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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学科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素养是构成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之一。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处理个人与情境的关系等方面，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突出体

现在价值取向上，即历史价值观。价值对功能具有激发和指引作用，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育从能力层面、实践层面和最终目的上实现了对人的培养功能。这三方面既是核心素养培养体系下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的主要构成要素，也是制定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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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核心素养培养框架强调文化基础、人文底

蕴等〔1〕。历史学科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人文

精神是历史学科的核心价值，人文教育是历史教育的

本质所在〔2〕。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历史教学的关

键所在〔3〕。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因其与社会环境构成的

特殊关系而备受关注，它在整个学科核心素养的地位，

也日益凸显。

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处理个人与情境的关系方

面，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地位极其重要。就《普通高中

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而言，学生在学习历史

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反映学科

特征的独特能力与进行思索的历史特质，就是该学科

最根本的素养，即历史核心素养。它既反映了历史学的

知识与能力，也显示了学习该学科的技能与方法，更是

历史学习过程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它的

鲜明特征在于价值取向，即历史价值观。所谓“历史价

值观”，是指从历史记载与历史研究的求真、求通、立
德、立言、立功的高尚追求中千锤百炼、久经考验的价

值取向。
在具体的历史学科教学中，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的价值取向为指导，培养学生形成和发展正确的历史

价值观，就是要求学生养成求真务实的思想意识和人

文精神，以“良史”的精神、“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不

断探索宇宙真理和人类幸福，并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向伟大的历史人物学习、汲取有益的精神财富、继承优

秀的文化传统，养成正确、积极、正面、进步的宇宙观、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要求学生从历史与发

展的角度体味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认识我国的基本

国情，了解我国的发展进程，形成对伟大的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使命感，培养关注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家国

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国际视野，理解中华文明的

悠久历史和现代价值，铸就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执着信念，并使学生具备宏大的国际意识，

懂得尊重、理解与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和博大胸怀。这既

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也是“各阶段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体系”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启示”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我国教育部于 2016 年 9 月颁发了《普通高中历

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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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规定为历史学科素养

的五大构成要素。依据我国现有的培养框架，参考国

内外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结合我国本土特色

和具体国情，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鲜明的价值取

向，本研究认为，有关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的构成要

素可以总体概括为：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解与阐释，史

学研究技巧和能力的掌握与使用，国民素养的培育与

升华等。

（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能力层面：历史事实的

理解与阐释

历史学所记载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事件，总结的都

是过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时间与空间的距

离，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以及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都难免感到生疏与棘手，特别容易

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和历史语境去认识历史、评价历

史。这就要求在日常的历史教学中，将历史事实的理解

与阐释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进行着重培养。
正确理解历史事实就要本着历史实际，尽可能客

观正视和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进行历史阐释的关键就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首先，

历史教师要培养学生客观分析问题和解读问题的态度

与方法，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发展的眼光、求真务实的

态度，尽可能地搜集可靠的历史材料，既要以历史背景

为坐标，又要冲破时空的束缚，对各类历史事件进行身

临其境式的解读和感悟。其次，将历史事件的发生、过
程与因果，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为、影响与地位，历史现

象的发生、发展、状态与最终结果等放在具体的历史背

景中进行具体的考察，实事求是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解，并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中构

建起自己的历史叙事，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解读和历

史思维能力，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总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

理解历史记载的事实和意义、影响等；二是具有在一

定范围之内，运用合理的推想，还原历史的能力；三

是总体把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四是全面客观地

认识历史人物；五是实事求是地解读历史记载和历史

叙事。
历史阐释以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为基础，以史料证

据为凭依，通过对史料内容的提炼，运用历史思维，客

观、多维、辩证地看待和认识历史问题，从而对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历史学科与

自然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历

史事实进行直接的试验与考察，进而掌握其内在联系

与演变特点。此外，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体现在，除了

时间线索在一般情况下较为具体外，还包括直接或间

接的诸如影响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

习惯、社会心理、地域、科技等多种因素都需要人为地

解读与分析，而这种分析或解读往往又因人而异。正因

如此，在本质上，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的一种阐

释。正像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人对

历史的阐释，既包含了阐释者对历史事件的整合与梳

理、对历史人物的创造与加工，又体现了阐释者的立场

与观念。历史阐释能力的培育应侧重引导阐释者在历

史背景和当代语境构成的双重环境下，思考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思维路径。通过具体的操作与

练习，了解历史叙事与历史阐释之间的关系，以公允合

理的视角看待历史叙述中不同的历史阐释，以一分为

二的视角评判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间的

复杂关系，以唯物史观评析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与

现实问题，进而揭示历史阐释的价值和意义，培育学生

叙述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技能。
综合来看，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历史阐释能

力主要包括：一是分析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厘清其中

的多种关系；二是准确表述历史事实，正确评价历史人

物；三是评论结合，全方位、多角度，避免片面。

（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层面：研究技能的

掌握与使用

历史是一门发现的学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尘

封的记忆中，需要学习者具备一双发现的眼睛，能运用

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究。历史是一门发展的学科，随

着对固有史料新的解读、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

使用或新的史料的发现，会对历史结论进行一轮又一

轮的更新与修正，甚至是颠覆性的重构。因此，历史学

科应注重探究与发现，上升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理

论体系，就是与其他人文学科有所不同的实践层面。换

言之，探究能力的培养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过程化和

实践化的必备环节，学习者需要掌握一定的研究技能，

并在学习中进行实践演练。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中小学历史的教育模

式就从“编年叙事或信息载体”（a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or body of information）向“历史探究”（historical inquiry）
转变，对此，全美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 Linda S.Levstik
认为，以“历史研究”为主导的历史教育应归类于“变

革”（transformation）模式〔4〕。加拿大也非常重视历史

探究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并制定了探究方法的模型，目

的在于培育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5〕。我国有很多学者

认为，“课改日渐深入人心，充满实践特性的历史探究

日益普及”〔6〕。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理念的推动

下，作为实践层面的历史探究活动，会逐步受到大家的

重视。
通常，历史探究主要是指在教师的引领下，运用历

史研究的方法与技能，以学科素养的实践培养为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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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为主，让学生围绕一定

的历史问题、文本或材料，自主理解历史问题、自主解

决问题的活动或过程。在历史探究过程中，学生是主

体，教师只起指导和辅佐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求

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简洁陈述遇到或发现

的历史问题；二是搜集和组织信息、证据、数据等相关

可靠的史料；三是阐释和分析相关的史料；四是评估史

料，得出结论；五是与同学和老师交流探究的过程和结

果等。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历史探究要达到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层面培养的目标，而不一定要

得出所谓的“正确答案”。

（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旨归：国民素养的培育

与升华

要培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历史学科的重

要性值得高度重视。而学好历史、认识历史，其宗旨与归

宿就在于通过历史学习，锻造国民精神，培育与升华国

民素养，使全体国民爱祖国、爱人民。不容否定，任何历

史记载或历史阐释都在有意或无意中蕴含一定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就是某种

思想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加拿大安大略省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将历史中

的重要概念（超越具体的概念、原理，而能长期保留具

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理解） 与具体的公民教育问题相对

应，帮助学生从历史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中培养公民素

养〔7〕。英国则希望通过历史学科教育实现“全球公民”
的培养目标〔8〕。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制定了

针对亚太地区的三阶段全球公民培养建议〔9〕。我国台

湾地区的陈伯璋教授提出了“国民核心素养”的培养框

架，认为无论是“社会参与责任”“尊重与关怀”，还是

“国际理解”“多元包容”等全球公民素养，主要都是围

绕公民素养这个核心内容进行界定的〔10〕。而且我国

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历史素养对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11〕。所

以，当前高中阶段的历史课程标准着重强调价值取向

的重要性。历史教育蕴含着价值取向，说明其价值教育

的重要属性，价值教育无非就是要求学习者由外而内

地学习之、践行之〔12〕，而正确价值观的养成正是国民

素养得到培育与升华的重要标志。
对于国民素养与各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转化，学者

们认为，国民素养可通过各学科素养进行渗透交叉以

至潜移默化〔13〕。事实上，我国各学科课程标准的制

定，特别是以历史为代表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标准

的设计，正是突出和强调了对国民素养的培育与塑造。
总而言之，国民素养的培育与升华，需要在所有学科的

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尤其需要在与国民素养培养有

相通性的历史学科课程教学中得到突显，而历史学科

课程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也确实呼应了这方面的培养

需求。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最终要求来看，培育与升

华国民素养，既是顺应全面提升国民素养的时代要求，

也是学科自身特点得以体现和学科课程标准得以实施

的完美表现。
鲜明的价值取向是人赋予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主

观能动性。只有在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才能发挥它从能力层面、实践层面和最终目的上

对人的培养功能。这三方面，正是基于核心素养培养体

系下，制定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最终归宿，也是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的主要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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