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3－10－12

[关键词]历史细节，感受历史，中国原始人类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3－0034－05

总第 684 期
Sum No．684

2013 年第 23 期
No.23,2013

历史教学
History Teaching

关 注 历 史 细 节 的 作 用 ，提 升 学 生 对 历 史 的“感 觉”
———以“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一课为例

刘 泽 伟

（重庆外国语学校，重庆 400039）

很多初中历史教师都有这样的困惑：学生

平时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可为什么一到历史课

上就昏昏欲睡？笔者认为，病因就在于很多教师

忽视了初中学生对历史的“感受”。学生之所以

喜欢历史，历史中一定有某一处细节打动了他

们。一节成功的历史课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

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身临“史”境，让学生在与

古人“神通”时，感受历史的气息。因为初中学生

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差，因此他们只有对

遥远的历史有“感同身受”之感，才能激发其探

索历史的的兴趣，进而积极地建构历史知识。

借此机会，笔者以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一课为例，对把握历史

细节，伴学生“感受”历史的教学策略进行探讨。

兴趣对学习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初中历史

尤其要注意对学生历史兴趣的培养。“祖国境内

的远古居民”一课，编写的依据是考古学和人类

学的相关资料，缺乏历史文献资料。很多教师只

能依靠教材、教参进行教学，难免枯燥晦涩。但

是，该课是初中历史第一课，教学顺利与否直接

影响学生对初中历史课的初步印象。

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课，虽然缺少了些生

动的描述与闪光的历史人物，但是，历史细节恰

好能弥补这一不足，教师可以提供一些经过考

古学和人类学证实的相关历史细节，通过合理

的想象，让学生与遥远的远古历史产生共鸣，进

而增进他们的历史兴趣。

细节选例一：从“北京人”的“食谱”感受北

京人的生活环境

笔者认为，“北京人”的生活应该作为本课

的重点之一，这有助于学生感受我国远古居民

的生活图景，也有助于拉近“北京人”与学生的

距离。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教材对“北京人”
的生活介绍比较简略，学生对“北京人”的生活

认识比较模糊。他们难以感受“北京人”生活环境

的艰险，更难以理解“早期原始社会”的生活图

景。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北京人”对于学生

而言，仅仅就是一个名词。同时，“北京人”及周口

店遗址有丰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依据此，

我们可从“北京人”的“食谱”这一细节入手，通过

“北京人”吃什么、怎么获取食物以及“北京人”的
寿命等一系列环节，让学生感受“北京人”的生

活，进而理解我国远古居民生活的艰辛。

1.“北京人”吃什么？

考古学家曾在周口店猿人洞发现大量动物

骨骼化石，其中斑鹿有 1000 头以上，肿骨鹿则

大约有 2000 头，鹿自己是不会进到山洞里，况

且是如此巨大的规模，只能是“北京人”将这些

鹿带进山洞，这说明“北京人”曾吃过大量的鹿

肉。①而且，“北京人”的“食谱”是很庞杂的，他们

既吃肉，同时也以采集为生。学者分析，北京猿

① 吴新智：《周口店北京猿人研究》，《生物学通报》2001 年第 36 卷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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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初期的食物，以植物果实及根茎为主，中期除

采集植物以外，又捕捉鱼类贝类和小型动物。总

之，肉食在“北京人”饮食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北京人”的体质不断增强。①“北京人”如何获取

食物？教师往往用“采集与狩猎”一带而过。可

是，这并不能为学生勾勒出“北京人”生活的图

景，也不能增强学生对几十万年之前的“北京

人”生活的感受。笔者认为，教师应为学生展现

几处有关“北京人”获取食物的细节。采集是

“北京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学生往往认为

“北京人”主要以狩猎为生，必须要向学生解释

清楚）。
现代研究已经证实，“北京人”时代的周口

店地区要比现在温暖，因而植被种类丰富，这为

“北京人”从事采集提供了优良的条件。而“北京

人”采集的对象主要有栎、蔷薇、松、榆等的果

实、种子和叶子，另外还有禾本科、豆植物的茎

和种子。可见“北京人”的采集来源是非常丰富

的。②另外，“北京人”狩猎工具简陋、原始（主要

是石器和木棒），难以捕食肉食猛兽及大型猎

物，只能捕食草食动物，肉食品有限，只能通过

采集来弥补不足。通过向学生揭示“北京人”以

采集为主的原因，学生会清晰感受到“北京人”
之所以会在周口店繁衍生息数十万年，相对优

越的气候条件功不可没，但是因为获取食物手

段的原始，“北京人”应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

2.“北京人”如何采集、怎样狩猎？

这就牵引出“石器时代”的概念。考古学家

经过科学统计得出“北京人”的石制品共有

17131 件，③这说明“北京人”的生活与石器密不

可分。而且，通过分析这些石器，考古学家发现，

“北京人”制造石器有功能目的性，即不同的石

器具有不同功能。④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北

京人”的智力水平很高。虽然，“北京人”的石器

制造技术相对较成熟，但是单靠个体的力量是

难以采集足够充足的食物，捕取大型猎物的，

所以，“北京人”是依靠集体努力进行采集和

狩猎。而“从体质形态及中国猿人北京种制作

石器，能够劳动等方面判断，他们应具有有音

节的语言。”⑤这为他们在采集、狩猎过程中的

交流、沟通也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可以向

学生阐明，“北京人”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依

靠石器的辅助，共同采集、协同狩猎，且过着

群居的生活。
依靠着杂食性的饮食习惯和较高的智力，

以及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北京人”顽强地

适应着自然。但是，由于其处于人类的蒙昧期，

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根据考古学家对 38 个北京

猿人的化石统计，除 16 人不能鉴定出死亡的年

龄外，其余 22 人，有 15 人死亡年龄在 14 岁以

下，占 68％，15~30 岁的有 3 人，40~50 岁的有 3

人，只有 1 名女性活到了 50~60 岁。⑥以“北京

人”为代表的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的艰险可见一

斑。

学生不仅要在对历史细节的感受中发现兴

趣，也要学到知识。这些知识，是学生在感兴趣

的基础上积极建构的，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印象

也要更深。历史细节的选取要注重趣味性，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细节的功用性，即细节是为

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服务的。历史细节并不仅

仅是某段精彩故事的讲述或描述、某位活灵活

现的历史人物或某幅奇异有趣的历史图片。历

史细节应是一系列的线索，学生通过教师预设

各种细节去探索相关的历史问题，在初步掌握

相关历史学习方法的同时，积极地建构相关历

史知识，以实现知识层面的教学目标。

① 魏生生：《北京人的生活环境》，《化石》2007 年第 2期。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页。

③ 张明义等主编：《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周口店遗址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 74页。

④ 沈辰、张晓凌：《北京猿人怎样制作和使用工具？》，《化石》2011 年第 4期。

⑤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20页。

⑥ 魏生生：《北京人的生活环境》，《化石》200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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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选例二：从“北京人”用火的相关细节

感受原始人用火的意义

原始人用火的意义是本课教学重点。教材

中关于此点的描述过于干瘪，难以引起学生的

共鸣。教师需要将“北京人”用火的意义丰满起

来。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证意识，教师有必要向学

生列举“北京人”用火的证据。“猿人洞里多层部

位都有灰烬的化石，中上部灰烬层最厚，最厚处

可达 6 米，中下部灰烬层最厚处可达 4 米”，并

且，“北京猿人洞中出土的动物化石中有许多呈

蓝色、灰色和黑色，这些都是烧骨”。①这些都证

明了北京猿人已经使用火，而且已经吃上了熟

食。“北京人”用火的意义非常重要，但是以初中

生的思维程度，尚难以理解。教师应选择从细节

处入手，帮助学生感受用火如何改变了“北京

人”。比如向学生说说生火和烤熟的食物是如何

提升“北京人”体质的。通过火烤煮的食物更利

于消化，“北京人”吸收相较于生食更多的营养；

经过高温的消毒，很多病菌被祛除，从而降低了

“北京人”患病的风险。

另外，关于火对于人类的意义，鼓励学生利

用已有的生活常识进行想象，也是一个非常不

错的方法。裴文中先生关于火对“北京人”的重

大意义的历史想象，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思路：

我们可以想象，在用火以前，“北京人”走出

洞穴去猎取食物，必须留一些勇敢的人去防守

洞穴，以防止野兽（例如洞熊、鬣狗）侵入和占据

山洞，但自从用火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只要在洞口点上篝火，野兽绝不敢靠近。这样就

可以用更多的人力去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以改

善生活。②

教师何不让学生像裴文中先生一样，用想象

的画笔，绘制一幅“北京人”用火的画卷呢。这远

比照本宣科生动得多，而学生也更容易感受到火

对于“北京人”及我国其他远古居民的深远影响。
在这种建立在各种合理推论基础上的想象

活动中，原始人用火的意义成为学生建构相关

知识的工具。学生通过各种有支撑的历史想象，

会产生感同身受之感，这样建构起来的知识，学

生印象必然是深刻的。

新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对学生反思历

史、感悟历史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③历史教师

应提供能够引起学生思考和感悟的历史细节。

这类历史细节应是在学生奠定了一定知识基础

上的升华与提高。

教师应如何选取这些历史细节呢？笔者认

为应坚持思想性的原则，历史细节的选取要有

一定的思想深度。一般这类历史细节都是在一

节课的知识目标完成之后再展现给学生的。如

果细节的内容过于直白，过于平淡，学生是难以

对本课有所反思的。选取的历史细节如何呈现

思想性？途径很多，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比较喜欢

采取两种：第一条是采取能激发学生质疑精神

的历史细节。这类细节有一个突出特点，打破常

规。只有当细节与学生的常规思维有巨大差异

时，学生才会对相关的历史问题产生浓厚的兴

趣，他们会产生强烈的怀疑精神：“是老师错了，

还是我的常识出错了？”带着怀疑去思考相关问

题，更利于他们的反思与感悟。第二条途径是引

入史学界的相关争论。历史教师一般喜欢回避

争议，即史学界有争议的相关问题尽量不讲。这

样做，其实是放过了给学生头脑风暴的绝佳机

会。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不一定很深奥，相反，

能够激起学者的争论，恰恰体现出它的价值。历

史教师应善于向学生提供相关的有争论的议

题，让学生在参与争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到

的历史感悟与历史态度。
细节选例三：利用“山顶洞人有审美意识

吗”的细节激发学生的怀疑精神

作为中国晚期智人的代表，山顶洞人的体

① 吴新智：《周口店北京猿人研究》，《生物学通报》2001 年第 36 卷第 6期。

②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第 12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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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及劳动、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历史

教师乐于将这些进步展现给学生，以使他们感

受中国古人类从元谋人、“北京人”直到山顶洞

人的进化历程。而审美意识的产生是人类进化

的重要环节，它标志着人类思维开始抽象化，是

精神生产、意识形态进步的产物。山顶洞人遗址

中出土了大量的装饰品，很多考古学家和人类

学家据此认为山顶洞人产生了审美意识。历史

教材也认为山顶洞人“懂得爱美”。笔者认为此

观点的提出并不严谨。装饰品为了美观是今人

之观点，但是生活在三万余年前的山顶洞人，制

造这些装饰品真的是为了美吗？这个细节很容

易为教师所忽略，学习历史要尽量避免用今人

之思维去揣摩古人。
那么，山顶洞人有审美意识吗？从最直观的

考古学资料上看似乎很容易判断。但是深究起

来，问题就复杂多了。从山顶洞人遗址发掘情况

来看，山顶洞遗址分为两部分，“上室”是山顶洞

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下室”是墓地，山顶洞人的

人骨化石全发现于“下室”。而且人骨周围撒有

红色的赤铁矿粉末。①遗址中也发掘出大量装饰

品，如小石珠和钻孔的小砾石、骨质的装饰品

等，甚至还有产自海边的蛤壳。令人疑惑的是，

出土的装饰品中，有许多也被赤铁矿制成的染

料染成红色。②为什么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和墓地

中都有使用赤铁矿的痕迹？对此，李泽厚先生曾

经做过一番精彩的阐释，他认为山顶洞人之所

以使用赤铁矿染红穿戴，并撒于尸体周围，已经

远远超出了生理感受，这是原始巫术礼仪的滥

觞。③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有很多

与山顶洞人类似的情况出现。比如欧洲旧石器

时代的洞穴壁画，被称为旧石器时代艺术精品。
但是原始人一般都住在山洞的前端或洞口附

近，壁画却位于山洞深处最黑暗的地方。并且同

一山洞中的壁画往往是相互重叠的，这代表创

作者并没有保存这些“艺术品”的意识。显然，这

些优美的壁画并不是为了装饰山洞，而是有某

些实际的目的，即原始人认为“这样做能够使自

己得到某种控制猎物的魔力”。④由此可见，山顶

洞人的装饰品可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

一样，是具有某种实际用途的。裴文中先生则从

社会演进的角度审视这些装饰品的作用，他指

出山顶洞人之所以会用狼和狐的犬齿只做装饰

品，有可能是为了表现所猎得的动物数量。而

且，山顶洞人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的最

繁荣阶段，即有一个非常有力的‘首领’来统治

整个氏族”。而这位“首领”死后，随葬的物品也

比较丰富。⑤这些装饰品的实际作用到底是什

么，至今还无人所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

并不是为了美观而被制作，而应该是为了某种

具体的功用。

山顶洞人是否具有审美意识的问题，看似

抽象，但要向学生讲解还是比较直观的。向学生

展现该细节，与学生的常识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这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怀疑精神。带着疑问学

习，学生学习探索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

来。这样形成的历史反思与感悟，必将印象深

刻。

细节选例四：利用“中国人从哪里来？”的细

节帮助学生形成独到的历史感悟

中国人从哪里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由

于教材编排的原因，学生难免会先入为主地产生

中国人从元谋、从北京周口店走来的意识。但是

至今，学界关于中国人起源的问题仍然争论不

休，而且这背后牵扯着人类起源于哪里的重大问

题。历史教师应该让学生感受这种学术争议的氛

围，关于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恰恰为开放式

讨论提供了绝佳论题。
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类学界存在着两大假

说，即“多地区连续演化说”和“非洲起源说”，这

两大假说已争论多年。多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

者根据丰富的中国古人类化石资料，描绘出一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 7页。

②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第 142 页。

③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页。

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⑤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第 139 页，第 141 页，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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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完整的中国人类进化链条。许多证据表明，中

国人的进化是独特的、连续的、渐进的。

可是，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生物遗传技术

的不断发展，“非洲起源说”似乎越来越得到科

学的证实。现代“非洲起源说”最重要的理论支

撑便是“夏娃理论”。分子生物学家通过对非洲、

欧洲、亚洲的妇女以及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土

著妇女共 147 人进行的遗传学实验，发现这 147

人虽互不相识，但却有着共同的祖先，即距今 20

万年的一名非洲妇女———“夏娃”。此后，很多生

物学家又做过许多类似的实验，并得到类似的结

果。聂幼犁教授就曾在一次公开课上介绍过中国

遗传学家金力教授的“夏娃”实验。①“非洲起源

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是，“夏娃理论”存
在着诸多缺陷。最直观的就是样本过少，这些样

本相比整个地球人口而言是极其微小的，它们并

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非洲起源说”尚没有被权

威的证据证实。
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相对浅显的材料，并

在讨论的过程引导学生形成证据意识。讨论是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求证能力的好办法。如上文

所说，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本来就没有定论，

但是，依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很多学生会产生沮

丧的感觉，因为关于中国人来自于哪的问题，会

使他们懵懂的理想主义受到冲击，可能也会打

击某些同学的爱国心。而这恰是笔者希望的结

果，因为初中历史先从中国史学起，很多学生的

历史视野往往会局限于中国一处，这与今日全

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联系不断紧密的世界

大势出现了脱节。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他们必须

要有一颗胸怀世界的壮志，去拥抱世界，而不是

把自己锁在民族自豪感的密室里。如果趁中学

阶段第一节历史课就引导学生站在整个世界的

角度去审视中国的历史，从全球史的角度去感

受中国人的起源，应该有利于拓宽视野。不管元

谋人、“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中国的古人

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发生着联系。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古人类除可能已经与西方

的古人类有所交流外，而且还向北、向东、向南

传播。山顶洞人头骨与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

相似。②任世江老师从“北京人”的发掘是一场国

际合作的角度，强调历史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笔者甚为赞同。这么多外国人来中国参

与“北京人”发掘仅仅是为了兴趣吗？他们关心

的是我们———人类到底从哪里来！③

关注历史细节，加强学生对历史的感受，既

符合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又能够让课堂变得有

生命力。正如赵亚夫老师所说：“知识本身的获

取过程是具有生命性的。因为鲜活的历史需要

这些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来感受、理解和认识。

历史知识的获取其实就是学生与前人在思想上

的交流、认知上的切磋、感情上的交融的过程，

也是学生思想塑造的过程。”④历史教师能做到

的就是借助细节的力量，帮助学生有所得，有所

思，有所悟！

【作者简介】刘泽伟，男，1986 年生，河北邯郸人，

中学二级教师，重庆外国语学校教师，主要

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① 聂幼犁：《〈历史的证据、推理和想象〉课堂教学实验（二）》，《历史教学》2011 年第 19期。

② 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 9卷第 4期。

③ 任世江：《编余杂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52 页。

④ 赵亚夫主编：《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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