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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语境下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教研的四个维度 
 

孙  康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新时代语境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应加强和拓展四个维度：一是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与民族复兴；二是近代以来各民族都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过贡献；三是从睁眼看世界上升到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切换；四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近代中国“天下”观念中的人类关怀。从这四个维度进行阐述，可以使“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述更为深厚绵长，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展现得更为壮

阔、立体，也更符合新时代语境对这种历史叙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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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

党的行动指南，为我们检视以往围绕“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所作历史叙述中的不足和问题提供了理论

依据。在此，笔者结合这些年的教学实践，就新时

代语境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需要加强和

拓展的几个维度，谈点个人的看法，以供同行参考。 

一、讲清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与 

民族复兴的内在关系 

如果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近现代

史的叙述主题，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危

机意识的觉醒就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因为“中华

民族”并不特指某个具体民族，而是对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的统括性指

称，是一个整合性的政治概念。尽管“中华民族”

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初年，但“中华民族”事实的

存在却延续了五千多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至少也

有两千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

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

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

上伟大的民族。”[1](P13)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反映的

正是中国各族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在认识

到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所产生的一种

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而这种危机意识的觉醒是追

求民族复兴的思想前提和动力。 

因此，把中华各民族危机意识的共同觉醒讲清

楚了，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述打下

了深厚的根基。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在我们教材中有相关论

述：“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

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华

大地上的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

展，都作出了贡献。”[2](P7) 但在具体的教学中，这

种论述没能展开，大部分课堂甚至直接省略掉了，

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一节中只讲古代

中国的辉煌和清王朝在战前的腐朽没落。笔者以

为，在这一节中应该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的形成作一简要回顾和概述，特别要注重一些少数

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所作的贡献，将教材中的论断

用史实来加以说明，使各民族青年学生都明了中华

民族古已有之，是各族人民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

果，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作出过贡献。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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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共同觉醒提供了

基础性的条件。 

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是在反侵略战

争的失败、民族危亡的危机中发生的。所谓“睡狮

已醒”就是指民族意识的新的觉醒。近代以来，外

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但是，帝国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也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

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尤其是甲

午中日战争，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意识开始普遍觉

醒。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

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

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

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

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

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

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

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

耻辱啊！”[3](P5)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

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

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

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对此，

毛泽东有着很形象的描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

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

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

增长了，发展了。”[4](P1470)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中国

人民的“怀疑”就包含着民族危机意识觉醒的内在

意蕴。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救亡图

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

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

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

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

的伟大实践，这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

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完整事业。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

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笔者之所以强调要拓展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中

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叙述，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从中国历史发展来

讲，先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后有中华民族危

机意识的觉醒，也才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

求和实践。从发生的角度来说其有一个内在的先后

逻辑顺序。因此，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意

识的觉醒讲清楚一些，讲扎实一些，就会为“中国

梦”的历史叙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对“中国梦”的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提出，把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史、百年近代史

和近七十年的现代史贯通起来，形成一种气势恢宏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了这种贯通的大历史观，我

们才能更好地领会党的十九大的一些新论断，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才能

更好地理解和讲解新时代的一些关键词，如“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等，从而形成新的民族自觉。 

上述两个问题的叙述，无疑有助于中华民族历

史观的构筑，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内

容。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将历史、

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

哪里、我们在何处、我们向哪里去这样一种关乎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述两个问题正是对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的具体回答，有助于增强

青年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增强

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的自觉性。 

二、重视近代以来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过贡献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是“数千年未遇之

奇变”“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

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

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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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1](P13)如果我们以中华民

族为本位，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坐标，

那么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无论其民族身份为何，只

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过，都应得到尊重，

都应在历史的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哪怕这种尝试

和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近代中国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国内各民

族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同抵御外侮，这是中华

民族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各民族，这

里主要指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充分的关切

和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要“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流交融，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1](P40)若要“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历史教育恐怕是最

重要、最不可忽视的途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应该在此发挥应有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也有感触。近

年来，随着“翻转课堂”的出现，学生参与课堂讨

论的机会和时间愈来愈多。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

少数民族同学更愿意从本民族的角度来探讨一些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们

更愿讲述本民族、本地区的抗战故事。他们对于一

些历史概念也更为敏感，热衷于与教师讨论。在给

港、澳、台班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时，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这说明，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

发，也应该注重这方面内容的讲述，以使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青年心中牢牢扎下根来。 

三、重视引导学生在研习近现代史中视角的

切换：从睁眼看世界到从世界看中国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冲击和西方

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

作积极抗争，以图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华民族危

机意识的觉醒，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者，并在与

他者抗争的过程中意识到我是谁，这就更加强化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民族意

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已成为一个

世界性的大国。在这样的新时代，我们除了继续睁

眼看世界、与世界交往交流交融，还要学会从世界

看中国。 

这里说的从世界看中国，是一个视角切换问题。

睁眼看世界，是我们从中国的立场观察、了解世界，

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抉择，从世界看中国则是

跳出中国的范围，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来打量，这

样更能看清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分量和价值，更

自觉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人类性意

义，更自觉到中华民族的非同凡响和对于人类发展

进步应担负起的责任。这就像在地球看地球未必看

得全面，反倒从月球看地球更能看清全貌。从世界

看中国，也并非单指当下，还包括从这个视角来回

望和讲述我们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

紧密，中国社会的变化甚至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

生都与世界紧密相关，只有把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

变化联系在一起讲述，才能把事件或变化讲深讲

透，才能把中国的历史走向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得更

清晰，使青年学生认识到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伟大

的民族。在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的同时，还

有助于青年学生世界眼光、全球意识的养成，提升

其宽视角看待中国问题的能力。新时代已为我们从

世界看中国、讲述中国提供了条件，更提出了要求。

然而，作为教师的我们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讲述

中国的意识和能力与这种要求并不相称。 

从睁眼看世界上升到从世界看中国，拓宽从世

界看中国的视域，我们在教学中有许多重要的切入

点。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问

题，其实近现代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是 200 年来一

个世界性的现象，是一种澎湃的世界性潮流。除英、

法这些现代化发达国家，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或民

族都得面对汹涌而至的现代化浪潮，都要面对我是

谁、怎么办的时代拷问。或觉醒，或沉沦；或复兴，

或消亡。如果将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复

兴的追求置于世界史的范围来考察和讲述，其伟大

之处不言而喻。例如，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十月革命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影响 20 世纪中国历史走向和

进程的大事件。如果我们能在一次大战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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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尤其是战争迫使各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

明、甚至工业文明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的追问

下，来讲述这种“接受”和“选择”，才会使问题

在一个世界性的视野里得到合理解释。不仅如此，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也应放到世界范围里来考量，除却战后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因素外，还要看世界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纪录，还要看世界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种

必然性才会得到更好昭示。 

以上举例说明，并不否定教材或教学中已有的

世界视野，而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语境下，亟待我们拓宽历史叙述中的世界视角，以

使我们从“睁眼看世界”到“从世界看中国”的视

角切换中，立体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行程。 

四、讲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天

下”观念中人类关怀思想的内在关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受到世界广泛

关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并表示“世

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

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P6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

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

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

的前进方向，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

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

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 

面对这样的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要不要在历史叙述中予以回应？回答当然是

肯定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中从历史的纵深，讲

述这一思想和胸怀的悠久源头、近代的演化、现代

的践行和提升，则会使青年学生对这一思想有更全

面、更深邃的理解。 

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独特的“天下”观念，

“天下”的基本意义如学者揭示大体有三层：（1）

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

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或者相当

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2）所有土地上生活

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比如说到“得天下”，

主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而是说获得了大

多数人的“民心”。这表明“天下”概念既是地理

性的又是心理性的。（3）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学/

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

（所谓四海一家）。与“天下”相比，西方的“世

界”概念就其通常意义而言只是个限于科学视野中

的世界，而“天下”则是个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它

涉及世界的各种可能意义，是个满载所有关于世界

的可能意义的饱满世界概念。正如梁漱溟所指出

的，“天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

概念。“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世界”看

作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

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

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5](P9-12)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是以“天

下”的眼光看世界，我们的目光延伸到哪里，“天

下”界限便止于哪里。我们更以“天下”的思维和

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从来都把中国的问题与世界

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展现出博大的胸襟和深切的

人类关怀。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

在 20 世纪初年，在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危难时

刻，康有为还能写出《大同书》，倡言“合大地，

平民族，同人类”；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格外兴盛，青年毛泽东与其同

伴创办的“新民学会”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

宗旨。[6]“改造世界”，这批年轻人的魄力到底源于

何处？从内因来讲，只有了解悠久绵长的“天下”

观念已沉淀为中国特有的民族心理并转化为一种

观照世界的方式，才能回答此类问题。即便是先进

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

传播，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人类性特征

与中国“天下”观念的形神相契，才使得这种“接

受”“传播”并逐步“中国化”变得格外顺畅。1920

年 12 月，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的毛泽东写道：“这

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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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7](P116)
 

这番近百年前的话，与当下“构建人类命运体”的话

语表达就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连语式都极为相近。 

如果我们能再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重

大外交思想和主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

界理论，甚至在困难年代也没忘记亚非拉人民等来

讲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将这一思想

主张置于了中国宏阔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潮流之中。

会使青年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思想并非一时

兴起，也并非仅是现实策略考量，而是在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中华优秀

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深切的人类关怀的必然呈现。

也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植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思想，

给当下世界——这个身子已连为一体却没有统一

世界观的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 

结语 

本文围绕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应加强的四个维

度，各有侧重。第一个维度“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

华民族危机意识的觉醒与民族复兴”，意在教学中

坐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第二个维度“近代

以来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意

在强调各民族所作的贡献都要尊重，在历史讲述中

增进中华民族及人民的团结；第三个维度“从睁眼

看世界上升到从世界看中国”，意在拓展从世界看

中国的视角，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

代史置于世界史、人类史的宽广视域中予以呈现；

第四个维度“近代中国‘天下’观念演变中的人类

关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思想主张，置于中国历史演

变进程中予以阐述，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和博大襟怀及对世界文明进步的独特贡献。通过四

个加强，可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述

更为深厚绵长，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展现得更为壮阔、立体，也更符合新时代语境对

这种历史叙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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