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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一节历史课才是好课？这个话题似

历史教学目标的变化，尤其是指向“人的发展”

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常说常

的课程三维目标为课堂教学评价提供了很好的

新的问题。三十年来我国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全

评价指向。

国新课程改革推行已有十年，许多观念发生了

梳理二：教什么的问题

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思考“一节好的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历史学科基本不存在

历史课”的评价标准，我们有必要先对相关的背

“教什么”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教师就是教学大
纲的执行者，而今天站在课程的高度，历史教师

景进行梳理。
梳理一：为什么而教的问题

要思考“教什么”
，即用什么样的课程资源来培

教学目标是教师和学生立足于当下基础上

养学生，新时代课程内容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

的，以具体的教学活动为依托，指向于未来时空

具有选择性的问题，与育人目标直接相关。

的一种结果，①这种未来的指向性即人才的培养

三十年发展的不只是社会经济，更有人的

方向。新课程改革确立了以布鲁姆目标分类学

意识的觉醒，经过十年新课程理念的熏陶，更多

为基础的三维目标体系，取代了以前的“双基目

的历史教师已经立足历史课堂研究历史教育，

标”
“三项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完

他们不仅仅是课程的执行者，而且是课程的开

整性，使得教学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有学者就提

发者与研究者，这应该成为当下历史教师思考

出，三维目标的内在统一性都指向人的发展，并

课堂的起点。

由此整合了“三棱锥模型”
（如下图）。

梳理三：怎么教的问题

②

我们在思考“一节好的历史课”的评价标准

在 ８０ 年代，讨论课堂教学更多的是一门

时，应该考虑到历史教育目的、历史课程目标与

“技术之争”，对于大多数普通教师来说，
“教学
“不跪着教书”的思
思想”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
想种子还没有萌芽。那时候，教学大纲拥有着至
高无上的地位，讲授法仍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大
家在历史学科范围内来讨论“怎么教”的问题，
依靠的背景是学科教学的特征，比如历史课上
“小零件”
的运用，是否应该“一讲到底”
等等。
而今日的讨论，站在了更广阔的教学论、课

【收稿日期】2013－09－09
① 裴娣娜：
《教学论》，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98 页。

② 余文森：
《三维目标是三种目标吗？》，
转引自张向阳：
《历史教学论》，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年，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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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论的研究成果上，对历史教学过程的认识、对

个这样的问题，即“你们教历史、学历史到底有

历史教学资源的选择、对历史教学策略与评价

什么用？”您怎么回答？您能从今天这节课来讲

等方面的认识都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背景。

一讲吗？

以上从历史课程的角度粗略梳理了新课程

Ａ 教师：我想让学生们以古鉴今，让学生们

改革以来关于课堂教学认识的发展，认为课堂

知道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

教学的评价应该注重教学目标的引领性和教学

处理的，从而理解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

过程的有效性。在此，我谈谈自己对“一节好的

本主义的不同。
Ｂ 教师：我没想太多，首先是让学生能考试。

历史课”
的看法，并请同行赐教。

其次是想让学生知道当时的美国是法制社会，

一、
从学科育人的价值来衡量

罗斯福借助一系列新政立法来解决危机。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很少在每节课的教

历史课堂教学目标

学中去思考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而我们的课
历史课堂作为历史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应

程标准表述又有些抽象，这就需要教师更加有

该思考历史学科的价值，也就是其育人价值。历

心地寻找、构建历史课堂的教学目标，因为课堂

史教学有何独特的学科价值？历史学科对学生

的教学目标直接指向历史教育的价值与功能，

的终身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历史教育工

失却了意义，教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否

作者应该一直追寻的问题。针对当下一些中学

则，就会如上面两位老师所回答的那样，把所有

历史课堂“教学无中心、史学无神韵、观念无灵

与历史相关的、与人的发展相关的东西统统扣

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认

在任何一堂历史课上，诸如“以古鉴今”
“法制社

为 ２１ 世纪的历史教育应该更为强调民族认同、

会”等，也就没办法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现

文化尊重，培养合格的世界公民，赵亚夫教授认

象和历史人物中获得独特的历史感悟，混沌一

为：

片的历史教学目标最后变成大而空的套话。
我们把历史教育作为民族或人类的集体记

以“罗斯福新政”一课为例，从课标来看，学

忆来看待，像个人的记忆一样重要，它不是可有

生学习的重点是“国家干预经济”。由此，学生应

可无的。我们把历史作为承载着民族和人类的

该理解，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放

精神财富来看待，像个人有灵魂一样重要，它不

任到国家干预发展模式的重要转折点，体现了

是可有可无的。历史教育将记忆的训练与灵魂

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艰难与智慧；同时，认识社

的洗礼做有机的融合，从而培养人的自信力。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的逐渐融合

①

还有教师认为“促进人性完善与提升”是历

与互补也由此而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确

史教育的根底，②这些呼声是对上世纪末到本世

立了这样的核心目标，教学中的许多细节就要

纪初历史教育价值探索的积极回应，也注入了

重新运用，例如：

整个时代中学历史教师的心灵。

材料一：报纸上连篇咒骂罗斯福是“向富人

观点一：历史课堂教学目标应该体现历史
教育目的。

敲竹杠”，说罗斯福天天都吃“烤百万富翁”。在
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会上，有人高喊“这个

案例：关于《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一课的
对话

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
的”。

Ｘ：今天有非历史学科的学校领导来听课，
如果站在其他学科教师的位置上，他们提出一

——
—内森·米勒《罗斯福传》
在评价罗斯福新政时，大多数教师会用这

① 赵亚夫：
《历史教育要给国民自信力》，
齐健等：
《历史教育的价值》，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序论。
② 李付堂：
《历史教育：直面生命的追寻》，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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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材料，而对此的提问则是：
“罗斯福新政是否

维目标有统一性理解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单元、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
“请分析罗斯福新政的实

课时教学设计中，选择某些维度作为核心目标，

质。”
如果从上面所列的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罗

结合其他维度的相关因素构成具体的教学目标

斯福新政，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似乎不

体系。①核心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教师从三维目标

是问题的根本，而理解它对人类文明发展到底

的丛林里抽身出来，找到一根“红线”来引领整

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么值得后人纪念才是

个课堂教学。这一思路在中学历史教学界由来

教学目标。从这则材料能看出来的是：当时由于

已久。

意识形态的分歧，罗斯福新政的反对声音非常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上海著名历史特级

大，时代认识的局限越加反衬了罗斯福突破传

教师包启昌就提出了“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

统的勇气和智慧。又如：

理念。②他认为一堂课可以有多个重点，但只能

材料二：罗斯福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说：
“根

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像一个“拎攀”，使得

据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准备提出我们积重难

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系统性强，逻辑严密，有利于

返的国家在灾难深重的世界中必须采取的措

发展学生的思维。上海特级教师李惠军认为，
能

施。……我将竭尽宪法赋予我的权力之所能，尽

否设计好一节课，关键前提在于“寻找统摄历史

快将它付诸实施。”

，继而提出了“一课一灵魂”的教学理
课的灵魂”

教材中引用了这一段文字，但被大多数教

念，主张课堂教学要突出真正的历史“灵魂”。华

师忽略，鲜有教师引导学生去理解罗斯福在演

东师大聂幼犁教授提出，历史课堂首先要有教

说中反复强调“宪法赋予我的职责”的含义。如

学立意，所谓教学立意，即指“预设的通过这堂

果确立上面的教学目标，就可以理解，在当时当

课的学习……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能统

世，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非国家干预经济

摄、贯通该课，而且能与其之前和以后的学习相

不足以挽救国家的情形下，罗斯福字字珠玑，反

通的核心概念”。③在此基础上，上海於以传老师

复强调自己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

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主旨”上做了进一步的

能，这里既含有一个勇士舍生忘死的意志，又有

研究，他提出依据课程内容、依据学生实际，准

一个智者暗度陈仓的谋略。

确把握课程内容主旨的思想。这些研究给我们

笔者以为，
“无目标不教学”
，非有指向历史

的启发是，课堂教学要有“核心”，要结合历史教

教育终极价值的教学目标，不足以参透历史教

育目的、历史课程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提炼出历

学的真义，不足以彰显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真

史教学核心目标。

谛。

那么，历史课堂教学中应该确立哪些核心
观点二：每节历史课应该有起引领作用的

核心目标。

目标？这得思考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斯宾塞认
为他的时代“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而今天我

三维目标的提出为学生的整体发展提供了

们知道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使生活的意义得以提

思路，但是，三维目标的整合与实施也是整个课

升的知识，是使个人获得自由解放、社会不断臻

程改革过程中最难操作的部分，三维目标的散

于民主公正的知识，它是整合了科学精神与人

乱亦是当前教学中不可回避的现象。

文精神的知识。例如，有年轻教师上《西学东渐》

核心目标的提出，是指在若干教学目标中，
总有某个教学目标起到核心引领作用，在对三

一课，力图把西学东渐中林则徐、魏源、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

① 张向阳：
《历史教学论》，长春：
长春出版社，2012 年，174~184 页。
② 包启昌：
《一堂课一个中心》，
《历史教学》1984 年第 4 期。
③

聂幼犁、於以传：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育人价值的理解与评价——
—立意、目标、逻辑、方法和策略》，
《历史教学》
（上半月）2011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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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纳入“民族复兴

即学科知识这一文化载体有着促进学生发展的

中国梦”
的过程。这一核心目标的确立，使得
“西

功能，而课堂教学则是学生这一学习主体发展

学东渐”教学从一个历史事实过程的追溯，上升

文化、
实现文化个体化的过程。

为对一种理想追寻的缅怀，因为从词义上看，

案例：学生眼中的春秋战国
在高一学习完春秋战国的相关内容后，老

“西学东渐”只是描述了一种历史的状态，并不
彰显价值的追求，而“中国梦”一词则直接体现

师请同学们谈谈自己对春秋战争的认识：

了人类追求美好的价值取向。这一目标立意使

小娜：诸侯们的积极向上表现在对人才的

得单纯对历史史实的学习，提升为对历史价值

激烈竞争上，我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巨大的“人

的理解与追问，历史学科独特的教学价值得到

才市场”。
阿骏：战国中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类

了体现。

似于今天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一超多强”。

二、
从课堂教学的本质来衡量

汉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每家每户的壮丁

历史课堂教学过程

应该有尚武的思想，但是当时生产力落后，兵器
也相当差，士卒真的处在以命抵命的恐惧之中。
慧丰：战争的黑暗不能掩盖反映人的本性、

对教学的定义有很多种，从学科与学生这
一对关系来看，教学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人之善良、人之忠心的好故事。

一是人的发展的需要，二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教

一方面，这些“认识”在历史学家眼里是很

学的根本使命和基本职能是促进人与文化的双

平常的道理，但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跨越遥远

重建构； 从教师与学生这一对关系来看，教学

时空，初步理解两千多年前历史，学生自身的思

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交往关系、特殊文化现象

维获得了发展；另一方面，教育具有文化传承的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多角度思考课堂教学的过

重要功能，学生的认识中闪烁着对历史文化的

程、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课堂教

传承，春秋战国的相关史实转化为一定的历史

学的本质。

认识，存在于学生的思维中，成为他们日后认识

①

②

观点一：课堂教学要促进学生与学科的双
重发展

世界、理解人生的财富，亦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
分。

新课程改革以来，关于如何促进历史教学

历史不但是一门事实的学科，还是一门解

的发展，
学界有不同观点。当历史教学的专家们

释的学科，在历史解释的过程中发展学生，推动

呼吁“历史教学的根基在于历史学”之时，放眼

历史学科认识的个性化，这是当下评价历史课

看一看当下的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大家都

堂的重要视角。任何脱离学科特点来发展教学

跳出学科领域，力图从课堂管理、教学组织的角

的实践都可能遭遇文化虚无的困境，同样，失却

度出发，改进课堂的结构，改变教师教的方式和

了学生发展的学科教学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观点二：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交往对话

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益，这样似乎
就有了“学科中心”与“学生中心”的对峙。实际

的场域

上，教学应该促进学生与学科的双重发展，把学

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关系是师生之间的

科与学生这两个主体结合起来，把微观上学生

对话、合作、沟通关系，而“多向互动、动态生成”

的发展与宏观上历史文化的延续结合起来，不

则是教学过程的内在展开逻辑。③因此，一节好

再割裂。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教学过程——
—

的历史课应该有充分的师生对话和交往活动，

①

裴娣娜主编：
《教学论》，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105 页。

②

张广君等：
《论课堂有效性》，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7 年第 2 期。

③

叶澜：
《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
—“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
《教育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专 题 讨 论

13

并且这些活动要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发展。

学，就要学习“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这一课，教

首先，要实现上面这个动态的过程，教师要
设计适合教学环节，这才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师需得明白历史教学的价值与功用，明白历史
学习与学生生活和生命感悟的关系，要从这一

案例：
“遣唐使”
的教学设计

课抽取出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的方法与途径，比

周老师在引导七年级学生阅读教材关于

如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考古

“遣唐史”的相关内容后，提供了日本学者古濑

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了解传

奈津子所著《遣唐使眼里的中国》一书目录， 并

说与神话中的历史信息，②等等，否则，孩子们可

提出问题请同学们分别讨论，并通过师生互动、

能会认为“无论是 １７０ 万年前的元谋人还是 ７０

生生互动的方式进行探讨：

万年前的北京人，与现在的我们真的没有太大

①

１．大家认真读这个书目，作者介绍了关于

的关系。”

遣唐使哪些方面的内容？

再次，历史细节与历史问题共同构成历史

２． 看看书中哪些内容是与教科书相对应

课堂上师生交往的媒介。

的？

一节好的历史课应该能很好地运用这些媒
３． 从这些目录中你读出了哪些教科书中没

有的信息？

介，拓展师生课堂交往的空间。历史细节作为历
史构成的零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教学

４．书名叫《遣唐使眼里的中国》，如果你是遣
唐使，
对中国会有什么印象？

亦应是一种师生对话的生活场景，没有历史细
节就没有生动的历史课堂。同时，认知过程的批

５．序言为
“遣唐使研究的新视角”
，你认为这
位作者的新视角“新”在何处？

判性是历史教学有效性的特征之一，历史课堂
应该充满着问题，历史教师应该做一个会提问

６．看到这个目录，你还有什么新的疑惑？

题的老师，要培养满脑子不断提问的学生。

这是一个极好的书目，说明教师在广泛阅

案例：外国人眼中的孔子长什么样？③
师：观察下图的四张图片，你认为是同一个

读的基础上准备了充分的教学资源，选取历史
学家研究的部分成果作为师生课堂对话的媒

人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介，让阅读了这个书目的初一同学“可以想问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大部分人说

题”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也可能未必能全部完

这不是同一个人，有些同学说这是外国人，有些

成这些问题，但是问题的思维梯度却非常明确，
教师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能
走到哪一步是由学生的思维实际来决定。有的
教师教学内容干巴，表面上是“尊重教材”，实际
上是“窒息历史”，师生之间没有对话的空间和
平台。
其次，课堂上的师生交往必须是“基于学生
发展的”
教学交往。
也就是说，交往的内容一定是学生需要的、
是学生能感悟得到的，与学生的生活、生命相去
甚远的历史，实际上无论多么有趣、多么波澜状
况，都与学生无甚关系。又如，初中七年级一开
① [日]古濑奈津子，郑威译：
《遣唐使眼里的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 月，第 6 页。
③ 温芳桃：
《浅议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细节教学策略》，东莞市 2013 年历史教研论文一等奖，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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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说这是中国人。

学生们：肯定不一样，每个人画的孔子都不

师：这四张图片是同一个人，而且是一位中

一样。

国人，
你猜他是谁？

师：真实的孔子只有一个，古代没有照片，

学生们非常诧异，再度七嘴八舌议论，大部
分同学推测图片上的人物推测是“秦始皇”
“汉

我们每个人对孔子的想象和解释都带上了自己

武帝”
“唐太宗”或是
“玉皇大帝”。

熟悉的烙印。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解释历史可

师：
为什么你们推测的都是皇帝呢？你留意
到了人物的什么特征？

能有很多种，历史学家所能做的是尽力地靠近
真相。

生：因为他们都戴着帽子，穿长袍，而且其
中一幅戴的是皇冠。

从上面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教师通过对历
史细节的追问，引发了初一学生的思考与探索

师：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但是会不会发觉
这些人跟你们电视上看到的皇帝不是很像？

的兴趣，这些问题中不但有历史真像的挖掘，亦
有史学方法的渗透。“观察细致”
“留意细节”等

生：
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评价语、引导语在教学中出现，说明教师不但注

师：但这个人不是任何一个皇帝，他是外国

重历史细节，还注重教学细节。经过新课程改革

人眼中的孔子！

熏陶的历史课堂，用历史细节润泽生命、用历史

学生们都非常诧异，纷纷质疑孔子怎么会

问题启迪智慧更应成为教学常态。

是这样的呢？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一节好的历

老师引导学生再度留意图中的细节，
“孔子

史课”的评价标准，这个话题既让人兴奋，又让

长着白种人常有的络腮胡，读拉丁文格式的书，

人诚惶诚恐。在人文学科鲜有终极的真理，因

服饰是古希腊流行款式，站在纯罗马风格的教

此，课堂教学评价的标准也会打上时人认识的

堂里”，孔子有可能穿外国人的衣服，读外国人

烙印，有着时代发展的特征，本文基于教学目标

的《圣经》吗？为什么外国人眼中的孔子是长这

和教学过程来讨论课堂教学，旨在引发对历史

个样子呢？

教育目的这个永恒话题的思考，同时也是对课

学生们再度议论，有学生说这是因为他们
没见过孔子，他们没来过中国，有学生说外国人

程改革以来出现的“知易行难”现象的反思，希
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不熟悉中国的文化，还有说这个孔子是他们想
【作者简介】夏辉辉，女，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教

象出来的！
师：说得都很有道理，那老师再问一下，你
们见过孔子吗？你们就真的知道孔子长什么样
吗？（学生表示不知道），如果每个人都画一下自

研室中学历史教研员，
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和教师专业
发展。

【责任编辑：
全骜颉】

己想象中的孔子，会一样吗？这说明了什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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