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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我们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材体系中, 就具有这样的基础作用。毛泽

东同志多次讲要注重历史的学习, 认为一个没有

历史知识的党, 是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的。一个没有历史知识的人, 是不能真正成为一

个共产主义者的。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上 ,

看待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现在学习这部

历史书, 还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日本利用历

史教科书, 歪曲“二战”的真相, 掩盖侵略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罪行; 台湾当局利用历史教科书搞“去中

国化”, 为“台独”张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就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也是批判这

种假历史的锐利武器。真诚地希望在学习中注意

到这一点。

(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

询委员会委员、审议专家, 国防大学原副校长)

从新学期开始, 全国高校将普遍开设“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正如教育部周济部长指出的,“在

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开设‘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 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在中国近

现代历史中, 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大学生通过

对这一段历史的系统掌握, 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这一主题, 能够了解“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

进程, 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道路, 从而进一步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现在, 已经有了一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 主

题明确、观点鲜明、线索清晰、说理透彻、结构严谨

的很好的教材, 为讲好这门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条件。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抓紧对

所有任课教师进行一次全员培训, 帮助教师们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领会精神, 吃透教

材, 钻研教法, 在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上下功

夫 , 力争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打造成大学生

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怎样才能讲好这门课,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

题,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旗帜鲜明, 理直气壮。

这门课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 有很

多内容, 涉及许多重要的政治是非和理论是非, 对

这些问题, 教师要态度明确, 不能含糊。毛泽东同

志说 :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 , 而真理必须旗帜鲜

明。”[1](P1322)邓小平同志说: “作为灵魂工程师, 应当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 用自己的文

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 , 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

地对待历史, 认识现实, 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

导 , 鼓舞人民奋发努力 , 积极向上 , 真正做到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而英勇奋斗。”[2](P40)要旗帜鲜明地揭

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反

动本质, 鞭挞他们制造民族灾难、扼杀民族生机、

阻碍社会前进的罪恶; 理直气壮地热情讴歌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共同富裕而英勇斗争的志士仁人及广大人民

群众。要做到这一点, 十分重要的是要摸清当代大

学生的思想脉搏, 认清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在文化

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各种思想文化形态复

杂纷纭, 不同文化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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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某些错误思潮会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甚至重

要的影响, 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但决不能认

为, 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天然抱

着抵触和拒绝的态度, 对于重大的政治是非和理

论是非, 一概抱着不感兴趣的冷漠态度。恰恰相

反, 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民族的命运, 国家的前

景 , 给予了巨大的关注 , 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因此, 只要教师能真正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 实事

求是地讲清历史真相, 有理有据地揭示历史规律,

客观公正地总结历史经验, 就能够得到大学生的

热烈欢迎和强烈反响。

二、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胡锦涛同志说: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

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3]这门课的一个重要

特点, 就是通过对于具体生动的历史场景的描述刻

画, 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以便进一步加深对客观事

物规律性的认识。这个特点对课程提出了两个方面

的要求: 一是不能把教学内容变成干巴巴的若干概

念、几条原理, 而是要通过生动的史实, 让学生了解

我们国家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辛酸史, 了解我们

的先辈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

争, 了解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光辉实践和优良传统。

二是不能就事论事, 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客观叙

述, 而是要透过现象, 揭示本质, 启发思考, 讲清道

理。前者是“动之以情”, 后者是“晓之以理”。只有激

情和理性的完美结合, 历史感和历史观的有机统

一, 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这门课程的吸引力, 使历

史教育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荣毅仁在回忆

自己怎样从一个资本家到接受“中国要走社会主义

道路”这个真理, 认识到“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 都离不开共产党

的领导, 离不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过时, 特别提

到 1955 年 10 月和 12 月毛泽东同工商业者代表所

作的两次讲话: “毛主席生动的语言, 诙谐的比喻,

深邃的哲理, 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两篇讲

话, 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典范。”[4]这件事情, 对

我们搞好教学工作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三、贴近实际, 有的放矢。

《解放日报》在 2007 年 1 月 20 日发表的《为近

现代史成为大学必修课叫好》的评论中, 强调“当下

许多青年人因缺乏历史教育而未能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 “青年一代历史观的扭曲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这些年来, 在中国近现代

史领域, 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 不仅在青少年中, 甚至在历史学界, 都有着广泛

的影响。大肆渲染中华民族的“奴性”、“愚昧”和“丑

陋”; 竭力鼓吹殖民主义在传播西方文明、促进中国

社会进步, 乃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的历史“功绩”; 在美化封建统治者的同时, 对爱国

志士、改革家特别是革命家大张挞伐, 横加“不识时

务”、“破坏稳定”、“丧失理性”、“给社会带来破坏”

甚至“妨碍现代化”的种种罪名, 等等, 这种历史的

颠倒在一些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所以, 青年

人中存在的历史观的扭曲, 其责任并不在青年人身

上。但是, 要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讲好, 就

一定要注意有的放矢, 有针对性, 根据大学生的思

想困惑、关心热点, 不回避问题, 不简单从事, 通过

对历史真相的客观介绍, 对历史现象的科学分析,

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影响, 让科学的历史观在

大学生头脑中扎下根来。近年来, 理论界在将理论

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 怎样用循循善诱的平等

解说, 敞开心扉的坦诚沟通, 使理论同大众亲近、受

大众欢迎方面, 创造并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很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它的任务不仅仅是

传授历史知识, 更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进

行唯物史观的教育。胡锦涛同志指出: “要坚持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认真学习我们

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深入思考, 科学分

析, 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不断提高自觉

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 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5]为了更

好地实现这个目的, 一定要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

作用的同时, 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吸

引他们积极参与, 启发他们深入思考, 组织他们相

互辩论, 联合他们一起进行历史考察和历史研究。

这样做, 就可以做到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在教学过

程中,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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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程中原

第一 , 关于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

重要意义。

首先, 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少有关的论述, 讲得

很深透,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

民长期奋斗的历程, 是一部内容丰富、蕴意深刻的

爱国主义教材。”“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它来教育

广大干部群众, 鼓舞他们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他多次

指出: “要对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的孩子) 、中学生

一直到大学生, 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

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 “目的是要提高中国

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防

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1]他还说: “一个民族如

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 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

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他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

读一点历史, 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他说: “以史

为鉴, 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

展, 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

历史, 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

史, 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 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

传统, 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职责。”[2](P1962)

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第 27 次办公会

议 讨 论 当 代 中 国 研 究 所 三 年 科 研 规 划 ( 2001—

2004) 时指出,我们的国史, 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

奋斗史、国家发展史。在不同的场合, 他一再强调学

习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意义。他说: “在新形势下,

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 更加注重用中国历

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他

还说: “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

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

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 站在世界文明发展

的历史高度, 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

性趋势, 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

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3]他还指出:

“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和基本经验教育, 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

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断坚定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4]

2006 年 6 月 30 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精辟地论述了中国

共产党在八十五年里所做的三件大事。接着, 在 7

月25 日主持政治局第 33 次集体学习时 , 又特别

强调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 发扬光大党的

光荣革命传统。他说: 只有铭记历史, 特别是铭记

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社会上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源,

使我们的教学立体化、形象化, 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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