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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价值是对教育活动有用性的追问，对
教育价值的回答关乎教育存在的必要性。那么，
历史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们怎样认知历史教育
的价值呢？有学者提出“：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

其特质历久而不变的大写历史学，却有着被某个
时代的人们一致认为是历史学的各式各样的作
品。”①既然对历史学的认识会因时代而变，那么，
以历史学研究成果为载体的历史教育价值也难
免烙上时代印记，这从新中国历史课程的发展历
程中即可见一斑。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教育价
值演进历程的梳理，不只是为了描绘其轨迹，更
是希望剥开时代的外壳，探寻历史教育价值的本真。

为集中陈述问题，本文主要依据历史教学大纲和历
史课程标准来展开，又因二者代表国家意志，故所
论实际上是国家层面设定的历史教育应然价值。挂
一漏万，仅为抛砖引玉。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
历史教育价值追求：

确立政治认同，重塑民族自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外有西方
世界遏制，内则民生凋敝，新生政权亟须巩固，

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的教育
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即《共同纲领》提出的“给青
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②

同年 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明确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
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
务”。③为工农兵服务、为斗争和建设服务成为新
中国建立初期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1956年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套中学历史
教学大纲（后文简称大纲），这一年正好是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间节点。大纲旨趣及内
容框架充分体现了前述教育方针，折射出这个
时代的气息，即着力于通过思想引领和精神塑
造，增强大众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自信。

第一，强调历史教育需促进确立社会主义
信念及共产主义理想。

初中中国史教学大纲开篇明言：“中国历史
的教学，对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有极其重大
的意义”；④在具体叙述中，强调各族人民用革命
手段推翻和改造黑暗统治及反抗外来民族压迫
的优良传统，提出“通过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
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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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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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通过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
就，通过我国人民在争取全世界持久和平的斗
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和保卫者”；①世界史教
学的基本任务则定位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
世界观，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胜利的信心，达到
鼓舞青年一代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目的”；②大纲要求以丰富的案例使学
生深信“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人类智
慧和劳动创造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③

高中的中国史教学要使学生深刻认识到：
“我国历史已经经过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占有
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
会前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④世界近现代史
教学着力于“通过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衰落
过程，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确立和扩大的过程，
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
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⑤

在笔者不厌其烦所引用的大纲原文中，社
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高频词。这两个高频词
背后寄托着对中学历史教育引导学生理解并认
同新政权、新制度的厚望，即历史教育要让学生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共产主义胜
利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突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以提振民族
自尊与自信。

近代西方侵略极大地打击了我们的民族自
信，新生政权又受到西方势力的围攻。为此，借
助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历史重建民族自信，自
然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反映到 1956

年大纲中，就是突出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初中中国史大纲提出，中国“一向站在世界
文化的前列……祖国人民对世界作出了极大的
贡献”。⑥中国古代史的知识点基本囊括了历朝
历代各行各业的主要成就，世界史的学习也要
认识到“我国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巨大

成就，以及在世界历史上的先进性”。⑦高中的世界
近现代史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即“给了整个
世界帝国主义以最沉重的打击，对殖民地的民
族解放运动是一个绝大的鼓励”；⑧中国史教学
则要求通过对悠久光辉历史的讲授，“发展并巩
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
和自信心”。⑨

上述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先进制度
的强调，归根结底就是要重振近代被损害了的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增强建设新中国
的信心与信念。历史课程重视对本国历史文化
的认同教育本是当然之举，只是新中国初建的
特殊背景使得该项要求尤其突出，甚至有夸大
的成分，如“屈原是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文学家”

等观点。

第三，重视阶级斗争及人民创造历史的作
用，以突显新政权的正义性和人民当家做主的
主体地位，强化新政权的大众主体认知。

初中中国史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劳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他们在社
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⑩人民群众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主要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的方式推动历史前进。为此，中国古代史安排了
众多的农民起义作为学习内容（见后表）。而近
代史 6课时讲太平天国运动、4课时讲义和团运
动的安排也足见内容选择的倾向性。高中中国
史教学大纲进一步提出“更深刻地认识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輥輯訛教学内容
中的大大小小农民起义即体现了农民战争是历
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总结：从 1956年大纲来看，新中国成立初
期历史教育价值取向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合理性。这个“理”主要指那个时代的
特殊使命。195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
立，要解决帮助大众了解新制度、建设新社会的
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孤立，使
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复杂，任务艰巨；与此同时，
无产阶级还要肩负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在这样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訛輯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 136、166、167、195、182、

135、167、185、185、135、196页。



的形势下，对民众的精神动员显得迫切而重要。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赋予了其时历史教育的特殊
价值。

二是不平衡性。历史教育过度突出政治教
化功能，试图通过筛选合适的史事在青少年中
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信念及对共产主义理
想的坚定追求，从而达到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

对新中国初期的中学历史教育价值选择，
后人既要肯定其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成
分，但也要看到其在窄化历史视野、固化历史教
育价值方面的问题。

二、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历史教育：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58年“大跃进”时，极“左”思潮弥漫，教育
成为重灾区。这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
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①从 1949 年的教育为工农兵
服务到 1958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

育的政治意蕴更加突出。

1963年，教育部颁布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
纲。大纲将历史教育根本目的定位在使学生“认
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培养学生热爱共产
党、热爱祖国，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的信心和决心”。②大纲还提出了教学内容组
织应遵循的原则，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发
展原则和阶级斗争原则被置于诸多原则的前列，
其中，关于阶级斗争原则又特别强调劳动人民斗
争的历史地位，要求历史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线
索，正确反映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统治阶级
活动。特别能体现上述原则的当数教学内容中
对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视。为了说明问
题，我们将之与 1956年大纲略作比较，见下表。

显然，1963 年大纲中的人民反抗斗争数量
更多，且分量更重：大一统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基
本命名为农民战争且专设一章，一些规模小、影
响不大的斗争也一并列入，足见 1963年大纲对
人民群众斗争历史作用的空前重视。

通过这些大大小小农民战争的教学，无疑

表：1956年与 1963年大纲关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知识点比较③

朝代 1956年大纲 1963年大纲
西周 - “国人”驱逐周厉王
春秋 - 奴隶革命斗争（楚国戍兵起义、郑国萑苻之泽斗争、卫国工匠起义）
秦朝 反对暴政的秦末农民战争（2课时） 第一次农民战争（一章）
西汉 绿林赤眉起义（2课时） 王莽改制和绿林赤眉起义（一章）

东汉 羌汉人民联合反抗东汉官僚和地主；
黄巾起义（2课时）

羌汉人民联合反抗压迫的斗争
黄巾起义（一章）

两晋 - 巴氏流民起义、孙恩起义
南北朝 北方诸镇起义、葛荣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西北边镇、葛荣）
隋朝 农民起义爆发 隋末农民战争（一节）
唐朝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军 唐末农民战争（一章）
北宋 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农民起义；北宋中期各地起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南宋 - 金后期的人民起义
元朝 元末农民战争 元末农民战争（一章）

明朝
明末的市民斗争和农民战争
（2课时）

苏州机工反税监斗争
明末农民战争（一章）

清朝前期 江阴和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
回、苗、汉的反清起义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①杨天平：《中国教育方针百年论略》，《当代教育论坛》2003年第 1期。

②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256页。

③根据两版大纲的知识点整理。因 1963年大纲采取直线式课程设置，只在初二开设中国古代史，故1956年大纲也只选择初中的
内容作比较。



会让青少年坚信正是人民的斗争推动着历史车
轮滚滚向前，甚至产生对斗争手段的迷信。而
“斗争”也正是 196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

“文革”开始后，根据 1963年大纲编出的历
史教材并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认可。1966年 6月
后，历史沦为成为各种斗争的工具。

总结：从“大跃进”到“文革”的近二十年，具
有显著意识形态特征的历史教育在价值定位上
完全为扭曲的时代所左右。

三、“文革”结束到世纪之交的历史教育：
拨乱反正后的价值调整

从“文革”结束到世纪之交的 20余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探索期，是国际政治格局的重
大转折期，也是全球化进程加速、高新科技日新
月异的发展期。时代剧变推动着历史教育发展，
历史教育价值呈现出了与时代相谐的新取向。

此间共颁布初高中教学大纲 9个，其中，

1978年大纲事实上是 1963年大纲的回归，且在
1980年即被修订，故本文未引述。

9个大纲基本展示了 20世纪后 20年中学
历史教育价值以现代化建设为基本方向的持续
调整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树立“阶级斗争”观念逐渐转向坚
定改革开放信念。

新中国建立以来，“阶级斗争”就一直是历
史教育试图传递的一个基本观念。虽经拨乱反
正，但历史惯性使然，“阶级斗争”的概念直到 90

年代末才淡出大纲，并代之以新时代需要解决
的新问题：开放意识、改革信念和制度自信。

1980年大纲中，教学目的仍要求“逐步培养
学生树立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按
规律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
反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①教学内
容组织原则延续了五种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继
续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
性。人民反抗斗争仍是教学的基本内容，如在中

国古代史中，与 1963 年大纲相比，1980 年大纲
在删除孙恩起义、北宋中期各地起义和江阴人
民抗清斗争的同时，又增加了钟相杨幺起义。可
见，此前历史教育中的“斗争”取向余响不绝。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改革成为时代强音，
历史课程不再突出阶级斗争教育。1986年大纲在
教学目的部分第一次放弃了“阶级斗争教育” 要
求，教学内容组织原则中的阶级斗争作用由
“决定性作用”修改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
接动力之一”，②“之一”意味着推动阶级社会发 展
的动力具有多样性，从而回归了对阶级斗争 历
史作用的理性判断。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知识 点
也有所减少，如删除了春秋奴隶革命斗争、方 腊宋
江起义和清朝前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于
历史教育培养人才根本目的，1986 年大纲以“树
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精神”取代了此
前一直强调的“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
奋斗的信心和决心”，③这表明历史教育价值取向
开始更务实地关注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关注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1986年我国颁布《义务教育法》，为配合其
实施，1988 年制订了新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该
大纲继续删除“阶级斗争教育”要求，大量减少
人民反抗斗争的知识点，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
仅留下秦末农民战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明
末农民战争。同时，大纲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总路线教育”要求，使得历史教育价值取
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988年初中大纲只在个别地域试行，大多
数地方的初中历史教学仍然依据 1986年大纲
展开。人们深感 1986年版大纲偏深偏难的问题
突出，④为此，1990 年国家教委组织修订 1986 年
大纲，直接删减知识点，而删除的重点之一就是
农民起义，如绿林赤眉起义、羌汉人民的反抗压
迫斗争、流民起义、北方各族人民起义、王小波
李顺起义、钟相杨么起义等均不再作为学习内
容。大纲中的“阶级斗争”观念进一步淡化。

20世纪 90年代初，国际两极格局崩塌，国

①②③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385、449、448页。

④李隆庚：《对〈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的说明》，《历史教学》1990年第 7期。



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1991年，江泽民致
信国家教委主任，强调通过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
国情教育使学生认识到人民政权来之不易。而
此时我国最重要的国情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为此，1992 年修订的初中大纲中，直接写
入国情教育，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教育，并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
类和平、进步事业而献身”代替“为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大纲虽然仍有阶级斗争推
动历史发展的表述，但相关知识点已大幅减少，
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只保留了国人暴动、秦末农
民战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等
五次重要王朝的起义。①1996年修订的高中大纲
保持了与初中大纲一致的价值取向。

2000年再次修订初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修
订后的大纲未再提及“阶级斗争”，初中只保留
了秦末和明末的农民战争，高中也只选择了秦
末、唐末和明末的三次农民战争来反映朝代更
替中的农民斗争现象。这样的内容安排显然只
是将农民起义作为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历史
现象，引导学生有所认识。大纲放弃了五种社会
形态演进观念，聚焦进入 21世纪迫切需要强化
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等内
容，高中大纲还强调了树立“改革开放、振兴中
华的使命感”。②

至此，中学历史教育在政治教化层面的价
值定位由确立阶级斗争观念转变到了树立基于
改革开放事业的民族自尊、自信以及为现代化
而奋斗的历史责任感。

第二，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意蕴的国际
主义转向树立基于国际理解的既竞争又合作的
国际意识。

依据无产阶级政党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
和两极对峙的国际局势，新中国历史课程从一
开始就将基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
主义教育作为重要使命。20世纪 90年代以前的
大纲中，国际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终究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相呼应，突显历史
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价值追

求。为此，世界史教学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相关
内容。1980年大纲中，世界近代史共 29学时，与
无产阶级革命相关的内容就达 15学时，存在

仅两月的巴黎公社竟安排了 2学时，而第一次
世界大战只计划了 1学时；共 9章的世界现代
史中，有 6章都在讲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
放运动。足见世界史课程对人类解放的强烈关
怀，以及对学生担负解放全人类使命的期待。

1986年大纲对前述世界史内容作了调整：
初中世界近代史中删除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
际，减少了有关俄国的知识点，新增近代欧美的自
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供学生课外阅读；世界现代
史内容也专设一章讲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还安排了专章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样的
内容调整传递出了历史教育应帮助学生树立世
界发展新观念的信号。

在从“国际主义教育”到国际视野的转变过
程中，1992 年的初中大纲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

该大纲继续保留“国际主义教育”，强调“有责任
支持和同情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
争，有责任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
斗”，③同时又提出树立“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取长
补短的精神”，“改革奋进的精神”等教学要求，
体现了崭新的国际视野。世界近现代史的内容安
排上，既突出民主、民族及社会主义革命， 又
将 1986年大纲中“近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成就”这一内容由自主拓展学习调整为常规讲
授，世界现代史还首次关注到了欧洲及日本经
济的恢复与发展。

1996年的高中大纲正式删除“国际主义教
育”，代之以培养“具有改革、开放和参与世界竞
争的意识，具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为世界和平、发展
与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历史责任感”；④要求
通过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进一步了解近代以
来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进程、近现代世界格局
的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
用”。⑤由此确定了历史教育在帮助学生树立基
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国际意识方面的价值。

①②③④⑤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656、736、678、689、690页。



2000年新修订的初高中大纲进一步肯定了
历史教育培养国际视野的意义，认定历史教育
能够使学生“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
自然的关系，加深对祖国的热爱，拓展对世界的
了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
素质（高中：人文素养）”。①初中大纲还提出“尊重
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
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
意识”；②高中大纲要求“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

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③面向世界，尊重、理解、合作、竞争意识已基本
取代了阵营、解放、革命、斗争等观念。

“尊重、理解、合作、竞争”的国际意识对于
青年理解并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具有根本性
意义，这样的青年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对能力、智慧、人格的培育也是值得
关注的变化。

前已述及，20 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学历史
教育价值取向重点是政治教化。1988年的初中
大纲开始将能力培养纳入历史教育的价值结构
中，确定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三大
历史教育任务；2000 年大纲不仅将能力培养要
求拓宽到历史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针对高中）等方面，更强
调历史教育在帮助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中人
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汲取历史
智慧，提高整体素质和人文素养方面的重要性，
首次提出了历史教育要促进学生养成积极进取
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审美情趣等。

总结：从“文革”结束到世纪之交的 20 年
间，历史教育价值演进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

是重构了历史教育政治教化功能。政治
文明史一直是历史学的重点内容，了解昨天的
政治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社会，因此，历史教育
从来就有政治教化功能。但过度强调历史教育
为政治服务，便会将历史异化成“政治的历史”。

经过 20年的拨乱反正、探索重构，对历史教育

的政治教化价值定位趋向理性，完成了由“政治
的历史”向“历史的政治”的转化。

二是关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要求。从 1980

年大纲中的献身“四化”目标，到1988年大纲对
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强调，再到 1996年以后大
纲对改革开放信念、探索创新精神的培育要求，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学历史教育追逐改革开放
的步伐，循序渐进调整价值取向的变迁轨迹。

三是总体上维持教育价值的工具取向。从
本质上讲，历史教育无论是服务于阶级斗争还
是改革开放，都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也就
是说，这一时期对历史教育价值的定位尽管跳
出了阶级斗争的藩篱，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广阔
天地，但仍然是工具取向的价值定位。

四、新世纪初的历史教育：
综合的价值取向

新世纪伊始，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接着在2001年和 2003年先
后颁布了初中和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后文简称初
中课标和高中课标），2011 年和 2017 年又分别
完成了对二者的修订。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新
面貌展现了与新世纪观念同步的价值取向。

首先，确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在培养以“国家
认同”为中心的现代公民方面的基本价值。公民
教育是历史教育在国家民族层面的基本价值追
求。为此，初中课标要求通过历史教育“养成现
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
战”；2017 年版的高中课标直接提出了国家认同
问题，强调“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形
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正确的国家观”。④当然，历史
课程的公民教育价值并非新观点，许多国家都
将公民教育视为历史教育的最重要价值。从这
个角度讲，21 世纪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的价值取
向正与世界接轨。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潮
流强势输出其文化与价值观的事实，也使发展
中国家深刻认识到加强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

①②③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15、715、736页。

④《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 6~7页。



公民教育已成事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课题。

其次，强调了历史教育培育学生现代国际
意识的时代价值。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平与发
展主题成为共识的今天，跨文化理解、尊重、合
作成为新时代国际意识的基本内核。从历史所
具有的开放与包容、联系与多元特点出发，初高
中课标都清晰表达了培育现代国际意识的价值
追求。如初中课标要求学生加深对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理解，学习并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
明成果，逐步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
识；高中课标将“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
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①作为课程设置
的基本理念之一，提出了“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
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
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②

的学习目标。这些都表明 21世纪历史课程对于
培育现代国际意识的重视。

第三，回归育人本性，提出了历史教育促进
个体发展的价值。具体而言，在课标的课程性质及
课程目标中有几个明显变化。一是突出人文素
养的培育。课标提出从历史角度了解和思考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置于
历史教育的中心，彰显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
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二是强调历史教育对
完善个性品质的意义。初高中课标均认为，历史
课程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审美情
趣、坚强的意志、团结合作精神及求实创新科学
精神，能够承受挫折、适应环境。三是重视综合
能力的提升。特别强调了对信息获取与处理能
力、历史思维能力、探究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

良好的人文素养、健康的个性品质及充分的解决
问题能力是学生未来开创美好人生的必要条件。

总结：新的初高中课标都体现了历史教育
价值取向由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价值开始转
向工具与人文并重。这既彰显历史课程作为社
会系统要素的存在意义，又突出了新时代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而对公民教育、国际视野的培
养要求则回应了全球化的新挑战。

五、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几个问题：
基于演进过程的思考

透过前述演进历程，有三个问题需在我们
认识历史教育价值时被谨慎对待。

第一，历史教育价值与时代的关系问题：顺
应还是超越？

具体的教育活动总是在特定时代展开，因
而，教育必然要立足时代，体现时代特点，反映时
代要求，解决时代所面临的特定问题，从而打上时
代印记。如 20世纪美国开展的进步主义教育运
动、结构主义教育运动，本质上都是时代的产物；
90多年前胡适说的“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要求,

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和最大需要是
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③则反映了
国内科学不振时代对科学教育的呼唤； 新中
国初建时历史教育阶级斗争的强调也是时代使
然。历史教育的时代印记也印证了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

然而，如果教育的眼界仅仅停留在反映时
代要求、解决时代问题会如何呢？历史和现实都
为这个问题作了注解：回望新中国历史教育，建国
初期过度解读农民战争及“文革”中以历史为斗
争武器的历史教育都对那个时代从上至下以斗
争为纲的局面负有责任；再看今天，历史教育面临
被市场利益消解的危险，有研究者直陈今天“不
仅学校培养不出人才，而且人性异化和人格退化
现象比比皆是。这样一种因教育的缺失与教育
的缺位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已经深
刻地影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④的确，如果教
育沦为时代的奴隶，丧失了独立性，又如何来引领
社会进步？

蔡元培“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
为将来”的主张，邓小平“面向未来”教育发展战

①②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③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7~28页。

④ 吴遵民、邓璐：《新世纪十年中国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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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及今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呼声，都告
诉我们：教育应当超越时代，为未来发展奠基。

那么，超越时代的历史教育应将价值定位在哪
里呢？笔者陋见，从历史学的人文性及所能预见的
未来出发，历史教育应致力于培育以认同、理解、

尊重为核心的人生智慧，以友善、关爱、温情为特
征的人文情怀以及以创新、笃行、进取为重点的
人生态度，致力于帮助学生实现在全球化、信息
化、智能化时代更有意义的生活。

第二，关于历史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历
史教育价值是中立的吗？

历史教育价值选择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常常
招致非议，然而，历史教育价值不可能保持中
立，因为历史本身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历
史学家海恩·怀特甚至将意识形态意蕴视为历
史解释的三种模式之一。①确实，我们从一个非
裔美国人关于《老师的谎言》“写出了美国黑人
的痛苦与情感”②的评价中便能感受到浓郁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该书则更充分地展示了美国历
史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使历史教育中意
识形态意蕴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因此，无须
回避。我国的历史教育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认识历史的基
本立场与方法论，这也是我国历史教育实现价
值的基本立场。但历史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并
不意味着将历史教育等同于政治，等同于简单
而空洞地宣讲意识形态内容，毕竟历史有它自
己独立的学科规范。因此，在对待意识形态问
题上，既反对将历史教育意识形态化，也需理性
认同历史教育传递特定意识形态的价值。

第三，关于历史教育价值的基本取向：工具
理性与育人本质孰轻孰重？

二者的轻重不容易判定，历史教育需既重
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明示其得以存在的理由，
也应强调其育人价值，突显教育本质属性。

从工具理性出发，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是
培育现代公民，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培育基
于国情理解、文化认同和时代使命的爱国主义
精神。当下历史课程培育爱国主义的重点在于：
从历史出发理解国情，认识今天的中国怎样从
过去发展而来；从历史出发理解中华文化的精
神内涵，认同并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从历史出发理
解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二是培育基于全球化视野的
世界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并理性面对世
界是公民必备的品质。历史教育可帮助学生认
识不同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进而理解人
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形成开放包容的胸襟，感悟
“求同存异”的智慧。三是提高基于现代社会生
活需要的综合能力。通过科学的历史教育，可以
提高学生贯通古今的多维观察力、立足事实的理
性分析力、谨慎推论的逻辑思考力，归根结底，提
高理智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育人的本质出发，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
在帮助学生创造更美好地生活。“历史是一部人
生教科书，是人类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强大武
器”。③历史教育通过将前人在抉择博弈中的智
慧呈现给学生，可以帮助学生感悟人性、汲取经
验，积累人生成长的宝贵财富。历史还以其深厚
的人文性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与历史中
“人”的对话，可以扩展视野，延伸生命，获得丰
富的人生体验，塑造坚韧积极的品格。面对悠远的
历史长河，犹如沧海一粟的个体更能够涵养宽
广的胸怀，不汲汲名利，也不惶惶于得失。

斯宾塞说：“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
育应尽的职责。”④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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