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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视野要广”的三个视野包含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知识视野是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的

基础和前提; 国际视野即世界眼光，是横向比较; 历史视野即历史眼光，是纵向比较、自我比较，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历史感，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元问题，也蕴含了把国际视野的横向比较置于历史视

野纵向比较的坐标中来思考，反映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导向，体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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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sual Field of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ONG Jin
(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Of the three fields of the“visual fields should be wide”，knowledge visual field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field and historical visual field． The international visual
field is world vision，which is horizontal comparison． The historical visual field is a historical vision，

which is vertical comparison and self － comparison，and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sense tha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many times，namely a meta problem of“Where do you come
from and where do you go?”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field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ordinates of vertical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visual fields，reflec-
t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and embodying the unity of value and knowl-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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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度重视视野问题，早在 30 年前的 1989 年 1 月，就提出“拓宽视野”。［1］( p14) 之后在不同场

合、面对不同问题，一以贯之地强调“宽广的视角”“开阔的视野”“视野广度”和“更广阔的视野”等，体

现了习近平的思维视野。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六

个“要”的核心素养，其中有“视野要广”，并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视野定位于“知识视野、国际视野、
历史视野”，并要求“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2］



一、知识视野

知识视野是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前提、基础和载体。一般而言，知识形态具有四个维度: 事实性

知识、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宽广的眼界，既是

理论体系又是知识体系。例如，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学者。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唯

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对 20 世纪后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此，连排斥、反对马克

思主义的胡适也不得不认为:“唯物的历史观……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

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3］( p130)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

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

等各个方面。”［4］( p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亦应如斯观，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
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思想

政治理论课知识面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资源，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

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孕育出来的，即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为主

要来源，因而还包括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包含的积极成果为资源，并且融通各种资源。
宽广的知识视野，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学养。反之，“知识储

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5］( p8 － 9) 对此，习近平指出:“过去讲，要给

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要有一潭水。”［5］( p9) 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半径。基本知识一是需要准确，不出漏洞; 二是系统化而不是碎片性;

三是要厘清它的脉络线索; 四是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知识视野，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宽度，还要有知识的深度;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

而不是简单的知识背诵，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见识、学识。“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知识的“知”与“识”既相连又有别，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形成“扎实的知识

功底”。［5］( p8) 教师要以自己的扎实学识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识、学识。

二、价值性与知识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知识性是与价值、价值性相统一的。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提出知识视野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

中”。［2］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刘少奇曾说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6］( p417) 在“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注重历史知识的载体性，在历史知识载体上体现其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和价值

观。例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
同样，“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既是“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的主题、主体，体现价值观，又是事实判断，是“选择的历史”和“历史的选择”的统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导向的能力体现为政治素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着立德树人的重要功能，

例如历史教育，正如清人王夫之评价司马光的《资政通鉴》时所说的“可以诲人”。“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教师要强化唯物史观的学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其它唯物主义的核心区别，在于它的出发点上

就包含目的、评价，也就是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仅传授历史知识，进行知识教育，更是历史认同教育，要引导大学生形

成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因为事实上所谓的“价值中立”是没有的。历史课堂上或显或隐地体现着意

识形态，正如迈克尔·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所阐述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一门从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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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角度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

地用辩证的、发展的思维把握历史。从纷杂的、表象的历史活动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厘清历史转折

的前因后果; 从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的真实本质。作为从事历史教学

与研究的教师，不能对历史述而不导，也不能导而不述，应该既是讲述者也是引导者，把正确的历史观传

承下去，让学生具有正确的历史记忆。
价值导向是常态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主题是“四个选择”，教学中应在“四个选择”及其

结论背后下功夫。由“选择的历史”到“历史的选择”，在“四个选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选择，历史

变革与选择，最终历史与逻辑地形成“四个选择”。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与选择，资本—帝国主义

经济撞击自然经济，由此进行的选择: 或闭关自守或“师夷长技”; 西方民主制度撞击君主专制制度，由

此进行的选择: 或墨守成规或变法维新; 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撞击着封

建正统思想，由此进行的选择: 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 市场经济撞击着计划经济，由此进

行的选择: 或继续关门建设或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历史中发现、呈现和引导主流价值，这包括发掘史料的能力，例如在有限的课时中善于通过历史

细节呈现和引导主流价值，这就需要精准细节。例如历史细节体现民心，反映在国民党军队下至士兵上

至国民党军长的回忆。《关山夺路》在国民党“新兵是怎样炼成的”篇中提到:“‘老百姓’，这一条是每

个新兵的原罪……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7］( p32) 国民党十二兵团即黄维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杨伯涛回忆录》之“两个不同的世界”篇中:“我们这些国民党军队将领，只有当了

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以前带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

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8］( p212) 精准的历史细节，

体现大历史; 精准的历史细节，可以载道; 精准的历史细节，可以活化历史; 精准的历史细节，不是说教，

而是通情达理，发现和呈现主流价值。主流价值的发现、呈现和导向，不是简单的、符号式的，而是有声

有色有温度的，呈现历史流淌的复兴之声、凸现多彩的大历史，感受历史的温度。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

程所呈现的，历史选择思想、主义，思想、主义又推动着历史，从思想、主义发现历史、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知识视野广度体现的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指向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如同收入了习近平 1982 年

3 月至 1985 年 5 月在正定县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集，以“知之深 爱之切”为书名，而“知之深 爱

之切”也是习近平在 1984 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文章的标题。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求知问学，增长

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9］

三、国际视野

毛泽东早 在 延 安 时 期 就 指 出，研 究 中 共 党 史 要 用“全 面 的 历 史 的 方 法”，并 提 出“古 今 中 外

法”。［10］( p400)“古今”是历史视野，体现历史的发展; “中外”是国际视野，由中国方面拓展至外国、世界、
国际方面。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特别肯定了大会的主题之一“全球视

野下的中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应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要善于扬弃世界各国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积极成果，融

通本来和外来。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突破“西方中心论”等桎梏，坚持国际视野下中国应有的自信。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近代才真正开始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

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1］( p404) 随着民族历史

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历史方位也应当放在世界的视野中来审视。既要改变只从中国看中国，应把中国

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观察和思考; 也要立足中国，把世界放在中国的视野去观察和思考。在全球化、国
际化环境中把握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是外国人用大炮掀开的。林则徐、魏源虽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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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夷”，但是直到甲午战争前，梁启超跑遍京城，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而党的十九大被英国广播公

司评价为: 这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12］

国际视野的呈现，例如，对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的教学，从国际视野来看，必须联系资

本—帝国主义时代包括对东方的殖民政策; 对辛亥革命史的教学，就要联系法国大革命史等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这有助于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等等。又如，对中国自信的教学所呈现的国际视野，

从空间维度来说，中国自信是建立在经济、制度、价值三个层面的国际横向比较的基础上，还包括从世界

政党史的视野，即在世界政党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一个具有超长文明史、超大国土面积、
最多人口规模的国家里，在过去，为了救亡图存，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 在现在，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对此，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设想 300 年后的

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当今时代，他的结论是: 那时的历史学家可能不重视“9·11”事件、冷战，但一定重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人的生命

周期内迅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比较注重国际视野，例如上编综述中有“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

界”，中编综述中有“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等。关键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师要以国际视

野讲解有关内容，而不是忽略综述这些内容。
国际视野，包括对有关世界历史及其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例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历史源

头在哪里? 又是如何演变的? 有学者考证日本发动海外侵略战争的起点为 1592 年万历壬辰日本侵略

朝鲜的战争，凸现出追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世界历史知识、世界眼光，体现国际视野。这也应该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视野和国际视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师的国际视野还体现在需知己知彼，横向了解国外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

教科书的内容。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的放矢，这有助于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为此，笔者曾写有《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的他者书写述略》一文。［13］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世界史观。我们应该将对中国的分析放在国际视域里来考察。“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教师，既要善于从中国的视野观察世界，也要从国际视野了解自己。放在世界、国际中，

通过横向比较才能进一步认识自己。对当今中国，以国际视野观察中国道路对全球的意义，同时，理性

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没有世界眼光，缺乏国际视野，就没有或缺乏历史

唯物主义的眼界。当今中国和世界，“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4］( p545)

四、历史视野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问。这一历史之问是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相联系的。2014 年 4 月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只

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

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15］( p41) 一个月后，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由国家拓展至民

族，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16］( p6) 2017 年 1 月习近

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向世界喊话，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定位于“要弄清楚一

个最基本的问题”。［14］( p537)

历史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0 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

来的。
沿着历史前进的脉络回望、溯源，就能看清前进的逻辑，从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习近平对

90 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视野视为“三个历史”的统一体，即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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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自身建设史。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坚持大历史观，把

百年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

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在历史中找寻未来。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武德的“一

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将一个个历史事件放置到较长的时间跨度下观察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和位

置。同时，用今天的眼光去分析历史，去理解那个时代，从而获得对今天的启示。这是历史视野的应有

之义。
从历史视野看中国复兴的历史参照，西汉的“文景之治”时期、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清朝“康乾盛

世”时期，甚至直到 1820 年，中国的 GDP 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2． 9%，稳居世界第一位。［17］( p261) 但彼时

的中国已是泥足巨人。鸦片战争以来的 170 多年，中国由跪( “东亚病夫”) 到站、由乱到治、由站到富、
由富到强。

面对中美贸易战，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观察，站长时段时间轴上，大国崛起必然经历沟坎。新兴国

家由大而强，必经风险和挑战增长的特殊历史阶段。今日的中国，一方面，处于近代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并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正处于这样的关键性阶段。从一次次挑战中走来，在近代中国经历“中国向

何处去”常态性问题，今日中国更加清醒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下一个 40 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

成就! 体现了历史、现实、未来的贯通，这是历史视野的境界。
历史事件具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例如，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

不是仅仅看抗日战争时期本身，历史的作用是具有穿透力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近代中国历史

发展大势、历史影响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不囿于 14 年抗战时期，而是体现在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并不是仅仅因为抗战胜利后几年国

共两党的表现，而是国共两党在 1921———1949 年 28 年历史阶段中呈现的整个历史景象。［18］历史事件

往往是相向、相遇和相交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 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就要

求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师，还须具备有综合形成的整体感和前后贯通历史脉络的能力。
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是有机统一的。笔者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第二

天，学校官网要求写一段 200 字以内的体会，笔者聚焦“视野要广”: “视野要广”的三个视野，知识视野

是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基础和前提; 国际视野即世界眼光，是横向比较; 历史视野即历史眼光，是纵向

比较、自我比较，体现了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历史感，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元问题，也蕴含了把国

际视野的横向比较置于历史视野纵向比较的坐标中来思考，反映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导向，体现价值性和

知识性相统一。
以知识的统一去消解知识化、快餐化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国际视野的横向、历史视野的纵向

以及纵横比较，落实在历史视野的主轴上，有效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思想、理论、价值于一体。
视野要广，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教学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三个境

界: 一是照着讲，即规定动作要到位，但不能止步于此，即不能照本宣科、照 PPT 读。二是接着讲，借用

冯友兰的话语，由“照著”讲，推进到“接著”讲。教学活动不是静态的照本宣科而是教师动态的教学活

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动更要有效地关注讲解结论背后的东西，体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灌输性和

启发性相统一。［19］( p5) 三是领着讲，即要引领，以问题为导向，针对错误观点、错误思潮，要分析错误的思

潮和观点，例如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关观点，为学生解疑释惑，而引领正是在评析与建构中实现，即体

现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一位毕生坚信并终生研究、教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在其 89 岁时写就的书中这样说道:“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堂是我们在主讲，理论论坛是我们在发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是我们在撰写。
课堂如何讲、论坛如何发声、文章如何写，这是我们的责任。”［20］( p249)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虽小，但责任

7第 4 期 宋 进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视野



重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命运。站在

这样的制高点和眼界，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程、教学的宽广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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