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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并没有实践经历，像张元教授这样深入课堂教学的，很少。聂幼犁把自己推到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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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9 年 10 月开始，我与上海市特级教

师孔繁刚，共同担任江苏太仓———浙江鄞州“中

学名师研修班”导师。今年 5 月下旬，太仓高中

邱剑锋和明德高中杨建青建议我给高二文科班

作一次辅导，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直接给

学生上课，亲自试验一下？他们二位所在学校正

好一个是学生学力较高的学校，一个是较低的

学校，同一课题分别在这两个学校上，岂不更有

意义？这个想法得到他们的响应，我们共同商定

了课题：《新材料、新情景的理解和运用》。这是

课程改革大力提倡的，又是实践中最大的难点

之一。我希望通过课堂教学的试验，探索和验

证：

以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核心的史学能力和

思维品质，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

过程中落实的；换言之，从教学内容上看，是可

以细化、可以操作的，关键是教师对史学知识与

方法的专业理解。从教学目标（即学生的思想和

行为变化）上看，是可以通过师生间的“思维对

话”（即聚焦学生思维过程的对话）有效发展的，

关键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思维状况的及

时了解和清晰判断；从实际效果上看，是可以被

观察和测量的，关键是教师对目标特征和命题

技术的把握。

最初，我把课题定为《让思想飞———新材

料、新情境的理解与运用》，共设三个环节：历史

信息的“汲取”与“诠释”；历史思维的“起点”与

“逻辑”；历史问题的“确认”与“探讨”。临去太仓

的前一个晚上，当我再一次审视这个设计时，突

然发现，如果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还是一种“只

求教师上完，不顾学生学好”的压缩饼干啊！于

一、背景介绍

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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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只上其中的第一个环节，将课题改为

《新材料、新情境及其理解与运用之一———历史

的证据、推理和想象》，核心概念（即教学立意）

为：证据（或史料）是历史思维的起点，并大大压

低了掌握程度的要求。
教学目标：在不同形式、类型和复杂程度的

“情境问题———对话讨论”中，循序渐进地懂得

“凭证据说话”（证据的作用）、“一分证据说一分

话”（证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和“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研究的能动性）的重要性，知晓解决问

题时不仅要追求结论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及

时反思自己的思维过程，这会大大提高学习的

有效性；感受参与课堂、师生对话的学习氛围，

初步领悟“历史证据、判断和想象”之原则与精

神的魅力，并留下较深的印象。
教学重点：不轻信、不夸大史料的证明力或

不过度推论。
教学难点：尽可能快地让学生“接纳”我；找

到他们的经验起点，使他们从死记硬背的习惯

转向凭证据思考，以及临场决策如何更有效地

“循序渐进”。
教学逻辑：

课堂导入：我们如何知道那遥远的历史？

“史学便是史料学”

第一环节：“凭证据说话!”
备用资源：“中共九大开幕式”和各种图片

信息等（具体内容详见以下实录，下同）

第二环节：“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备用资源：“红彩陶猪”“陶尊”“管子论重

农”和“邓小平与香港驻军”等
第三环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备用资源：“后母戊大方鼎”、“秦始皇铜车

马”“步辇图”等实物照片中的信息汲取与想象

等。
教学方法：情景、问题展示，教师解读示范

或师生对话，关键是“思想对话”。
教学策略：为了突出本课教学目标，尽量用

最基本的史实为载体；如果学生困难较大，则

“坐实”第一、第二环节，用概括法作归纳式课堂

小结，将第三环节作为课外思考题；如果学生进

展比较理想，则推出拓展性话题作本课小结：以

“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宗吗？”的传统研究和基

因研究为例，尝试与体验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性

质与程序、孤证不立等）和质疑，以及理性的“中

国人之自豪”的体验。
上午 9 点，在太仓高中高二文科班上课，两

节课连续上下来。下午两点，我又站在了明德高

级中学高二 4 班的课堂上，实录如下。

课前视频：多种鲜花开花过程的慢镜头。

课堂导入：

师：这是我昨天半夜特意下载送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念书念得快乐点儿，脸上笑容灿烂点

儿，像这鲜花儿一样。（学生会意的笑声）你们有

语文、数学、外语等很多门课程。请问，上语文课

我们学的是什么？

生：语文……

师：啊？！这不是同义反复吗？语文学的是语

言、文学、文字，包括文献、文章，文章还有古文，

还有现代文，还有议论文……，很多种。是吗？

生：是。

师：请问，数学学的是什么啊？

生：函数。

师：函数只是其中之一，不是数学的整个概

念。数学还有代数、几何……；函数还有好多种。
请问，数学的科学定义是什么？（生摇头）数学学

的就是事物的空间和数量关系。（生笑答“噢！”）

[现场感受：一门学科最本质的定义是其最

上位的概念，也是学好这门课程的关键。语文、

数学是基础教育课程中用时、费力最多的课程，

也是高中阶段重点课程。本想借用这两门课程

的本质定义作类推，导入“历史”的定义及其学

习的依据，不料出师即遭“滑铁卢”！]

师：那么，历史是什么？

生：以前发生的事。

师：对。以前发生的事叫什么？故事。故者

旧也，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语文可以现在

发生，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文章。数学也可以

三、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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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的，并用符号来表示。物理、化学可以重

新实验。历史呢？让古人活过来重演一遍？北京

人活过来，再研究研究？不可能的。历史是过去

的事情，不可能重演。那么，你怎么知道历史的？

生：史料。
师：史料是什么？它与古人的活动是什么关

系？

生：历史的记录。

师：历史的记录，这是史料之一，但史料不

仅仅是历史的记录。史料的本质是所有前人活

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通过前人的痕迹来研究

他们做了什么，怎么想的，取得怎样的结果。凡

是前人留下的痕迹都成为一种史料。当然，我们

不是什么历史都研究，对后人有意义，有影响的

才值得研究，不是什么陈年烂谷子都研究，那就

没意思了，是这个道理吧？

生：嗯。

师：OK。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史料这个最原始

的问题。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就要把过去的痕

迹反映出来，研究过去的学问就是史学。史学最

基础的问题就是史料，所以有的史学家讲，史学

归根溯源就是史料学。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不能

胡猜，要侦查，找蛛丝马迹，看看这案子是怎么

发生的。史料就是前人活动留给后人得以恢复

它本来面貌的证据。我们怎么发现证据，我们会

用证据吗？教材说的就是历史吗？不一定。教材

是作者根据史学家的研究筛选出来的。史学家

根据什么？就是史料。这节课重点是谈历史证

据，以及看了证据我们怎么作推理，怎么有根据

地想象历史。
第一环节

师：我们看一段历史记录。据说，这段历史

你们没有好好学过，但可以凭印象，判断画面大

概是什么时代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代表大会？

视频：中共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走

上主席台时会场沸腾、狂欢的情景。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从一个有

鲜明特征的情景（史料）中提出问题，进行已学

知识的运用水平试探，引出“证据”及其最简单

的推理。]

师：随着毛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谁啊？

生：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师：对，视频中有这些信息。另外，我们发现

当时会场的氛围怎样？

生：很疯！

师：对。那个疯啊，那个狂啊，像看到了神一

样！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记录。我这个年龄有幸

看到过毛主席。那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当毛主席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霞光万道！

（生大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喊

到了当场昏过去！（生大笑）要不是解放军叔叔

把我高高地举起来，我会被人群踩死。等我醒来

的时候，已经躺在协和医院里。这段视屏就反映

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你们想一想，中共在什么时

候开大会是这样的啊？

生：文革。
师：对，文革。文革还有阶段的，你们知道林

彪是啥时摔死的吗？（生窃窃私语，但没有形成

统一的答案）这个会上有林彪吧？

生：有！

师：那么，显然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

飞机摔死之前。对不对？

生：对！

师：OK!我们不仅要判断出结果，更要知道

拿什么证据作出这样的判断。回想刚才我们对

话的过程……

生：人物。
师：对。有林彪和当时会场特定的氛围，我

们判断是在文革时期发生的，而且是在林彪摔

死前的一次重要的会议———第九次代表大会。
这就是我们运用历史的证据作出的判断。

接下去我们再拿一些问题来探讨，探讨。
例 1 ：观察下列邮票。作为一则史料，如果

有必要确认其真伪，一般而言，最可靠和方便的

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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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看其是否有知识错误

B.寻找与它相同的邮票

C.访问当年邮局老职工

D.查核专业文献或档案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证据的来

源———根据常识可以确定的到哪里去寻找证

据。]

师：观察这枚邮票。作为一则史料，如果有

必要确认其真伪，一般而言，最可靠和方便的办

法是什么？（学生思考）看清楚了吗？邮票上有哪

些历史人物？

生：林肯、孙中山。
师：邮票的背景中是什么地图？

生：中国地图。
师：这个标志是什么啊？青天白日……

生：满地红，中华民国的标志。
师：这里写着“民族、民权、民生”。这里写的

是谁的话？“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peole”，
什么意思？

生:林肯。民有、民治、民享。
师：对！他（指林肯像）说的是不是？下面是

“5 分，美国邮政总署。”现在，我们来看，要确认

这张邮票的真伪，这几个办法，哪一种最可靠？

为什么？

生：D。
师：哎？蛮奇怪的，你们怎么知道的？A 为什

么不行？

生 1：也许印刷错误，没法判断正误。假的不

一定有印刷错误。

师：对，答到点子上了。因为假的不一定有

知识性错误，而真的也有可能出现印刷错误。关

键在于无论邮票是否出现知识性错误，都无法

作为依据判定其真伪。谢谢！为什么 B 不行呢？

生：可以造假呀，不一定只有一枚，用假票

来证明……。
师：对！假的也可以印很多。比如现在的假

币……。那么，C 为什么不行呢？

生：（议论纷纷）时间太长，知道的人很难找

了……，死了……。
师：对，走得差不多了，即使活着也不一定

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老年痴呆症了。所以 D 是

可行的，而且根据现在的技术手段，甚至可以通

过网络，查询国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
我们不仅要做对，而且要知道我们运用怎

样的逻辑推理得到最终的答案，这种思想方法

是最重要的。如果这道题你们做对了，但是思维

方法不清楚，你将来就不会迁移到类似的问题

上去解决问题。
例 2：仍旧是这枚邮票。在其策划、发行者看

来，当时代表并领导中国抗战的是

A.中华帝国 B.中华民国

C.伪满政权 D.边区政府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证据的来

源———根据已经学过的历史知识寻找证据。]
师：这张邮票是真的。根据这张邮票判断，

其策划者认为当时代表并领导中国抗战的是

谁？

生：B。
师：为什么是 B 呢？要讲道理。
生：邮票上有孙中山像，有国民政府标志。

师：对，推理正确。如果不认为是中华民国，

邮票上就不会有这些标志，就会把它们拿掉。对

不对？

生：对！

师：同学们思路清楚！头脑非常清醒，马上

能回答出你是根据什么信息作出判断的。
例 3：还是这枚邮票。它表明当时美国政府

承认中国领土

A.包括东北和台湾地区

B.与如今版图完全一致

C.可以由几个政权管辖

D.隶属于大东亚共荣圈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深入汲取

信息———寻找图片中更为隐蔽的可以作为解决

问题之证据的信息。]

师：还是这张邮票，它表明当时美国政府承

认中国的领土……，选哪一个？

生：A。

师：A？胆子大一点，说啊！为什么？

生：从地图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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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啊，从图中就可以看出来了……。OK。
例 4：还是这枚邮票。作为一则证据，是否足

以确认设计者的立场和观点？

A.足以确认 B.基本确认

C.可能确认 D.不能确认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汲取图片

中最基本的信息，并运用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

判断特定史料相对于特定对象的有效性。]

师：作为一则证据，这枚邮票是否足以确认

设计者的立场和观点？读书要读到书的背面去。
这枚邮票虽然是美国邮政总署发行的，但是由

设计师设计的，就像北京奥运会会徽是由北京

奥组委发布的，上海世博会标志，也是组委会发

布的，都要由设计师来设计。那么能不能凭这枚

邮票，就确认设计者的立场和观点？

生 2：可能反映设计者的立场和观点。
师：为什么可能呢？

生 2：因为设计者可能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

下被迫设计的，也有可能不是。（生大笑）

师：哦，你的论证不错，可是能得出你的观

点吗？你的论证是：可能这样，可能那样。那么，

还能选 C 吗？

生：不能。
师：你现在选什么？

生 2：选 D。
师：谢谢。他的思路现在正确了。简单地说，

设计者受雇于邮政总署，拿钱干活。至于政治观

点，是以邮政总署的名义发布，政治上的问题与

设计者个人无关。如果在艺术上论好坏，那与设

计者有关。
例 5：观察下图。其中足以绘制《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示意图》的是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运用已学

过的知识，在平面空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证据。

许多老师都说，学生忽视地理课程，空间概念十

分薄弱。本课连续几个情景引用或涉及空间概

念，主要是想促使学生关注这个重要问题，另一

方面也想实际验证一下这种情况。]

师：观察图。其中可以绘制《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示意图》的是……（生沉默，有个别私语，但

没有明确的回答。）长征知识学过的吧。长征从

哪里出发？

生：江西。

师：对，江西，湘赣边界，在长江以南，然后

擦过广东北部，到湖南、四川南部、到贵州，再到

四川西部，然后翻雪山，过草地到甘肃。那么这

条线路在哪幅地图上能画出来？

生：A。
师：有反对的吗？（走近生 3）你同意他的选

择吗？

生 3：同意。
师：为什么同意？（生 3 不语）我们不仅要选

出正确的答案，而且要检查思路，是怎么一步步

推理出来的呀？这是做题很重要的意义，否则你

做一万道题，总结不出那种规律，就没有办法迁

移。如果做三道题，你能够总结出思维规律，那

你就不需要再做同类题。说做题可能太功利，解

决问题也是一样。人的特点是总结他的经验，即

内在规律。这个解题过程是什么思维逻辑？大家

想一想。（走到生 3 面前，示意生 3 回答，生 3 有

些困难。）想想，我刚才和大家的对话就是这个

过程。我先说什么了？先说长征大概经过哪些地

区。第二步呢，看图，只有图 A 能包括长征经过

的地区。所以，答案应该选……
生 3：A。

师：OK。
例 6：下列左图中的标语，最初当张贴在右

图中的哪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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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用最基本

的历史、地理知识，确认有效证据的标准，在立

体空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证据。]
师：左图中的标语，读一读：“红军是推翻国

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

加入红军。”这张标语最初应当张贴在右图中的

哪一地区？（生小声讨论）

师：有请这位女同学。

生 4：它的主要信息是“苗族”，但关键的是

我看不大懂这张地图。（生大笑）

[现场感受：生 4 虽然无法得出正确结论，但

从其表述可以看出有反思自己思维过程的苗

头，应当立即从思维步骤上加以肯定，借此推

进，影响全班。]
师：好，第一步你抓对了。它欢迎的是苗族

兄弟参加红军，显然应该张贴在苗族聚居的地

区。第二步你推不下去了，是地理知识欠缺。地

图上的苗族应该在哪里？请看，这里写着四川盆

地。四川盆地是苗族聚居地吗？

生：没有！

师：有藏族和羌族。这里（指着青藏高原北

部某地）是玉树地震的地方，（生惊讶）这里（指

着青藏高原东部划线）是汶川大地震的地方（生

惊讶）。A 是陕西地区，历史上是胡人居住的地

区。C、D 是什么地方？（生茫然无语）四川盆地的

东南方向，（这里是）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嘛！

（生惊讶）看来地理得好好学哦！（生会意大笑）

历史和地理是分不开的。D 是贵州地区，在四川

的南面，而且这里是贵州的东南地区，黔东南地

区正是苗族最集中的地区。将来你们去旅游，看

最典型的苗族生活，就到这个地方去。那儿有一

个地方叫雷山，从凯里下去，有最典型的吊脚

楼，还有带巫术色彩的苗族舞蹈等等，学历史

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打岔”。现在你

知道选什么了吧。
生 4：B。

师：好。谢谢！请坐。刚才我们完成了一个

推理过程。从这个标语上我们看到，最有用的历

史信息就是“苗族”，这里有一个生活常识，欢迎

苗族兄弟参加红军的标语，显然不能贴到维吾

尔族（聚居）的地方去吧？

生：是。

师：能贴到太仓来吗？

生：不能。（笑）

师：显然，要贴到苗族地区。苗族在地图上

主要生活在贵州地区，所以应该选 D。在这个过

程中，大前提就是“苗族”，小前提是人文地理知

识告诉我们的，苗族（聚居）在黔东南地区，这样

结论就出来了，是这个道理吧？

生：是。
例 7：观察下列漫画。它形象地反映了近代

哪一国家的外交政策？

A.俄国 B.法国 C.德国 D.英国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较为复

杂的情境中汲取有效信息，并根据提问确认所

需证据的标准，运用已经学过的历史知识解决

问题。]
师：课前,听说你们没有学过这个知识点，我

们试着做好吗？

生：好！

师：观察漫画。它形象地反映了近代哪一国

家的外交政策？这是一个连环漫画，很形象。这

个跷跷板具有象征性，它的支点在欧洲，有两个

人在玩跷跷板。左边一个人比较胖，将跷跷板右

边的人高高的压起，右边那个人急了，那个旁观

者也着急！图二中原本旁观的人帮助右边的人，

用两个人的合力保持跷跷板的平衡。请问，这位

旁观者应该寓意的是哪个国家？（生茫然无语）

英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生：均势政策……

师：均势政策。这组漫画以典型的、夸张的

手法描绘了近代欧洲三国的关系。根据我们所

学的知识，判定旁观者喻指英国。这个思维逻

辑，能理解吗？

生：能。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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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的回答都很顺从，“好小囡”嘛！啥

时候能说“不理解”，甚至“不同意”,“你老师说错

了呢”就好了。这是可以说的哦！

例 8：观察下列二战后期的漫画。它突出的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哪一国家的状况？

A.德国 B.意大利

C.日本 D.奥地利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运用最基

本的地理空间印象确认有效证据。]

师：这张漫画突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期哪一国家的状况？

生：意大利。
师：（走向生 5）你同意是意大利吗？

生 5：我没看懂。
师：好,说看不懂比不懂还不知道不懂、或装

懂好。请坐。有人帮她忙吗？（走近生 6）你看懂

了吗？

生 6：没有。

师：这张地图像个靴子，三面被海环绕，哪

个国家地形像靴子？

生：意大利。
师：对。你们明白了吗？

生 5、6：嗯。
师：这张漫画讽刺了二战后期意大利法西

斯政权岌岌可危。画家画得非常形象！

[教师现场感受：从学生的课堂反应中我相

信，通过以上八个情景的演示和训练，他们开始

明白什么是“凭证据说话”，接下来应当在更复

杂、更广泛的情境中巩固这个成果，并向第二环

节过渡。]

例 9：观察下列左图。这场战争当发生在

A B C D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较为复

杂的情景中，运用最基本的历史、地理和外语知

识汲取信息，确认解决问题的有效证据。]

师：这场战争当发生在……，先看左图，左

图有什么特征？何时？何地？何人？何事？把这

些搞清楚了，我们就很容易判断了。左图戴帽子

的人，肯定不是中国人吧？！那么是谁呢？

生：美国。
师：为什么呢？

生：衣领上有“US”。

师：对。美国人在干什么？他一只手撑在这

个岛上，岛上有一面旗，什么旗？

生：青天白日旗。
师：美国人一手撑在台湾岛。正凶神恶煞地

扑向另一个岛，注意了，另一个岛上有英文“KO-
REA”，什么地方？

生：韩国。
师：朝鲜半岛。美国人一只手伸向朝鲜半

岛，结果鲜血淋漓，被刺刀……（做了个刺杀动

作），这反映了发生在朝鲜半岛的哪个重大历史

事件？

生：朝鲜战争。
师：对呀，那选什么？

生：A。
师：刚才我们的对话，实际上演绎了一个合

乎逻辑的思维过程，判断过程。
例 1 0：观察这幅照片，拍摄于二战期间一次

重大国际会议，根据其中的信息会议地点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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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纽芬兰 B.开罗

C.伦敦 D.雅尔塔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原来是：在比

较复杂的情境中，运用已有知识，汲取有效信

息，并作出合逻辑的判断。但根据上午的经验改

为：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运用已有知识，汲取

有效信息，并作出虽不完美，但有所认定的合逻

辑的判断。]

师：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可能你们的知

识不够，猜猜看。
生：（齐声）雅尔塔。
师：在哪儿？！（惊讶）

生：（大声）雅尔塔。

师：你们就知道雅尔塔会议啊？只学过雅尔

塔，就一定考雅尔塔？会议是这四个人参加的

吗？这个人是谁啊？（指图中的蒋介石）

生：蒋介石。

师：雅尔塔会议有蒋介石吗？

生：没有。
师：没有蒋介石，为什么选雅尔塔会议呢？

证据不充分，不能瞎猜。这样猜，高考时肯定要

失败。假如知道雅尔塔会议没有蒋介石，应当先

把雅尔塔会议拿掉，在另外三个选项中猜，也要

讲逻辑，看证据嘛！是这个道理吧？这个习惯要

改变！这是开罗会议。
[教师现场感受：学生明明认识照片中的蒋

介石，也知道他没有参加雅尔塔会议，为什么还

要选雅尔塔？上午在太仓高中上课，学生也是这

种反应。教师解释说，不少老师告诉学生，考试

中遇到没有学过的、搞不懂的材料或情景也一

定要作答，正确答案肯定是考纲和课本中有的。

这不是既扔了素质，又输了考试？！值得命题者

深思，应当杜绝表面上好像考能力，实际上鼓励

考生从课本中找答案的、只有表面效度，没有目

标效度的试题。]
例 1 1 ：观察下列街景，它当摄于下列哪一

年代？

A.1 870 年代 B.1 91 0 年代

C.1 950 年代 D.1 990 年代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比较复

杂的历史情境中，运用历史和生活知识，汲取有

效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师：这幅街景摄于哪一年代？仔细观察图

片，找出证据来。（生议论纷纷）咱们找个女生好

不好？两个戴眼镜的，你们，一个白眼镜，一个黑

眼镜。给大家说说，看到了什么，判断什么？

生 7：首先，是没有看到戴眼镜的。（生大笑）

师：这是我不好，刚才的话有错误暗示。继

续说。

生 7：他们穿着清朝人的衣服。
师：有瓜皮小帽、长袍马褂，是吧？

生 7：嗯。
师：OK,还看到什么？

生 7：还有杂耍的街童。
师：你发现了两个信息，还有什么信息？

生：贝雷帽。
师：聪明。（再面向生 8）你同意吗?你来说说

看。概括一下，哪些信息可供我们判断。
生 8：有辫子、马褂长袍，还有……贝雷帽。
师：又有瓜皮帽，又有法式小帽，像这样“混

搭”的时代，应该在啥时代？显然不会在 A、C、D
时代吧？

生：嗯。
师：OK。所以推测，可选 1910 年代。因为我

们找出了证据，推理判断、得出结论。这就是从

信息到结论。

例 1 2：观察下列《红楼梦》剧照，其中显然违

背历史常识的是

A.服装 B.化妆 C.船具 D.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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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此题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

要求，给中学老师的“阅读”和“史观”提出了挑

战，是一道难得的、少见的好题，值得赏析。

【作者简介】税光华，男，土家族，1 982 年生，湖北

巴东人，中教一级，云南省泸西县一中历史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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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比较简

单的文艺作品中，运用历史和生活知识，汲取有

效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师：选哪个？剧照中显然违背历史常识的是

哪个？为什么？（生大笑）你们笑什么？

生：太好玩了……

师：笑得是导演太搞笑了是不是？

生：是，当时没有轮胎。

师：对。这个问题的大前提是红楼梦是反映

哪个时代的，小前提是那个时候有轮胎吗？没

有。这是最明显错误。当然，可能还有其它错误，

但问的是“显然违背历史常识的”，所以选 C。刚

才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问题，其实就一个最基本

道理，历史科学最初、最原始，也有可能是最有

魅力的话，也是最普通的话：“凭证据说话”，没

有证据不说话！

这个道理是历史学通过各种各样的事实告

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平时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我们平时不是这样，如果有人“触壁脚”（吴

越方言。意为不符合事实、不负责任地传话或谣

言），大家传来传去，就有可能把我们一个班级

搞成“一锅粥”，对吧？……如果我们都懂得追究

说话人的证据，不仅不会以讹传讹，而且还会把

事情搞清楚。
[教师现场感受：第一环节所花时间超出预

期，结果还算顺利，又顺势推出了一个做人的基

本原则。效果究竟如何，真的“吃不太准”。]
第二环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聂幼犁，男，1 953 年生，上海人，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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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

海市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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