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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在学习苏联运动影响下，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新

中国大地广泛传播。中国历史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借鉴苏联历史教

学方法，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创造性运用，提升了教学质量。但在学习苏联经验过

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失误，给历史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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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有: 赵恒烈的《中学历史四十年的教学实践》( 《历史教学》1989 年第 9 期) 。一文分析了中学历史教

学学习苏联的得益和失误; 姬秉新主编的《历史教育学概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论及建国初期苏联历史教学

对中国历史教育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顾月琴 2006 年硕士论文《浅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年中学历史教学》第二章，论

述了 1953 年—1957 年学习苏联热潮影响下的中学历史教学的新变化。

20 世纪 50 年代，新生的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苏联运动”。在学习

苏联经验热潮影响下，史学工作者译介苏联历史教学论著，赴苏联考察学习历史教学经验，用苏联

历史教育模式改造旧式历史教育; 苏联专家也莅临中国指导历史教学; 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方

法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①受苏联史学影响，历史教学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50 年代成为中

国历史教育的一个“黄金时期”。

一、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

( 一) 译介苏联历史教学论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机构出版了一批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论著的中译本。如: 人民教育出

版社在 50 年代多次再版苏联教育家卡尔曹夫的《小学历史教学法》和《中学苏联历史教学法概

论》，1955 年出版费彼·柯罗甫金著《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课提问教学法》和瓦庚著《苏联中学高年

级历史教师的备课》。1958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赫梅廖夫等的《中学历史课的课外活动》。1953
年时代出版社出版吉谢列夫讲演集《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历史教学》，此后该书还被多次重印。

一批体现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的苏联学校教材，也出了中译本。如: 50 年代中国青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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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多次再版米舒林教授主编的苏联学校新教材《古代世界史》，三联书店多次再版谢缅诺夫著

《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出版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 全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出版卡尔庚等著《近代世界史教程》( 上册、下册) 。天下出版社 1950 年出版潘克拉托娃主撰的

《苏联历史简明教程( 初版) 》。中外出版社 1951 年出版了伊格那契伐著《苏联历史基础读本》。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55 年出版了柯瓦辽夫( 科瓦廖夫) 主编苏联中学五、六年级课本《古代世界史》。
这一时期还引进俄文原版图书，如: 1951 年引进四年级用多图精装本《苏联历史简要读本》俄文原

版，1955 年引进《苏联历史简要读本》俄文原版。
苏联史学家的大批名著被译成中文出版，有的成为高校历史系的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或被中

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列为交流讲义，为新中国的高校历史教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如: 1956
年三联书店出版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 1958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

始社会史》。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委会出版柯斯明斯基著《世界中世纪史》。
1955 年三联书店出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中华书局多次出版潘克拉托

娃等撰《苏联近代史》、《苏联现代史》。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 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著《考古

学通论》是苏联历史系通用的考古学教材。40 年代以来多次再版，每次修订，作者都注意到将考古

学上最新的重大发现融入教材。1956 年中国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考古学通论》，《考古通讯》同

年刊载了该书第三章。①

苏联历史教学强调直观性原则，重视历史地图的运用。中国组织专家翻译出版苏联学者所绘

制的历史教学地图。如: 1955 年地图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编制，供苏联中学七、八年

级用的《苏联地图集》。50 年代地图出版社还出版了苏联博克沙宁著，韩亦琦译，北京师范大学世

界史教研室审定，苏联中学使用的《世界古代史地图集》等一批地图。
50 年代，《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新史学通讯》( 后改为《史学月刊》) 等刊物转载和节

译了苏联《历史教学》、《学校历史教学》等杂志的多篇社论和教学论文，涵盖苏联历史课程设置、历
史教科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在传播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

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习历史的意义，是历史教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1959 年，哈尔科夫州科罗马克区维索科

坡尔学校教师科瓦尔致函苏联《历史教学》杂志说，历史课的实用性质不明显，历史教师要回答“为

什么一定要学习历史”这一问题有一些困难。应科瓦尔请求，琴库里钦在苏联《历史教学》杂志撰

文《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历史》，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点，结合苏联学校历史教学的实际，

阐明了学校中学习历史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教学》杂志全文转载了该文。② 备课是历史教学的一

个重要环节，苏联《历史教学》杂志发表题为《教师要创造性地准备历史课程》的社论，论述了历史

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而进行创造性备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备课的原则、方法等问题。中国的《历

史教学》杂志 1959 年予以全文转载。③

苏联十分重视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苏联的国家教育科学院教学法研究所，设有历史及苏联宪

法教学法分部。苏联史学工作者认为，历史教学法是分科教学法之一，属于教育科学体系的一门科

学。斯脱拉雪夫在回顾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学校 40 年的历史教学情况时指出:“苏联历史教师都

表现了创造性的极大努力，他们竭力使使本班学生获得优良的成绩，研究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各个别的历史概念的形成和整个历史

过程的理解、学生独立作业、历史和现代的联系、学生历史知觉的心理学的基础等等这些问题，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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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历史教学法中提出来了。”①苏联的历史教学法专家就历史教学法的内容和结

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苏联《学校历史教学》杂志成为教师经验和教学法思想交流的重要园

地。该刊登载的历史教学法方面的重要论文有卡尔曹夫的《论历史教学法的任务和内容》、安特列

也夫斯基的《论历史教学法教程的任务、对象和结构》、杨柯·特烈尼茨卡娅的《论历史教学法教科

书的内容和结构问题》、贝尔那德斯基的《论历史教学的理论的两大任务》、柯科夫的《论历史教学

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等。1957 年中国《历史教学问题》杂志介绍了苏联这场关于历史教学法的内

容和结构问题的讨论情况。②1953 年《江苏教育》杂志从苏联密尼柯夫教授主编的《初级学校教师

手册》节译出历史教学法的部分，供中国的小学历史教师参考。③

苏联历史课程计划和历史教学大纲被介绍到中国。苏联历史教学有严格的课程计划，1949 年

苏联高等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国立大学历史系和教育学院的苏联历史课程计划。课程计划包括课本

的基本内容、编著者的组织、编著者最重要的原则等内容。④ 中国《历史教学》杂志节译的《苏联历

史( 苏维埃社会史) 课本计划书》的序言部分，阐述了课程计划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为中国高校历

史系制定课程计划提供了借鉴。苏联的历史教学严格依据教学大纲执行。1920 年教育人民委员

部即开始组织编写历史方面的“示范教学大纲”。1920 年的示范教学大纲强调学习阶级斗争史和

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苏联历史教学大纲被介绍到中国。如: 1956 年《考古通讯》刊发国立莫斯

科大学历史系“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课程教学大纲。大纲介绍了苏联考古学在方法论方面的基本

情况，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对确定苏联考古学任务具有重要意义。⑤

中国史学刊物注重传递苏联历史教学改革的最新信息。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

了关于克服学校教育脱离生活的决议，苏联教育部门按照决议要求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决定在中学

十年级增设现代史课程。苏联《历史教学》杂志以“现代史课程的教养和教育意义”为题发表社论，

强调学校历史教学特别是现代史教学对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对于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历史教学问题》杂志转载了该文。⑥ 1959 年《历史教学问

题》杂志转载阿·斯·卡拉穆尔札和阿·特·金库里金所撰《关于中学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一文，介绍

了最近苏联建立中学世界现代史教学体系的过程。⑦ 苏联中学历史教师巴达波夫认为，苏联历史

教学中存在的许多缺点，都是直接因为历史教科书质量的关系，他致函苏联《学校历史教学》杂志，

对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特别是苏联通史教科书，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历史教学问题》杂

志转载了巴达波夫的《教科书需要改进》一文。⑧斯特拉热夫依据苏共二十一次大会的精神，针对苏

联历史教学的情况特别是历史教学法的情况，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刊登在苏联 1959 年《历史教

学》，中国《历史教学》也予以全文转载。⑨

( 二) 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

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 1956 年访问中国，他的名著《教育学》的第三个版本也于同年被翻译

介绍到中国。共印 8 次，印数达 19 万多册，流传甚广。凯洛夫在总结他人成果基础上所提出的六

条教学原则特别是“直观性原则”、“教学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原则”等，对中国的历史教育教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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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较大影响。
50 年代，苏联的历史教学专家相继来到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观摩历史教学并进行讲评，指导历

史教学。例如，1953 年，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参加了三次历史教学

的观摩教学和评议会，这三次历史课观摩教学和评议会，分别在北京市三所中学里举行。① 在每次

评议会上，普希金教授都从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历史教学的内容、历史教学的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指导。1953 年 8 月，《人民教育》刊登了《普希金教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意见》。1953 年中央人民

政府教育部印行《普希金教授教育学讲演录( 内部学习资料) 》，被各地文教部门翻印。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实习会议编《普希金教授教育学讲演录及苏联专家在观摩教学评议会上的发言》，也被多所

学校翻印。50 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的苏联专家们在听了部分中学教师与华东师大实习生的历史课

以后，在教学法方面都一致认为，“师生共同活动太少”，强调要增加历史教学谈话法的运用。②

1955 年秋至 1957 年秋，受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由苏联专家主持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

班。林志纯等中国教师协助苏联专家，指导进修教师的毕业论文写作。该培训班学员后来大都成

为世界古代史学术界的栋梁之材。
( 三) 中国师生赴苏联接受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熏陶

1956 年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代表团成员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教育部历史教学法专家谈话，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的中学听课，并与苏联历史教

师交谈，了解苏联历史教学的先进经验。回国后，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在《历史教学》、《人民教

育》等刊物介绍了苏联历史教师在促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巩固的历史知识等方面的一些重要举措，

如: 遵循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教材的中心思想，有重点地处理教材，生动地进行讲述。访苏代表团

还介绍了苏联建立历史教学小组的先进经验。③

一批中国留学生在 50 年代赴苏联学习历史，直接接受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熏陶。如: 陈

启能于 1954 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他回忆说: 苏联的历史教学是相当正规和严格

的，也是相当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知识、辅助学科、写作锻炼、史料收集等，哪一方面也不

偏废。④ 1955 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廖学盛也回忆说，苏联的历史教学有几个特点:

一是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选修课很多; 二是重视培养学生对史料的研治能力。⑤

二、中国教师对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 一) 借鉴苏联的历史教科书模式，编写历史新教材

1954 年《史学月刊》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学习苏联编写新历史课本的经验，根据教学大纲和历

史科学的发展水平，编写有新材料的历史课本，争取历史教学的高度科学水平。⑥

195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生茂、李纯武编写的《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 续编)

苏联现代史》。1956 年北京大学齐思和在介绍初级中学课本《世界历史》上册新教材时指出，新课

本是根据解放后几年来关于这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编

写而成的。齐思和说: 世界史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年代的顺序，通过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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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普希金教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意见》，《人民教育》1953 年第 8 期。
石磈:《历史教学中的谈话法》，《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4 期。
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我们所看到的苏联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历史教学》1956 年第 5 期。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

《苏联普通学校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学小组》，《人民教育》1956 年第 5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学问人生( 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36 页。
易宁、刘建民:《廖学盛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徐士珍:《争取历史教学的高度科学水平》，《史学月刊》1954 年第 11 期。



物的讲授，使学生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① 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史教学明显受苏联历史

教学模式影响。早在 1934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 布) 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史的决

议中就指示，要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在 50 年代苏联新的历史教学大纲的说明中，

又明确地指出:“学校历史教学的目的: 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牢固地切实地学会祖国

和世界历史上最重要事件，使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的发展。”②初级中学课本《世界

历史》上册是按照苏联模式编写的当时比较好的教材。1956 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以苏联教学大纲

为蓝本，经高等俄语院教学大纲审订会议通过的《苏联历史教学大纲》。按照大纲，专家编写了新

中国高校俄语专业苏联历史教科书。
50 年代，中国学者尝试在借鉴苏联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世界史新教材。以东北师范大学教

师林志纯为例: 他首先着手翻译苏联教学大纲及教科书，所翻译的《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和《古代

希腊罗马史教学大纲》，由东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古代世界史》上下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

学习苏联教科书的基础上，他与史亚民合作，结合中国高校函授教学的特点，编著了东北师大函授

教育教材《世界古代史》，1958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二) 借鉴苏联历史教学方法，增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和生动性

备好课是增强历史教学有效性的关键。瓦庚著《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教师的备课》，对中学历

史教师在备课中感到最困难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解答，阐述了学校历史教学的任务、备课的

意义及原则、教学法的关键问题等重要内容，影响很大。刘寅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撰文指出，瓦庚

精辟地提出了备课的意义及原则，学习苏联先进的历史教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历史教学法，在现有

的译文中，应先从这本书入门。③

直观教学是苏联历史教学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卡尔曹夫的《中学苏联历史教学法概论》对历

史教学中的直观性原则有系统阐述。刘海滨引用卡尔曹夫的相关论述，阐述历史教学中直观性原

则的重大意义，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口语的直观性即口语形象化、直观教具的运用、地方出土

文物的利用及参观等三个方面，谈了自己以加强直观性为着力点改进历史教学的体会。④ 苏联专

家普希金教授关于直观教学的重要论述在中国影响很大。例如，湘潭县第一初中历史教师熊才禧

在《新史学通讯》撰文，引用普希金关于直观性原则的相关论述，并指出: 直观教学是苏联先进的教

学法原则之一，正确地运用直观原则是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这个原则，在历史教

学中尤其重要。⑤

地图是重要的直观教具，苏联历史教学非常重视历史教学地图的运用。吕以春引用苏联教育

家凯洛夫的话说:“用地图和历史地图做演示，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为学生对地图的认识，和善于

阅读并利用它来解答问题，这在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的全部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吕以

春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介绍了几种绘制历史挂图的方法。⑥ 《普希金教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意

见》，对当时的中学历史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松江县一中历史教师吴仲炳引用苏联历史专

家普希金教授关于改进历史课教学的意见，阐明利用地图进行教学在历史课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

自己的教学实践，阐述如何利用好历史地图。⑦历史教师李清波学习《普希金教授对中学历史教学

的意见》一文后，改进了自己的历史教学，他第一个变化就是开始重视运用地图进行历史教学。他

引用普希金教授的话说:“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一定地点的，因此，利用地图来进行教学就构成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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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介绍初级中学课本 ＜ 世界历史 ＞ 上册》，《历史教学》195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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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课的一个特点”。①

地图这种直观教具也有其局限性，它只能表达孤立的、静止的空间，而不能呈现不断地交互错

综变化着的时间。苏联在重视历史教学地图的同时，还重视年表。王璞引用卡尔曹夫《小学历史

教学法》的相关论述，介绍了苏联重视年表的经验，并在苏联教学经验的启发下，按照历史年代顺

序编绘出“时间带”，结合历史地图使用，取得了好的教学效果。②

韩寿萱等介绍了苏联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实物史料的经验，阐述了实物史料的重要性原则。
韩寿萱还专门撰文论述了实物史料与历史教学的关系。③

在学习苏联关于加强历史教学直观性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历史教师有新的创获。江苏

省泰州中学执教“苏联现代史”的高中教师杨本义从苏联历史教学法著作中得到启发，在班级成立

历史研究组，让研究组的同学编辑“历史家俱乐部”的墙报。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历史课课外活

动，帮助学生复习课程内容。④ 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广西桂林二中历史组举办

十月革命节历史晚会，用生动、形象、活泼的晚会形式，对学生进行苏联革命史教育。⑤

苏联在历史教学中很重视运用乡土史料，中国教师深受影响，苏联卡尔曹夫在《小学历史教学

法》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周围尽是过去事物的遗迹。如果能够看到它，那怕是局部看到它，如果能

够直接接触它，感觉它，对于发展历史兴趣，对于发展爱护历史，并且主要是爱护祖国的情感，有很

大的意义。”安徽教师查全勤引用苏联卡尔曹夫的话，阐明了在历史教学中运用乡土史料的重要意

义，并谈了自己在历史教学中运用乡土史料的一些做法和体会。⑥ 瑞安县高中历史教师马允伦

1956 年说:“我在最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曾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其中的

一个方面，就是结合教材适当地进行乡土教育。”他在高中二年级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尽量搜集

和运用乡土材料，把家乡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事件，比较全面地介绍给学生。⑦ 《历史教学》
杂志在 1958 － 1959 年，先后介绍了浙江黄岩中学历史组、辽宁省教师进修学院史地教研室、河北涿

县一中史地组、广东师范学院李荫农、哈尔滨八中历史组、安徽师范附中历史组、吉林师大附中历史

组等单位和个人学习苏联经验，搜集和运用乡土历史材料的收获以及运用乡土教材改进教学方法

的举措。

三、对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的认识

( 一) 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被认为是英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体系而被废除，

由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

边，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成为理所当然的效法对象。正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在总结学习苏

联经验时所指出:“我们的教育工作也只有向苏联学习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教

育思想对我们有害的影响，才能完成祖国交给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年一代的任务。”⑧因此。新

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学习苏联教育教学经验。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自 1951 年起，规定各系学生在

修业期间有两次学校教育的实习: 第一次在三年级的下学期，第二次在四年级的上学期，每次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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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星期的时间，这是吸取苏联师范学院的先进经验而规定的。① 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经验，成为新

中国历史教师的一种自觉追求。例如，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 1952 年在《历史教学》撰文，强

调努力学习苏联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经验的重要意义。②

195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时发表讲话，发出了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指示。毛泽东说:“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

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他号召大家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并特别强调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③ 史学界根据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提出了要在中国历史教学中贯彻苏联教材精神和实质的问题。④ 学习苏联

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的运动逐渐进入高潮。1957 年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郑天挺在《历史教学》发

表文章，指出: 苏联四十年来，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飞跃的发展，同样在社会科学方面———包括历史科

学在内的成就也是异常重大和惊人的。他表示要坚决地诚恳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⑤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后，中苏关系有一些微妙变化，中国历史教育界继续引进苏联历史教学

理论和方法，注意加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但此时已开始强调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经验要结合我国学

校的实际情况。А·И·斯特拉热夫依据苏共第二十一次大会的精神，针对苏联历史教学的情况提出

了一些改进意见，发表在苏联《历史教学》。中国《历史教学》在转载该文时提醒读者:“在参考本文

时，必须结合我国学校的实际情况”;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与阐明历史事件，做到材料与

观点的统一”;“防止简单机械的类比和牵强附会”。⑥

( 二) 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对于提升新中国历史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借鉴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建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学体系。
1． 历史课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苏联十分重视学校历史教学，认为历史教育在青少年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在苏联普通教育的教学计划中，历史课被列为重要的必修学科。1950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仿苏联教学体系，颁发《中学暂行教计划( 草案) 》。规定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一贯制，全

部开设历史课。每周均为三学时，总学时达 720 学时，开设的 14 门课程中，除语文、数学、外语等工

具课外，历史是其他 11 门知识课中课时最多的。⑦ 这充分表明了新中国对历史教育的重视。1953
年 7 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参照苏联的学制，对中学历史课程的科目安排做了调

整。中学历史课每一科目的教学时数得到了增加，“要求教师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教学，要求教学

质量进一步提高”。⑧

受苏联影响，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力量不断增强。苏联一直重视世界历史教学。1954 年苏联

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在 606 个课时中，世界史为 328 课时，占总课时的 54%。1953 年 7 月，中国教

育部颁发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中，初中世界史增加的教学时数最多。为了避

免和高中历史侧重世界近现代重复，初中的世界史侧重讲授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此前，初中历史

教师对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教学研究做得较少，研究基础较薄弱。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推动下，初

中的世界历史教学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纪史教学研究得到加强。苏联高校的历史教学体系全面输入

中国，世界史学科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在中国逐渐形成，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力队伍逐步壮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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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史教研室的设置进一步细化。
苏联把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被列为历史系的必修课程。关于考古学的学

科归属，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将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 文化人类

学( 社会人类学) 、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 。考古学被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

支。另一派意见以苏联为代表，认为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的过去，属于历史科学的一

个部门。苏联考古学权威吉谢列夫博士 1950 年来新中国讲学，明确指出:“苏联的考古学已经成为

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有机的一部分”。① 在苏联史学影响下，中国高校历史系更加重视考古学的教

学与研究。
2． 中国历史教学走上规范化道路

新中国历史教学从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编著教材、加强教学管理等环节全面学习苏

联，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逐渐规范化。苏联强调教学的计划性，“每一个专业全有一个统一的教

学计划，全国相同的专业必须按照规定的计划进行教学，每一课程的内容和时间全都有明确规

定”。“要有详细的教学大纲，详细的教学要点，参考书章节目录”。② 中国历史教学学习苏联的历

史教学原则，以“计划教学”来替代照本宣科和自由讲学的旧传统，强调教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
1956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包括初高中历史课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中学历史

教学大纲。大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了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方法。中国历史教学

在教学大纲的具体指导下，走上规范化道路。
苏联教学原则要求根据大纲编写教材。苏联政府十分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指派著名专家学者

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负责编写教材。1952 年，中国《历史教学》在介绍苏联新历史教学参考书

时指出: 每一本新的苏联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用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的出版，都引起我国舆论界

的重视。③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编辑中学历史课

本，在内容，体例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1952 年 6 月，王芝九、李纯武参考苏联教材和图书，编写出

《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两册，这是新中国最早的是历史教科书之一。从 1953 年开始，历史教

科书逐步通用于全国，至 1956 年秋，全国各中学统一采用新的历史教材。1956 年的这套教材在系

统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等方面都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对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

时期高校历史系的教材编写工作也取得长足进步。
借鉴苏联经验，中国历史教学的教学组织逐渐规范化。郑天挺指出，在苏联高等学校里，保证

教学工作的是教研组。教研组是苏联高等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是改进教学质量的动力，它和整个

苏联高等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④ 1956 年中小学教师访问苏代表团回国后，介绍了苏联普通学校

建立历史教学小组的经验。⑤ 各学校仿照苏联，相继建立历史教研组或教研室，以历史教研组或教

研室为单位，组织集体备课，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促进了教学质量提升。
3． 历史教学法的研究得到加强

受苏联影响，历史教学法的研究受到重视。新中国高等师范院校普遍开设．“历史教学法”课

程。1957 年 8 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邀请东北师大、沈阳师院、华中师院、山东师院等 11 所师范

院校的历史教学法教师及上海市部分中学教师，举行了“历史教学法学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大家

认为，最近四五年来，由于从事．“历史教学法”学科教学的教师们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努力结

合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获得了不少的成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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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借鉴苏联重视直观教学、注重课堂提问等经验，在历史教学中使用实物史料，重视历

史教学地图和年表的使用，广泛开展历史课的课外活动，引导学生搜集乡土史料，增强了教学的生

动性和有效性。在学习苏联历史教学法的基础上，一些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新的探讨，

包启吕等三人合编的《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法》，就是新中国中学教师独立探索历史教学法研究的

代表作。
( 三) 在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过程中存在教条化倾向

随着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苏联史学中业已存在的历史从属于政治的史学

政治化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所存在的教条化、庸俗化、公式化、概念化

倾向，苏联中心论等论调，也一并渗透到中国的历史教学，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历史教学的科学性与

思想性。例如: 1956 年新中国颁布的《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 草案) 》，突出强调社会发展

史、苏联史和阶级斗争史的教学。
随着中国历史教学工作者对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接受，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也引进

来了，在理论认识上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庸俗化和神化的倾向，在教学方法上，有机械

套用苏联课堂教学的“五个环节”及记分上的“五分制”等做法。在大纲方面，历史教学大纲特别是

世界史教学大纲，一开始是机械搬用苏联历史教学大纲。在历史课的课程设置顺序上，沿袭苏联十

年学校历史课的设置。苏联中学的历史教学是先讲世界史再讲本国史，世界史又以欧洲史为中心。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组织讨论的《中小学历史课程教学程序方案( 初稿) 》、《中小学课程教

学程序方案( 草案) 》，参照苏联的做法，提出: 小学教本国史，初、高中一贯“先古后今、先外后中”。
中学历史教学课程顺序先外国史，再中国史; 中国史方面，力求教学系统的完整而不考虑学生的接

受能力; 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教学的实际。这一方案到 1953 年 8 月停止使用。新方案对中学历史

课的课程设置顺序有所调整，但仍有苏联历史教育模式影响的痕迹。
毋庸讳言，中国在学习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给

实际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总的来看，50 年代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有历史

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对于中国的历史教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中外历

史，有重要引导作用。在其影响下，历史课的课程地位得到攀升，世界史教学力量显著增强，对历史

教学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教学原则等历史教学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

趋于精细化，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得到增强，课程教学质量得以提升，为新中国第一代历史教学名师

的脱颖而出打下了良好基础。

Dissemin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Teach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n China in the 1950s

Hong Ｒenqing

［Abstract］In the 1950s，theory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teaching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used
extensively in China，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d Chinese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Historical educators in China not only learned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teach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but also tried to combine them with their own teaching practices，and used them
creatively，to improve the historical teaching quality． However，there were some mistakes in this process，
which brought som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historical teaching．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China histor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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