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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8-7-5191-0817-5
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我们

这样做
李兰瑛 39.8 1-1 X16 208 2017-03-07 276

本书针对《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的“基本活

动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具体分为“惑”、“思”、“行”、“悟”四个部分，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提炼出小学阶段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三

维框架，即：对于同一内容，学生的数学活动需要经历感观感知——思

考感悟——交流反思的不同层次，而随着学习内容的不断深入，学生的

数学活动必然伴随着活动水平的发展变化。本书以度量领域为例，还给

出了十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以给读者启发。

2 978-7-5041-9157-1
新体育科学系列教材：中学体

育教法学——终身学习：实用

中学体育课程

【美】多奈

塔·考瑟伦

（Donetta
Cothran）

39 1-1 X16 436 2017-03-16 368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与中学学校体育教育有关的问题，指出了有效培

养中学学校体育教师的关键之处。全书包括终身体育教育的新方向、以

教学标准为基础的体育教学、青少年期生长与发育、学生认知和学习动

机、教学有效性与专业发展、体育课的安全与监督、学生学习成绩的评

价方法、对体育课程和教师的评价、体育教学策略与方法、用新科学技

术完善体育教学和体育研究概览等二十四章内容。该书旨在希望能够促

进中美两国中学学校体育教育方面的相互交流，共同为培养高水平中学

学校体育教师和提高青少年的健康作出贡献。

3 978-7-5191-0337-8
新理念·新实践 教师教育精品

教材：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如何选题、做题与结题

李泽宇 32 1-1 X16 345 2017-03-13 308

本书将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分为选题、做题、结题三个阶段。

在选题部分介绍了目前中小学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如何帮助中

小学教师如何挖掘、确定及表述选题。在做题部分介绍了中小学教师如

何开展教学设计，以及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行动研究、个案研究、

叙事法等方法的应用。其中列举了大量的中小学案例，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结题部分介绍了怎样结题、如何写结题报告、论文、调查报告、经

验总结报告等内容。全书结构清晰，内容充实，案例活泼、实用，具有

较强的参考价值。

4 978-7-5191-0587-7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

能课立项教材：财务基础
张立波 黄维新 25 1-1 16 271 2017-03-14 236

本书以小型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为案例背景，模拟实际工作场景，

较详细地介绍了财务基础工作中需要认识或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本

书主要内容包括会计核算基础知识和技能，如借贷记账法、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产清查、财务报表等；另外，还补充了银行结算业务基础

知识和技能以及税收业务基础知识和技能。本书适合中职文秘专业教学

使用，也可供中职市场营销、商务助理等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参考使用。



5 978-7-5191-0601-0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

能课立项教材：学前儿童卫生

与保健

黄英 32 1-1 16 268 2016-11-30 232

本教材依据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结合学前儿童发展的实际，

主要阐述了学前儿童的解剖生理特点、生长发育规律及健康评价，介绍

学前儿童所需营养的相关知识、托幼机构的膳食管理、学前儿童常见疾

病及心理卫生问题的基础知识、基本急救措施及教育对策、幼儿园的环

境卫生及教育环境创设及教育过程中的卫生要求、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制

度。教材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践，能够有效帮助中职学生掌握学前儿

童卫生与保健的相关知识，提高实际技能。

6 978-7-5191-0590-7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

能课立项教材：幼儿园保育
戚韶梅 21 1-1 16 160 2017/3/8 136

本教材根据专业教学标准的要求，结合保育员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体现“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通”
的指导思想，突出职业学习的特色。教材内容涵盖保育员四大职业功能

（卫生管理、生活管理、配合教育活动、培训与指导）所涉及的知识与

技能，从强化培养操作技能、掌握实用技术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本职业

当前最新的实用知识与操作技术，帮助学生掌握保育员的核心知识，提

高技能及基本素质。

7 978-7-5191-0897-7
教育神经科学与国民素质提

升系列丛书：教育神经科学的

使命与未来

周加仙 28 1-1 X16 200 2017-03-22 228

教育神经科学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对国家人才培养与综合国力的

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教育神经科学与国

民素质提升系列丛书“以国民素质提升为核心问题，从脑科学、认知科学、

发展科学与教育科学相结合的角度，系统研究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手段

来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 本书是对国际教育神经科学领域八位知名

学者的访谈纪实。访谈内容涵盖教育神经科学的学科发展历史、研究范

围、研究框架、学科前沿问题、对教育教学的启示，等等。内容丰富，

可读性强。有助于相关学者深入了解教育神经科学的历史使命与未来发

展，从而促进我国教育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

8 978-7-5191-0800-7
培养卓越校长和教师——来

自 PISA的建议

安德烈亚斯·施
莱歇（Andreas

Schleic
32 1-1 X16 151 2017-03-22 212

本书是第二届教师职业国际峰会的研讨成果，主要探讨了三个相互

关联的问题：第一，培养优秀的学校领导者；第二，为传授 21世纪所需

的新技能培养教师；第三，保持教师供需平衡。在本书中，经合组织分

别就上述三个问题系统总结了二十余个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

表现优异、不断进步的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教育经验，并且通过诸多调研

数据和典型案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帮助各国培养卓越校长和

教师，提升全球教育质量，推动世界各国迈向更好的未来。

9 978-7-5191-0981-3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幼儿园

小班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22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

《家庭教育 幼儿园小班 下》侧重帮助家长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

提醒家长影响幼儿健康成长的安全隐患，鼓励孩子在玩中学习，并提醒

家长要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不可以揠苗助长，要在生活中以身作则，

注意身教。



10 978-7-5191-1006-2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幼儿园

大班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14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幼儿园大班下册选取了本年龄段孩子容易出现的 10个

问题，通过”案例”“案例分析”“指导建议”，为家长提供具体的教育策略。

11 978-7-5191-0982-0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一年级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14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一年级下册选取了本年龄段孩子容易出现的 6个问题，

通过“案例”“案例分析”“了解孩子”“指导建议”，为家长提供具体的教育策

略。

12 978-7-5191-0983-7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二年级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14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二年级下册选取了本年龄段孩子容易出现的 6个问题，

通过“案例”“案例分析”“了解孩子”“指导建议”，为家长提供具体的教育策

略。

13 978-7-5191-0984-4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三年级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14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三年级下册选取了本年龄段孩子容易出现的 6个问题，

通过“案例”“案例分析”“了解孩子”“指导建议”，为家长提供具

体的教育策略。

14 978-7-5191-1007-9
新编家长学校教材 家校合作

活动资源：家庭教育 五年级

下

田慧生 6 1-1 16 58 2017-03-22 56

本套指导手册，以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依据，以培养引导少年

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针对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认识误区，结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

为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指导手册共 29册，从幼儿园小班到高二每个年级各两册，

高三年级全一册。五年级下册选取了本年龄段孩子容易出现的 6个问题，

通过“案例”“案例分析”“了解孩子”“指导建议”，为家长提供具体的教育策

略。



15 978-7-5191-0535-8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一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16 978-7-5191-0537-2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二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17 978-7-5191-0539-6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三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18 978-7-5191-0541-9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四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19 978-7-5191-0543-3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五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20 978-7-5191-0545-7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六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0 1-2 16 90 2017/3/8 80

《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

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

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

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

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

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

级全一册，共 23本。

21 978-7-5191-0547-1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七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2 1-2 16 120 2017/3/8 96

本套教材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

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

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

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

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

治社会奠定基础。教材由法学专家与教育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

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

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

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共 23本。

22 978-7-5191-0549-5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八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2 1-2 16 120 2017/3/8 96

本套教材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

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

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

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

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

治社会奠定基础。教材由法学专家与教育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

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

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

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共 23本。



23 978-7-5191-0551-8
义务教育读本：法治教育 九

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2 1-2 16 120 2017/3/8 96

本套教材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排我

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

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律常

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养

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法

治社会奠定基础。教材由法学专家与教育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更

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其学

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初中、

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共 23本。

24 978-7-5191-0553-2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读本：法治

教育 高中一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6 1-2 16 160 2017/3/8 128

《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

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

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

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

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

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

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

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

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共 23本。

25 978-7-5191-0555-6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读本：法治

教育 高中二年级上册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法

治研究中心

16 1-2 16 160 2017/3/8 128

《法治教育》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分阶段、系统安

排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

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各种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与法

律常识的内容相结合，使中小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法规意识，

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

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同时，法律专家与教育专家联袂编写，让教材内容

更加权威，教材编写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知识经验、认知特点及

其学习规律。本套教材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

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分为上下册，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共 23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