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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MOE) did a revamp on the Primary Chinese 

syllabus in 2015 and the textbooks used in schools changed from “Chinese Language for 

Primary Schools” （小学华文）into “Huan Le Huo Ban” （欢乐伙伴）. “Huan Le Huo Ban” 

is a set of recommended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was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new Primary 

Chinese syllabus released in 2015. In Singapore’s Chinese education, the content textbooks are 

the main guidelines towar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Moreover,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make up the bulk of all texts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textbooks. Therefore, 

the usage and incorpor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in the textbooks should directly 

reflect the aim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of the MOE’s syllabus. There will be three main 

methodologies applied in this paper, namely literature survey,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in the textbook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amp 

will be compared based on four different parts, namely amount, sequencing, genre and 

difficulty.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 results will be compared against the syllabus 

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calibration of the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we will be able to observe and conclude if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able to 

achieve the aims of the new syllabus. 

  From the analysis, several observations towards the change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made. Firstly, in the new teaching materials, amou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ith content 

inclined towards the written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were decreased and replaced with phrases 

and sentences inclined towards the verb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Secondly, literature work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modified to accommodate the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reading difficulty was also decreased.  On the sequencing of the literature works, works 

with content that are related to everyday life were brought forward within the syllabus. On the 

other hand, rhymes and literature works that are related to practical usage are added to the new 

textbooks and works that children rarely encounter, such as ancient poems and argumentative 

essays are removed in terms of genre. The above changes tallies with the main amendments 

made to the new syllabus ideals and aims and are beneficial to th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Thu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amendments to the syllabus successfully answer the reasons to all main modification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re perfectly calibrated to the aims of the 2015 new syllabus.    

Keywords: Primary Chinese textbooks, Children’s literature, 2015 Primary Chinese Education               

                    revamp, Primary Chinese education syllabus, Chinese Language for Primary  

                    Schools (Huanle Hu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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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小学教材改革前后研究： 

以 2015 年教改前后小一小二课本为例 

汤谨穗 

文园小学 

 

摘要：2015 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出小学教育改革，课本也从《小学华文》改成了《欢

乐伙伴》。《欢乐伙伴》这套教材是在 2015 年新制定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的指导

之下编写的。在新加坡的小学的华文教育中，课本是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而在新加

坡的华文课本当中，儿童文学占了文本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因此，课本中的儿童文学

文本应直接体现与对应教育部所提供的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本文将利用文献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与表格统计法三个研究手法；并从数量、编排、文类与阅读难度四方面分

析两套课本的前后更改；再将分析结果与课标对比，分析二者吻合度。通过此分析结

果，我们将能看出课本如何与课程目标相互对应，并了解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否能够实

现课程标准的指导理想。 

    研究分析后，笔者发现新教材中的语言较书面的儿童文学文本在数量上减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更口语化的短语和句子。其次，课本中文学文本更接近学生的认知发展，

在阅读难度上也降低了。另外，在文本的顺序编排上，新教材更趋于让首先接触较贴

近生活的文学文本。而在文类上，新教材内的儿童文学文本有更多是朗朗上口的歌谣

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实用文类，新教材中也减少了古诗、议论文等儿童较少接触的

文类。以上的各种改变都符合新课程标准中“注重实用价值”、“符合认知发展”等

目标，且对于学生对语言初期的吸收与掌握也有着相当大的效用。由此看出，新旧教

材的前后更改能够与教育部对课程目标的修改一一对应，并且成功体现的 2015 年《小

学华文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小学华文教材；儿童文学；2015小学教育改革；小学华文课程标准；欢乐伙 

        伴； 

 

一、前言 

 

    儿童文学不但能帮助幼童学习语言，更有助于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其在教育当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王标在论文中指出，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的教育中是一种宝

贵的资源，是特别为了孩子而创作，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文学作品。(2010:35) 因

此，教育部在编写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时，也加入了不少儿童文学的元素。新加坡教

育部在 2015 年针对小学华文课程作出改革，并且对新加坡统一教材作出不少修改。 



3 
 

    此论文将针对小学一年级与二年级普通华文统一教材改革前后的儿童文学进行研

究。首先分析教材中儿童文学在进行改革前后的区别以及其原因，再将其与新课程的

教学目标进行校对以验证其改革与目标是否一致。 

 

二、文献综述 

    新教材于 2015 年才正式推出，截至今日，只推出了小学一年级（小一）与二年级

（小二）的教材。因此， 尚未有任何文献针对此题进行讨论。但是，学界中补发针对

儿童文学与幼儿教育的联系进行讨论的论文。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儿童文学定义为，

“以为儿童或青年提供咨询或娱乐为目标而著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阅读儿童文

学可为儿童的成长与学习带来不少益处。 

    Fadiman (2015) 也在文章中提出，儿童文学是为了娱乐或教导年轻人而创作的文

章或图文。 

    前言中也提到了王标（2010）对于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之间的关系作出的肯定。 

    除了知识的熏陶以外，Almerico（2014）也表示儿童文学对幼童的品格建设有着

相当重要的影响。幼童能轻易从儿童文学中的人物角色身上学习到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并且了解世界当中不同有趣的部分。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 

    此外，学界中也有针对新加坡华文教育中儿童文学的应用作出讨论的文章。邝先

宇(2016) 就以新加坡华文教育为例，探讨了儿童文学与教育的融合。 

    钱宝来(2009)则整理了从 1965 年以来新加坡华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选取与应用。

根据文章中的分析，21 世纪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中集中强调三个部分：国家的经济利益、

华人的文化价值以及为面对考试作准备。此论文也将会分析改革后的教材是否仍旧强

调相同的主题。 

 

三、论文框架 

    这篇论文会分为三个主要成分。第一个部分将针对改革前后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进

行交叉对比，总结出前后主要的区别与改变。文中会对材料进行四个不同部分的对比，

分别为数量、顺序、文类以及难度。其后，文章将针对对比结果剖析其修改的原因。

第二部分则会根据第一部分分析的原因交叉比对改革后的教学目标，看出二者吻合度。

最后一部分则总结分析结果，了解教材的修改如何能体现教学目标，并且分析学校的

教学内容是否能实现教学目标的指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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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对比 

4.1 数量 

    附录 B（每本教材内儿童文学的数量）中可观察到，无论是改革前或是改革后，

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数量都会根据学生年龄的成长而上升。 

    但是，通过附录 B 内的图表，我们也能观察到，改革后新教材内的儿童文学数量

明显减少。四本教材内儿童文学的数量有着从 26.7%到 46.7%之间的下降。改革前的小

二教材中，每一课内都至少有两到三篇的儿童文学文本，分别为导入、核心与深广课

文。但，改革后，大量导入课文修改成为从核心课文选取的短句或短语。（附录 E）

这大大降低了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的数量。此外，小一教材中也有大量的文学文本被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短语、句子与图片取代。 

    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教材中的导入课文是为了帮助语言能力较弱

的学生理解核心课文而设，因此，改为从核心课文抽取短句或短语更为合适。其次，

减少儿童文学文本数量是为了在不加重学生负担的状况下，增加学生对日常用语的接

触。与文学用语相比，日常用语是语言当中更为实用的一部分。因此，增加学生对华

文日常用语的接触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华文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减少儿童文学

文本的数量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4.2 顺序 

    从附录 C（改革前后顺序改变的文学作品列表）的内容来看，不难发现在改革前

后，教材中还是有不少的儿童文学文本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许多文本在顺序上调换

了位置。顺序上的改变或大或小。例如，小二课文《我们住下来吧》改革前是 2A 的课

文，改革后换到了 2B 当中。这是 A 册和 B 册间顺序上的小更动。但课文《我的晚餐》

则是从 1B改换到了 2A，是年级间较大的更动。 

    从教材中的实例分析，顺序推前的儿童文学文本，如《下课了》以及《这是怎么

一回事》等，内容都与儿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下课了》是一首讲述学生在休息时

间时所做的事的童谣。《这是怎么一回事》则是讲述雨天时，朋友之间共用雨伞一起

回家的短片叙事文。校园、游戏、友谊与分享都是学生日常生活较常接触的课题，而

将这些文本的顺序推前有助于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语言。 

 通过顺序的改变，教材在改革后明显更倾向于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例如《谁

住顶楼》等内容更口语或含对话的文学文本的顺序都被提前了。《谁住顶楼》这篇文

本叙述的是一群朋友对于谁应该住在顶楼的事情展开的讨论与对话。文章中包含许多

口语对话，大量提升了学生对于日常口语的接触。 

    另外，改革前后文本顺序的更改也包含其他原因。改革后的新教材内容都是以主

题编排。虽然改革前的文本顺序也有少许与主题有关，但是编排上更强调学生可从文

本中学习的字词。改革后的教材则更专注于训练学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中运用华文华

语。举例来说，教材 1B 第 15 课集中训练学生如何用华语买食物以及饮料。教材 2A 第

6 课则训练学生不同交通工具的名称以及如何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运用华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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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题编排与训练可帮助学生了解在不同地方和状况下如何运用华文华语，由此训练

学生对于语言的实际运用。 

4.3 文类 

    儿童文学文本的分类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以文类区分。但是在文学中不同

文类之间的分界点是非常模糊的。新加坡华文统一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大量皆属

于叙事文，但在低年级的教材中亦不乏童谣与儿童韵文的融入。教材内的童谣和韵文

都较为朗朗上口，主要目的是为了辅助学生记忆语言当中的特定规律或者词语。因此，

此论文在整理资料数据时会以“叙事文”以及“童谣”为主，将所有其他文类的文本

列为“其他”。此文中归纳的“叙事文”将包含所有教材中有人物与情节的儿童文学

文本，而“童谣”将囊括所有可根据特定拍子或节奏阅读或吟唱的儿童文学文本。 

    从附录 D（新旧教材间文类对比数据）的数据可观察到改革前后的教材中，各文

类的比例大致保持不变。即使在改革前后文本数量有所递减，教材中所有文本不同文

类上的比例改变非常低。此外，数据中能观察到，无论新或旧教材中，在学生年龄递

增的同时，教材中童谣的比例会逐渐下降，而叙事文的比例则会上升。改革前后保留

文类比例的原因是，学生在小学三年级以后需要开始书写作文，而作文文类通常为叙

事文，因此学生在开始书写作文之前需要大量地接触叙事文。此外，教材中大部分童

谣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记忆华文中特定语言规则，例如汉语拼音的法则等

等，而类似的记忆需求会在学生熟悉语言之后慢慢减少，因此减少教材中童谣的数量

也属合情合理。 

    除了针对教材中“叙事文”与“童谣”文类的观察，附录 D 中也包含了对于教材

中其他文类的文学文本所作的调查。在归为“其他”的文本中，根据表格内对于每一

篇文本细分的文类信息，改革前后文本文类有非常大的区别。改革前教材内其他文类

的文本大部分都属于儿童诗，另外也融入了古诗以及议论文的文学文本。以上文类皆

属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到的文类。因此，在儿童华文教材中加入这类文本较

难让学生体会华文的实用意义，并且可能造成学生的学习负担。另一方面，改革后的

新教材中，“其他”的文类归类下，大部分文本都属于如公告、食谱等的说明文。说

明文文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而新教材中增加此类文本有助于帮助学生将学习到

的语言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也让学生更易于运用课外常见的文本增广见闻。 

4.4 难度 

    因难易度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儿童文学文本的阅读难易度测量非常困难，所以

在比较改革前后教材中文学文本的阅读难易度之前，本文需对篇章阅读难易度制定定

义与测量标准。首先，易于儿童阅读的文章必须符合儿童的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

其次，儿童阅读文本时若需要他们运用太多不同的技能来理解其内容，其文本阅读难

度必然提升。因此，此论文针对高文本难度的定义为不符合儿童语言运用并且需要多

种不同技能辅助理解的文本。以下分析也将以这两方面主要探讨改革前后教材的儿童

文学文本难度。 

    附录 A 中以不同的颜色标识出了旧教材中较为不符合儿童语言运用的文学文本。

旧教材中的儿童文学文本包括古诗（以绿色标注）以及古代德育故事（以蓝色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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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本中出现的词语，例如《司马光救人》中的“假山”、《一去二三里》中“里”

的长度单位，都不符合现代儿童的语言运用规律，也难以让现代儿童理解。改革后，

这类儿童文学文本都被移除，而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的也因此大大降低。 

    另外，在改革前的教材中也有几篇儿童文学文本（以黄色标注）需要学生运用多

种不同技能辅助，方可完整理解文本含义。举例来说，旧教材 1A 课本中《谜语》就要

求学生运用逻辑推理等不同软技能来理解文本，并猜出谜底。对于六至七岁的幼童来

说，无疑阅读困难度有所提升。但在改革后的新教材里，这些文学文本都被移除，而

因此文本阅读难度也有所调降。 

    除了移除高阅读难度的文学文本外，教育部也在改革时对其中一些儿童文学文本

做出些需修改。例如，旧教材 1B 课本中《我的晚餐》在新教材 2A 课本中也出现了，

但是内容有些许改变。旧教材中的《我的晚餐》是一篇童谣，内容为一个孩子以歌曲

形式叙述晚餐时吃饭的情景。但在新教材中，《我的晚餐》变成了一篇叙事文，讲述

的是一个小男孩对自己的母亲讲述自己在学校中学到的一首关于晚餐的童谣。这首童

谣与旧教材中的童谣为同一首。如此修改后，这篇文本多了母亲与男孩之间的自然对

话，有了更多华文口语的部分，而且叙事文内容也相当符合学生语言运用规律，也代

表着对于学生来说阅读上更简易。 

4.5 课程标准对比 

    首先，本文将教育部编写的 2015年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与 2007年的版本作对比后，

发现新旧课程理念中有三项主要改变。这三项主要改变象征着教育部课程改革的主要

走向与意义，而以下分析结果也将针对这三项改变进行集中对比。 

    2015年的新课程理念增加了两项理念。第一为“重视语言技能，实现有效沟通” 。

相较于改革后的课程理念，旧版本中针对语言技能的重视程度较弱，并且是与人文素

养合并列为一项理念。这项新增的课程理念强调学生需拥有能够利用华文华语有效以

口语以及书面语两方面进行沟通的能力。这项改变说明了前文分析中教材儿童文学文

本大量减少，改以常用短语与句子取代的原因。此外，这项理念上的调整或许亦能解

释在文本中加入对话从而降低文本难度的原因。以上对比说明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的

修改能够清楚对应第一项主要课程标准改革。 

    2015年新课程理念增加的第二项为 “注重实用价值、实现乐学善用” 。2007年

的课程理念虽然也有 “注重华文的实用功能” 一项，但是只提到需利用课外资源，

扩大学生学习空间，却并未提及课程内内容与实用语言的联系。新的课程理念中强调

课程内容与生活的实用联系，以实际生活情景辅助语言学习。这项修改恰好可说明前

文分析中将接近学生生活的文学文本顺序提前以及移除古诗与古代德育故事等修改的

原因，与分析内容可直接对应。 

    课程标理念中最后一项主要改变为，将“遵循语言学习规律，提高学习效益”修

改为“遵循学习规律，符合认知发展”。教育部在这项课程理念的说明中，加入了多

一句说明：“在教学内容和设计上，应选取适合学生年龄和认知发展的语料和方式。 ”

（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15）如此就能解释统一教材中移除儿童诗等其他文类

文本，以及移除需学生动用多种不同技能来进行理解的高难度文本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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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透过剖析课程标准内部修改并依照分析结果交叉对比后，笔者能够将

课程标准的内容与教材中儿童文学改革前后区别一一对应，也观察到在新教材的儿童

文学文本中中，课程标准所强调的实际沟通技巧得到了程度相当的重视。华文各方面

的实用技能巧妙地穿插于教材中的文学文本里。总结以上所有分析，笔者不难判断教

材中儿童文学与课程标准能够完美相互对应，亦能给予学生最适当、最完整的文学接

触。 

五、总结 

    儿童文学对于幼童的语言教育而言非常重要，除了给予幼童最自然的语言教育与

训练外，还能够教导与训练幼童不同方面的语言能力与技能，并且开拓不同方面的文

化领域供幼童探索。因此，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的改革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深

且广的。 

    透过上文的分析与整理，本文可总结 2015 年华文课程改革对于教材中的儿童文学

作出的修改有非常大几率可完整实现 2015 年课程改革后的新指导目标。新课程标准强

调语言沟通与运用的实用性，因此教材中的儿童文学文本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涵盖

更多不同的口语表达与应用训练，并且加入了许多实用性高的书面语文本。另外，教

材中文学文本的内容与难度也根据学生的需求与日常生活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得出以上结论后，笔者回看了钱宝来在 2009 年对 21 世纪新加坡华文教材作出的

评价。笔者认为新加坡华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内容仍然强调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但针

对国家经济发展与对准备学生应付考试的关注度已然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于语言实

用性以及语言技能培训的强调。 

    儿童文学是幼童面对书面语文的第一个起点。因此，儿童文学文本的语言实用性

以及内容与现代生活的代入性不可或缺。新教材中的文学文本选材用心、对于教学材

料的介入也非常符合需求，无论是内容、语言、文类等各方面的考虑都非常全面。因

此，新教材中的儿童文学是非常符合 2015 年课程目标的指导要求的。然而，迄今为止，

新教材的推出只到小学二年级，若要作出准确判断，仍然需等待新教材完整推出后再

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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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各教材中的课文列表 

Old 1A 1B 2A 2B 

1 我的布娃娃 碰碰船 我长大了 小鸟和大树 

2 小 ü 小 ü 有礼貌 勾勾手 门牙掉了 “包”字歌 

3 刮风啦，下雨啦 皮球跳进树洞里 我比去年更快乐 一本书和十本

书 

4 树上松鼠吃果子 快乐拍手歌 种鱼 他们自己爬上

来了 

5 四是四，十是十 我们都爱新加坡 她们看见了什么 我不走了 

6 有 a 不放过  国旗国旗我爱你 聪明的公鸡 猴子学样 

7 小白猫，小黑狗 国庆到 过新年 学华语 

8 月儿高又高 是你们啊 新年到 北极熊寄冰 

9 小雨滴，落下来 家 年的传说 黄狗“生蛋” 

10 一闪一闪亮晶晶 鞋 长大后 司马光救人 

11 东边来了一只羊 找朋友 我要长大 乌鸦喝水 

12 小花狗，坐门口 老师爱我们 我们爱

她 

会飞的蚂蚁 玲玲的画 

13 我的朋友在哪里？ 我自己做 站起来，抬抬头 新加坡拉 

14 上学校 做体操  天上的大象 组屋歌 

15 上学真开心 下课了 天上的小白羊 爷爷的童年 

16 上学歌 学游泳 “太阳”是甜的 雷公公和电婆

婆 

17 书包的话 下雨了 手影游戏 四季歌 

18 换铅笔 牙膏乐得吐泡泡 游戏场 我想知道 

19 我的卷笔刀 小猪不冲凉 捉太阳 谁住顶楼 

20 谜语“日历” 三个小学生 小兔吃菜 这是怎么一回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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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什么圆圆？红日圆

圆 

小青蛙 我的晚餐 故事妈妈 

22 日月明 有这样一种东西 小老鼠种花生 猫和老鼠 

23 谁的鼻子长？ 送颜色 小猫钓鱼 小壁虎借尾巴 

24 小熊找朋友 两个宝宝真要好 学习华文要用心 小公鸡借耳朵 

25 图画美不美 猜一猜 谁最不专心 借生日 

26 十个小朋友 数字歌 文具的家 好孩子 

27 左手和右手 一去二三里 上课了 袋鼠的小口袋 

28  别说我小 谁的铅笔 美丽的海边 

29  自己来 我们住下来吧 沙滩上的房子 

30  勇敢的人 美丽的岛国 海 

31   小鸟的家  

32   孔融让梨  

33   小白兔过桥  

34   争“相片”  

35   我的好朋友  

36   谁和谁好  

37   小狗请客  



11 
 

 

New 1A 1B 2A 2B 

1 声调操 左手右手 我长大了 找朋友 

2 小 i带个小帽子 我的同学 门牙掉了 许多人玩最快乐 

3 称呼歌 前面一只小老鼠 新年到 手影游戏 

4 月份歌 牙膏乐得吐泡泡 过新年 最好的礼物 

5 大风吹 下雨了 年的传说 借生日 

6 下课了 自己来  小狗请客 宠物歌 

7 四是四 不分我和你 兔妈妈请客 爱心岛 

8 我的一天 是你们啊 画画 我家的小狗 

9 健康歌 我的晚餐 送颜色 友谊桥 

10 小白狗 苹果红不红 做一张特别的画 争相片 

11 我的朋友在哪里？ 西瓜自己回家了 小猫问路 小老鼠种花生 

12 门后有个人 我们的节日 谁住顶楼 菜娃娃 

13 星期歌 动物园真好玩 过马路 答案就在书本里 

14 有 a不放过 标点符号歌 走路上学 图书车 

15 小星星  请你来我家 三轮车跑得快 我家楼下的夜市 

16 书包的话 游乐场 特别的面包 爷爷的童年 

17 三字歌  巴拉大叔的煎饼店 家 

18   我爸爸是消防员  我们住下来吧 

19   伟大的园丁 精彩的动物表演 

20   这是怎么一回事 水 

21   雷公公和电婆婆 生活中少不了它 

22   它们在做什么 清清的溪水 

23   小鸟和大树  

24   谁和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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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各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数量数据 

 

 1A 1B 2A 2B 

改革前教材中儿

童文学文本数量 

28 30 35 30 

改革后教材中儿

童文学文本数量 

16 16 24 22 

前后差距百分比 -42.9% -46.7% -31.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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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顺序上有较大更动的儿童文学文本列表 

 

 改革前文本

名称 

改革后文本

名称 

改革前文本

位置 

改革后文本

位置 

备注 

1 有 a 不放过

（首） 

有 a 不放过

（首） 

1A (汉语拼

音第 6课) 

1A  

(第 8课) 

 

2 图画美不美 苹果红不红 1A 1B 内容存在修

改 

3 家 家 1B 2B  

4 下课了 下课了 1B 1A  

5 手影游戏 手影游戏 2A 2B  

6 游戏场 游戏场 2A 1B  

7 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 2A 1B 内容与文类

存在修改 

8 我们住下来

吧 

我们住下来

吧 

2A 2B  

9 争相片 争相片 2A 2B  

10 小狗请客 小狗请客 2A (第 12课) 2A (第 3课)  

11 小鸟和大树 小鸟和大树 2B 2A  

12 雷公公和电

婆婆 

雷公公和电

婆婆 

2B 2A  

13 谁住顶楼 谁住顶楼 2B 2A  

14 这是怎么一

回事 

这是怎么一

回事 

2B 2A  

15 故事妈妈 答案就在书

本里 

2B (第 19课) 2B (第 16课) 内容存在修

改 

16 借生日 借生日 2B (第 21) 2B (第 12课)  

 

说明： 首——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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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各教材中不同文类儿童文学文本数量数据 

Old 

文类/册 1A 1B 2A 2B Total 

叙事文 3 9 26 22 60 (48.4%) 

童谣 24 16 8 7 55 (44.3%) 

其他 0 5 3 1 9 (7.3%) 

 

New 

文类/册 1A 1B 2A 2B Total 

叙事文 0 7 18 14 39 (49.4%) 

童谣 17 9 4 6 36 (45.6%) 

其他 0 0 2 2 4 (5.0%) 

 

List of literature works grouped in others 

Name Book Genre 

鞋 1B (旧) 儿童诗 

学游泳 1B (旧) 儿童诗 

有这样一种东西 1B (旧) 说明文 

一去二三里  1B (旧) 古诗 

勇敢的人 1B (旧) 儿童诗 

我要长大 2A (旧) 儿童诗 

学习华文要用心 2A (旧) 议论文 

美丽的岛国 2A (旧) 描述性文体 

沙滩上的房子 2B (旧) 现代诗 

做一张特别的画 2A (新) 说明文 

伟大的园丁 2A (新) 说明文 

图书车 2B (新) 说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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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下的夜市 2B (新) 描述性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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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