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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XXXX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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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制订的目的，是配合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学、提高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帮助学

生奠定适应高一级学校学习深度阅读的基础。 

本标准的制订，以学校教育教学实际为出发点，研究阅读规律和学生心理特别是认知能力特点，汲

取学术界教育界阅读研究和实践的成果，整合提炼《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和描述，对现阶段与青少年群体母语阅读评价有关的问题作出初步规范。 

本标准的制订，以简洁明快、由浅入深、便于操作为原则，鼓励各有关团体和学校参考本标准和实

践经验，探索逐步形成适合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群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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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阅读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汉语阅读评价需要遵循的主要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相关社会团体和教育机构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评价小学高年级、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

学生等群体的汉语阅读状况和水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XXXXX【无引用文件。是否撤销本章？】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小学生 (Upper pupils) 

指小学高年级学生，包含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未入中学之前）。  

3.2  

初中学生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指普通初级中学学生，包含九年义务制教育的七、 八、九年级即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未

入高级中学之前）。 

3.3  

高中学生 (High school students) 

指普通高级中学学生，包含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未入大学之前）。 

3.4  

汉语 (Chinese) 
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构成的书面文本。 

3.5  

阅读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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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测评者在一定时间单位内集中精力凭借视觉阅看一定数量的书面文本（连续性文本为主），同

时加以识别、认知、思考并答问的行为。 

3.6  

能力 (Ability) 
指被测评者在规定时间单位内识别连续和同时呈现的汉字书面文本、经过同步思考理解其内涵并解

读回答相关问题的能力。 

3.7  

标准 (Standard) 
指为测评制定的衡量被测评者上述能力之差异、给予等级评定的描述性的尺度、指标。 

3.8  

测评 (Assessment) 
指由教育和阅读指导评价机构根据上述标准、使用特定方式，对被测评者的上述能力加以测量、给

出评价结果。 

3.9  

方案 (Scheme) 
具指导性规范性操作性的实施办法，作为测评实施者命制测评题目、采取测评措施、阅看评价试卷

的遵循；同时供阅读指导者（包括教学机构和人员）选择阅读材料、指导阅读行为、改善阅读教学参考。 

4 基本原则 

4.1 阅读评价的原则和目的在于促进学习，评价意见以正向激励为主，测评活动和结果不应对参加测

评的在学群体的正常学习活动造成干扰。 

4.2 阅读评价以认知为基础的核心阅读能力的测评为主，对其他相关方面如阅读目的、阅读方式、阅

读行为、阅读态度等非认知心理因素，可在条件具备时逐步涉及。 

4.3 阅读评价的活动可以多种样态开展，以阅读测试为主，并可与阅读指导、阅读行为矫正、阅读技

能训练、阅读竞赛、阅读征文等活动形式相结合。 

4.4 阅读评价的主体可适度多元化，一般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和汉语文阅读专家为主，也可以根据

需要和可能适度引入学生个人、家长、社会力量等。 

4.5 阅读能力评价，应区分不同年龄和学习年限，对不同的群体分别给出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不同群

体阅读所应达到的标准分别做出总体定性描述和分项量化描述。为较准确地给出评价意见，衡量阅读水

平高低的标准可以适当形式量化并与测试分数相对应。 

5 总体标准 

5.1 高小学生 

——应具有初步的母语阅读水平，在有指导的情况下，会识认、挑选适合实用需要或感兴趣的读物，

在课程学习和各科考试中，能按要求接受和完成相关阅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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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在一定时间限制内较顺畅地识读或默读完给定文本的大部分，学会按一定方式有次序地勾

画出部分重点（语词、句子、观点、人名、时间等）；对内容及形式（文体、思路、观点、写作方

法、事件、情节、人物等）有大体准确的理解。 

——测试应包括但不限于识读字词，浏览文本；复述句子，概括表达；识别文体，把握大意；掌握

信息，归纳要点；分析情节，理解观点等。 

注 1：应根据阅读文本的文体、形式不同对以上要素进行有侧重性地测试。 

注 2：对以上内容予以测试，有的可表现为结果，可用书面形式考察；有的主要表现为过程，不易直接考察，但可

间接地、部分地反映在结果考察中。 

5.2 初中学生 

——应基本达到相对熟练的母语阅读水平，在可选择时，可在有指导的情况下挑选适合需要（包括

实用、兴趣和发展）的读物；在不可选择时（如课程和考试中），能较快地接受和完成相关阅读任

务。 

——应能在一定时间限制内较顺畅地默读完给定文本的大部分，能按个人习惯方式有秩序地勾画出

重点（语词、句子、观点、人名、时间等）；对内容及形式（文体、思路、观点、写作方法、事件、

情节、人物、文字风格等）有大体准确和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并能初步评述。 

——测试应包括但不限于顺利浏览，把握大意；分部细读，理解内涵；筛选信息，梳理线索；把握

结构，理解思路；归纳要点，解读文意；分析推测，综合理解；精彩鉴赏，意义评价；以及理解作

者意图，了解文本真实意蕴，把握作者态度、情感倾向等。 

注 1：应根据阅读文本的文体、形式不同对以上要素进行有侧重性地测试。 

注 2：对以上内容予以测试，有的可表现为结果，可用书面形式考察；有的主要表现为过程，不易直接考察，但可

间接地、部分地反映在结果考察中。 

5.3 高中学生 

——应基本达到相对成熟的母语阅读水平，在可选择时，会独立挑选适合需要（包括实用、兴趣和

发展）的读物；在不可选择时（如课程和考试中），能较快地适应和完成相关阅读任务。 

——应能在一定时间限制内较顺畅地默读完给定文本全篇，能按个人习惯方式有秩序地勾画出重点

（语词、句子、观点、人名、时间等）；对内容及形式（文体、思路脉络、观点、写作方法、事件、

情节、人物、文字风格等）有基本准确和较有深度的理解并能作出评述。 

——测试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素：较快浏览，把握大意；分部细读，理解内涵；筛选信息，梳理

线索；把握结构，理解思路；归纳要点，解读文意；分析推测，综合理解；精彩鉴赏，意义评价；

内蕴探究，观点评骘；以及理解作者意图，了解文本深层意蕴，把握作者态度、情感倾向等。 

注 1：应根据阅读文本的文体、形式不同对以上要素进行有侧重性地测试。 

注 2：对以上内容予以测试，有的可表现为结果，可用书面形式考察；有的主要表现为过程，不易直接考察，但可

间接地、部分地反映在结果考察中。 

6 测试要求 

6.1 测试原则 

6.1.1 测试应考虑可比性、可测性、可行性和规模、精力、物质条件等因素，以书面连续性文本的阅

读行为和答问结果为主要依据。 

6.1.2 测试以文本精读为主，必要时兼及快速简略阅读、广泛浏览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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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测试对阅读速度指标可不做机械规定，而以适当篇幅长度材料的阅读、识别、理解、分析（即

对测试卷题目作答）的结果为间接衡量点。 

6.1.4 测试中对被测试者所提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复述内容要点，概括各部分大意，梳理文本脉络，

归纳中心思想，识别文体特征，揭示文本内蕴等。 

6.1.5 测试分数和时间比例可采取本标准附件建议的计分方法；在标准分项和分数对应的前提下，也

可采取百分制等其他方法；充分考虑“读”及“写”的时间需要，单次测试时间可在 60-120分钟之间

择选。 

6.2 测试文本 

6.2.1 测试文本（即阅读材料）的选择，以连续性文本为主；兼顾各体（详参 6.2.4）；各篇材料的

总篇幅（长度）应与题型分布、测试时间相匹配。  

6.2.2 测试应以文本及其所由构成的部分、段落的整体识别和理解分析为主，以语词、句子等具体文

本构件的识别和解释为辅。 

6.2.3 测试文本的难度，应根据学生实际阅读情况和能力。所提供的文本难易程度按比较结果分为以

下几个等级：较简单；较复杂；复杂。  

6.2.4 测试文本的类型，语体方面，应包含各时期白话文的代表性作品，中学阶段加入浅近文言作品；

文体方面，应考虑以下文体类型： 

• 论说文类（例如一般评论文章、书评、时评、社评、社论等）； 

• 说明文类（例如行政公文、介绍性文字、百科全书条目、展览解说词、书籍说明、皮书、标

准、新闻概述等）； 

• 写实记叙文类（例如新闻报道、新闻特写、通讯报道、报告文学、非虚构人物传记、人物小

传、碑传等）； 

• 叙事文学文类（小说、戏剧剧本、史诗、叙事诗等）； 

• 抒情文学文类（散文、散文诗、旧体诗词曲、其他韵文）等。 

6.3 测试命题 

6.3.1 可考虑以下各种题型：勾画、标号、排序、配伍、归类、列举、选择、判断、复述、撮要、分

类、填空、简答、评说、申论等。 

6.3.2 题型及提问方式与分项标准的关系，有对标、呼应、交叉、重叠、包含、关涉、映射等多种情

形，不宜简单对应；但试卷命制中，应另纸逐题作出说明，以便评阅后对标和归类。 

6.3.3 题型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 注意主观题与客观题比例搭配适当； 

注 1：高小学生测试，主观题与客观题比例以 5:5 或 4:6 为宜； 

注 2：初中学生测试，主观题与客观题比例以 6:4 或 5:5 为宜； 

注 3：高中学生测试，主观题与客观题比例以 7:3 或 6:4 为宜。 

• 主观题评分注意有限度地考察答题的文字表达水平； 

• 试题需考虑真实性原则，避免繁琐设问、硬性拆解、人为造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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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语宜兼顾简单明确和具体切近； 

• 答题指引应有一定开放性，利于激励学生拓展性思考； 

• 参考答案和评卷说明应兼顾唯一性与多元性、客观性与拓展性，尽量给出有预测性的细节解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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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小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A.1 本分项量表将汉语阅读评价分为六项，每项赋值 50 分，各项均包含五个等级，每个等级赋值 10

分，全卷满分为 300分。 

A.2 阅评测试卷时，每一个相关项给出一个得分（0-50）；各项得分相加结果（0-300）换算为相应总

评等级（1-5）。 

表A.1 高小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序号 水平表现分项描述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a 

认读：识读文本，表现为能够认读和从形

式上大体辨识文本的各组成部分——文

字、词语、句子及标点。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b 

解释：理解文本内的词语、句子、篇意等，

表现为能够解释或翻译文本中的重要词

语、句子、段落义涵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c 

复述：复述文本内容，表现为能够摘录、

重现、复现文本的观点、情节、事件、思

路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d 

概述：概括表述全文或各部分主旨，后者

表现为能勾画分出若干文本段落并表述每

个段落的大致意思。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e 

解析：分析解读文本，表现为能够对文本

的多种成分、多个层次、多条脉络等做出

分解、辨析和解说。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f 

评说：对文本做出评论，表现为能够分辨

文本不同部分、构件、观点、人物、事件

等的异同，综合相关材料或论点，给出一

些评价意见。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分值 0-60 61-120 121-180 181-240 241-300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结果 总评：                   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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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初中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B.1 本分项量表将汉语阅读评价分为八项，每项赋值 50 分，各项均包含五个等级，每个等级赋值 10

分，全卷满分为 400分。 

B.2 阅评测试卷时，每一个相关项给出一个得分（0-50）；各项得分相加结果（0-400）换算为相应总

评等级（1-5）。 

表B.1 高小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序号 水平表现分项描述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a 

认读：认识并较准确地识读文本，表现为

能够认读和从形式上大体辨识文本的各组

成部分——文字、词语、句子及标点。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b 

解释：较准确理解文本内的词语、句子、

意涵等，表现为能够解释或翻译文本中的

重要词语、句子、段落义涵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c 

复述：较完整准确地复述文本的主要内容，

表现为能够摘录、有选择有重点地重现、

复现文本的观点、情节、事件、思路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d 

概述：较完整准确地概括表述全文或各部

分主旨，后者表现为能够较合理勾画分出

若干文本段落并有提炼地表述每个段落的

主要意思。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e 

解析：较深入地分析解读文本，表现为能

够对文本的多种成分、多个层次、多条脉

络等做出分解、辨析和解说。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f 

评说：对文本做出评论，表现为能够分辨

文本不同部分、构件、观点、人物、事件

等的异同，综合相关材料或论点，给出是

非、当否等方面的评价意见。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g 

鉴赏：对文本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作出鉴赏，

表现为能够对诸如语言表达、论说推导辩

驳阐释、人物塑造、情节编织、篇章结构

等方面的特点给出优劣工拙等的评价（以

欣赏为主）的意见。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h 

引申：以文本所及为基础，沿文本及题目

给定的方面、路径、思路等，做出推论、

想象、联想、申说、续写、反驳、补充、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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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等发挥性阐发。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分值 0-80 81-160 161-240 241-320 321-400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结果 总评：                   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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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高中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C.1 本分项量表将汉语阅读评价分为十项，每项赋值 50 分，各项均包含五个等级，每个等级赋值 10

分，全卷满分为 500分。 

C.2 阅评测试卷时，每一个相关项给出一个得分（0-50）；各项得分相加结果（0-500）换算为相应总

评等级（1-5）。 

表 C.1  高中学生阅读测评分项量表 

序号 水平表现分项描述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a 

认读：认识并准确地识读文本，表现为能够

认读和从形式上辨识文本的各组成部分—

—文字、词语、句子及标点。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b 

解释：准确理解文本内的词语、句子、篇意

等，表现为能够解释或翻译文本中的重要词

语、句子、段落义涵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c 

复述：较完整准确地复述文本的主要内容，

表现为能够摘录、有选择有选择有重点地重

现、复现文本的观点、情节、事件、思路等。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d 

概述：较完整准确地概括表述全文或各部分

主旨，后者表现为能够合理勾画分出若干文

本段落并有提炼地表述每个段落的主要意

思。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e 

解析：较深入地分析解读文本，表现为能够

对文本的多种成分、多个层次、多条脉络等

做出分解、辨析和解说。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f 

评说：对文本做出评论，表现为能够分辨文

本不同部分、构件、观点、人物、事件等的

异同，综合相关材料或论点，给出是非、当

否等方面的评价意见。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g 

鉴赏：对文本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作出鉴赏，

表现为能够对诸如语言表达、论说推导辩驳

阐释、人物塑造、情节编织、篇章结构等方

面的特点给出优劣工拙等的评价（以欣赏为

主）的意见。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h 
引申：以文本所及为基础，沿文本及题目给

定的方面、路径、思路等，做出推论、想象、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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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申说、续写、反驳、补充、延续等发

挥性阐发。 

i 

批判：针对文本所及，提出个人的反向意见

或多元看法，对所觉察或认定的文本中的问

题、缺陷和未及之处等做出反思。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j 

创意：根据文本所及的问题或领域，提出独

立意见、独到见解、独特看法，表现出有一

定创新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分值 0-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各项得分合计及等级换算结果 总评：                   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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