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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 2020—2021 学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体育运动学校、特殊教育

学校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

苍溪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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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一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一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一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供一年级起始用)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一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科学（含学生活动

手册）

一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学生活动手册

一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一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一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一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一下 一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学生字典

具体要求按2014年 3月 17日《四川省教育

厅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学生字典的

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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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二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二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二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供一年级起始用)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二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科学（含学生活动

手册）

二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学生活动手册

二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二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二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二上

人民教育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二下 二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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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三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三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三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一年级起始学，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年级起始学，2020 年秋季

三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一年级起始学，2021 年春季

三年级起始学，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三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三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三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

用书三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科学（含学生活动

手册）

三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学生

活动手册三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三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三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三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书法练习指导
三上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张信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三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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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四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四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四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四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四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四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四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

书四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科学（含学生活动

手册）

四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学生活

动手册四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四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四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四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书法练习指导
四上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张信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四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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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五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五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五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五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五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五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五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
师用书

五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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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科学
五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五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五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五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书法练习指导
五上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张信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五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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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六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六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杨刚、卢江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

书六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六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陈琳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0 年秋季

六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供一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供三年级起始用，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六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鲁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六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六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

师用书六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科学
六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郁波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六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六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六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书法练习指导
六上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张信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六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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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至六年级）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备 注

语文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数学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英语

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一年级起始

三上、四上、五上、六上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三年级起始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一年级起始

三下、四下、五下、六下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三年级起始

道德与法治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体育与健康

水平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至二年级

水平二 三年级至四年级

水平三 五年级至六年级

音乐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各年级第一、二学期

美术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各年级第一、二学期

科学

一上、二上、三上、四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五上、六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五下、六下 教育科学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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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备 注

书法练习指导
三上、三下、四上、四下、五上、五下、六上、

六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生命·生态·安全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中华大家庭 3-4 年级全一册 人民出版社 3-4 年级
供学校开展民族团结

教育时使用

民族常识 5-6 年级全一册 人民出版社 5-6 年级
供学校开展民族团结

教育时使用

普通话训练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四上、

四下、五上、五下、六上、六下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对应年级一、二学期

法制教育
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至六年级

下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至六年级

四川教育 四川教育报刊社 一至六年级

我们心手相连 1-6 年级全一册 天地出版社 1-6 年级

《弘扬“5·12”抗震救灾精神

读本》，供从事德育与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的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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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初中一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七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七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林群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七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朱小蔓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七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刘道义、郑旺全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历史
七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齐世荣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地理
七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樊杰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地理图册
七上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高俊昌、田忠主编，配人民教育出版社地

理教材七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物学
七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赵占良、朱正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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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体育与健康 七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全学年 全学年 耿培新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音乐

七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七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七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七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七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可爱的四川

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义务教育七至九年级•
书法练习指导

七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谢昭然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七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与技术

七上 人民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全省 21 个市（州）

使用。七下 人民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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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初中二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八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林群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八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朱小蔓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刘道义、郑旺全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历史
八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齐世荣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地理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樊杰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地理图册
八上 中国地图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高俊昌、田忠主编，配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

教材
八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物学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赵占良、朱正威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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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体育与健康 八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全学年 全学年 耿培新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物理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彭前程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八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美术
八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信息技术
八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八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家庭·社会·法治
八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四川民族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书法练习指导
八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谢昭然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八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与技术

八上 人民出版社 八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全省 21 个市州使用

八下 人民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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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初中三年级）教学用书

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语文

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温儒敏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数学

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林群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道德与法治

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朱小蔓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英语 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一学年 全学年 刘道义、郑旺全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历史

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齐世荣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物理 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全学年 全学年 彭前程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化学
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王晶、郑长龙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音乐

九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吴斌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简谱版或五线谱版）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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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使用时间范围 备 注

美术
九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常锐伦、欧京海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体育与健康 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全学年 全学年 耿培新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信息技术

九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网络教学资源

九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生命·生态·安全

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家庭·社会·法治

九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四川民族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义务教育七至九年

级•书法练习指导

九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谢昭然主编，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九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与技术

九上 人民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2020 年秋季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全省 21 个市州使用

九下 人民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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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教师教学用书）

书 名 版别 使用年级 备 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3—9 年级

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8—9 年级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9年级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8 年级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9 年级

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俄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2 年级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3—6 年级

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7—9 年级

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北师大出版社 1—6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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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七至九年级）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备 注

语文
七上、八上、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二学期

数学
七上、八上、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二学期

道德与法治
七上、八上、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二学期

英语
七上、八上、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一学期

和九年级全学年

七下、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二学期

历史
七上、八上、九上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二学期

历史图册
七上、八上、九上 星球地图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一学期 配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

七下、八下、九下 星球地图出版社 对应年级第二学期 配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

地理
七上、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二学期

物理
八上、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八年级第一学期和九年级全学年

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化学
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一学期

九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生物学
七上、八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年级第二学期

音乐
七上、八上、九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人民音乐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二学期



- 19 -

科 目 册次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备 注

美术
七上、八上、九上 人民美术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人民美术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二学期

体育与健康 七全、八全、九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全学年

民族政策常识 7-8 年级全一册 红旗出版社 7-8 年级 供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时使用

义务教育七至九年

级•书法练习指导

七上、八上、九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二学期

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与技术

各年级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7-9 年级

生命·生态·安全
七上、八上、九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八下、九下 对应七、八、九年级第二学期

可爱的四川
七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一学期

七下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家庭·社会·法治
八上、九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对应八、九年级第一学期

八下、九下 四川民族出版社 对应八、九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话口语训练 四川文艺出版社 7-9 年级

法制教育 上、下 四川民族出版社 7-9 年级

四川教育 四川教育报刊社 7-9 年级

伟大的中国力量 7-9 年级全一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 7-9 年级

弘扬“5·12”抗震救灾精神读本，供

从事德育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教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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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2020 年秋季）教科书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1

（经济生活）
必修 1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1·必修 必修 1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传记

作品选读
选修 IA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 必修 1 人民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1·必修 必修 1 人教社A版（刘

绍学主编）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4·必修 必修 4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必修 必修 1

外研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和光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2·必修 必修 2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1·必修 必修 1 教科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1·必修 必修 1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1·必修 必修 1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1·必修 必修 1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1·必修 必修 1 星球地图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配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必修 1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信息

技术基础·必修
必修模块 上科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攀枝花、资阳、广元、

达州、广安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体育与

健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必修

全一册

必修模块
人教社 全一册

成都、自贡、泸州、德

阳、内江、乐山、眉山、

绵阳、攀枝花、资阳、

广元、达州、广安、宜

宾、巴中、雅安、甘孜、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教学光盘供

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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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鉴

赏·必修
必修模块 人音社 一年级全一册

成都、自贡、攀枝花、

泸州、德阳、内江、资

阳、眉山、绵阳、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巴

中、雅安、阿坝、甘孜、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美术鉴

赏·选修
必修模块 人美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攀枝花、德阳、

内江、乐山、广元、遂

宁、南充、宜宾、巴中、

雅安、阿坝、甘孜、凉

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普通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2021 年春季）教科书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2（政

治生活）
必修 2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2·必修 必修 2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

散文欣赏

选修ⅠB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

州、德阳、内江、

资阳、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

巴中、广安、雅安、

凉山、阿坝（阿坝

州正式加入成都七

中网校的高中学校

除外）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

前述市（州）所属普通高中学校（阿

坝州正式加入成都七中网校的高

中学校除外）的每个学生本期从前

述模块中可选择学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

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

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

散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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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

践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

改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

研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2·必修 必修 2 人民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5·必修 必修 5 人教社A版（刘

绍学主编）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2·必修 必修 2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3·必修 必修 3

外研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和光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4·必修 必修 4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2·必修 必修 2 教科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2·必修 必修 2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必修 必修 2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2·必修 必修 2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2·必修 必修 2

星球地图出版

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配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必修 2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与程

序设计·选修 1

必修（选择） 上海科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攀枝花、资阳、广

元、达州、广安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前述市、州每

个学生本期从上述模块中必须修

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应用·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管理

技术·选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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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必修（选择） 人美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攀枝花、德

阳、内江、乐山、

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巴中、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前述市、州每

个学生本期从上述模块中必须修

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

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普通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2020 年秋季）教科书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3（文

化生活）
必修 3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3·必修 必修 3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及

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

散文欣赏

选修ⅠB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眉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

巴中、广安、雅安、凉山、

阿坝（阿坝州正式加入成

都七中网校的高中学校除

外）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

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

题。

前述市、州所属普通高中学校

（阿坝州正式加入成都七中网

校的高中学校除外）的每个学生

本期从前述模块中可选择学习

一个自己还未修习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

散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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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

践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

改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

研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3·必修 必修 3 人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选修 1
选修ⅠA 人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供

人文方向的学生修习。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3·必修 必修 3

人教社 A版

（刘绍学

主编）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及 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2-1

选修ⅠA

理工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有配

套的教师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1-1
人文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有配

套的教师用书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5·必修 必修 5 外研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和光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选修ⅠB 外研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乐山、

眉山、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阿坝州正式加入成

都七中网校的高中学校除

外）、凉山

中国之旅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

带和光盘；写作教程有配套的教

师用书；阅读教程有光盘；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

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

题。前述市、州所属普通高中学

校（阿坝州正式加入成都七中网

校的高中学校除外）的每个学生

本期从前述模块中可选择学习

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阅读教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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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1-1 选修 1-1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人文方向

的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1 选修 3-1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理工方向

的学生修习。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2 选修ⅠA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活·选

修 1
选修 1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人文方向

的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物质结构与性

质·选修 3
选修 3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供理工方向的学生修习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3·必修 必修 3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3·必修 必修 3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配

星球地图出版社《地理地图册

（含填充）》；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3·必修

星球地图出

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必修

3配套。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技术与设

计 1·必修 1
必修

广东科技出

版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泸州、德阳、资阳、

乐山、眉山、绵阳、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达州、

巴中、广安、雅安、阿坝

（阿坝州正式加入成都七

中网校的高中学校除外）、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光盘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必修（选择） 人音社 二年级全学年使用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

州、德阳、内江、资阳、

眉山、绵阳、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每个学生本

学年从前述模块中必须选择学

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蹈·选

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剧表

演·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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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必修（选择） 人美社 二年级全学年使用

成都、攀枝花、德阳、内

江、乐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每个学生本

学年从前述模块中必须选择学

习一个尚未学习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

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普通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2021 年春季）教科书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

修 4（生活与哲学）
必修 4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4·必修 必修 4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5·必修 必修 5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CD-ROM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历史上

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选修ⅠB 人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资阳、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巴中、

广安、雅安、阿坝、甘孜、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为各

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

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人文方向

学生本期从除选修 1、2以外的选

修模块中选择学习一个模块，理工

方向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

择学习一个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

史人物评说·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

史的奥秘·选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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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

化遗产荟萃·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世纪

的战争与和平·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近代社

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选修 2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选修 1-2·选修

选修ⅠA 人教社 A版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人文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有配套

的教师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选修 2-2·选修 理工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有配套

的教师用书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选修 2-3·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

选讲

选修ⅠB 人教社 A版 二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内江、资阳、眉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

巴中、广安、雅安、阿坝、

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

题。

每个人文方向的学生可从前述模

块中选择学习一个未修习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

明选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

选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

论初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

与试验设计初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

变换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

决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

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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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6·选修

选修ⅠA 外研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和光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7·选修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4 选修ⅠA 教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只供理工方向

的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1-2

选修ⅠB 教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内江、资阳、眉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

达州、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 为各

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

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反

应原理·选修 4
选修ⅠA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只供理工方向

的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

生活·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内江、资阳、乐山、眉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

达州、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阿坝州正式加入成都

七中网校的高中学校除外）、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IB为各学

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选择

修习的模块或专题。人文方向学生本

期可从除选修 1以外的选修模块中

选择学习一个模块，理工方向学生本

期可从除选修3、4、5以外的选修模

块中选择学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

技术·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物质结

构与性质·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反

应原理·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有机化

学基础·选修 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

学·选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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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技

术实践·选修 1
选修ⅠA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只供理工方向

的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技

术实践·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内江、资阳、眉山、

绵阳、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

学与社会·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

物科技专题·选修 3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自然灾

害与防治·选修 5
选修ⅠA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人文方向的学

生必须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

地球·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内江、资阳、乐山、

眉山、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达州、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为各

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

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人文方向

学生本期可从除选修 5、6以外的

选修模块中选择学习一个模块，理

工方向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

选择学习一个模块。选修 5、选修

6有星球社地理图册配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

理·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

理·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

划·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自然灾

害与防治·选修 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环境保

护·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

息技术应用·选修 7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自然灾

害与防治·选修 5
选修ⅠA 星球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配套。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技

术与设计 2·必修 2
必修 广东科技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泸州、德阳、资阳、

乐山、眉山、绵阳、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达州、

巴中、广安、雅安、阿坝（阿

坝州正式加入成都七中网

校的高中学校除外）、凉山

有配套教师用书和教学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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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2020 年秋季）教科书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2

（经济学常识）
选修ⅠA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1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选修І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人文方向的学生从除选修 2 的

前述模块中可选择修习一个模

块。

理工方向的学生从前述模块中

可选择修习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2

（经济学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3

（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4

（科学思维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5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6

（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语言文字应

用
选修ІA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

CD-ROM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

歌散文欣赏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

江、资阳、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

CD-ROM；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前述市、州所有在学校每个学生

本期从前述模块中可选择一个

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

文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

赏



- 31 -

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

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

歌散文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

实践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

修改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

典研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近代社会的

民主思想与实践·选修 2
选修ⅠA 人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供文科学生

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 世纪的战

争与和平·选修 3

选修ⅠB 人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资阳、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 为

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前

述市、州所在学校的人文方向的

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

一个未修习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人

物评说·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史的

奥秘·选修 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化遗

产荟萃·选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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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坐标系与参

数方程
选修ⅠA

人教社 A

版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人

文和理工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讲

选修ⅠB
人教社 A

版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

前述市、州所属学校每个学生本

期可从前述专题中选择不多于

2个未修习的专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选

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初

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试

验设计初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几

何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8·选修 选修ⅠA 外研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和光

盘。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9·选修

选修ⅠB 外研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

江、资阳、乐山、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凉山

英语 9-11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和

磁带；中国之旅有配套的教师用

书、光盘、磁带；写作教程有配

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 为各学

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

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前述

市、州所属学校的每个学生本期

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一个未修

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0·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1·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阅读教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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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5 选修ⅠA 教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只供理工方

向学生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选修ⅠB 教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达州、巴中、

广安、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前述市、州所在学校理工方向的

学生本期从前述模块中可选择

修习一个或二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3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有机化学基

础·选修 5
选修ⅠA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理

工方向的学生必须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

活·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

江、资阳、乐山、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达州、巴中、

广安、雅安、阿坝、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理工

方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

中选择学习未修习的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技

术·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学·选

修 6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学与

社会·选修 2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眉山、绵阳、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巴中、

广安、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前述市、州所在学校理

工方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

块中选择未修习的一个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物科

技专题·选修 3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环境保护·选

修 6
选修ⅠA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人

文方向学生必须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地

球·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内江、资阳、乐山、眉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达州、

巴中、广安、雅安、阿坝、甘孜、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前述市、州所属学校人文

方向的学生本期从前述模块中

选择一个未修习的模块。

有星球社地理图册配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理·选

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理·选

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划·选

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息技

术应用·选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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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实验课程标准教科书·地理·环境保护·选

修 6
选修ⅠA

星球地图

出版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选修

6配套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与

程序设计·选修 1

选修ⅠB
上海

科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攀枝花、资阳、广元、达州、广

安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多媒体

技术应用·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技

术应用·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管

理技术·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初步·选修 5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电子控

制技术·选修 1

选修ⅠB
广东

科技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自贡、泸州、德阳、资阳、乐山、

眉山、绵阳、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达州、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生本期

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未修习的

模块修习（如果选了信息技术，

可不再选择通用技术）。

其中选修4任选2个专题修习即

可获得该模块学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建筑及

其设计·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简易机

器人制作·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绿色食品·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引进·选修 4 教师教

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无土栽培·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营养与饲料·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选修 4 教师教

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农副产品的营销·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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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家政与生活技术·选修 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服装及其设计·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汽车驾驶与保养·选修 7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选修ⅠB 人音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江、

眉山、绵阳、攀枝花、遂宁、南

充、资阳、广元、宜宾、巴中、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前述市、州

所属学校的学生本期从前述模

块中可选择一个模块修习（如果

本期在美术科目中选了模块，可

不再选择音乐科目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

蹈·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剧

表演·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选修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选修ⅠB 人美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成都、攀枝花、德阳、内江、乐

山、广元、遂宁、南充、宜宾、

巴中、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前述市、州

所属学校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

模块中选择一个模块修习（如果

本期在音乐科目中选了模块，可

不再选择美术科目的模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

设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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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1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选修І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全省 21 个市（州）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

选修 IB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

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2

（经济学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3

（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4

（科学思维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5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6

（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

诗歌散文欣赏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江、

资阳、眉山、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巴中、广安、雅安、阿坝、

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磁带、

CD-ROM；选修 IB为各学科课程

标准规定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

习的模块或专题。根据学校选修

课程和总复习的安排，前述市、

州所属学校的学生本期可从前

述模块中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

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

散文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

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

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

名作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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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

诗歌散文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

欣赏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

与实践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

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

与修改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

经典研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

文化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

人物评说·选修 4

选修ⅠB 人民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资阳、眉山、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巴中、广安、雅安、阿坝、

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为

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根

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安

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人文方

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

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史

的奥秘·选修 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化

遗产荟萃·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 世纪的

战争与和平·选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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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

讲

选修ⅠB

人教社

（刘绍

学）A版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内江、资阳、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

习的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

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

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

选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

初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

试验设计初步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

几何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9·选修

选修ⅠB 外研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江、

资阳、乐山、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凉山

英语 9-11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磁带；中国之旅有配套的教师用

书、磁带和光盘；写作教程有配

套的教师用书；阅读教程有光

盘；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

规定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

模块或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

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未

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0·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1·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阅读教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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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选修ⅠB 教科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内江、资阳、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达州、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理工

方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

中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3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

活·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江、

资阳、乐山、眉山、广元、遂宁、

南充、宜宾、达州、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

习的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

理工方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

模块中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技

术·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

学·选修 6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技术

实践·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内江、资阳、眉山、绵阳、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巴中、广安、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 为

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根

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安

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理工方

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

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学

与社会·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物

科技专题·选修 3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地

球·选修 1

选修ⅠB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

内江、资阳、乐山、眉山、广元、

遂宁、南充、宜宾、达州、巴中、

广安、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CD-ROM；选

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

专题。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

习的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

人文方向的学生本期可从前述

模块中选择未修习的模块修习。

有星球社地理图册配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

理·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

理·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

划·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息

技术应用·选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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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

与程序设计·选修 1

选修ⅠB
上海

科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攀枝花、资阳、广元、达州、广安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

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未

修习的模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多媒

体技术应用·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

技术应用·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

管理技术·选修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初步·选修 5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电子

控制技术·选修 1

选修ⅠB
广东

科技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自贡、泸州、德阳、资阳、乐山、

眉山、绵阳、广元、遂宁、南充、

宜宾、达州、巴中、广安、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选修 IB 为

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或专题。根

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安

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生

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未修

习的模块修习。

其中选修4任选2个专题修习即

可获得该模块学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建筑

及其设计·选修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简易

机器人制作·选修 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绿色食品·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引进·选修 4 教师

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无土栽培·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营养与饲料·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选修 4 教师

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农副产品的营销·选修 4 教师教学用

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家政与生活技术·选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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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册次（模块）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选用市（州） 备 注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服装及其设计·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

农业技术·汽车驾驶与保养·选修 7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选修ⅠB 人音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江、

眉山、绵阳、攀枝花、遂宁、南充、

资阳、广元、宜宾、巴中、雅安、

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

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模块修

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

蹈·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

剧表演·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选修ⅠB 人美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成都、攀枝花、德阳、内江、乐山、

广元、遂宁、南充、宜宾、巴中、

雅安、阿坝、甘孜、凉山

有配套的教师用书；

选修 IB 为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

的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模块

或专题。

根据学校选修课程和总复习的

安排，前述市、州所属学校的学

生本期可从前述模块中选择模

块修习。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

像·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

与设计·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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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师用书各学科课程标准

书 名 版 别 使用年级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艺术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西班牙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法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德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普通高中俄语课程标准（2017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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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一年级上期（2020 年秋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1（经济生活）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一学期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历史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星球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
一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4·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一学期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一学期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地理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1·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星球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信息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基础·必修 教师

教学用书
上科教社 一年级第一学期

体育与健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3年级全一册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鉴赏·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音社 一年级全一册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美术鉴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美社 一年级全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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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民族团结 民族理论常识
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出版社

高中年级，供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时使

用

弘扬“5·12”抗

震救灾精神读本
伟大的中国力量

四川教育

出版社
2014 年版

高中全一册，供从事德育与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的教师使用

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教学指导
四川教育

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改教师用书，14 个学科教学

指导意见

普通高中一年级下期（2021 年春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2（政治生活）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

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践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小说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改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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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历史

历史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2·必修 人民社、星球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历史

图册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5·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

（刘绍学主编）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二学期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3·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2006 年 7 月版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4·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第二学期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2·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地理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2 星球地图出版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信息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与程序设计·选修 1 教师
教学用书

上海科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3 教师教
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管理技术·选修 4 教师教学
用书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美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
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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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二年级上期（2020 年秋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3（文化生活）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3·必修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践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小说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改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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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3·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历史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选修 1 教师教学

用书
人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历史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3·必修 人民社、星球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历史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人民社、星球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3·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刘
绍学主编）

二年级第一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1-1·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2-1·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刘
绍学主编）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试验设计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几何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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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5·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1-1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1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2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物质结构与性质·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3·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 3·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地理地图册 3 ·必修 星球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技术与设计 1 ·必修 1 教师教学用书 广东科技社 二年级第一学期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音社 二年级全学年使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蹈·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剧表演·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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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美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民族

团结
民族理论常识

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
高中年级

供学校学校

开展民族团

结教育时使

用

弘扬

“5·12

”抗震

救灾精

神读本

伟大的中国力量
四川教育

出版社
2014 年版

高中全一册，供从

事德育与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的教师使

用

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教学指导
四川教育

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改教师用书 14 个学

科教学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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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二年级下期（2021 年春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必修 4（生活与哲学）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4·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5·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教师教学用

书

人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史的奥秘·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化遗产荟萃·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教师教学用书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选修 1-2·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选修 2-2·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选修 2-3·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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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试验设计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几何 教师教学用书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6·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7·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4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1-2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教师教学用书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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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活·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技术·选修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物质结构与性质·选修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有机化学基础·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学·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技术实践·选修 1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学与社会·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物科技专题·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自然灾害与防治·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地球·选修1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理·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理·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划·选修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环境保护·选修6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选修 7 教师教学用书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图册·选修 5 星球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技术与设计 2·必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广东科技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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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三年级上期（2020 年秋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1（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教师教学

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2（经济学常识）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3（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教师教

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4（科学思维常识）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5（生活中的法律常识）教师教学

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6（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教师教

学用书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语言文字应用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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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践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小说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改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教师教学用书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选修 2 教师

教学用书
人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史的奥秘·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化遗产荟萃·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 3 教师教学用

书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4-4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A 版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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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试验设计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几何 教师教学用书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8·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9·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0·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1·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5 教师教学用书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有机化学基础·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活·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技术·选修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学·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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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学与社会·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物科技专题·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环境保护·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地球·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理·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理·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划·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选修 7 教师教学用书

地理

图册
普通高中实验课程标准教科书·地理地图册·选修 6 星球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与程序设计·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上海科教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应用·选修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管理技术·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初步·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选修 1 教师教学用书

广东科技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建筑及其设计·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简易机器人制作·选修3 教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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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绿色食品·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引

进·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无土栽培·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营养与饲料·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

理·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农副产品的营销·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家政与生活技术·选修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服装及其设计·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汽车驾驶与保养·选修7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音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蹈·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剧表演·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美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通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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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教学指导
四川教育
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改教师
用书

14 个 学 科

教学指导意

见

普通高中三年级下期（2021 年春季）教师教学用书

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1（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教师教

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2（经济学常识） 教师教学用书

思想

政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3（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教师

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4（科学思维常识）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5（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教师教

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选修 6（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 教师

教学用书

语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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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外国小说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外戏剧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影视名作欣赏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新闻阅读与实践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古代小说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演讲与辩论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文章写作与修改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国民俗文化 教师教学用书

历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探索历史的奥秘·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世界文化遗产荟萃·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3 教师教学用书

数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数学史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刘绍

学）A版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对称与群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几何证明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不等式选讲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初等数论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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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优选法与试验设计初步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矩阵与变换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风险与决策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球面上的几何 教师教学用书

英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9·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外研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0·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11·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之旅·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作教程·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物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1 教师教学用书

教科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2-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 3-3 教师教学用书

化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生活·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化学与技术·选修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化学·选修 6 教师教学用书

生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技术实践·选修 1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生物科学与社会·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现代生物科技专题·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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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地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宇宙与地球·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海洋地理·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旅游地理·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城乡规划·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选修 7 教师教学用书

信息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算法与程序设计·选修1 教师教学用书

上海科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应用·选修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 ·选修 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数据管理技术·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初步·选修 5 教师教学用书

通用

技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选修 1 教师教学用书

广东科技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建筑及其设计·选修 2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简易机器人制作·选修3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绿色食品·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引

进·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无土栽培·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营养与饲料·选修 4 教

师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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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书名 版别 版次 使用时间 备 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

理·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农副产品的营销·选修

4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家政与生活技术·选修5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服装及其设计·选修 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汽车驾驶与保养·选修7

音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歌唱·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音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演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舞蹈·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音乐与戏剧表演·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创作 教师教学用书

美术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绘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人美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雕塑·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篆刻·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书法·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摄影摄像·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电脑绘画与设计·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工艺·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通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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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学校专用教材（七年级至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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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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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册

至八年级下册

九年级全一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历史与社会 朱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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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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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艺术

杜永寿

李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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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全一册
七年级至八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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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全一册
七年级至八年级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年级至六年级）

学 科 主 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 注

道德与法治 鲁 洁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道德与法治（盲

文版/低视力版）

一年级上册

至三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三年级

语文
郑 宇

陈先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盲文版/

低视力版）

一年级上册

至四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四年级

均有配套

教师用书

数学
丁国忠

韩 萍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盲文版/

低视力版）

一年级上册

至六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六年级

英语 吴 欣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英语（三年级起

点）（盲文版/低视力版）

三年级上册

至五年级下册
三年级至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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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主 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 注

音乐 李 川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音乐（盲文版/

低视力版）

一年级上册

至三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三年级

均有配套

教师用书

信息技术
郭 芳

杨世峰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信息技术（低视

力版）

一年级上册

至二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二年级

综合康复
李志刚

张悦歆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师教学用书·综合康复 全一册 一年级至三年级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七年级至九年级）

学 科 主 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 注

道德与法治 朱小蔓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道德与法治（盲

文版/低视力版）

七年级上册

至八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八年级

语文
朱于国

刘真福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盲文版/

低视力版）

七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数学
薛 彬

李海东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盲文版/

低视力版）

七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七年级至九年级

物理 彭前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物理（盲文版/

低视力版）

八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八年级至九年级

化学
王 晶

冷燕平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盲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化学（盲文版/

低视力版）
九年级上下册 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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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年级至五年级，八、九年级）

学 科 主 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 注

道德与法治
富 兵

王世光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一年级上册

至二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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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上册

至四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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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上册

至五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五年级

沟通与交往
徐 轶

陈先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沟通与交往

一年级上册

至二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二年级

美术
刘冬辉

龙念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美术

一年级上册

至二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二年级

物理 孙 新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物理
八年级上册

至九年级下册
八年级至九年级

化学
乔国才

李 俊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化学 九年级上下册 九年级

道德与法治
富 兵

王世光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一年级上册

至二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二年级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年级至四年级）

学 科 主 编 编写、出版单位 书名 册次 使用年级 备 注

生活语文
朱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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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上册

至三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三年级

均配有

教师用书
生活数学

朱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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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上册

至四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四年级

生活适应
朱志勇

芦燕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适应

一年级上册

至四年级下册
一年级至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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