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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学生历史学科的学习,在经历了新课和一轮复习后,会普遍产生所谓的“高原现象”,即成绩暂时停顿或下降的现

象。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乃是历史学科二轮复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高中历史第二轮阶段的复习课设计应特
别留意以下几点：知识结构的重建、教学(学习)方式的转变、新情境的创设、惯性思维的打破。本文拟以“当代资本主义的
新变化”为例,从上述几个角度出发,谈一谈笔者对高中历史二轮复习的课堂建构问题的再思考。
[关键词] 高原现象；二轮复习；课堂模式
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进步的暂时停顿或下降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高原现象。研究发现,高原现象的产生一般有

明四个国家钢产量的总体发展趋势,并以美国、日本为例分
析其基本原因。

三个原因：一是知识和方法的障碍。由于成绩的提高需要改

这样一种新的材料和问题,显然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

变旧的知识结构和改变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而代之以建立

趣和积极思考。当然,新的材料、问题的设计可以是无穷无

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方式方法。在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前,成绩

尽的。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往往与教师的知识储备直接相

就会暂时停顿或下降。二是思维障碍,由于过去长期形成的习

关。但无论如何,二轮课堂所呈现出来材料决不能是新课及

惯性思维方式与新的情境或任务不相适应,在冲破思维定式

一轮复习所使用的。

之前,成绩也会处于暂时停顿状态。三是情绪上的障碍。由于

2 教学(学习)方式的转变与知识结构的重建

学生对学习兴趣的降低、产生了厌倦、灰心等消极情绪,成绩

在一节课有限的时间内,学生的学习方式往往取决于教师

①

也会处于暂时停顿状态。 学者们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为我们

的教学方式。知识的获得有两种基本的学习方式,即接受学习

对高中历史二轮复习课堂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参照。

和发现学习。接受学习是把事物的共同关键特征用语言的形式

1 新情境的创设

呈现出来,学习者将其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的观念建立

正如上文所言,情绪上的障碍及由此产生的厌倦、灰心等

联系,将新知识进行同化进而内化的过程。发现学习与接受学

消极情绪是二轮复习课堂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普遍事实,而这

习的区别,就在于在接受学习之前多了一个“发现”的环节。它

个残酷的事实往往会极大地制约学习的效果。正如列宁曾说：

要求学习的内容不是以定论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而是必须由学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

生自己去发现这些内容,要求学生在把最终结果并入认知结构

②

求。
” 所以二轮课堂的教学设计应首先关注到这个点。类似的

之前,先要从事某些心理活动,如对学习的内容进行重新排列、

知识点学生至少已经有了两遍的学习了,如果再加上各种考试

④
重新组织或转换。 这两种学习方法各有所长,就知识学习的容

前的复习,接触的次数可能还要加倍地上升。在这种情形下在

量而言,同样的时间内显然是接受学习相对而言较大。但对于二

课堂上再一次的复习,厌倦情绪难免会有。而要降低或消除这

轮复习中的学生而言,知识的学习当然不能再仅仅是数量的追

种学习负面情绪,首先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创设新的情境。

求,而应更加关注知识的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二轮复习的

新情境的创设可以有两种：提供新的材料或设置一个新的问

课堂中,教师应该更多鼓励“发现学习”
。这就要求教师在二轮

题,也可以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复习课的教学设计时更多地设计一些问题探究式环节,在问题

为例,课堂开始时,我们就可以提供以下两个图表并提出问题：

的探究与解决中习得新知,重建更加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

表1 1950～1980年部分国家钢产量变化表(单位：万吨)

48

当然,知识是相互联系而非孤立存在的,已有知识是学习
新知识的基础。而“复习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唤起意识中旧有

年份

中国

美国

苏联

日本

1950

61

8785

2733

484

1955

285

10617

4527

941

1965

1223

11926

9102

4116

1975

2390

10582

14134

10231

1980

3712

10080

14800

11141

向与结果来看,迁移可以分为正迁移与负迁移。正迁移是指一

摘编自《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③。

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起促进作用；负迁移是指一种知识对另

教师据材料设问：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

一种知识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在新的知识结构重建中,努力规

⑤
的观念,然后摄取新的观念,并使新旧观念结合的过程。
” 在

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产生影响的
现象,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迁移”
。从迁移的影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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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负迁移,促进知识的有效正迁移,是一个需要非常注意的问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Ⅲ卷)第35题)。(2)20世纪

题。因为它直接关乎新的知识体系重建的质量。以“当代资

7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支出庞大。总统尼克

本主义的新变化”为例,二轮的复习对“当代资本主义有什么

松在咨文中呼吁,应当“使权力和资源开始从华盛顿流回到

新的变化”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化处理,而应将重点的知识性问

州和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全体人民手中。我们要使各州和

题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理清美、英、法、德、日等国国家

地方担负更多的责任,我们将同他们分享收入”。由此可知,

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别点,尽量规避负迁移导致的知识点混乱；

美国联邦政府试图：A.消除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B.将权力

二是前后左右延伸,利用正迁移构建清晰的知识经纬脉络。

下放到州政府；C.扩大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D.恢复自由放

具体来说,要解决前一个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尽可能使

任的传统；(答案：A.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用那些具有较高概括性、包摄性和强有力的解释效应的基本

试(全国Ⅲ卷)第35题)。类似的这种逆向考查的题目在浙江

概念作为板书展示的中心,以明确彰显美、英、法、德、日等

省历史选考卷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对于这类思维考查的题目,

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别点。如美国：“未进行大规模国

如果教师在二轮复习课的设计中不予以考虑并设置适当的

有化、广泛补贴出口”；英国：
“混合市场型、计划与市场相

逆向反馈题目进行练习,以打破学生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思维,

结合、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相结合”；法国：“计划指导型、

学生在高考考场是一般难以做出大胆的判断。当然,考虑到高

唯一实行过明确的经济发展计划”；德国：
“社会市场型、限

考的题目考查,绝大多数还是以正向反馈为主,因此即使是在

制垄断保护竞争、重视收入调节”；日本：
“政府主导型、政

二轮复习课的设计中,这类逆向反馈的设计也不宜过多。

府干预远大于市场调节”。同时可以设置适当的题目进行对

4 结语

比练习,防止负面迁移。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教师只需要简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加涅先生曾说：
“设计教学应符合已经

单的设问引导,如“我们今天复习的国家干预经济这个知识

为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当设计的目的符合学习

点只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请同学们

者的需求时,就具备了规划全面教育计划的理想条件。
” 对于

回顾一下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理念有哪几

一堂二轮复习课的设计来说,尤为如此。高中历史的一堂二轮

个阶段？为什么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国家干预到底是强一点

复习课,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是看其教学设计是否契合学生已

好还是弱一点好呢？国家干预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

经掌握的知识和学习的需求。当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学习需求

问题吗？与此同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如何呢？社会主义

相符合时,也就具备了实现二轮有效复习课堂的理想条件。

又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身上汲取些什么智慧
呢？……”通过这些问题的引导,引发学生的某些心理活动,
帮助学生拓展思维,积极思索,迁移旧知识,形成新体系。

⑥

注释：
①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年 8
月,第 117 页。

3 及时反馈与惯性思维的打破

②《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 10 月,第 20 卷,第 255 页。

在知识体系的形成及问题解决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反馈

③摘自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Ⅰ卷)文科综

对于知识的增进和能力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反馈的途
径也有两种,一种是正向的反馈,即反馈的信息情况与学习
者的知识储备相一致,主要用来巩固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
体系、概念理解,强化学生的知识认知；一种是逆向的反馈,
即反馈的信息情况与学习者的知识储备相冲突,主要用来打
破学习者的习惯性思维。一般来说,在初次学习知识时,较多
采用正向反馈以帮助学习者巩固掌握的知识,如我们通常在
新课结束后的课后作业,多是属于正向的反馈。在这个阶段
一般不宜采用逆向反馈,因为它容易造成初学者知识体系的
混乱。但是当学生掌握了一定知识体系,形成了某种习惯性
思维,以至于出现了如前文中所述的“高原现象”时,教师就
需要设计逆向反馈以帮助学生打破原有的习惯性思维,重构
知识体系,以便突破高原现象,取得新的进步。
而且这种逆学生知识体系的考查设计,在高考的题目命
制中也屡见不鲜。如：(1)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法国国内生
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由2.6%下降到1.3%,物价上涨了1倍。
1981年,密特朗就任总统后,推行包括国有化在内的一系列
措施,其结果：A．加剧了经济恶化；B．实现了物价下降；C．推
动了通货紧缩；D.放弃了经济自由；(答案：A.2019年普通

合第 41 题。
④袁振国:《当代教育学(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年 8
月,第 113—114。
⑤齐渝华、石蔷编著:《历史教学课例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3 年 11 月,第 3 页。
⑥(美)加涅、韦杰等着,王小明、庞维国等译:《教学设计原理》(第
五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 月,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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