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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
—基于历史细节的课堂探究
——
夏

玲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中学，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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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弹弓

认知冲突通常表现为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

打鬼子等“神技”频频在抗日影视剧中出现，这

与新知之间存在某种差距而导致的心理失衡。

明显有违历史真相。以此为楔子，
我在完成抗战

一旦引发认知冲突，就能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

史教学后，专门组织了一节探究课，从历史的细

和好奇心。好些抗日剧都曾是热播剧，学生并不

节入手，探讨抗战时
“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

陌生，经过编辑的抗日“雷人必杀技”短片让学
生对剧中雷人的场面有了直观的认识，王奇生

一、
影视细节对比，
制造认知冲突

的研究所呈现的却是一种残酷的真实。两则历
史细节对比如此鲜明，求知欲被迅速地激发。

细节 １：网易短片——
—抗日剧“雷人必杀

二、
聚焦历史细节，
搭建对话平台

技”

①

细节 ２：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
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不单技能差，

产生了探究欲望后，学生急于想知道中日

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

军队之间的实力为何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我

到处放枪，无疑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

从影响士兵战斗力的诸因素入手，通过提供典

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

型材料，让学生游走在历史的细节中，感受抗战

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功夫，日军

的艰辛和伟大。

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

（一）一探国军战斗力：士兵素质

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冲

细节 ３：战时国军士兵 ９０％以上是文盲……

锋和白刃战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在抗

不仅体格孱弱，
而且状似白痴，
不堪教练。师部的

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抗战后

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成突

期，国军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

击队，
集中训练，
其他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

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

训练，
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③

②

合作探究：阅读以上材料，你如何看待国军
的战斗力？
【收稿日期】2014－01－15
①

细节 ４：
在被俘和击毙的日军官兵身上都能
找到《步兵操典》小册子……书上勾画的重点和
读书心得比比皆是，足见日军官兵研读此类书

网易《抗战剧的雷人必杀技》，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kangzhanju0207.html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②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2010 年，
第 314 页。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 313 页。
③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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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所下的功夫非同一般。日军士兵能升为准尉

对国军的评价材料，力图使学生更客观看待国

或曹长的，皆是能把部队教程背得滚瓜烂熟之

军士兵及其战斗力不足的原因。

人。①

（三）三探国军战斗力：军纪军风
细节 ８：
（在谈到军队风纪时） 蒋介石承认，

细节 ５：如果苏军每发射出 １００ 发子弹可
能杀死 ５ 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 １００ 发子弹就

“我们军队里面的所有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

可能杀伤 １０ 名甚至 ２０ 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

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在撤退的时候，

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一倍以上。

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

②

合作探究：结合以上材料探究国军与日军

③
得民不聊生！”

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
细节 ９：

素质的优劣之势。
细节 ２ 展现了国军战斗力薄弱的状况，细

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

节 ３ 试图初步让学生接触国军战斗力差的原

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

因。而日军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从细节 ４、
５可

敌人不易有隙可乘。④

以使学生窥探到日军训练之精，战斗力之强。这

合作探究：
军风军纪对于一支部队的影响。

样的对比材料使学生产生强烈的痛惜之情，也

还包括指挥员
战争不仅仅是兵对兵的战斗，

—为什么国军体
使他们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

素质、战略战术、后勤保障、国力大小等等因素。

格如此差？为什么缺乏训练？

虽然细节 ８ 的现象不是全部国民党军队中都存

（二）再探国军战斗力：
训练保障

在的，
但部分国军部低军纪败坏，
扰民有余、
御敌

细节 ６：
国军战斗力薄弱，
除装备不如日军，

不足，
却是事实。通过细节 ８、
９ 的鲜明对比，
旨在

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

强化学生的认识，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各部分密

战术目标……部队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

切配合而养成的。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面对日

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

本，
我们需要学习，
但更要保持警惕之心。

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
术普遍不精。

（四）四探纪念抗战的意义：铭记历史、开创
未来

细节 ７：
国军士兵多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

经过历史细节的烘托，孩子们炙热的爱国

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质。美军

情感被激发起来，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历史

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

细节的对话在这一刻显得自然而迫切。

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

对话：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

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但不幸的

问：通过阅读和比较，你对中日军队战斗力

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

有怎样的认识？

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
下降的首要原因。

生 １：读了材料，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抗战
剧中，中国军人杀一个鬼子是多么容易啊！读了

合作探究：根据材料探讨还有哪些因素影

材料才知道，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远远不及日
军。

响了国军的战斗力？

生 ２：没想到日本人纪律那么好，战斗力如

循着上一组材料，我们进一步追问国军身
体孱弱和训练不足的原因，随着问题链的形成

此强悍，而且能吃苦耐劳。真是不可想象！

和问题的不断深入，
学生的思维也步步深入。历

问：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史教学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我们选取马歇尔

生 ３：
首先是身体素质，其次是后勤保障，再

①

沈克尼：
《侵华日军作战训练的依据——
—步兵操典》，
《轻兵器》2010 年第 9 期。

② 姚天成：
《看看我军抗日老战士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
》，
《新华网》2007-12-18。
314、
315 页。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 312、
③ 细节 6、7、
8 均摘自《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④ 李宗仁、唐德刚：
《李宗仁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5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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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适用于高中教学，应该有明显的层次和梯度。

定变为肯定就是明显的一例，后人对历史的解

高考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考查目标，教学就不难

释受时代、
立场、
观念的限制。因此，很多所谓历

理解。实际上，近年来高考全国卷、广东卷等很

史知识只是前人实践的信息，后人的认识不同，

多精彩的历史试题，也无法用现有的考查能力

获取的经验也不同。

要求说明命题意图，这样，高考本可以发挥的

如果按照“识记”
“理解”
“运用”制定历史学

“正能量”，因为没有历史思维能力分类体系作

科能力目标，那么，教科书中大量的“知识点”势

支撑，反而给教学留下了随意性和无所适从的

必被要求死记硬背，这就无法改变历史教学“知

困惑。

识本位”的倾向，与历史学科训练思维的特点，

将课程内容的选择作为评课的首要标准与

与素质教育的理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建立历史思维能力分类目标，都要厘清历史知

建立历史思维能力分类目标体系要考虑国

识的本质特征。历史知识不像理科的定理、
定式

情和社会需要。我国历史悠久，了解简单的中国

那样，都是已被证明的，是进入学科创造性思维

历史也要占用大量的课时，因此，我们要从训练

的基础。历史知识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最基本的历史思维意识做起，对初中学生也不

一是历史课程内容所选择的史事不断变

宜直接提出能力要求。“意识”与“能力”在主观

化。以前中国古代史讲很多次农民起义，
现在删

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按照课程内容的逻辑性

除了。不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而是时代变了，了

和学习心理发展的逻辑性，初中的思维目标训

解那些农民战争无助于实现现在的教育目的。

练能不能以重证据意识、历史想象力、时序思维

二是了解了史事不见得理解历史。一部二

意识为主？高中再要求培养历史时序思维能力、

十四史，历史学家阅读的心得与政治家获取的

历史理解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解释能

经验大不一样。对历史的了解和记忆不见得能

力。这只是一个方案的构想，需要具体论证和讨

够明智，明智必须学会思考。

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历史思维能力

三是概念性的历史知识差别很大。比如古

分类目标体系是深化历史课程改革的必经环

代的农民，中国和欧洲只有一般意义的相同，都

节，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会产生高水平的历

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但是身份、地位、权利

史课程标准。

有很大不同。
四是用于解释历史的原理具有多样性，没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１９５０ 年生，天津人，天津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有作为普遍意义的绝对正确。对洋务运动由否

【责任编辑：
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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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士兵更是不计其数，
他们用鲜血换来了胜利。

次是指挥官的素质。
玩忽职守。在
生 ４：部分中国军官中饱私囊、

学生的发言难脱稚嫩，但通过这堂探究课，

撤退的时候，官兵骚扰百姓。这哪是保家卫国？

使他们对抗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对抗战中

这些人太可恨了，
简直是中国人的耻辱。

中国军民所付出的极大牺牲表达了尊重。长期

生 ５：士兵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

以来，我们过分强调历史教学中的理性因素，淡

日军一丝不苟、不畏困难，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

化了历史教学中真实、鲜活、感性的一面。其实

好学习的。抗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真实的历史特别是细节中我们亦能汲取智

问：战斗力差别如此大，我们为什么能取得

慧，会获得开创未来的现实力量。

抗战的最后胜利？
【作者简介】夏玲，女，１９８０ 生，中学一级教师，东

生 ６：全民族抗战啊，我们人多！
生 ７：不单是人多的原因，中国军人也有很
多有血性的军人，
抗战时战死的将军就有 １００ 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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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市横沥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初中历
史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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