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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美国中学历史课堂，正在着力应对

如何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和开展有意义学习的

挑战，广大历史科或社会科教师、历史学家和教

育专家们，为教好每堂课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做历史”（Doing History） 可能是在中学历史课

堂中流行的、时髦的词汇，但也是很笼统、很模

糊的一个概念；而《OAH 历史杂志》（OAH Maga-

niz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教学项目（Teaching

American History Program） 的研究又过于具体和

微观。比如说，他们为中学历史或社会科教师提

供了非常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或是可以模仿的

教学案例。
但是这些研究却往往会忽视历史教育中某

些更重要、更深层的问题，例如如何了解历史？

历史思考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向学生教授“像历

史学家那样思考”？这些问题尽管看似与历史课

堂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也一直都有历史学家在

研究，然而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潜在地影

响了课堂教学，深刻地影响了学生。
近五年来，一部分敏锐的历史教育专家察

觉到了问题的存在，他们关于历史教育的研究

定位更加明确，理论或是课程目标分析已经转

向到了很有操作性的应用研究，且研究更有专

业特色，体现历史学科特点，这一思路也是很清

晰的。“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渐渐成为美国历

史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著作和论

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学的学术机构每年暑

期都专门为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提供“历史学家

那样思考”的课程研究班，比如斯坦福大学教学

小组。在美国中学历史教学中，也相应地掀起了

规模浩大的“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教学改

革。

几年前，一位有 20 年丰富教学经验的美国

高中历史教师偶然问他的 16 岁学生凯文①：

“想要学好历史，你认为需要具备什么呢？”

“好记性。”

“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没了。只需要记住一些史实什么的，完全

地记忆它们，当遇到考试的时候再把它们还给

老师。”

“你对‘思考’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思考和历

史有关系吗？”
“它们没什么关系。很简单啊，历史就是发

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人们把它们记录了下来，

后来的人复制了以后，又被现在的人写进了教

科书。”

学生的回答很干脆，但是却暴露了历史教

育中的平庸和肤浅，它们对学生而言，并没有调

① Thinking Like a Historian[EB/OL]. [2013-12-15]. http://www.loc.gov/teachers/tps/quarterly/historical_thinking/art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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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的历史思维，启动学生真正的学习。这位

历史教师感慨：“如果没有思考，那么历史就是

毫无意义的时间、人物、地点和事件的集合，只

有经过学生的历史思考，特别是经过历史思维

训练、运用历史方法和程序的思考，历史才会变

得鲜活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历史才会有意义。”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育小组导师、“历史学家

那样思考”课题负责人———温伯格教授（Sam

Wineburg）认为：学生需要被教授“历史学家那

样思考”的方法，原因并不在于将来成为职业历

史学家，很显然他们当中只有少部分人将来会

从事这样的工作。①学校历史教育的目标不是立

足于职业培养，而是让学生为未来准备好，能够

包容事物的复杂性，能够应对新的环境，能够抑

制住脑海中最初的不成熟的念头。
在尼克·曼德拉（Nikki Mandell）的《建构历

史教学基本框架———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中

指出，“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宗旨是，通过确保

历史教师具备有关历史事件的扎实的专业知

识，掌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意义的专业探

究和分析方法，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他对历史

素养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并将它概括为

“历史素养是对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家‘如何

做’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素养包括“历史语

言”和“历史方法”两个大的方面，历史素养的基

础一是解读历史语言，二是掌握历史方法。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素养要求一定流畅程度

地解读历史语言，换而言之，学生能够运用历史

方法解读历史语言。
“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是历史专家和历史

工作者从开发和解释国家以及各州的历史标准

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它与美国及各州历

史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称为“历史程序”，是

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专业技能和步骤；二是将

历史学家组织历史理解的方法称为“历史探究

要素”，是历史学界理解过去的概念模式。其实，

“历史程序”和“历史探究要素”这两个概念隐形

存在于州和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之中。然而，各州

及国家历史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学者和

历史学家们尚未注意到从教学实施和应用层

面，未及深入探析历史素养和历史思维，因而忽

视了对“历史程序”和“历史探究要素”两者之间

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特性与作用的研究。“像历史

学家那样思考”是在对国家与各州《历史课程标

准》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对学生在历史方法和历

史探究要素上所提出的意义丰富的整合性概

念。“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对历史素养中的历

史程序和历史探究要素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阐

释，并着重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求中学历史课

堂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历史程序

历史程序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步骤和环

节，在任何历史研究中这样的专业流程是基本

相同的，简要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对历史提出问题：历史研究从我们想知道

或是最感兴趣的问题开始入手。

2.搜集历史材料，评判历史证据：可以运用

相关的第一手材料或是第二手材料。

3.依据史料得出结论：所有的历史解读都是

不完善的，有的比别的好些，有的是错的或是被

误导的。

而作为历史教师，则是在对历史研究程序

上做出相应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变动与调整，并

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

那样思考”的教学程序概括为课程设计、问题提

出和运用史料。

（1）课程设计

a. 设定本学期可以有多少考试和主要的课

题任务。

b.按照“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历史程序和

探究要素，重新编制和安排考试和课题任务，思

考课程的预期效果是什么，设定大的课程目标。

① Thinking About History The Way Historians Do[EB/OL]. [2013-02-23]. http://anniemurphypaul.com/2013/01/thinking-about-

history-the-way-historian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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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再次检查：所设定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囊括

了历史探究要素的所有方面，这些问题是否可

以让学生达到一个较高的思维层次。

d.按照历史程序进展教学，思考以下问题：

有没有给学生机会让他们提出自己的问题？学

生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运用多种来源的史料进行

探究？学生是不是有机会对不同的史料进行评

估、判断？学生有没有被要求运用史料支持他们

的历史解读，并对他们的结论作出一个富有历

史意义的阐述。

（2）提出问题

每一课或是每一单元的教学应当被一个

“问题”驱动着，而不是完全按照课本的编排覆

盖某个知识体系；每一节课或是每一单元都以

一个问题或是一连串的问题开始，这样可以让

学生知道历史是由问题开始的，这些问题也可

以为课堂活动指引方向或是设定目标。教师可

以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a.用一种问题模式而非一个词汇，定义一个

中心话题。比如说，用“美国帝国主义模式是新

型的吗？”代替“新型帝国主义”，用中心问题为

这个单元提出学习目标和方向。

b. 将这个单元的问题写在黑板上或是写在

海报上贴在墙上明显的位置，这一个单元的学

习过程中都留着，让学生可以随时看到。

c.每堂课的开始都重复这个中心问题。

d.准备一个问题表格，在表格中列出这个单

元或这堂课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学生的所有活

动、任务、作业都与问题有关。
（3）运用史料

所有的教科书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不可

能展现出来所有的历史材料、历史观点。然而，

教科书却可以作为多种史料来源的其中一个。
a. 设定一个不能被教科书明确或是完整回

答的历史问题。

b.运用教科书上列出的参考文献或是注释，

补充一些特定的材料（如《OAH 历史杂志》）。如何

挑选和挑选哪些时代、哪些群体的、哪些来源的

史料作为补充去让学生解读历史，在这个问题

上历史教师自身的历史功底显得很重要。

c.最好使用多个原始史料，这样能够帮助学

生认识历史课本并非唯一的或是主要的历史史

料来源，当然也不是最权威的史料来源。

d. 这样就很容易地将一堂历史课变成了一

种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史料探究活动。

（二）历史探究要素

历史探究要素是历史学家构建调查、解释

过去的范式，它概括了历史探究、分析和综合的

关键模式。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

和做出的解释都与这些历史探究要素有关。

1.原因与结果

学生需要研究丰富、复杂的历史，知道历史

事件与多种多样的群体和组织相互作用和影

响，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带来长期或是短期的

影响。这些结果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在当

时是潜在的。
2.变化与维持

与历史大事记或是历史年表不同，“变化与

维持”将重点放在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

具体事物的变化。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些发

生了变化和哪些没有发生变化，这是理解错综

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不二法门。

3.历史转折

历史转折的特点是通过这个巨大的变化，

人们的生活或是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轨

道，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或是禁止性。

4.历史功能

历史功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事件，

让我们今天的选择与过去的历史有关联、富有

历史借鉴意义，同时让过去的历史更富现实意

义。当然，历史功能需要找到历史的有用性。

5.历史神入

历史神入是历史研究中最令人着迷，同时

也是最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与过去相比，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许多事情对

我们而言是合理的、正常的，可能对过去的人而

言那就是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或是极其愚蠢

的。反之亦然。为了理解历史上的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我们就必须神入历史，像当时的人那样去

看待当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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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经验的高中社会科教师在讲授“欧

洲中世纪社会”这个单元时，运用“像历史学家

那样思考”的教学理念，设计了这节课需要开展

的几个问题和这个单元的核心问题。我们就对

这节课的重点内容介绍一下。①

（一）概览

学生被分为 5 个小组，采用小组合作的形

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五张硬纸板上所列出的

一个中心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每组学生有 4

分钟时间对每道问题进行讨论和回答。4 分钟后

转换位置，按环形循环的顺序，进入到下一题。

每组学生对 5 道问题都将进行讨论，答案要与

前面的学生不同，不能重复。最后如果还有什么

问题就在第 6 张硬纸上写下来，活动的最后将

进行处理。

（二）所需材料

6 张海报大小的硬纸板；6 只不同颜色的记

号笔；计时器。

（三）准备工作

将下列 6 道问题写在每个硬纸板的标题

位置。

1.在公元 3 到 4 世纪，罗马人或是哥特人的

决定或行为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欧人民的生

活？（这是“历史转折”的一个问题）

2.哪些人从罗马帝国的衰落中受益？谁没有

受益？为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一个“变

化与维持”的问题）

3. 你在本单元中学到的历史事件对当时人

们的生活、社会和整个世界如何产生影响的？

（这是“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问题）

4. 罗马的衰落或是哥特的兴起可以帮助我

们如何理解今天的现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

类间的交流是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一个“历史

运用”的问题）

5. 罗马人和蛮族人的世界观如何影响了他

们的选择和行为？（这是一个“历史神入”的问题）

6.其他的问题：

在黑板上提前一天就写好这个单元的中心

问题：“对政治秩序的诉求如何带来了欧洲中世

纪社会早期的发展？”

从这位教师的这几个问题的设定中我们就

可以基本上把握住他这堂课的任务和目标。5 个

问题分别是按照“历史探究要素”中的 5 个方面

来提出的，对中世纪欧洲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

入的分析，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也将不知不觉地

运用“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方式，在解答 5

① France E V: Using Graffiti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Think Like Historians, History Teacher, 2010, 43(4):53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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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历史探究要素模型

（依据尼克·曼德勒《构建历史教学基本框架———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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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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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让学生不胜厌倦，因为这些都离他们的日常

生活太远太远，而乡土史料以其直接性和具体

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理解。针

对本课而言，南京云锦、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

港都是与学生平时的出游、购物、娱乐密切相关

的事物，将之融入到全课的教学中去，使原本枯

燥无味、远离现实的第 9 课变得鲜活新奇、生动

具体，学生的探究热情也随着课堂教学的进行

而显得越发高涨。
其实，经济本来就是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都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

的环节，只是在经济史教学的过程中势必要联

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关于中国自然经济的

解体，我们会谈到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政治经

济特权，将中国强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过多地强调上层建筑的因素，会使我们的

经济史教学越来越理论化和抽象化，从而与现

实生活相脱节，冲淡了经济史原有的生活气息。

引入乡土史料，就是把学生置于一个主动参与、

亲身体验的环境中，以一种更加生活化的眼光

来看待经济史。同样以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为

例，学生置身历史事件之中，换位思考，以一百

多年前一个普通南京市民的身份在土布和洋布

之间因为价廉物美选择了后者，用的是现在百

姓市场购物的最基本原则和标准，这是市场化

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竞争规律，由此一步步为他

们解开近代自然经济解体之谜，是符合当下学

生认知思维的。
新课程教学要求贴近学生生活，只要我们教

师能够对学生身边的、他们熟悉和感兴趣的乡土

史料合理地甄别、遴选，配合教材内容进行有效

的资源整合，营造一个乡情洋溢而又不失理性的

课堂，就有可能让学生真正“爱上”经济史。

【作者简介】贺健白，男，1986 年生，中学二级教

师，江浦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张硬纸板上的问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历史的认

知。同时，这位教师提前已经把这个单元的中心

问题列了出来“对政治秩序的诉求如何带来了

欧洲中世纪社会早期的发展？”这个中心问题的

回答很显然需要学生的高级思维和真正的主动

探究，而不是简单地史实的罗列。

美国“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

思维、注重历史思维方法的习得和历史素养的

提升，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对照我国讲授法为

主的课堂模式和“探究理念”，我们应当汲取他

们的优秀成果，促进历史教师专业化发展。广大

历史工作者在历史教学的研究中也应注意避免

研究视角过于微观缺乏方法论的支撑，或是过

于宏观没有可操作性。中国历史教育研究者不

妨参考当前美国历史教学的做法，增强历史“探

究”理念的可行性研究，对学生的“历史素养”进

行分层或是解构分析，有针对性地设计足以支

撑学生历史思维的问题模型，设计出符合我们

传统习惯、富有本土特色的教学模式，开启学生

真正的历史学习，提高学生历史素养。

【作者简介】邓凌雁，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

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

他 山 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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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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