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文件
岳教体发〔2017〕14 号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岳阳市2018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

教学参考书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体）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新区、

屈原管理区教文（体）局，市直各中小学校，相关民办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 2018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

书、教学参考书目录>的通知》(湘教发〔2017〕34 号)精神，市

教育体育局编制了《岳阳市 2018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

考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现将《目录》印发给你们，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课程方案选用教材

1.教科书的选用。各地各学校要按照《湖南省义务教育课

程（实验）计划》（湘教基字〔2002〕5 号）、《湖南省义务教育

地方课程设置方案（修订）》（湘教发〔2007〕29 号）、《湖南省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湘教发〔2007〕12 号）和《湖南

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模块学生选修指导意见（暂行）》（湘教发



2

〔2008〕13 号）等文件精神，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开齐课程，并

在《目录》中所列市选版本中选用教科书，按人手一册的原则,

向新华书店订购。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艺术与音乐、美术限选

一种。

教育部《书目》中供高三年级“选用”类教材，未列入《书

目》，如《文化读本》《写作与说话》等,可由学校图书馆装备供

学生借阅，或由学生根据需要自行到新华书店购买。

2.教学参考书的选用。“教学参考书”是供教师在教学时参

考用书，由学校根据需要统一征订，严禁任何部门、学校或个

人要求学生征订购买。各学科教科书所配教师用书、教学音像

资料等供教师教学参考，磁带、光盘、挂图、投影片等供学校、

教师教学选用，学校、教师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学生仅可

自愿选择购买磁带、光盘。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及

解读丛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列入了《目录》，各地各学校根据实际

教学需要选用。

二、稳妥做好教材变更衔接工作

1.根据中央要求，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语文和历史教材（以下简称统编教材），义务教育一、二年级品

德与生活和七、八年级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

治。

2.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下（法治

教育专册）统一使用统编教材，语文一年级、七年级统一使用

统编教材，历史七年级统一使用统编教材。其他年级册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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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选用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得更换版本。

3.2016 年使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

的地区，2017 年开始全部使用审定通过的二、八年级统编教材。

4.2017 年教育部发布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

标准》，明确将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国家审定

通过的增编教材从 2017 年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三至六年级使

用现行教材。因教育部教材修订审查工作尚未全部结束，一年

级仍沿用三至六年级原选用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得更换其

他版本。

5.体育运动学校初中起始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使

用国家统编教材，其他学科使用体育运动学校专用新编实验教

材。其他年级仍沿用原选用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特殊教育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相关学科起始年级使用特殊教育新编教材。

6.因普通高中教材将进行全面修订，各地仍沿用原选用出

版社出版的教材，不得更换其他版本。各普通高中应根据课程

教学进度安排和国家高考改革发展的需要，选订各学科必修模

块和选修模块教材，但不得提前征订本学期未开设的必修或选

修模块教材。

三、严格教材选用工作要求

1.保持《目录》的统一性。《目录》是根据我市中小学现行

课程计划在省颁目录基础上制订的，是我市各中小学教材选用

的依据，是确定学校收费和城乡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的依

据，各地各学校必须在《目录》范围内征订学生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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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选用的一致性。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中小学教科

书使用应保持稳定。如需更换教科书版本，应当从起始年级开

始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教基二

〔2014〕8 号）的规定申请更换。各县市区在学段内不得随意更

换教科书版本。任何部门、学校、班级不得擅自增加、改换《目

录》所列用书目品种。

3.加强循环教科书的管理。循环教科书（加*号）按规定每

年补充三分之一新书，各地对回收的旧循环教科书要妥善保管

和及时修补，与新补充的书一同发放时要作好登记。各地要加

强宣传教育，鼓励学生使用旧书，提醒学生爱惜新书，严禁向

学生加收循环教科书费用。

4.保证使用的严肃性。各地各学校不得组织学生统一订购

《目录》以外的教材，也不得以任何理由不订或少订教材。对

擅自更换教科书、使用未经审定教科书的地方和学校要严肃处

理，责令纠正。教材使用的地图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地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不得出现“问题地图”。教

材中一律不得出现提供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二维码

等信息。

5.加强教学用书的征订管理。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加

强教学用书征订工作管理，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规范中

小学教学用书的全过程管理。各地对所属学校报送的教科书选

用版本、征订数应逐校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统计后加盖公章报

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同时向当地新华书店报送征订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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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印制、发行等留足时间，新华书店要保证课前到书。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须将本地中小学教科书2018年春季

目录于 12 月底前报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

联系人：李嘉谊，联系电话：8805670

附件：1.岳阳市 2018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目录

2.2017年体育运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教

学用书目录（部分）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17 年 12 月 20 日

抄送：市发改委、市文广新局、市新华书店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17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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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 2018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目录

一、义务教育教科书简要目录

年级 书名 省颁版别 市选版本 使用说明

一 语文 人教 人教 一学期

二至六 语文 人教、湘教、语文 人教、语文 一学期

一 道德与法治 人教 人教 一学期

二 道德与法治 人教、冀人、教科 人教、教科 一学期

三至六 品德与社会 人教、冀人、教科 人教、教科 一学期

一至六 数学 人教、苏教、西南师大 人教 一学期

一 科学* 翼人、湘科教、教科 湘科技、教科 一学期

三至六 科学* 翼人、湘科教、教科 湘科技、教科 一学期

一至九 艺术* 教科 教科 一学期

一至九 美术* 人教、湘美、人美 湘美 一学期

三至五 书法练习指导（实验）

北师大、粤教、冀美、湘美、
华文、苏少、青岛、人美、

晋人、上科、西冷

北师大、湘美、
人美、华文、

冀美
一学期

六至八 写字
湘电子湘少、湘美、华文、

南方、湘教湘师大、人教、

按岳市教通
〔2011〕160 号

执行
一学期

一至九 音乐* 人教、人音、湘艺、广花奥教 湘艺、人教 一学期

三至九 生命与健康常识 地质 地质 一学期

三至六 英语 人教、鲁教湘教、湘少、陕旅 人教 一学期

三四 中华大家庭 人民 人民 两学年

五六 民族常识 人民 人民 两学年

三至九 科技活动 沪科教、湘科技、湘少 沪科教、湘科技 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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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八 信息技术* 沪科教、湘电音北理、南方
湘电音北理、

南方
一学期

七 语文 人教 人教 一学期

八至九 语文 人教、语文、北师大 人教 一学期

七至九 数学 人教、湘教、华东师大 湘教 一学期

七至九 英语 人教、科普、译林 人教、译林 一学期

七至九 俄语 人教 人教 一学年

七至九 日语 人教 人教 一学年

七八 道德与法治 人教 人教 一学期

九 思想品德 人民 人民 一学期

七 历史 人教 人教 一学期

八至九 历史 人教、岳麓、华东师大 岳麓 一学期

八至九 历史与社会 地质、人教、沪教 人教 一学期

七八 地理 人教、湘教、科普 人教 一学期

七八 地理图册 星球、地图、地质 星球 一学期

七至九 体育与健康* 人教、华东师大、教科 人教 一学年

七至九 初中劳动技术 湘教 湘教 一学期

八九 物理 上海科技、人教、教科 教科 一学年

七八 生物 人教、苏教，冀少 人教 一学期

九 化学 人教、科普 人教 一学期

七八 湖南地方文化常识 湘教 湘教 一学期

七至九 科学 华东师大、浙教 华东师大、浙教 一学期

二、普通高中教科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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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省定版别 市选版本 模块

一至三 思想政治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语文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英语 译林 译林 必修选修

一至三 俄语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数学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物理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化学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历史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地理 湘教 湘教 必修选修

一至三 地理图册 星球 星球

一至三 生物 人教 人教 必修选修

一年 信息技术基础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必修

一至三 算法与程序设计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选修

一至三 多媒体技术应用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选修

一至三 网络技术应用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选修

一至三 数据管理技术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选修

一至三 人工智能初步 沪科教、教科、奥教、浙教 粤教、沪科教 信息·选修

一至三 技术与设计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必修

一至三 技术与设计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必修

一至三 电子控制技术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简易机器人制作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引进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农副产品的营销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家政与生活技术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服装及其设计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营养与饲料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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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 绿色食品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无土栽培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汽车驾驶与保养 地质、奥科、苏教、豫科 地质、苏教 通用·选修

一至三 音乐鉴赏 人音、湘艺 湘艺 音乐·必修

一至三 歌唱 人音、湘艺 湘艺 音乐·选修

一至三 演奏 人音、湘艺 湘艺 音乐·选修

一至三 音乐与舞蹈 人音、湘艺 湘艺 音乐·选修

一至三 音乐与戏剧表演 人音、湘艺 湘艺 音乐·选修

一至三 创作 人音、湘艺 湘艺 全一册

一至三 音乐 人音、湘艺 湘艺 必修

一至三 美术鉴赏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绘画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设计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书法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雕塑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篆刻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摄影·摄像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电脑绘画·设计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美术·选修

一至三 美术·工艺 人教、人美、湘美 湘美 选修

一至三 体育与健康 教科、人教、冀教 人教 全一册

一至三 研究性学习 沪科教 沪科教 全一册

一至三 民族理论常识 中央电大 中央电大 全一册

说明：1.表列书目为简要目录，详情见湖南教育政务网（http://www.hnedu.gov.cn）

湘教发〔2017〕34号文件；2.高中教材按学校教学计划在市选版本中选用，文科可不修、

理科可不修、文理共修、偏文方向、偏理方向，模块选修、详情见征订目录说明；3、带

“*”的为循环教材。



附件 2

2017年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部分）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学科 主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注

数学 薛彬李海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 七年级上下册 七年级

英语 吴欣张献臣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英语 七年级上下册 七年级

历史与社会 韦志榕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历史与社会 七年级上下册 七年级

科学 黄海旺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科学 七年级上下册 七年级

艺术
杜永寿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艺术·音乐 七年级全一册 七年级

刘冬辉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艺术·美术 七年级全一册 七年级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学科 主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注

语文 徐轶陈先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 一年级上下册 一年级
均有配套

教师用书
数学 卢江陶雪鹤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 一年级上下册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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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学科 主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注

语文 马红英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语文 一年级上下册 一年级

均有配套

教师用书
数学 刘全礼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数学 一年级上下册 一年级

生活适应 芦燕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适用 一年级上下册 一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