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环节

例 13：2004 年 3 月，青浦区“惊现上海第一

人”的同时，还出土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

彩猪形陶器，它

A.说明了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

B.反映了该地区驯化猪的历史

C.证实了上海曾经是陶瓷中心

D.显示了青浦的先民只用红色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每一则史

料有其相对应的证据效力，不能在历史的时间、
空间、特征上作过度推论。]

师：青浦出土了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

红彩猪形陶器，这个证据能说明什么？

（学生议论）你们说说看，同意什么？可以先

商量，然后讲出道理。

生 9：选 B。
师：好，“反映了该地区驯化猪的历史”。我

先肯定你。什么道理？

生 9：没有野猪的特征，是家猪体形，可推测

出猪已经过驯养。
生 1：“惊现上海第一人的同时，还出土一只

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说明他

（它）们原来是住在一起的……（生大笑）

师：陪葬嘛，过去养猪，死了要带到天上去，

是吧？

生 1：是。

师：有道理的。考古学也这样，推测他（它）

们为什么放在一起。没错。

师：（面对生 9）你刚才说排除 D，但道理还

没有讲清楚，再说说看？

生 9：D 说只用红色，太绝对了，不能证明当

时只用红色。

师：对，材料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用了一次红

色，我们无法判断出其他时间、其他地方也用红

色。对不对？打个比方说，我今天穿了件马甲，你

们不会说聂老师一年四季都穿马甲吧？（生笑）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证据证明一个事实，它的作

用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推理和夸大其作用。数

学上叫什么？叫充足理由，夸大了，就不充足了。
同样道理，C 项，不能因为发现了一件文物，就认

为它是中心了。只有大量考古发现、比较，才能

说谁是中心。一个是时间上的过度推理，一个是

空间上的过度推理。“吴越文化”（选项 A）也是

如此。一个陶猪的发现，怎么推断吴越文化的起

源呢？再说，吴越文化也不只是陶猪问题。是吧？

（生点头）

例 14：将右图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与楔形文

字 、甲骨文 、圣
书字 和腓尼基字

母文字 相比照，

可推断该陶尊最有

可能出土于

A.两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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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

C.地中海东岸

D.埃及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重要的是

追求思维的过程，总结思维方式，如此才能举一

反三，更有学习效率。]

师：将陶尊上刻画的符号与楔形文字、甲骨

文、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相比照，可推断该

陶尊最有可能出土于什么地方？

（学生小声讨论，但无人应答。）

师：看来，大家想不出。选哪个？……按照正

常思路，我也想不出。我和你们的水平一样啊。
这些字的某部分有点像……怎么能证明该陶尊

的出土地呢？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学过的，这

里面有个大证据。外语里你读到过吗？“陶尊”
啊，器皿里有什么“鼎”啊，“尊”啊，“簋”啊……

有没有？“鼎”怎么翻译？

生：没有。
师：没有！外语中罐就是罐，缸就是缸，碗就

是碗，没有这么细。是不是？哪有像我们这样，光

酒器就有十来类，盛食器也有十来类，而且有等

级，这是中国礼仪文化的特征。好，根据这个知

识，既然题目中将该文物称为“陶尊”，那肯定是

中国的器物！（生恍然大悟，大笑）是这个道理

吧？

生：是！

（第一节课下课铃响。在学生和听课教师的

要求下，中间没有休息，接着上第二节）

师：好，我们再看，把这道题改一改呢？

例 15：观察图片中原始社会的文物。如果要

确认其产自哪一地区，除调查其流传的来龙去

脉、分析其制作材料，比较其工艺、形制特征等

方法外，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是

A.确认现存何处 B.查证当时名称

C.试验它的用途 D.探究其上符号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既是一种思维定式的

试探，又是防止由于上题而造成学生可能忽视

古文字研究的纠偏。]

师：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是什么呢？

生：D。

[教师现场感受：绝大多数学生迅速地作出

了正确反应，令人鼓舞！这可以说明所谓的“差

生”并不差。只要教师针对他们的认知经验，讲

足了道理，他们不仅可以转变，而且不一定产生

错误的思维定式。]
师：为什么不是 A 呢？放在何处谁知道？被

外国人抢去也有可能，我们很多国宝在大英博

物馆，也有在美国博物馆，也有在日本博物馆，

很多地方……不能确定。查证当时的名称？天晓

得，没有文字怎么可能有记载。试验它的用途，

这是重要的史学方法，叫实验史学。通过实验知

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器皿，古人有什么用法。可

在确认这个问题上，它起作用吗？它不起作用。

实验史学，我们国家不发达，西方很发达。西方

在确认打制时期到磨制时期当中有一个很精确

的细石器时代。可中国的考古发现，尽管原始人

很多，但就没有发现这么多细石器，我们都是粗

石器、大石器，就没有细石器时代。有一个外国

人就这个问题专门到中国来考查。他发现，中国

有一个东西可以代替细石器。是什么呢？竹子，

这个竹子南方很多，可以做成石刀等工具。他模

仿原始人拿石器砸竹子做成石刀，比西方细石

器时代的石刀还要锋利，如何杀鸡，如何剥兽皮

当场试验，这叫实验史学。比方说这个陶器下方

为什么是尖的呢？（通过）最原始的实验就知道

它做什么。没错，大家都做对了。刚才我们讨论

的几道题，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说

一分，有两分说两分，不能过度推论。
[情景设计说明：本课小标题是三个有内在

联系、逐渐推进的观点。操作上，第一环节先举

例，后归纳出观点，所以最后出现；第二环节在

过程中归纳观点，然后再深化训练，所以在中间

出现；第三环节过渡到先出观点，打出小标题，

然后举例分析、体会。]
教学进行到此，理论上可以有两个发展方

案，一个是按照逻辑学意义再上一个台阶，启用

事先准备的“《管子》论重农和中国精耕农业之

关系”的材料；另一个是在性质相同，但复杂程

度有所提高的水平上扩展。这两个方案究竟用

哪个，取决于对学情的判断。从本课进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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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生虽然进步很快，但采用第一个方案显然

有很大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课时，所以决定采用

第二个方案。
师：好，我们再看一个情景。
例 16:视频：邓小平谈香港驻军问题。

邓小平谈香港驻军问题（1984 年）

主持人：如今就是再挑剔的香港人也都承

认解放军的纪律比英军严明。可是在当年，听说

邓小平要驻军，维多利亚海港上空却充满恐惧、
困惑，还有好心的疑虑。

邓小平：收回香港，我们中央有大人物说，

不必派驻军。这样，香港还算是我们的领土吗？

“黄华、耿彪两位胡说八道！”
旁白：邓小平有关黄华、耿彪两位胡说八道

的骂声第一时间传回香港，引起社会震荡，股市

下跌超过五个百分点。……多数港人对驻军不

理解。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较为复

杂的情景中汲取和概括信息，并理解它们之间

的关系；确认证据的性质———相对于所要证明

之对象的直接和间接的证据关系，及其证明

力———有效性和可靠性。]
师：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材料，从中可以看到

什么信息呢？哪个同学概括一下？

生 5：再挑剔的香港人也都承认解放军的纪

律比英军严明。香港回归前香港市民对回归后

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不理解，有顾虑。回归后香

港市民这一顾虑逐渐消除。

师：不错，最下面的那段可以进一步证明这

一点，是吗？

生 5：是的。
师：还有什么信息？（生 5 困惑）这么重要的

邓小平（的信息）忘记了？

生 5：噢，邓小平表态，回归后，人民解放军

将进驻香港。

师：对。这则材料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

香港人对回归后人民解放军的进驻不理解，有

顾虑；第二个信息是邓小平对香港回归后人民

解放军进驻香港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驻军。
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能不能由邓小平的话来

确定黄华、耿彪说过香港回归后可以不驻军呢？

生：不能！

师：什么道理？喔唷，你们今天好厉害啊，邓

小平说的也不信？他瞎说？

生 10：不能证明。
师：不能证明？什么道理？邓小平说的，还能

假？这么伟大的人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

生 11：说到底，邓小平是人，我们不能过分

的迷信。（生大笑）

师：哦，这个道理对。还能有更科学的理由

吗？邓小平听到他们说了吗？

生 11：没有。

师：你怎么晓得没有？作兴（吴越语，即可

能）邓小平听到的呢？

生 10、11：……
师：至少这个材料里看不出，对吗？

生 10、11：对。
师：谢谢！请坐。对啊，我们还可以想象，如

果邓小平在场，听到他们讲，这个可能性是不存

在的。邓小平在，他们能先表态吗？这么重大的

问题，一定会先听听小平的意见。所以，显然邓

小平是听别人传的。也就是说，这个材料用于证

明黄华、耿彪都说过这样的话，是无效的。但是，

邓小平为什么这么急啊，不顾一切，在港澳代表

面前骂街了嘛，这能说明什么？

生：很坚决……很急……
师：坚决！对，发“老急”了嘛，不管谁说的，

我邓小平坚决不同意！说明他非常心切。对不

对？不能证明他说的内容，却能证明他的心情。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事情并不完全这样，还在

公开场合检讨了。大家也理解邓小平，这么关心

香港回归！这位老人确实伟大！

好，通过这几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一

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无限推理。我们可以去

想象，再作判断。但必须记住，所谓证据的有效

性是相对于证明什么而言的。我再举个例子，希

特勒的宣传机器，宣传部长戈培尔，（二战后期）

还一天到晚宣传德军前线战况如何好，如何好。
他说的话你能相信吗？能证明战场局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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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能。
师：但能证明什么？

生：欺骗……
师：对，一天到晚“吹牛”嘛！

生：嗯。
师：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问题，强调要

有证据。那么，人的能动性哪里去了?在研究中，

我们不是等证据，而是主动找证据啊！

第三环节

PPT：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师：我们要凭证据讲话，但人不是没有能动

性的，为了恢复历史真相可以主动找证据。怎么

主动找证据呢？大胆假设、想象。假设之后，找证

据去证明，或者推翻假设。如果没有大胆假设，

我们的研究就太被动了。

PPT：例 17：后母戊大方鼎透露的历史信息

师：这很熟悉吧？请问，从后母戊大方鼎中

你看到哪些历史信息？你来说说看。

生 11：青铜器。
师：还看到什么？

PPT：

生：哇！

生 11：很大！

师：是很大。这是直接看到的。我们能不能

再做一些深层的推理呢？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可能比

较熟悉的资料中复习和巩固汲取历史信息的两

重水平及其思维方法，导入 “细节”中的证据

及其魅力。”]
生：……

师：这么大，什么时候造出来的？

生：商代。

师：如果水平很低能造出来吗？

生：不能。

师：对。中国青铜器的制造水平很高，不仅

有大的，而且还有很精巧的，如四羊方尊、马踏

飞燕。说青铜冶炼水平很高，是我们的推理。思

维上有一个大前提，我们省掉了。完整的推理

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发现非常大的或非常精巧

的青铜器，那一定是冶炼水平很高。现在发现商

代的后母戊大方鼎，又大又精巧，你看，这里面

的花纹……所以，我们说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非

常高了。后面这个结论不是眼睛看到的，拿什么

看到的？

生：想象……推理……
师：对，用心，用脑子看到的，推理出来的。

还能看到什么？按刚才思维方法，或者推理，还

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学生讨论）注意观察它的

花纹了吗？花纹有什么特点呢？和原始社会一样

吗？看过岩画吗？是一种简单的形状。现在呢，

呈规整的几何状，最早的刻画是最形象、粗糙

的，后来随着人们思维的发展，越来越抽象，也

更符合制造工艺的要求，这说明造型艺术水平

相当高了。现在后母戊大方鼎做到了，说明造型

艺术怎么样？

生：很高。
师：对，说明造型艺术，美术水平相当高了。

就是这样推理过来的哦。我们还可以看嘞，怎么

知道它是后母戊大方鼎啊？不就里面有两个字

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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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哦！

师：一开始，考古家说是司母，现在改过来

了，叫后母。今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从中至少

可以得到什么信息？那时候的文字如何？我们刚

才看到过原始的文字，陶尊上的刻画符号，比较

一下，说明此时的文字继甲骨文之后，更加抽象

和成熟，后世把这些文字称作金文，或者钟鼎

文。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得出的历史

信息，第一种是通过观察，直观得出来的；第二

是将已有的知识与观察到的信息相结合，通过

判断和推理得出被掩盖的深层次的信息。这就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道理。
PPT：例 18：从秦始皇铜车马中你看到了什

么重要信息？

师：这是什么？

生：马车。

师：谁的马车？

生：秦始皇铜车马。

师：我们能从秦始皇铜车马中得到很多很

多信息。比方说，青铜马高大、逼真说明秦代青

铜冶炼技术、造型艺术更发达；从马鞍、缰绳等

马具上可以看到当时交通运输工具发展的过

程；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畜牧水平，等等，等等。
PPT：

师：还能看到什么信息？我特意将车轮放

大。这是秦始皇的交通工具吧，当然也有学者对

它是否是秦始皇的马车有质疑。虽有质疑，但是

这个马车应该和秦始皇使用的马车类似，没有

太大分歧。我们姑且认为它是秦始皇的马车。我

们能看到什么？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可能比

较熟悉的资料中，体验证据及其魅力，感悟发现

‘细节’中的证据不仅需要运用历史知识，而且

需要运用其他学科如地理、物理学科的知识和

生活经验。”]

生：（议论纷纷，但无人回答。）

师：这轮子蛮像样的哦。不是实心的，实心

的就太重了，马拉起来费劲，不值得嘛。这是科

学发明。还能看到什么？哎，你们骑自行车吧，自

行车的车轮和它一样吗？最重要的是哪里不一

样？

生 12：没有轮胎。

师：对！轮胎。轮胎有什么用呢？还要打气，

有什么用？

生 12：避震。
师：对！如果自行车轮胎没气了，你骑着是

什么感觉？蹦、蹦、蹦，震得屁股生疼是吧？

生：是。
师：这就可以想象了嘛，秦始皇五次东巡，

从陕西咸阳到东海，除了东巡，还有北巡，还有

西巡。走的都是砂石路，颠起来是什么滋味？还

不如我们骑自行车吧？（生笑）几十天下来什么

感觉？我们再看车厢，只能坐、躺，不能站吧？

生：嗯。
师：不能在里面活动，而且皇帝不能轻易下

车。路上还有危险，一会儿有人锤击，一会儿有

人刺杀，坐在里面有多难受！不要只看到秦始皇

坐在里面好威风啊，车厢是青铜造的，你们物理

学应该学过，青铜导热性很强，铜仅次于金、银，

比铝厉害得多。虽然设计了这些（指车厢两边窗

格）通风，但你坐在里面试试看，夏天热死你，闷

死你、胀死你。你吃得消吗？

生：吃不消。

师：但是秦始皇厉害哦，五次东巡，没有结

实的身子骨吃得消吗？说明秦始皇意志坚定，身

体也不错。但最后终于中暑了，死了！那也比咱

们厉害，你要是夏天坐在没有空调的轿车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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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消吗？……要是我的话，可能就出问题了。
在座的看上去身体不见得很好。呵呵，我们身体

不如秦始皇！现在大学里军训，天热一点儿，一

会儿倒一个，一会儿倒一个，作为老师，我很遗

憾，怎么回事啊，学生的身体怎么这样了！为了

强国，除了科技，身体也是最主要的基础哦！

生：嗯。
[教师现场感受：这段话中最后一句并非预

先设计，是突然有感而发。我深深地觉得，如果

一定要在“身体很差，学习高分”和“身体很好，

学习很差”两种教育结果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我会呼吁选择后者。因为如果是前者，他们

就仅仅是为教育做秀的牺牲品，而对他们自己

而言，是完全没有前途的！]
PPT：例 19：从《步辇图》中你看到了什么重

要信息？

师：《步辇图》熟悉吗？何谓步辇？

生：抬着的……

师：对，抬着的。我们从《步辇图》里看到什

么信息？初中、高中教材里都有，用《步辇图》说

明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到唐朝来求婚，唐太宗接

见。这个写实画证明了有这个事儿。同时用刚才

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唐朝的服

饰，吐蕃人的服饰，他们的发式，包括女性的发

式。你们有空去查查，现在许多发式，唐代都有，

有一个发结的，两个圈圈的，还有高高竖起的

……（做动作表示，生大笑）这里面就有很多种。

看服饰、看发式、看材料、看衣料、看这个大扇

子，既是避风遮阳，又是一种礼仪。还能看到什

么？有个同学很聪明，从印章数量上看出这幅画

被许多人收藏过。对的，古代收藏者有这个惯

例，我收藏了，就盖一个章，表示我收藏了。还能

看到什么？再仔细看看，想想……为了看得更清

楚，我把这幅图放大一下，再画上几个圈，特写

一下。

PPT：

师：再看看，再想想。大家注意我画的几个

圈。这是写实主义的绘画，可是从画中人的脑袋

看，似乎不成比例，唐太宗最大，引荐官小一点，

禄东赞再小一点，宫女么，更小！可怜啊，红颜薄

命，这样的纤纤弱女子，要抬着这么庞大的唐太

宗！（生笑）这是什么意思？抬得动吗？抬不动的！

可是为什么画家要这么画？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的教学目标是“艺术，

如美术、音乐等知识也是发现历史‘细节’及其

证据力的重要方面。”]
生：等级。

[教师现场感受：听到学生如此正确、迅速、
集体的回答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曾经

多次在教师培训的场合使用过这个情景，问过

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教师几乎“摸不到门”，现在

“差生”居然有如此良好的反应，说明他们实在

不差啊。当然，也说明前面的教学是有效的。我

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
师：对，聪明！等级啊。画家画得再好，但违

背了当时等级观念，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犯了

“政治错误”，那时要杀头的，欺君之罪，这是什

么罪？十恶不赦中的首位。好，咱们再来看。

PPT：例 20：

师：看过这张照片吗？

生：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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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是删过的照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
其实，旁边还有王若飞，被删掉了。这是美国大

使赫尔利，这是张治中，国民党军队元老。他们

到延安，接毛泽东，同机到达重庆。毛泽东抵达

重庆后，人们欢呼“毛先生来了。”有人翘起大拇

指，称赞：毛先生啊，真是“弥天大勇”。你同意

吗？什么道理？

生：同意。

师：想一想，为什么同意啊？后面这四位女

生，你说说看，都同意吗？

生：同意。

师：那好，说说看，为什么同意。你们四个都

可以说，不要紧，坐着说。

生 14：因为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有人

陪着就可能无法杀他……

师：有人陪着就说明弥天大勇？（生大笑）你

们还能补充吗？

生：……
师：到了陪都就一定杀他？有明杀，有暗杀。

闻一多怎么死的？

生：暗杀。
师：对啊！那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时候

暗杀很盛行。如果暗杀了怎么办？他的天下，你

找不到证据。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吗？

生：对。
师：哎哟，全班很一致的。但是，这里还有一

个问题：哪是“弥天大勇”啊，是“通天大智”！
（PPT：在原图上加上“通天大智”）光是有勇不行

啊，还要有谋啊。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是两手，

一边打，一边谈；毛泽东呢，也准备两手，打归

打，谈归谈。从这张照片中看，赫尔利与张治中

（在原图上圈出赫尔利、张治中）同机将毛泽东

接到重庆，有人看出毛泽东不仅“弥天大勇”，更

是“通天大智”！你同意吗？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社会经验

是在历史情景中发现历史细节及其证据力的重

要方面。”]
生 18:同意。

师：说说道理。
生 18：因为这样，就不怕国民党特务在飞机

上做手脚。
师：哦，太聪明了。蒋介石要依靠美国，他能

把大使赫尔利一起炸了？！毛泽东、周恩来聪明

啊。蒋介石为表示诚意，美国为表示调停的诚

意，我们来接你。毛泽东，好啊，我顺杆爬。你看，

大大方方的找了两个“人质”吧？（生大笑）这是

智谋啊，是政治上的通天大智。我们再来看一张

有趣的照片。

PPT：例 21：蒋介石回老家了吗？为什么？

师：照片地点在浙江奉化。蒋介石回老家了

吗？为什么？用最基本的方法比较证据，我们找

出他的原始照片。
PPT：

[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在现实情

境中，运用生活经验发现细节及其对有关历史

问题的证据效力。”]
师：这是中年和老年蒋介石的照片，照片中

和游客合影的这个人像不像？

生：像。但不是。

师：像，但不是，请找出证据。历史记载很简

单啊，蒋介石最后离开奉化是 1949 年，按照片

上的年龄，蒋介石已经在台湾，直到 1975 年去

世没有再回大陆。那么，能用这张照片否定历史

记载呢？

生 4：现在科技发达，照片有可能是合成的。
师：有道理！但仔细核查照片，没有合成迹

象，和“周老虎”一样，照片本身没有合成。还有

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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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4：看他的……这个就比较困难！（生笑）

师：没关系，说比较困难，也是科学的回答。

没有证据，咱就不下结论。请坐。看看还有谁能

找到证据，就在照片里。

PPT：

师：从与“蒋介石”合影的人们的服饰上，明

显可以看出是改革开放后的着装，而不是“文

革”时代的着装。所以，这个“蒋介石”是假的。再

看看后面的这些人，大人、小孩，随随便便地在

那儿……1975 年蒋介石去世，之前如果他来大

陆，能这样随便吗？当然，我们还有办法，查一查

照片上这个“蒋介石”究竟是谁？“人肉搜索”嘛，

把他查出来。

生：是。
师：我们最后再来观察和分析一个情景。科

学研究表明，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200 万

年前走出了直立人，走到了世界各地，也来到中

国这片土地，北京猿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蓝田

人，再早一点有元谋人。按照教材的说法，你的

感觉是不是北京人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

生：嗯。
师：我国的原始人类星罗棋布，考古学、古

人类学按年代把各种化石放在一起，从外形上

发现他们有一个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北京

人是直立人，正式的名称叫“中国猿人北京种”，

是站立的猿人。这是一种研究。但是，西方有科

学研究认为，其实，这些“人”在世界上全消失

了。真正和现代人有关的，是距今约 7 万年前，

从非洲走出的智人，智慧的智。他们后来遍布世

界，我们是他们的后代。一些中国考古学家按照

自己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不认可这个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基因研究的视频，这是

复旦大学金力教授的研究过程，从中你能看出

什么？

视频：“北京人是我们的老祖宗吗”（略）。解

说词为：

旁白：金力教授是上海复旦大学遗传研究

所主任。1997 年，他开始了一个研究课题，希望

中国人是直立人的后代。
金力：在研究之前，我希望能识别或者发现

证据，证明中国人是独立进化的，因为我是个中

国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一直认为中国

人是特殊的。

旁白：在寻找证据之前，他选定了一个基因

记号，这是智人 7 万年前走出非洲时携带的记

号，180 万年前到达中国的直立人没有这个记

号，他们的后代同样不可能拥有。关键的问题

是，中国人的基因是否携带着这个走出非洲的

证据呢？

师：这个研究思路大家清楚吗？

生：嗯。
师：他找了一个智人具备的，而直立人不具

备的基因记号，希望查明中国人是从什么人演

化而来。如果现在的中国人不带有智人的这个

记号，而是直立人的记号，那么，就可以说明中

国人是直立人的后代。

生：嗯。
师：也证明传统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如

果只带有智人的这个特有的记号，没有直立人

的记号，那就说明中国人是智人的后代，我们传

统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对不对？

生：是的。
视频。解说词为：

旁白：金力在亚洲提取了 162 个民族，

12000 人的血液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让他大为震

惊！

金力：没有一个样本表明我们是从直立人

进化而来的，所有的样本都说明我们是非洲智

人的后代。
旁白：结果出乎他的意料。金力教授同意中

国人不是直立人的后代，而和其他人一样，是走

出非洲的智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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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设计说明：本例教学目标是“感悟科研

假设、方法及其结果的证据效力，尝试从证据的

有效性与可靠性角度提出质疑，体验何为理性

的‘中国人之自豪’”。]

师：传统的考古研究方法证明中国人是直

立人的后代。金力教授用基因的方法证明中国

人是非洲智人的后代。请问：这两个证据哪个更

有说服力？

生：基因。
师：啥道理？传统的研究方法不行了？基因

是啥道理，这么厉害？

生：遗传学。
师：对啊，科学证明，遗传基因研究的准确

率高达 99.99 以上%。而根据外形的研究准确率

就差得多啦，靠眼睛看的嘛，还要做假设性的解

释和推理。好，现在，我要问：你能质疑金力教授

的这个基因研究吗？

生：可以。
师：可以啊？请问你怎么质疑？

生 4：他只找了 12000 多人，可能存在遗漏，

人数好像少了点……
师：你的意思是样本太少，对不对？

生 4：对。
师：这个质疑厉害！亚洲有多少人啊，光中

国就有 13 亿，你才找了 12000 人，万一漏掉了

呢？世界上无巧不成书呢。统计上，样本应当多

大，实际上，和我们对总体的差异大小的估计有

关。差别越大，样本就要求越大。是吧？还有什

么质疑？这位男生，我看你眼睛眨来眨去，肯定

有花样了，你有什么看法? （走近生 2）
生 2：……

师：（面向全体） 注意，这种质疑不是恶意

的，应当是完善我们的科研，使其更好。对不对？

是更有利于接近真相，服从真理。（示意生 2 坐

下）没关系，想不出也是老实话，是科学的态度。
想不出就想不出，不要不懂装懂，那就坏了。知

道想不出，就能再学习。谁还能质疑一下？

生 22：有可能是……我国原来是直立人，后

来变了。（生笑）

师：哦，你是说，原来是直立人，后来变成智

人了？

生 22：是。基因变异了。

师：基因会变异，你提得对。但是，刚才视频

中说明了，已经排除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不好，

视频太快了，没有强调，一闪而过，你没注意到。
请坐。还有什么质疑的？

生 1：北京人和智人杂交。（生大笑）

师：呵呵，你简直太聪明了！直立人和智人

杂交！北京人存在于四五十万年前，传了多少

代，到两三万年前，智人来了，就和他杂交了？

（生大笑）这倒是个思路，可以用科研方法去证

明。基因通过女性遗传，你是说，（杂交时）母亲

是智人，父亲是直立人。由于母亲只传智人的基

因，所以，都成智人了？

生 1：嗯。

[教师现场感受和决策：生 1 提出的这个假

设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两种人杂交的实际

情况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个思考是合逻辑的，

在研究的设计上必须排除这种情况。为了鼓励

生 1，我最后的一句话实际上用的是一个隐蔽的

“归谬法”，为学生埋下一个可持续思考“接口”。]
师：好，你很有想象力，生物一定学得很出

色！（生大笑）可惜，我不研究生物，无法告诉你，

这个思路到底如何进行。还有什么，能从历史的

角度来质疑吗？为什么说科学是“science”，它有

什么特点？老师教过没有？所谓科学，应当是可

以重复的，是不是？

生：是。
[教师现场感受：我兴奋不已，甚至有些亢

奋。因为这些所谓的“差生”已经不需要我点名

才回答问题了，进入了真正的学习状态，提出了

几乎和科学家在设计这项研究时一样的必须思

考和排除的问题。课上到这里，作为一个案例，

应当说已经可以证实“以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核

心的能力，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具体地学习和

落实的”，所谓“差生”也是如此！不知读者以为

如何？]
师：你做出的结果，别人在同样条件、要素

下也应当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从史学角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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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孤证不立。所以，金力教授做了实验，应当请

别人再做几次，或许还能吸取她（指生 4）的意

见，扩大样本。这种研究就是我们说的科学研

究。好，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如果金力教授的研

究是正确的，我们传统的结论错了，啊呀，我们

骄傲了多少年，连老祖宗都搞错了，原来山顶洞

人才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再看金力教授的看法，

比较一下，有什么异同，应当作何评价。我把金

力教授的回答放在你们老师那儿。
[教师现场感受和决策：在教学设计中，是将

金力教授精彩的回答放给学生看的，课外作业

讨论金力的这个回答。也许是学生的出色表现

激励了我，我突然冒出了一个灵感，想到原先的

安排有“绑架”学生之嫌。于是，临时决定调换次

序，用现在这种做法。两种做法到底哪一种为

上，或许见仁见智，我觉得现在的做法可能更适

合当今的学生，也更符合课程改革的理念。]

附：金力教授谈看法。视频的文字：

金力：我看到实验室得出的数据后，其实很

高兴，因为这说明世界各地的人彼此并不遥远，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旁白：基因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不仅来

自西伯利亚，还有沿着印度洋海岸以及东南亚

跋涉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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