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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红军长征是党史上极其重要的内

容，它洋溢的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

精神至今鼓励着中国人。怎样在历史

课堂上讲好党史，是历史教学的一项

重要任务。我们尝试用问题价值导向

的教学引导学生感悟长征精神、学习

长征精神，实施效果很好。

一、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跟党走
教学以开国将军萧锋的《长征日

记》为线索，依托《日记》创设情境，教

师设问：红军为什么要走上远征之

路？然后请学生有感情地朗读《长征

日记》的节选内容：

“1934.11.04 雨：这次军事行动，

缺少充分准备，是仓促转移的……”

“1934.11.28 晴：……行军路上，

担架队战士梅若坚问我：……走到哪

是个头？说实在话，我也不知走到哪

是个头，我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

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走，我们就往

哪用劲……”

教师提出第一个问题：日记反映

了红军怎样的处境？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引导学生分析这时红军战士

处于迷茫彷徨之中，原因是因为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仓促转移，

不知路在何方。

教师提出第二个问题：红军战士

既然有“走到哪里是个头”的疑惑，为

什么会跟着队伍继续前进？学生找到

日记中“两条腿属于革命的”“上级让

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作为回

答。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里的“上级”

是党的代称，红军战士在党的革命理

想召唤下，一往无前地勇敢面对各种

挫折和艰难险阻。学生通过学习红军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获得了理想信念教育。

二、正确的理论和道路领导红军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教师先吟咏“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千山只等闲”，然后设问：红军长征

战胜了哪些困难？通过设疑析疑，使

学生知道“万水千山”只是形象的说

法，红军长征既要战胜自然界的艰难

险阻，又要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还

要战胜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教

师继续请学生朗读日记：

“1935.01.18 阴：……党中央召开

了政治局扩大会，总结了五次反“围

剿”苦战一年多至今转战到遵义的经

验教训……”

“1935.05.24 晴：……共产党和毛

主席领导的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天险。

我们红一团一千七百个英雄指挥员，

有信心打到大渡河东，会合红四方面

军。”

教师提出问题：与 1934 年的日记

相比，1935 年的日记反映了红军的精

神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变化？

学生回答：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中国共产党迎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红军信心倍增。然后教师

出示遵义会议旧址图片和遵义会议的

有关史料，教师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

义进行总结，告诉学生遵义会议是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

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会议。

教师引导学生继续学习遵义会议

后红军长征的战斗，并比较湘江战役

和四渡赤水战役，学生通过比较，明白

了两次战役中，红军都身处险境绝境，

但由于路线、方针发生了转变，四渡赤

水战役胜利实施，红军跳出了敌人围

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主动

权。接着教师以遵义会议为坐标，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划分为前后两

个 14 年，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讨论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问题。通过

小组讨论，学生真正理解了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

志，是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懂得了从此中国革命在正确的理

论指引下，沿着正确的道路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道理，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

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认识。

三、我们从红军长征中获得怎样
的精神力量

播放《血色长征》视频，要求学生

记住：红军长征中发生大小战斗 600
余次，跨越100多条河流，翻越60余座

高山，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位红军将

士牺牲。启发学生思考红军一无所

有，却能创造人间奇迹，凭的是什么？

学生畅谈后，教师带领学生总结长征

胜利的原因：有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战士具有坚定

的革命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和永不言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引导学生从历史角度认识到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联系今天的现

实，感悟中国发展路同长征路一样的

艰辛，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从长征

中吸纳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努力奋进，作为一名中学生更应该沿

着先辈的脚步砥砺前行。

历史教学不是让学生简单掌握历

史史实，更是要让学生从历史中观察

和思考社会与人生，逐步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历史

教学的问题价值导向十分重要，需要

每一位历史教师严肃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

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弄清楚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

育教学的殷殷希望，说明为什么“能”、为

什么“行”、为什么“好”的问题，不仅是党

史教育学习的要求，更是所有教学实践

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历史教学实践

中，以问题为导向，启发学生深入思考，

追寻为什么，更要在各学科教学中贯彻

和落实问题导向的原则策略。

一、新条件下的问题导向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党史教

育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时代

的青年学生成长于和平年代，面临着

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的挑战。党史教

育要体现问题导向，让历史活起来。

教学是一个师生对教学内容的认知结

构实体系统。教师和学生互为充要条

件，无师即无生，反之，无生也无师。

从教师角度讲，教学的过程是一个“传

道授业解惑”的过程，在长期的教学实

践中，教师们努力实践启发式、探究式

教学，启发、探究都要以问题为支撑，

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但是很多

情况下，课堂教学存在启而不发、调而

不动的现象。

现代信息技术已全方位、全过程

融入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的

载体和传播手段，正在逐步改变人们

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教学中技术

运用越来越成为背景。技术的发展使

党史的表现形态和学习途径多样化，

通过图文、视频、智能体验等形式可以

让党史教育“活”起来，但各种思想纷

争也可能乘机侵入，虚无历史、娱乐历

史的现象也可能消解党史教育学习。

这样在党史教育学习中，教师为“师”

的责任将更多地集中于解惑和传道

上。在是什么到为什么的解释中，增

强学生对党的历史的认同。教师的教

学要从关注教转变为关注学，关注提

高和巩固学生的学习兴趣，把知识传

授转变为问题对话，把教学内容呈现、

教学活动组织转变为基于资源的问题

学习。历史教学向着问题导向方向发

展，怎样传道，怎样解惑，把总书记为

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的

问题切实落实在日常教育教学之中。

使问题具有探究和合作解决的价值，

就是需要认真的重要课题。

二、问题导向教学的三三原则
问题教学需要遵循“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的原则，但是，怎样找到“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的切入点，却是颇为

令人头痛的难题。问题导向的三三原

则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

真实、激趣、合距是问题提出的三

原则。第一，问题的真实性原则。问

题是真问题，不能是伪问题，假问题。

第二，问题的激趣性原则。问题是能

引起学生思考兴趣的问题，不能是随

口和应的浅问题，更不能是学生不屑

一顾的碎问题。第三，问题的合距性

原则。问题是切合学生发展水平的问

题，是以学生的知识能力为前提、力所

能及的问题，不是学生不能理解、望而

生畏的问题。

价值、研究、发展是问题导向的三

原则。第一，问题的价值导向原则。

问题是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指

向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人

生观的问题，有利于引导学生思考人

生、思考自己能够为国家社会做什么

的问题。第二，问题的研究导向原

则。问题是能引起学生探究学习或者

合作学习的问题，有利于引导学生养

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学

生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解决的问

题。第三，问题的发展导向原则。问

题是层层深入的问题，是步步惊心、环

环相扣的问题，有利于学生对某类现

象产生恒久注意，能使学生持久保持

学习兴趣的问题。

三、问题导向教学的教师专业发展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教

学中提出好问题考验教师专业水平。

在问题导向的教学中，教师专业发展

从理论层面上要解决好深入与浅出问

题，从实践层面上要解决问题提出的

策略。

深入和浅出是教学过程中的两个

环节。所谓深入是要解决教学中提出

什么问题的问题。备课要深入，深入强

调的是学科专业要扎实，弄通弄透将要

教学的内容；所谓浅出是要解决教学中

怎样提出问题的问题。教学要浅出，浅

出强调的是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策略，把

教学内容以学生能够明白的方式和语

言教给学生。从深入到浅出的关键是

如何化深入为浅出。不深入胸无目标，

提不出问题，更会在教学过程中缺乏预

判性，遇到生成性问题时束手无策，深

入已不易；不浅出则会照搬书本，学生

不能理解，要么出现茶壶装汤圆——有

货倒不出现象，要么不会引导学生生成

性学习，浅出更困难。

在处理好深入与浅出问题基础

上，教学中提出问题的策略有六个要

求：第一，问题要有指向性。问题应具

有路标和拄杖的作用，使学生得以在

此问题基础上思考。第二，问题要有

挑战性。问题不应是学生轻易就能解

决的，要让学生花费相应的精力才能

解决。第三，问题要有针对性。问题

不能游离于教学的主线索之外，必须

紧紧围绕教学主线展开。第四，问题

要有依托性。问题不能凭空生发，要

让学生有话可说，产生证据意识。第

五，问题要有层次性。问题不能过大

过细，要有递进，大问题可以划分为串

联的小问题。第六，问题要有逻辑

性。问题不能杂乱无章，问题之间要

形成逻辑关系。

问题导向教学虽是老话新谈，但

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越来越成为教

学背景的情况下，教师如何更好地成

为为学生解惑、向学生传道的良师益

友，显然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本组文章系四川省名师名校长专
项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现代中学历史
教学实践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成果）

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相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问题导向的对话能够加

深师生的情感交流，并帮助学生进行

深度学习。前不久，四川省贾雪枫名

师鼎兴工作室组织了一次集中研修活

动，观摩了“勿忘国耻——南京大屠杀

的反思”探究课，探究课采用问题导向

的教学，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给了

听课教师极大启示。

一、问题要切中要害
在“勿忘国耻——南京大屠杀的

反思”探究课中，执教老师以凄厉的防

空警报音频引入，彷佛把学生带回

1937 年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痛的历史。

这堂课的材料是师生之前未见的，“一

针见血”的提问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这堂课提出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日本

人为什么杀人？二是我们为什么被

杀？

教学中，执教老师并未按部就班

讲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而是先从“日

本人为什么丧失人性，热衷于大屠杀”

入手，提问：“他们为什么杀人？”并提

供多段材料，环环相扣，让学生分组讨

论，层层分析原因，得出答案。第一环

节的教学结束后，执教老师又从“我们

为什么被杀？”角度设问，再次给出多

段史料，让学生继续分组讨论，通过合

作学习，一步步得出答案。

教学最后，执教老师向同学们抛

出：“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

利，我们如何避免惨遭屠杀的悲剧重

演？”这些问题再次引发学生深度思

考，也使听课教师陷入沉思：那个年

代，4 亿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遭到

大屠杀并束手无策。中国富裕强大之

后，这样悲剧不可能发生！

二、问题要深入本质
“勿忘国耻——南京大屠杀的反

思”的教学，没有侧重“轰轰烈烈”和

“爱恨情仇”，但对学生触动颇深，使我

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教学的根本价

值所在。

在过去对南京大屠杀的教学中，

有的教师常常大篇幅地讲诉日军野蛮

屠杀的残忍，展示日本军国主义的凶

残，进而激发学生爱国主义与热爱和

平、反对战争的情感。然而，只是停留

在现象上的教学，容易导致学生狭隘

的民族主义，与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

和国际视野的教育目标有所违背。

通过听课，我们不禁产生追问并

索求答案的渴望：南京大屠杀是偶然

事件吗？毫无人性、残忍杀人是日本

军人的天性吗？这节探究课让我们明

白了，伴随日军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

是国家意志发展的结果，南京大屠杀

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必然结局。日军的

人性的泯灭是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

思想文化和疯狂扭曲训练的结果。引

发深入思考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种问题真正触及历史的本质，真正

使学生思考历史对自己人生、对国家

未来的意义。

三、问题要发人深省
教学观摩结束了，但我们的思考

没有结束。后来，我们把执教老师的

课件要来，再次拜读他引用的材料，学

习了教学设计思路。教师搜集的材料

以确凿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军国

主义的治国思想、社会状态、文化教

育。在教学设计上，他以问题的形式

把教学内容串起来，通过环环相扣的

问题让学生思维动起来。正是材料与

问题的紧密结合，使教学呈现以问题

为导向、师生共同探究的特征。至今

回想起这堂课，都忘不了那种如鲠在

喉，热泪盈眶的感觉。

思想是行为的先声，什么样的思

想造就什么样的人。这次学习，让我

们豁然开朗、云开雾散，从“历史现象”

到“历史本质”的探究，挖掘历史的厚

度。怎么让课堂鲜活而不肤浅？只有

不停留于历史现象，在问题导向中实

施深度教学，探求现象背后的本质，教

学才是有思想的教学。

（吴跃系自贡市沿滩区教师进修
校教研员，江国清系自贡市沿滩区仙
市中学教师，杨秀玲系自贡市富顺县
永年中学教师）

讲好党史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
——用问题价值导向引领学生感悟长征精神

■ 张伟 张茂莉

历史课堂是学校进
行党史教育的主阵地，
教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
守正创新，是对教师历
史 观 和 教 学 智 慧 的 考

验。守正就是坚守唯物
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创新就是要用学生

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润
物无声中把正确的价值
观传递给学生。本课教

学 的 对 象 是 八 年 级 学
生，正处于逻辑思维逐

渐成熟，批判性思维逐
渐发展阶段，教师采取
问题价值导向的教学，
通过“红军战士为什么
要跟党走、正确的理论

和道路领导红军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我们从红

军长征中获得怎样的精
神力量”三个环节的探
讨，使学生获得学史增

信、学史明理、学史力行
的教育，是一次成功的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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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张茂莉老师执教“红军长征”研究课。（张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