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2013 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的新变
化

2012 年初，教育部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 19 个

学科科目的新课程标准，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的颁布，2013 年，人教版（七年级上）语文教材

开始改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新教材的修订有详细

的说明：其修订原则为落实 2011 版新课标要求，吸

收合理化建议，实现平稳过渡。修订内容主要是：框

架微调、阅读单元的调整（撤并单元、调整次序）、课
文调整、增加写作内容、减少综合性练习、明确单元

学习目标以及课后练习的调整。
与 2001 版的初一语文教材相比，新教材删掉

了 10 篇课文，分别是：杏林子的《生命生命》、沈复

的《童趣》、流沙河的《理想》、《短文两篇》（张晓风的

《行道树》、周素珊的《第一次真好》）、周国平的《人

生寓言》（《白兔和月亮》和《落难的王子》）、玛丽·居

里的《我的信念》、李汉荣的《山中访友》、蒲松龄的

《山市》、鲁迅的《风筝》、郭沫若诗两首（《天上的街

市》、《静夜》）。
新增加的 10 篇课文分别是：史铁生的《秋天的

怀念》，魏巍的《我的老师》，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

的人》、丘吉尔的《我的早年生活》，马及时的《王几

何》，贾平凹的《风雨》，《短文两篇》（小思的《蝉》、席
慕蓉的《贝壳》），选自《礼记》的《虽有佳肴》，纪昀的

《河中石兽》，吴承恩的《小圣施威降大圣》。
此外，有三篇课文有所改动，分别是：《散文诗

两首》中的冰心的文章，《论语》有关孔子的分量明

显加重了，《古代诗歌四首》删除了第五首辛弃疾的

《西江月》。
而且，以往的写作融合在“写作与综合性学习”

中，新教材有了单独的写作板块，每个单元明晰了

写作的主题。同时，文言文的分量也加重了。整个初

中阶段必考增加了 11 篇古诗词，这传达了注重古

文化的信息。
旧版语文教材的开篇为王家新《在山的那边》，

而新版调整为莫怀戚的《散步》，从单元上来说，由

以前的人生体验转而为家庭亲情。第一单元讲亲

情，第二单元讲学习生活，再到自然美景、人生体

验，新版教材由浅入深，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新教材

的章节顺序更接地气，编排更紧凑，主题也更集中。

二、2013 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课后题
的总体变化

总体而言，课后题的变化很大。题目的数量、问
题的设置，以及提问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

就题量而言，题数有所增加。从原来的 47 个问

题增加到 62 个问题，增幅为 32.91%。应该说，这个

增幅是新课改以来，增幅最大的。新教材的题数大

概有 2 到 5 个，课后题中，4 道题的课文最多。而旧

教材一般是 3 道题，少数课文是 2 道题。
就问题的改变量而言，绝大部分问题有所改

变。而且问题的改变不只是单纯的问法的变化，而

是直接删除原题，另改新题。其中，第 11、16、17、23、
29 课所有问题全部更改，只有 3、24、30 课没有题目

的更改。
同时，还更改了一些题目的表达方式。
如第十九课《在山的那边》的第一道课后题：

由“朗读全诗，感悟诗中的思想感情，诗歌除字

面上的意思外，往往还有深层含义，探究一下，诗中

的‘海’与‘山’，蕴含着什么意思？”更改为：“诗歌中

的形象除了字面所指外，往往另有含义，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说说诗中的‘山’与‘海’有怎样的内涵。”
从表达来看，教材对题目的叙述更生动了，在

教育目标的表达上，更改了刻板的表达。同时，对于

教学活动提出了要求，即“有感情地朗读”。在对具

体意象的提问表达上，也按照了文本的先后顺序，

不再按照意象的表达深意。

《教学与管理》2014 年 7 月 1 日

认知维度下语文新旧教材课后题比较分析
———以人教版 2013 年版七年级上册为例

张 鹏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76· ·



三、认知维度下的语文教材课后题变化

笔者此次选用的认知领域分析工具是以安德

森为首的 10 多位学者对布卢姆认知目标修订完成

的新分类。新分类采取了“知识”和“认知过程”两个

维度，本文采用了其中的认知过程维度的六个分

类，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之所以

采用这套分类工具，是因为布卢姆主编的 1956 年

版《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已成为

上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而事实上

随着实践应用问题的不断产生及学习心理学的发

展，当年的编写专家和学者们意识到必须对其进行

修订和扩充，所以经过多次讨论，于 2001 年由安德

森等人主编出版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

版《Ataxonomy for Learning，Teaching，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一书，此书中分类体系相对 1956 版分类

体系在结构和内容上已有了较大的调整。结合《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的相关要求，新

旧教材课后题在认知维度上有很大的变化。
新旧教材课后题认知维度及其变化

由上表可知，在新教材的课后题中，“记忆”这
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29.03%，“理解”这一分类所占比

例为 40.32%，“应用”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6.45%，

“分析”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3.23%，“评价”这一分

类所占比例为 3.23%，“创造”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17.74%。即，考查以“理解”为主，其次是“记忆”，在

“创造”方面也有很多提及，之后是“应用”、“分析”

和“评价”。

在旧教材中，“记忆”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27.66%，“理解”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38.30%，“应

用”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6.38%，“分析”这一分类所

占比例为 4.26%，“评价”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0%，

“创造”这一分类所占比例为 23.40%。
分析比对可知，在“记忆”、“理解”、“应用”这些

分类中，新旧教材的课后题变化不是很大，但总体

考核数量上升。而“评价”分类则是从无到有的变

化。相反，“分析”、“创造”这两个分类则有所减少，

特别是“创造”这一分类，减少幅度较大。
要注意的是，从认知维度的 6 个分类来看，新

旧教材的课后题在命制时，都以“记忆”“理解”“应

用”为主。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中明确提到，“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教学

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

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

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

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

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

体验和思考；要善于通过合作学习解决阅读中的问

题，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来代替个人阅读”。其

中，“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以及“教师应

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

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要善于通过合作学

习解决阅读中的问题，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来代

替个人阅读”的提法，是第一次出现。很明显，“记

忆”“理解”“应用”这三个分类在新教材中也有新的

体现和要求。以朗读为例：

如第十一课《春》的第一道课后题：

老教材的设题方式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

感情地反复朗读课文，直至背下来，并细心品味课

文中描写的江南春景。”设题意图十分明显：通过朗

读课文，感受课文内容；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培养

课文

号数
新教材 旧教材

增加或更改

题号

1 理解、理解、记忆、理解 理解、理解、分析 3、4
3 记忆、创造、创造 记忆、创造、创造 无

5 理解、理解、记忆、应用、评价 理解、理解、记忆 5
11 记忆、记忆、理解、应用 理解、理解、应用 1、2、3、4
12 记忆、理解、理解、应用 记忆、理解、创造 2、3、4
14 理解、理解、记忆 记忆、理解、分析 1、3
16 记忆、记忆、理解、应用 记忆、理解、应用 1、2、3、4
17 记忆、理解、分析、创造 记忆、理解、创造 1、2、3、4
19 理解、理解、记忆、创造 记忆、理解、创造 2、3、4
21 记忆、记忆、记忆、创造 创造、记忆、创造 1、3、4
22 记忆、理解、创造 记忆、应用、创造 2
23 理解、理解、理解、评价 理解、创造 1、2、3、4
24 记忆、理解、创造 记忆、理解、创造 无

27 理解、理解、分析、创造、创造 理解、理解、创造 3、5
28 理解、理解、创造 理解、理解 3
29 记忆、理解、理解 理解、记忆 1、2、3
30 理解、记忆 理解、记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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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新教材中的数量 旧教材中的数量

（一）记 忆 18 13
（二）理 解 25 18
（三）应 用 4 3
（四）分 析 2 2
（五）评 价 2 0
（六）创 造 11 11

新旧教材课后题在每一个认知分类中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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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语感；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深入到作

品的意境之中，细心品味，入情入境。
而新教材的设题方式是：“仿照下面的示例朗

读课文，注意把握情感基调，读准语气。在熟读的基

础上背诵全文。‘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

步近了（两个盼望着，语气要逐渐加重，表达盼望的

心愿，欣喜的情怀）’……”
很明显，与旧教材不同，对于朗读及背诵的要

求变得更加具体，而且给了示范。新教材对于很多

篇的朗读做了详细的界定，有一些文章甚至做了示

例和分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

明确提到，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

读。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都要求“有感情地朗

读”，这是指，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

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

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

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
同时，新教材在课后题的命制时，虽然就单纯

的“分析”这一分类的题目减少了，但分析的深度和

分析后的表达要求提高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11 年版）中也明确提到：“对课文的内容和表

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运用合

作的方式，共同探讨、分析、解决疑难问题。”与之前

的“课程标准”相比，增加了“分析、解决疑难问题”
的要求，很显然，就中学生而言，简单的分析能力是

应该具备的。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

确提出：“要重视学生课外阅读的评价。应根据各学

段的要求，通过小组和班级交流、学习成果展示等

方式，了解学生的阅读量和阅读面，进而考查其阅

读的兴趣、习惯、品位、方法和能力。”评价与鉴赏是

语文学习的一种基本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们发现

美，感受美。
如第十四课《秋天》的第一道题：

由“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想想写景次序，再背

诵全诗”改为：“全诗共三节，描绘了三幅秋日图景，

试用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些图画，并选取其中一幅加

以赏析。”
学语文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感受美的一

个过程。而所谓的评价就是依据准则和标准来作出

判断。评价包括了核查（有关内在一致性的判断）和

评判 （基于外部准则所作的判断）。尤其要指出的

是，并非所有的判断都是评价。实际上，许多认知过

程都要求某种形式的判断，只有明确运用了标准来

作出的判断，才属于评价。所以，根据新题的要求，

教师在教学当中就应该教会学生什么是美，如何评

价一个事物的美丑。当然，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11 年版） 中的开篇第一页，前言中就提到：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

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

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

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

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段话是 2013 版新

课标新加的一段话，体现了与时俱进和时代性。而

评价和鉴赏就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形成良

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关键之关键。

四、2013 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课后题
变化的分析

1．注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谈到语

文课程性质时说：“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

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

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

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

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新版教材中的课后练习就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新教材的课后题中

的评价类题目，既有对文章内容及语言表达的评

价，也有对文章中的人物、与课文相关的社会现象

的评价。再如创造类题目中，既有要求学生运用所

学学科知识从课文内容出发进行的作文和口头的

训练，也有要求学生结合实际生活作些讨论或辩

论。可见，新版教材在编写时，在着眼于培养学生各

项语文能力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价

值观方面的培养。
2．题目设置注重整体把握和整体感知

练习题注重整体感知是由认识的基本规律决

定的。“认识发展遵循这样的基本顺序：首先形成对

事物整体的笼统认识，然后进入到对事物局部或细

节的认识，进而发展到对事物结构的认识，最后进

入到在更高层次上的认识。”新教材的课后题与课

文整体的联系更加紧密，减少了句段的训练，更加

注重学生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领悟。通观新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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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题，理解型题目是练习系统的重点，所占比重

超过 40%。这其中，整体理解课文的练习也占了较

大的比例，几乎每篇课文后都有从整体上把握文章

大意、思想感情，说明性的练习中，很大一部分也都

是对文章整体内容的理解。并且，熟读课文或朗读

课文这类从整体上感知课文的活动，在这版教材中

几乎每课后都会出现，这一分布充分反映了人教版

语文教材在学习中注重整体把握的特点。
在旧教材的课后题中，还存在着诸如理解词语

含义、造句、理解文章结构、划分段落之类的练习

题，它们无疑是从局部来分解课文，使学生陷于繁

琐的知识训练中而缺乏对文本的整体感知和理解，

这种情况在新教材中大有改观，上述的练习几乎销

声匿迹，代之以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内容，包括理清

文章思路，概括文章要点，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
观点和感情，而对字、词、句以及一些文章写作手法

的理解则是从文章的语境出发去揣摩的。
3．实现听、说、读、写的整合，注重学生学习方式

的多样化

新教材的课后题在编写时，注重学生学习方式

的多样化，由原来的单项训练变为了注重听说读写

的整合。新版教材的课后题中有许多结合课文阅读

而进行的片段写作，它们或要求对课文内容有感而

发，或要求学习文本某种特点进行创作，给了学生

更多的创作空间。同时，创作之前，学生必须要对文

本有所了解，这就促进了学生阅读的兴趣，促进了

读写的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谈到语文课程基本理念时说：“语文学习应注重听

说读写的相互联系，注重语文与生活的结合，注重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

体发展。综合性学习既符合语文教育的传统，又具

有现代社会的学习特征。”在旧教材中，有一些练习

只要求学生作出选择和判断，固定呆板的选项没有

给学生一点自由思维的空间，否定学生自主选择判

断能力。而在新版的教材中，很多课都有课文情节

复述、故事内容概括、针对文章中心的讨论、对文章

中事件人物的评析等题目。这是新教材中对于阅

读、写作、口语交际大整合的大胆尝试。
4．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学习本应是一个自动、自愿、自觉的活动，能否

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决定其学习效果，决定

其能力的形成与否。同时，在学习的时候还需要有

主人翁精神，即把自己当成学习的主人，对问题的

理解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随从。《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

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

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

神，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

方法的选择，评价方式的设计，都应有助于这种学

习方式的形成。”
旧教材的课后题就自主精神而言，是不够的。

而新教材的课后题中，就大量地出现有趣的实践动

手题、拓展应用题以及多元开发的问答题。而这些

都给了学生足够的自主空间，在实践中学语文，学

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5．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指出：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

本技能训练，让学生打好扎实的语文基础。尤其要

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发展学生的思

维，培养想象力，开发创造潜能，提高学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在新教材的课后题中，更加尊重学生的独特见

解，允许学生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培养学生个性。
除此，这套教科书的课后练习题中还有许多其他类

型的多元的、开放的、答案不确定的、要求学生联系

自身生活去完成的题。一些文章比较鉴赏题答案也

是不拘一格的。
由于时间仓促，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

所在编著 2013 年 5 月第 3 版的七年级上册教材时

出现了一些编校问题。当然，教材出现错误，无论出

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应该的。但是，新教材的课后题

从整体来说是更适应学生发展和进步的，是符合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的，也是

符合认知维度的相关理论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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