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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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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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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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语文能力尚未达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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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语言材料积累贫乏，难以表情达意和与人沟通。 

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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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初步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但尚不足以应付实际

需要。 

学生积累了一些语言材料，但仍难以表情达意、与人

沟通，表达时往往词不达意。 

基本掌握 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文能力，学习表现处在最基础的

阶段。 

学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初步应付实际需

要。 

学生积累了基本常用的语言材料，具备简单的语言表

达能力，能与人沟通，并有自主学习的意识。 

满意 学生的语文能力中规中矩，学习表现令人满意。 

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并能有效地应付实际需

要。 

学生积累了常用的语言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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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沟通，并

初步有学习语文的兴趣。 

 

良好 学生掌握了较扎实的语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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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沟

通，态度自然，并对学习语文有兴趣。 

优良 学生稳定地表现出扎实的语文能力，学习表现优良，

可以成为其他同学的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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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如地应用语言来表情达意、与人沟通，

态度自然，且热爱语文，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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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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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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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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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在各种正式场合聆听和理解讲话，

能边听边记边想，抓住其重点。 

1.3.6 听读与理解各类体裁的篇章，主要

注意推理故事，能边听边记边想，抓住

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 

尚未掌握 能听记较少的内容。聆听后，能通过口头、书面

等方式，表达较少的内容。 

有待改进 聆听后能理解部分内容。并能通过口头或书面等

方式，表达相关内容。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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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相关内容。 

满意 有专注、耐心聆听的意识，能主动思考，较充分

地理解教材。聆听后能分析归纳，抓住内容重

点，并能清楚地表达相关重点。 

良好 能专注、耐心地聆听，充分理解教材。聆听后能

认真思考，概括出教材的中心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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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概括，继而产生自己的想法，表达时条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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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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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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说明事理，要求语言简洁，层次清

楚，条理分明。 

1.8.4 针对国外的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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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话断断续续，词不

达意，口音稍重，整体意思比较含糊。 

有待改进 能进行较简单的口头表达，整体意思尚可明白，

但说话欠条理，语句不大流畅，口音稍重，不大

注意说话的态度。 

基本掌握 能进行口头表达，整体意思基本明确，语句通

顺，内容尚具体，说话较有条理，并注意到基本

的礼貌。 

满意 能较好地进行口头表达，说话内容具体，话语简

洁，层次清楚，条理分明，态度有礼。 

良好 口头表达能力良好，说话内容充实，话语简洁流

畅，层次清楚，条理分明，态度从容、有礼。 

优良 口头表达能力较强，说话言之有物，措辞准确得

体，话语简洁流畅，层次清楚，条理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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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 在日常交谈中，使用礼貌语言表达

认同或不满，做到态度有礼，措辞得

体。 

1.7.15 在日常交谈中提出问题，请对方针

对事和物作出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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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做出简单的回应，口头表达不

流畅，词不达意，沟通效果不佳。 

有待改进 只能用简单的话语与人交谈，用词尚恰当，但内

容欠明确，能与人沟通。 

基本掌握 能在日常交谈中做到话语流畅，尚能与人沟通。

措辞简单，态度有礼 

满意 能在日常交谈中专注聆听，尚能表情达意，做到

措词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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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地发问和表达认同或不

满。 

优良 能在日常交谈中专注聆听，做到敢说、愿说、善

说，态度自然大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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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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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认读小部分的字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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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可辨识，偶有丢字、添

字、回读或漏句的现象。 

基本掌握 能正确认读大部分词句，音变错误较多，极少丢

失或添加语句。朗读时尚流畅，鲜少唱读或停顿

不当的现象。 

满意 能正确朗读教材，掌握各类音变，错误少，朗读

时连贯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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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语音标准，语调、轻重音、速度、停

顿适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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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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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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认识所规定的汉字，做到认清字

形，读准字音，理解字义。 

2.1.15 利用部首和音序检字法查字典、词

典，学习独立识字。 

2.1.16 应用所认识的汉字构成词语。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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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阅读与欣赏诗歌，主要注意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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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阅读与理解故事，主要注意推理故

事，了解人物角色和情节发展，领会其

教育意义。 

2.6.10 阅读与理解记叙文，主要注意抒情

的记叙文。要求体会文中的情感及了解

其表现手法。 

2.6.11 阅读和理解说明文，主要注意关于

事理的说明文，了解内容的主次和说明

的顺序。 

2.6.12 阅读与理解议论文，认识论点、论

据和论证。 

2.7.4 阅读与理解私函和讲稿，了解其内

容、格式和功用。 

2.8.3 默读教材，能理解文章大意，每分

钟不少于 200 字。 

尚未掌握 能认读少量字词，只能理解部分文本内容。 

 

有待改进 能认读大部分词句，初步理解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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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学习的意识。 

满意 能阅读与理解文本内容，了解文中的语言应用及

其表现手法，对阅读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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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独立阅读的能力。 

优良 能充分准确地理解文本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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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阅读有浓厚的兴趣。具独立阅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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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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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使用毛笔临摹名家字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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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顺较少错误，

卷面尚整洁。 

有待改进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基本笔画运笔规律书

写毛笔字，笔顺较少错误。认识字的间架结构，

卷面整洁。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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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运笔的规律，临摹名

家的毛笔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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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摹名家的毛笔字，卷面整洁。 

优良 能以正确的坐姿，执笔法和运笔的规律熟练地临

摹名家的毛笔字，卷面整洁，字体端正优美，并

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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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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熟练地书写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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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针对话题习写段落发表意见，做到

内容具体，条理清楚，语句通顺。 

3.6.3 习写记叙文，能适当地描写和抒

情，做到语句通顺，记叙清楚，思想健

康，感情真挚，有创意。 

3.7.2 习写有关阐释事理的说明文，做到

内容扼要简明，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3.8.6 根据对象和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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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尚不完整。病句稍多，词不达意。写字

马虎，但字体尚能辨读。 

 

有待改进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写成段落。内容尚充实、尚

有条理，结构尚完整，语句尚通顺，语言文字虽

有错误但不影响文义。字体可辨读。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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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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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准确，遣词用

句生动。字体端正。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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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 能把所要表达的事物明确、详尽地写成篇章。内

容构思新颖有创意，条理明晰连贯，结构谨严，

语句准确流畅，遣词用句生动、灵活，感情真

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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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搜集及处理自然环境变化的资料，

以图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报告。 

尚未掌握 能初步搜集资料的，但只稍能有效地处理资料。 

有待改进 能根据事物的主要特征搜集级处理资料，并以图

文或多媒体的方式作简单的报告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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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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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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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清楚且有条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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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创意地以图文或多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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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应用各类词语进行游戏，以有趣的

方式扩展词汇。 

4.2.6 背诵古诗十首，初步理解诗歌的内

容，感受语言的优美。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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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分享阅读心得。针对所阅读的材

料，找出话题，与人分享交流。 

4.5.5 演小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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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根据课题习写顺口溜。注意内容有

趣，通顺上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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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在说话和朗读时，着重“轻声”与

“儿化”，做到语音标准。 

5.3.12 通过阅读，辨析词义，能正确地

应用各类词语。 

5.3.13 通过阅读，认识成语、谚语和格

言，并了解其含义和用法。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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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通过阅读，认识各种标点符号。根

据表达的需要，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5.6.3 通过阅读，认识“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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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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 六年级生字  

2 匕 1 

3 亿 1 

4 歹勿 2 

5 扒旦叨汇孕纠 6 

6 刑扛巩执夸吁伦企讶讽弛 11 

7 坛坝坎抑坑拟抒辰尬呈岖岗秃估伶佣岔吝灿汰

泛译坠驳纵 

25 

8 坷拢拣拙苞茁茎柜枚析枣奈殴歧旺昌呵昂咏帖

垂侥版侄侣侧凭侈卑彼肴觅肪疚氓炬泄沾泻怯

帘衬衫帚弧函绊炖 

48 

9 挠赴垢拴革柄栋勃柬砖砌竖削哄哗贱幽钝俐侮

鬼脉蚀疮疫逆剃洪浊恼窃诫屏既逊娇怠 

37 

10 捞挫挽莽核毙党唠晃剔唤贿赂钳钻氧秤债倘俱

俯徐脆脂胳皱凌凄恋衷脊剖兼烤烘递涩宵屑祟

绣凋袒 

43 

11 捧措萌菌彬厢奢眶趾蛀崎逻崇笛欲脖逸焕涯涵

梁惕悴逮绷综缀啬 

28 

12 揭斯董棚惑雳雅辈敞晰践喧销锋甥税策惩腕鲁

馋渣溅溉雇裕属隙媒嫂媚缆缘辍 

34 

13 肆摄聘蓬蒙尴辑频龄睹睫盟嗓稠筹遥腻腥腾酱 30 

痰漠滥溶溺慎谨裸缠滓 

14 碧熬嘉截暮蔽兢舔僧膊孵寡隧翠 14 

15 撒撬嘱稽毅憔潦熨嬉 9 

16 擅薪颠衡缴 5 

17 徽燥懦 3 

19 颤 1 

20 壤躁鳞魔灌 5 

21 霹 1 

22 囊 1 

 总 数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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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 六年级习写字  

2 匕 1 

4 歹勿 2 

5 纠 1 

6 执夸企讶弛 5 

7 坛坝坎抑坑辰尬岖岗秃岔吝灿泛坠驳纵 17 

8 拢拣拙苞茁柜枣奈殴歧昂帖垂侥版侣侧凭侈卑

肴觅疚氓炬泄泻帘衬衫弧函 

32 

9 赴垢拴革柄栋勃柬砖砌竖削幽钝侮脉疮逆浊窃

屏既怠 

23 

10 挫挽莽毙唠剔贿赂钻倘俱俯徐脆皱凌凄恋衷脊

剖兼烘涩宵屑祟凋袒 

29 

11 捧措萌彬厢奢眶崎逻崇欲脖逸焕涯惕悴逮绷综

缀啬 

22 

12 揭董棚惑敞晰践喧锋甥税策惩腕馋渣溉雇裕属

隙媒嫂缆缘辍 

26 

13 摄聘蓬蒙尴辑频睹嗓筹遥腻腾酱痰漠滥溺裸缠

滓 

21 

14 熬截暮蔽兢舔孵寡隧翠 10 

15 撬嘱稽毅憔潦熨 7 

16 擅颠衡 3 

17 徽燥 2 

19 颤 1 

20 躁灌 2 

 总 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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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背诵古诗篇目 

1 出塞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4 浪淘沙 

唐·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5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 

  

 

6 示儿 

宋·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7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陆游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8 题临安邸     

宋·林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9 石灰吟 

明·于谦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0 竹石 

清·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