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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高中历史教材的内容编写存在的弊端及对策
——以西安事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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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安事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它的讲解仍存在不
少弊端,不利于新一代青年为历史学习打基础。此次专题研究希望借高中历史教材的西安事变编写问题
引出背后的教材通病,并不断完善它,为历史教学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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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rawbac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tent compilation of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Take the Xi'an Incident as an example

Zixuan Li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bstract] the Xi'an Inciden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studi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still many drawbacks in the explanation of it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history learning. This special study hopes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Xi'an Incident compilation of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i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st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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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但指明了最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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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国内民族危机加速、国外有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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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重视历史过程的编写,努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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