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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谢　 欧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 　 青少年是否具有稳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教育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中学历史教育对于培育与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

值。 它不仅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逻辑，也阐述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多民族共生，有助于促

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化。 这些价值的有效转化不仅需要准确把握基于“认知阶段－情感生成－
意志形成”三个层次的教学内容设计逻辑，基于“四个共同”理念的教学内容组织逻辑和基于时间、空间维度

的教育空间延伸逻辑等三个内在逻辑；还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织教学，从时空史实关联中构建中

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图谱，从关键情境中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升华拓展中实践运用，最终实现青

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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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通过教育———
这一特殊途径，使个体深层心理得以建构，逐步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准则、伦理

道德规范等纳入自身的社会认知结构体系之中，
并据此开展社会行动。［１］［２］ 这一意识教育本质上

就是一种历史观教育。 作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促进青少年全

面发展的关键课程，“中学历史”无疑承担着培育

和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
但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掌握较为片面，仅认为是民族

平等、民族团结；［３］ 教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价值

认识不到位，且方法趋向灌输，学生难以自主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学历史课堂知识点教

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割裂和社会现实割裂等问题仍

存在。 因此，如何基于历史学科自身的价值，科学

有效地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值得我

们探究。 本文将对中学历史教学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并结合具

体教学对实践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教育如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一、中学历史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载体

　 　 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自古以来就有进行文

化传承的功能，在培养青少年一代文化认同，促进

他们成为国家合格公民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４］

“中学历史”课程性质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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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而这一历史观的价值

取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次的、稳定的意识

立场。［５］１４因而，中学历史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不可替代的重要载体。
（一）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逻辑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灿烂的中华文化、
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统一局面离不开中华各民族的

共同缔造。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

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中学历史教育，其课程内容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这一历史发展逻辑高度契合。
目前，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已得

到多方证明。 “华夷”民族观自商周时期产生以

来，便表明由多民族共同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
中国的重要属性之一；“高层次的共同体”———中

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结合

而成。［６］８－１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

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

形成的。［７］这一“自在－自觉－自信”的形成逻辑在

中学历史课程中得到充分呈现。 初中阶段，中国

史的内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

史三个学习板块。 在古代史特别强调了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８］ 高中阶段更是较为详细呈现了“早期中华

文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三国

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大一统的发展———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与元朝的统一———明清

时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的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这一清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发展逻辑。［９］１３－１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
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
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１０］ “中学历史”课程

内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逻辑的这一高度

契合，决定了中学历史教育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二）阐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多民族共生

“点”“线”结合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逻

辑。 重大史实呈现为“点”，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

规律体现为“线”。 中学历史教科书围绕“点”织
成各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共同底色，基于

“线”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从而成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有效的文本载体和

学习工具。
在“点”“线”结合中，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不同

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予以再现。
一方面，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角度来

阐释不同时期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多民

族国家”的发展来解析历代疆域变迁，以及明晰

“多民族”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 如，
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元两个民族交融

重要时期，强调既有战争发生，又有经济文化交

流；强调政权模式既保留本民族的特点，又学习汉

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交融的特色；同时，还对辽、
夏、金、元、清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还进行了

专章讨论，突出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

贡献。［１１］在中国近代史部分，不仅讲述了中华民

族“沉沦”史，还突出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

奋斗史、抗争史，以及再走向“上升”的历史。 而在

中国现代史部分，更是围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而奋斗的历史，［１２］ 强调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这些史实无疑是青少

年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素材。 教科书通过

对历史内容的适当选择，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不
仅培育各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共同认识、共
同记忆，也激发出共同情感，由此在强烈的民族认

同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范畴，是一种

包含了认知体验、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意愿在内的

认同凝聚心态。 在历史教育中，青少年不仅能学

会认识他者和认识世界，而且能从中形成“我是

谁”的自我定位。 因此，历史教育是青少年形成

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实践场。
相关研究表明，１０ ～ １１ 岁逐渐对中华民族有

清楚认识，出现对中华民族的偏爱；此后会发现中

华民族共有的信念、态度、价值观，并将其积极内

化；［１３］青春期则是个体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阶

段。［１４］因此，在中学历史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 中学历史教

育通过将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各类要素融

入学科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于青少

年的“知－行”转化中完成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化。
从学科特性来看，“中学历史”更是促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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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化的关键课程。 在青少

年正确文化价值观培养过程中，除了家庭、社会

交往、大众传播、政治符号等社会化媒介能使青

少年形成一定的思想意识，学校教育更能将外

界信息表征为某种形式，进行样态感知与加工，
形成更为稳固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在中学

诸学科教育中，历史学科承载着传承人类文明

共同遗产，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等责任，能引导学

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９］１通过历史学习，
青少年能于思想深处认识到中华民族是“长期

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

元一体的”联结性民族实体，［１５］ 也能认识必须

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中学历史教学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虽然中学历史教育对于青少年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已毋庸置疑，但这一

价值在教学中的有效转化还需准确把握三个教

学逻辑。
（一）基于三个层次的课堂教学设计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青少年认识世界的主

观意识，中华民族历史观又分为中华民族历史认知

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与中华民族历史自信

教育三个部分。［５］１５无论是基于人类心理活动的知、
情、意三种基本形式，还是基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

三个部分，建构这种主观意识的教学逻辑都应由认

知阶段———情感生成———意志形成三个阶段有序

构成。 在中学历史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过程中，三个逻辑层次相辅相成，螺旋上升，且融

合贯穿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全过程。 （见图 １）
第一层次：认知教育。 即，在民族文化符号和

史实的感知中形塑青少年的共同思维和民族记

忆。 既包括直接感知的共同的地域、经历的共同

事件、共同创造的一系列文化符号，也包括对符

号深层结构的认识，如思维内容、思维方式等抽

象感知。 在第一阶段，基于教科书中业已形成

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知识谱系，完成史实学习；
在第二阶段，基于“史实”的点形成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在第三阶段，通过在特定

图 １　 基于三个层次的课堂教学设计逻辑

场域中基于共同认知因子的深度教学，在感知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表征的基础上，完成共同思

维逻辑的建构。 由此，形成集体知识的认同，形
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为中华民族情感的生成

储备知识和奠定基础。
第二层次：情感教育。 即，通过专门的情境

和体验，激发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 共

情能力在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的情感连接中

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但共情能力的形成并

非单纯来源于“灌输”，拥有中华民族的集体知

识也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情感的产生。 情感的

生成需要个体积极的、真实体验的强化。［１６］ 因

此，要创设心理和行动的共情场域促成情感的

产生。 共情场域可以是有喜怒哀乐等共同情感

表现的诸多历史体验情境；也可以是知识与现

实联系的历史探究反思问题情境；还可以是激

发意识深处情感与表现能力的诸多社会事件

等。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引导，促使中华民族

情感共鸣的产生，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所特有的自尊感、自豪感和责任感。
第三层次：意志教育。 意志，是能够抵制各

种自然的或非理性的欲望，按照自己的原则观

念行事的能力。［１７］ 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思想、
态度和要求的统一可视为一种“共同意志”。 各

族人民能否表现出“中国行为意愿”，正是基于

“共同意志”的形成。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意志

教育更多时候体现为价值观教育，因此中学历

史教学要将家国情怀和文化价值观贯穿始终，
在史实学习中凸显“以史明智”的价值；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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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完成情感的内化，从而培养青少年对国

家、民族的内心自觉使命感；并进一步实现由情

感向行为的外化，在“认知———情感———意志”
的链接序列中生成实践行动。［１８］最终，通过两个

根本性转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铸牢青少年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基于“四个共同”理念的教学内容组织

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特征在于“共

同”。 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四个共同”理念［１０］。 中学历史教学须把中

华民族的疆域、历史、文化、精神系统而有机融入

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少年发现、增进、凝聚和认同

“共同性”。
第一，围绕国家版图的整体性组织教学内

容。 疆域认同是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前

提之一。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更替亦会导

致国家疆域的动态变迁，［１９］因此，教师要从两个

方面引导青少年在不断迁延的历史时空观念中

持续性构建和强化“疆域意识”。 其一，系统设

计各族同胞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并经略

边疆的史实，引导中学生在政权更迭史实学习

中，从地域的动态概念中建构出一个整体共生

的国家疆域“地图”。 其二，凸显中国历史发展

进程中各民族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意识。 对于外族对边境的侵扰，对中华民族的

侵略，要呈现地图与补充各族人民反抗与捍卫

疆域的史实，引导青少年建立起领土意识，形成

中华民族历史观。
第二，围绕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组

织教学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从自在到自

觉的过程，教师需要挖掘相关史实引导学生形成

集体记忆，构建共同认知，认同这一观念。 古代史

教学，政治上要突出各族人民共同积累的政治经

验，强调多民族在大一统政权中的“共存”及渐次

完成民族的聚合和演化等相关史实；经济上要重

点引导认识不同民族的经济类型，在单一的经济

类型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需求时，形成了依赖与

互补型的经济模式［２０］；民族关系上需帮助青少年

正确认识各民族在政权统一与分裂割据时代，在
战争与和平中如何交往交流交融。 近代史教学，
政治上要强调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

史实；经济上要站位到国际经济发展与国家命运

联系的视角；民族关系上强调各民族共同发展的

态势。 现代史教学，要整体把握各民族儿女同心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史实，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如何实现了平等与团

结，以点带面认识认同各民族共同建设新中国。
第三，围绕中华文化的一体性组织教学内容。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

的集大成’。” ［２１］ 关于文化，要从两个方面组织教

学内容。 一方面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根基———多

元一体与交流互鉴。 如，运用好教科书呈现的书

画、音乐、雕塑、器物等史料，阐释秦汉时期的“天
下为一，万里同风”、魏晋南北朝“汉”“胡”文化激

荡交汇、隋唐各民族文化交融与渗透、明清再现民

族文化整合高潮等内容。 另一方面，准确把握中

华民族共同体概念。 要精准解析近代民族国家观

念的觉醒与呐喊的“中华观”、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国家观念的淬炼与升华的“中华观”等。 在

如此的历史进程呈现中，青少年能正确认识中华

思想文化体系多源汇聚、兼容并包的特点，形成对

各民族的传统记忆、象征符号和精神文化等基因

的共享与凝练，使文化认同成为“共同体社会最

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２２］

第四，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的团结性组织教学

内容。 共同体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具有

高度凝聚力的共同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纽带的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是维系我们共同体情感认知的精

神力量和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 要结合中学生的

阶段特征，对体现共同精神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挖

掘，从而强化对共有精神的情感体验，进而激发情

感共鸣。 如，通过对东汉哀牢王贤栗、柳貌推动了

西南各民族先民爱国情怀的萌生和中国西南疆域

的底定；明朝壮族女将瓦氏与明朝将领一同抗击

倭寇；清朝盛京锡伯族官兵奔赴伊犁为祖国镇守

边疆；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新中国建设中各民族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共
渡难关的精神；新时代各族人民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上下齐心、同心同德、守望相助，表现出强烈的

共情与“万众一心”等内容的挖掘，进一步促进民

族意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化。
（三）基于两个维度的教育空间延伸逻辑

“教育空间是教育活动或教育组织所占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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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它受社会空间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的影

响。” ［２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包括了多种行为

要素在内的一种实践意志，因此，其有效建构并不

能单纯依托于课堂，更需要在纵向层次空间和横

向内容空间的交融中延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教育空间。
在纵向上，要延伸课堂的层次空间，形成“课

前———课中———课后” 相统整的一体化历史课

堂。 教师课前把家庭、社会等环境影响因素加工

整理作为前馈信息，课中结合内容控制信息，课后

延伸至社会空间输出信息，最终完成共同体意识

构建的信息反馈。 如，在“全民族统一战线”教学

中，可布置采访抗日老兵，通过口述史了解日军侵

华罪行的课前任务。 由此在课前有共同的情感体

验，在课堂上进一步理解为何能形成全民族统一

抗战的局面，从而完成爱国情怀的自我建构。 同

时，基于课后空间的延伸，多形式开展校外社会实

践活动，不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走

向生活化，也能使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实践体验中不断得到深化。 如，在“全民族统

一抗战”课后，可开展“如何看待精日分子”的辩

论赛等活动，实现“课堂坚守”“课下延伸”有机结

合，联动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
如此，通过课前的积累、课中的碰撞以及课后的更

新，使教学全过程得以贯通而形成统整的一体化

课堂。
在横向上，要延伸课堂的内容空间，实现生活

情境、社会情境、学习情境等资源的融合。 虽然历

史教科书呈现了古代各民族共同构建大一统国

家、近代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现代各民族在党的

带领下迈入新征程这一历史线索，但关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资源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拓展。 可通过多

种情境资源的融合，使青少年拓宽视野，建构起强

大的“信息知识网”，为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丰富载体。 此外，历史与现实不能割

裂，在历史教学中还需拓展时政资源。 时政资源

是促进青少年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社会主义道

路的重要教学资源。 通过拓展时政资源，不仅突

破教学中历史与现实的非整体联系，从时事中寻

找历史的内驱力；同时，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概念实现文本向现实的转化，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中学历史课堂教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遵循教学逻辑，是青少年中学历史教育铸牢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 结合历史学

科特点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需求，我们应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大观念统摄整节课的教学；从
具体史实中建立关联的知识图谱；从情境创设中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在拓展延伸中自主建

构共同体意识。 基于此，形成统摄———具体———
抽象———具体的教学路径。

（一）提升课堂立意：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大观念

我们想要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什么样的认知

结构，决定我们应该为学习者提供什么信息、选择

什么知识。［２４］５４中学历史课程如果没有上位立意

统摄整个课堂，就会陷入碎片化的历史教学。 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内容的单一堆砌，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无任何意义。 因此，要在历

史课堂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

牢，以大观念设计课堂是首要路径。
大观念（Ｂｉｇ Ｉｄｅａ）也称大概念，居于学科核

心。［２５］它是对事实性知识或技能的抽象与提炼，
是具体知识背后的概括性含义。［２４］５６基于大观念，
中学历史教学要从学科知识体系和逻辑结构出

发，逐级细化为学科大概念、次级概念及相应史

实，从而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落地。
如，在高中《中外历史纲要（上）》 “三国两晋南北

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大观念，具体分解到中国古代史部分可以

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逐步发展”。 此时，
大观念可以具体化为“分裂中蕴含着统一”“大一

统秩序的重建”。 若将大观念具体结合学习任

务———“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

络，认识这一时期民族交融、区域开发等新成

就”，则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政权更迭现一统”“南
方经济得发展”“民族交融获加强”三个次级概念

（图 ２）。
（二）关联时空史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知

识图谱

从教的视角而言，大观念经过层级细化能联

结落实到具体课的次级概念体系上，但如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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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大观念层级

“学”。 而站在学的视角，只有在了解分散、孤立、
点滴的事实性知识基础上，挖掘疏通“四个共同”
的内在逻辑，并逐级上升形成概括性概念，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大观念才能得以生成。 需要注意的

是，共同的疆域、历史、文化与精神在某一课时不

一定都涵盖，但在同一单元则是共同具备的，因而

要注意教材与教学内容的融通。
仍以高中《中外历史纲要（上）》“三国两晋南

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为例，该课中虽然

包含共同的历史，但“文化”并未得到明确体现。
关于“文化”，更多是在其所在单元第 ８ 课“三国

至隋唐的文化”中呈现。 所以，在该课教学中如

何使青少年基于具体史实建立“共同”的知识图

谱值得思考。 我们可围绕三个次级概念，从时间

和空间看待各民族成员共同经历的历史。
在时间维度，通过四个时段政权更迭的图示，

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帮助青少年深入理解此时

的分裂动荡；同时，引导阅读有关汉末之乱、八王

之乱等材料，进一步感受“乱世”中各民族的生活

苦痛，形成和平发展意识。 在空间维度，通过对

“南方地区得以开发”的认识，结合“西晋末年内

迁少数民族分布与北方流民南迁示意图”，以及

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家园的材料，理解南北

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得南方得以开发；然后，
结合“西晋末年内迁少数民族分布与北方流民南

迁示意图”“东晋十六国形势图” “北齐、北周、陈
对峙形势图”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建立

的政权表格，再次回顾政权更迭，进一步理解该时

期各民族在政权更迭中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

融。 由此，在史实中感受各民族的共生共存，完成

史实到次级概念的第一次抽象，认识中华民族共

同体自在发展的过程。

（三）创设关键情境：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认同凝聚心态。
这种心态的建构不仅是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神

经机制建立的过程；不仅要从史实中感受历史记

忆，还要从具体知识图谱中抽象出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过程的本质特征，经过“想” “判” “断”等

转化环节，把大观念存储于概念框架中。 以此，帮
助青少年从关键问题中自主建构共同体意识。

从关键问题中自主建构共同体意识，就是要

把知识问题化、问题结构化、知识联结情境化，在
情境中思考－在思考中理解－在理解中生成对历

史的深层认识，从而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观念的关联。 且通过感觉、体会、态度等偏向于

感性的心理活动，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生

成。 具体而言，这一建构需着重把握两个关键。
一方面，通过问题情境引导青少年思考，完成

个体内生机制的认知认同。 要设计问题以提供关

联大观念建构与史实之间的“学习支架”，引导青

少年深入思考内蕴的因果关联；在思考“历史何

以如此”的过程中对历史进行分析、解释和评论，
形成自己的史观。 在前文的课例中，完成史实的

知识图谱关联后，可展示“关于综合的中国”以及

“在分裂再现之时，统一成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

潮流” ［２６］等材料设置问题：１．解释何为“综合的中

国”？ ２．前有秦汉的统一，后有隋唐的统一，为什

么魏晋南北朝分裂中蕴含着“统一”？ 通过对问

题情境的探究，能使青少年将具体的史实上升到

历史解释，理解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

程。 由此，在对国家“大一统”历史发展潮流的认

知———认同中，稳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要创设情感体验情境，完成意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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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情感体验。 情感是意识本体结构的基本成

分。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

情感上的认同。 因此，如何引导青少年依托自在

的中华民族实体体验中华民族共享的情感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关键。 在具体教学

中，可采取创设情境体验帮助他们“体验”历史。
如，以南京博物院举行的“琅琊王———从东晋到

北魏”大展为借鉴，以司马金龙家族三代婚姻为

情境，深刻体验“胡汉杂糅”的血缘与文化来源，
体会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
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６］３－４

由此，建构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知和情

感认知。
（四）延伸教学空间：强化“内－外”群实践

意识，要通过社会实践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
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才具有价值。 这种意识支配

“行”的选择，推进“行”的过程，决定“行”的完

成。 虽然在过往的历史教学中并未忽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但往往缺乏围绕中华民

族共同体展开实践运用，导致培育效果有所欠缺。
因此，我们既要在课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嵌入价值理性培养大框架中，还要通过课堂的

升华与拓展，完成意志的行动化，方能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从外部环境的角度

相对其他外群（ｏｕｔ⁃ｇｒｏｕｐ），以及从内部环境相对

于内群（ｉｎ⁃ｇｒｏｕｐ）。［２７］我们不仅要强调“外群”实

践，也须加强“内群”的“同一”。 如何使青少年具

有“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行为，且能在共生共存中

践行共建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

侧重点。 在前文课例中，还应使他们具有全球视

野。 如，通过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比较，以全球视

野理解、分析罗马帝国分裂后中世纪欧洲的一蹶

不振，以及西欧再未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

的帝国；而中国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之后

如何走向统一，以及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大一统。
在这样的过程中，让青少年体会到中华民族作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激发他们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实践

意志。
在强调“外群”实践的同时，加强“内群”的

“同一”亦是重点。 通过表现性任务布置或融合

家庭、社会教育渠道等，进一步认识民族团结的重

要性，强化民族交往交流、理解沟通的意识。 如，
在前文课例的课后可布置如下任务：“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的交融，使中国特有的饮食

体系因此形成。 尝试通过采访不同民族同学和亲

属对乳酪、胡饼、烤肉的喜好（５ 名以上），结合教

师提供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电子书，勾勒其中某

一食物的传入过程和后世发展，制作人文小百科

板报。”基于这样的课后延伸，使得青少年的历史

理解进一步加深，形成具有中华民族归属———延

续———期许的认同凝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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