朗读教材。 

优良 能正确朗读教材。朗读时通顺流畅，吐字清晰，

速度适当。喜爱朗读，能感悟教材内容，感情真

挚地朗读教材。态度从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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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阅读 2.1 认识汉字，做到认清字形，读准字

音，理解字义，并能应用所认识的汉

字构成词语。 

2.2 阅读词句，能结合上下文理解词句

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和优美句

子。 

2.4 阅读与欣赏诗歌，理解其中心思

想，展开想象，获得情感体验，感受

语言的优美。 

2.5 阅读与理解故事。了解故事中的角

色和情节发展，领会其教育意义。 

2.6 阅读与理解记叙文、说明文与议论

文等各类文体的篇章，能了解文章的

内容和文体特点，认识其表现手法。 

2.7 阅读与理解应用文，了解其内容、

格式和功用。 

2.8 默读与理解教材，做到不出声、不

指读、不动唇，达到一定的速度。 

2.1.11 认识所规定的汉字，做到认清字

形，读准字音，理解字义。 

2.1.12 利用部首和音序检字法查字典、词

典，学习独立识字。 

2.1.13 应用所认识的汉字构成词语。 

2.2.5 阅读词语和句子，能结合上下文理

解词句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 

2.4.5 阅读与欣赏诗歌，主要注意古诗，

理解内容和中心思想，展开想象，获得

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2.5.5 阅读与理解故事，主要注意历史故

事和科幻故事，了解人物角色和情节发

展，领会其教育意义。 

2.6.7 阅读与理解记叙文，主要注意写景

的记叙文。要求了解其描写手法。 

2.6.8 阅读和理解说明文，主要注意关于

自然现象的说明文，了解内容的主次和

说明的顺序。 

2.6.9 阅读与理解议论文，认识论点、论

据和论证。 

2.7.3 阅读与理解私函和讲稿，了解其内

容、格式和功用。 

2.8.2 默读教材，能理解文章大意，每分

钟不少于 150 字。 

尚未掌握 能认读少量字词，只能理解小部分文本内容。 

有待改进 能认读部分词句，理解部分文本内容。 

基本掌握 能认读大部分词句，基本掌握阅读能力，理解文

本内容。 

满意 能阅读与理解文本内容，对文中的语言应用及其

表现手法有初步的认识，并对阅读产生初步的兴

趣。 

 

良好 能充分理解文本内容，了解文中的语言应用及其

表现手法，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对阅读产生兴

趣。 

优良 能充分理解文本内容，了解文中的语言应用及其

表现手法，能在阅读中初步发现美、感受美。具

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对阅读有浓厚的兴趣。 

3.0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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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写字 3.2 应用毛笔书写中楷，做到坐姿、执

笔、运笔、笔画和笔顺正确，字的间

架结构匀称，字体工整美观。 

3.2.3 使用毛笔临摹名家字帖，做到坐

姿、执笔、运笔、笔画和笔顺正确，并在

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 

尚未掌握 能以正确的坐姿和执笔法写毛笔字，但稍欠耐

力。认识基本笔画运笔的规律，笔顺多错误，卷

面不整洁。 

有待改进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基本笔画及运笔规律

书写毛笔字，笔顺较少错误，卷面尚整洁。 

基本掌握 能以正确的坐姿和执笔法书写毛笔字，掌握基本

笔画及运笔的规律，笔顺正确，卷面整洁。 

满意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笔顺，书写间架结构

匀称的毛笔字，卷面整洁。 

良好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运笔的规律，熟练地

书写毛笔字，卷面整洁。 

优良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运笔的规律临摹名家

的毛笔字，字体端正优美，卷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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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书面 

表达 

3.1 应用铅笔写字，做到笔画和笔顺正

确，字的间架结构匀称，字体规范，

工整美观，并有一定的速度。 

3.4 书写段落，做到内容具体，条理清

楚，语句正确通顺。 

3.6 习写记叙文，做到语句通顺，记叙

清楚，思想健康，感情真挚，有创

意。 

3.7 习写说明文，做到内容扼要简明，

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3.8 习写应用文，做到格式正确，称呼

适当，文字简洁，措辞得体，段落分

明。 

3.1.6 书写楷书，做到字体规范美观。注

意手写体楷中带行，点画牵连的特点，以

提高书写速度。 

3.4.3 针对话题习写段落表达感想，做到

内容具体，条理清楚，语句通顺。 

3.6.2 习写以叙事为主的记叙文，做到语

句通顺，记叙清楚。 

3.7.1 习写有关事物的说明文，做到内容

扼要简明，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3.8.5 根据对象与情况，习写私函，做到

格式正确，称呼适当，文字简洁，措辞得

体，段落分明。 

尚未掌握 书面表达能力有限。写心中所想，口中要说的话

时，表达不完整。虽能写一些简单的句子，但语

病多，词不达意。写字马虎，字体稍难辨读。 

有待改进 书面表达能力尚可。能把心中所想，写出完整的

句子。句不成段，病句不多，遣词用字不恰当。

字体尚可辨读。 

基本掌握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写成段落。内容尚充实、尚

有条理，语句尚通顺，语言文字虽有错误但不影

响文义。字体端正。 

满意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清楚地分段写出来。内容充

实，条理清楚，语句通顺，遣词用句恰当。字体

端正。 

良好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清楚、明确地分段写出来。

内容具体、充实，条理分明，结构完整，语句准

确，遣词用句生动。字体端正。 

优良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明确、详尽地写成篇章。内

容构思新颖，条理明晰连贯，结构谨严，语句准

确流畅，遣词用句生动、灵活。字体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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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信息 

处理 

3.5 根据所搜集的资料，以图文或多媒

体的方式作报告，做到内容真实，层

次清楚，条理分明。 

3.5.5 搜集及处理中华文化的资料，以图

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报告。 

尚未掌握 能初步搜集资料，但未能有效地处理资料。 

有待改进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及能有效地处理资

料。 

基本掌握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处理资料，进行筛

选、分类，并以图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简单的报

告。 

满意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处理资料，进行分

析，并以图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完整、有层次的

报告。 

良好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处理资料，进行分

析、整合与总结，并以图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详

尽、有层次的报告。 

优良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处理资料，进行分

析、整合与总结，并以图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详

尽、层次清楚且有条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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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趣味语文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表现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4.1 进行各类语文游戏。以有趣的形式，扩展

词语，操练语音，加强基本功的掌握。 

4.2 背诵古诗，能初步理解诗歌的内容，感受

语言的优美。 

4.3 诵读教材，做到语音正确，语调恰当，表

现生动自然而有感情。 

4.4 分享阅读心得。针对所阅读的材料，找出

话题，与人分享交流。 

4.5 进行各种说话表演，做到语音正确，语调

恰当，表现恰如其分。 

4.6 趣味创作。 

4.1.5 应用各类词语进行游戏，以有趣的

方式扩展词汇。 

4.2.5 背诵古诗十首，初步理解诗歌的内

容，感受语言的优美。 

4.3.5 集体诵读，做到语音正确，语调恰

当，表现生动自然而有感情，并能发挥

合作精神。 

4.4.5 分享阅读心得。针对所阅读的材

料，找出话题，与人分享交流。 

4.5.4 说相声，做到语音正确，语调恰

当，表现生动自然而有感情。 

4.6.3 故事接龙。注意内容连贯，生动有

趣，并能发挥合作精神。 

尚未掌握 

趣味语文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

语文技能，因此不另设评价标准。趣味语文课堂

评价，是在于观察学生的语文技能掌握水平，应

根据语文技能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有待改进 

基本掌握 

满意 

良好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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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语文基础知识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评价标准 

学习表现 说明 

5.2 学会汉语拼音，掌握基本的语音知识。能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进行朗读，并养成在日

常生活中讲标准华语的习惯。 

5.3 通过阅读，认识各类词语，辨析及理解词

义，并能准确地应用词语。 

5.4 通过阅读，认识各种不同类型的句子。在

写作中应运用不同类型的句子来表达。 

5.5 通过阅读，认识各种标点符号。能根据表

达的需要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5.6 通过阅读，认识修辞手法，加深理解教材

内容。 

5.2.5 在说话和朗读时，着重“啊“的音

变，做到语音标准。 

5.3.10 通过阅读，辨析词义，能正确地

应用各类词语。 

5.3.11 通过阅读，认识成语、谚语和格

言，并了解其含义和用法。 

5.4.6 通过阅读，了解关联词语的功能，

正确解读句子。在表达时能准确地应用

关联词语。 

5.5.5 通过阅读，认识各种标点符号并了

解其用法。注意省略号和破折号的使

用。 

5.6.2 通过阅读，认识“比拟”和“反

复”的修辞手法，并体会其在文章表达

中的效果。 

尚未掌握 

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

掌握语文技能，因此不另设评价标准。语文基础

知识课堂评价，是在于观察学生的语文技能掌握

水平，应根据语文技能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有待改进 

基本掌握 

满意 

良好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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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笔画 五年级生字  

3 亡 1 

4 区尤仇仅乏仓户 7 

5 刊占央仗仪斥乎丛册矛 10 

6 邪迈伏伐伪肌庄宇阶驯驰阱 12 

7 寿违攻坟芜杖巫肖旷吟彻妥含犹库沛宏诈罕君

层驱纯纲纳纺 

26 

8 奉武拐抵拘拌若茅枉构杰贤岩罗凯呻氛委侦征

胀胁庞剂郊券沼泽审宙祈肃屈限艰咀 

36 

9 垫拯甚栅战显映畏咽卸矩贷侵盾衍胞贸疤姿施

怨峦姜叛洽浏浑恨诱垦昼陡盈骇 

34 

10 耕耘耗泰素匪振捏埋捆逝捣耽莫栖档桃索辱础

殊畔倾耸馁效瓷资涛涉浩润涌悟悦宰案诺冤陶

陷娱 

42 

11 琐堵捷掀授掠培控聊勒械盔袭辅悬啃略患犁悠

躯舵悉祭凑毫痕旋率淘惭悼惧惟寂宿谋祷堕隐

绪绵巢 

43 

12 堪塔揩堤援搁搅惹葬葱朝辜棋焚椒惠暂辉喻赐

锐智稍稀筋堡储循番腔痪渺愧寓谣屡疏婿登缓

41 

编 

13 魂搏塌携搞摊墓蓄赖酬碍碑睦睬歇暇跨遣罩键

稚催触痴廉滤滔溪溜誉寞障嫌叠缚 

35 

14 摧摔聚榜酷魄豪竭弊漫 10 

15 慧趟撤蕊敷醋霉瞒嘹踪黎稿僻艘瘤瘫潜澈澄憎

额劈豫瞌 

24 

16 撼融蹄篷膨雕凝瘾辨糙 10 

17 礁霞瞪癌辫赢糟臀 8 

18 覆 1 

19 攀瓣爆 3 

20 嚼籍譬 3 

21 霸 1 

 总数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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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笔画 五年级习写字  

3 亡 1 

5 乎册矛 3 

6 邪伐驰 3 

7 寿巫肖彻妥含宏罕君驱纯 11 

8 奉武若茅贤氛委侦庞郊券泽祈肃屈艰 16 

9 垫拯甚卸矩贷盾贸姿施怨叛垦昼盈骇 16 

10 耕耘耗泰素匪捏逝捣耽莫索辱殊倾耸馁效瓷资

涉润宰悟悦诺冤陶娱 

29 

11 琐堵捷掀授掠培控聊勒械盔袭辅悬患悠躯悉祭

凑毫痕旋率悼惧寂宿祷堕隐绪绵巢 

35 

12 堪揩搁搅焚惠暂辉喻赐锐智稍稀储循番腔渺愧

寓谣屡疏登缓编 

27 

13 塌携搞摊蓄赖酬碍睦歇暇跨遣罩稚催触滔溪溜

誉障嫌叠缚 

25 

14 聚榜酷豪竭弊漫 7 

15 慧趟蕊敷醋霉瞒嘹黎僻艘潜澈憎额豫瞌 17 

16 融膨凝辨糙 5 

17 霞癌辫赢糟 5 

18 覆 1 

19 攀瓣爆 3 

20 嚼籍譬 3 

 总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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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五年级背诵古诗篇目 

1 凉州词     

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 芙蓉楼送辛渐 

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4 夏日绝句 

宋·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夜泊枫桥 

唐·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6 渔歌子 

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7 望洞庭 

唐·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8 江南春 

唐·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9 元    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0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