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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犹太人大屠杀教育的国际现状》报告指出———

历史课程与教材须尺度精准
■胡仲勋 朱羽潇 俞可

反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是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针对犹太民族的清洗行为， 以600
多万个生命为代价， 是二战中最被
人所熟知的暴行之一。

以反犹太人大屠杀为例， 对全
球135个国家的272个有效课程和
26个国家在2000年至2013年期间
出版的89种教材进行调查后，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最新出版的报
告 《反犹太人大屠杀教育的国际现
状———课程与教材的全球盘点》，
试图解答学校教育如何应对反犹太
人大屠杀， 全球哪些国家在多大程
度上把这个主题纳入课程， 学校能
否多视角、 全方位并客观公正地叙
述与探讨反犹太人大屠杀等问题。

叙事方式杂乱无章
纵观各国教材， 虽全球半数

国家把反犹太人大屠杀纳入各自
课程， 其叙事模式却为多重格局，

部分全球性， 部分区域性， 部分
国家性， 其叙事基调亦呈现单一
且中庸观点的倾向， 缺失一种

“充满世界主义情怀的记忆文化”。
报告指出， 各国在对反犹太人大
屠杀的历史背景分类方面往往缺
乏一致性。 遣词造句便可见一斑，
譬如， 对“专政”、 “独裁政治”、

“极权主义” 等概念的使用天马行
空。 这显然是一种为迎合当地读
者而脱离历史背景的再情景化，
也暗示似是而非的历史关联。 将

“反犹太人大屠杀” 和“种族灭
绝” 的语意合并， 取代对二者的
系统比较和科学界定， 导致上述
两个概念在教材不同段落间被随
意安置， 仿佛二者为同义词， 语
义混乱。 因此， 教材应历史地和
比较地分析在阐释反犹太人大屠
杀中所用术语的起源和惯例， 使
用多语种词汇， 并避免采用隐喻、
委婉语、 拟人化和个人化的叙事，
也可使用主动语态而非被动语态，
以杜绝对加害者讳莫如深。

史料取舍捉襟见肘
对犹太人展开系统迫害， 这在

欧洲已有久远的历史， 且意识形态
背景浓厚。 但报告指出， 反犹太人
大屠杀的史料取舍往往限定在纳粹
大规模杀戮的历史区间， 即仅截取
1942年至1944年或二战持续的时
段。 在教材中还普遍存在对历史上
不同暴行的误导性并置， 充斥着加
害者与受害者二分法的陈词滥调。
尤须强调的是， 教材习惯于将反犹
太人大屠杀个人化， 尤其将罪责一
概归咎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 这
势必滋长一种偏见， 即倾向于对历
史展开意向性阐释， 并舍弃政治、
法律、 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 规避
历史罪人的复杂心理活动和支撑他
们决策与行为的动机。 历史教育旨
在通过洞见事件根源和阐明事件勾
连来培育历史意识。 教材应指出特
定历史事件的个体和集体意义， 这
有助于学生多维度、 多视角、 多层
面去理解历史， 并详细比较反犹太

人大屠杀和其他事件相一致而非相似
的种种方面，如目的、原因、视觉标识、
法律、语言、意识形态、暴力和后果。培
育历史意识， 一方面须促进教学手段
多样化，如利用数字化史料（文字、图
像、音像、影像），聆听亲历者的口述，
另一方面须与学生既有的知识储备和
对反犹太人大屠杀的理解相贯通。

历史共识时不我待
历史精准尺度全球统一， 但历史

叙事可千差万别。 这份报告尽管把各
国反犹太人大屠杀教育解剖得鞭辟入
里， 亦批驳得体无完肤， 却尽可能挖
掘各国相关课程与教材的闪光点， 由
此倡导各国反犹太人大屠杀课程制定
者、 教材撰写者和教学执行者的互学
互鉴。 报告并非力求设置一个标准
化、 等级化、 全球化的课程， 而是
推崇根茎状路径， 即促进青少年学
生多元化地建构自己的历史体验与
认知。 这无疑需要建构性的历史学
习和批判性的历史阐释， 而教材恰
恰应给学生提供发展元分析素养的

机会。反犹太人大屠杀人祸绝非偶发
事件，完全可以避免、防范甚至杜绝。
反犹太人大屠杀走进课程与教材可
助力青少年学生获取历史认知并建
构历史阐释以及树立博爱精神，甚至
可向青少年学生灌输一种信念，即类
似人类悲剧不再重演，却无法确保民
主与和平在地球各个角落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这恰恰是历史教育的
局限与无奈，而切实可行的是开发全
球共享的概念体系与叙事模式，这正
是这份报告的旨趣所在。

（作者胡仲勋、 朱羽潇单位为华
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作者俞
可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德协作中
心）

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
———对话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

国际观察

前沿直击

让“战争”走进课堂
———俄罗斯中小学的战争主题课

■姜晓燕

2015年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俄罗斯
从2013年起便启动了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 早在
2013年4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 《关于筹备和
举行1941年至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
动》 的总统令， 其中要求建立庆典筹备委员会以协
调不同部门的工作。 其中， 推进青少年的爱国主义
教育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 。
2014年6月20日， 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批准了
《关于开设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纪念日主题课》 的委
托书。 6月26日，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发文， 要求全
国各中小学校在2014至2015学年开设系列主题课，
目的是“让青年一代传承历史传统”， 培养他们的
个性品质， 包括俄罗斯公民认同感、 公民意识、 责
任感和使命感， 以及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每逢国家性的传统节日， 如十月革命节、 建国
纪念日、 卫国战争胜利日、 知识日， 学校都会举行
不同形式的活动。 在掌握知识的同时， 培养青少年
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 在卫国战争胜利日， 学校
通常会组织活动， 让学生了解卫国战争中， 苏联人
民保卫国家、 英勇战斗的事迹， 培养学生对苏联在
二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的自豪感， 以及学生的爱
国情操。

二战的历史对俄罗斯而言是一段民族奋斗史，
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 苏联牺牲非常巨大， 每个家
庭都为二战付出了代价。 为了使青少年更好地了解
这段历史，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推荐学校组织二战重
要纪念日的主题课， 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史实。 这些
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包括： 1941年12月5日， 莫斯
科大反攻开始； 1943年2月2日， 苏联战士击溃围
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 1943年8月23日， 苏联
战士在库尔斯克击溃德国人； 1944年1月27日， 列
宁格勒保卫战取得最终胜利； 1945年5月9日， 伟
大的卫国战争胜利日。

按照俄罗斯教育科学部要求， 主题课形式要灵
活多样， 包括学校组织学生参观或远足去二战战
场， 拜访老战士， 举办作品展， 举办国防—体育竞
技， 举办题为“苏联和俄罗斯英雄”、 “孩子—英
雄” 图书或照片展， 邀请二战老战士共同参加这类
课程。 博物馆和学校图书馆要参与组织这类课程，
包括举办纪念二战重大事件的专题展览等， 展览活
动尽量请学生做讲解员。 同时要求， 主题课要充分
体现学生年龄特点。 小学阶段多以游艺形式开展，
一至四年级学生可以开设“勇气课程”， 组织主题
竞赛和问答比赛； 初中阶段可结合卫国战争历史课
让学生更多地在认知和实践中掌握相应的知识。

目前， 这些课程正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广泛开
展。 倡导和平、 反对战争是开设主题教育的目的之
一。 作为系列活动的内容， 在了解二战历史的基础
上， 部分中小学校组织学生以“我们反对战争” 为
题写作文， 学生在作文中表达了对战争及战争带来
的痛苦、 恐惧、 饥饿、 痛苦和死亡的憎恶， 歌颂勇
敢、 无畏的苏联战士英勇奋战的英雄事迹， 表达对
和平的热爱。 还有地区和学校组织题为“我们不要
战争” 的绘画比赛， 孩子们用画笔表达远离战争，
呼吁和平的希冀。

主题课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中小学德育课的特点。
德育内容和形式除了独立课程以外， 还贯穿于历史、
地理、 自然、 文学等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通过介
绍俄罗斯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物产， 分析文学作品中
鲜明的人物形象， 使学生在获得学科知识的同时树立
正确的爱僧观、 荣辱观。

（作者单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俞可

直面历史，反思战争，历史教材
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
和平的基础。在德国，反思二战尤其
纳粹罪行被视作学校教育根本任务
的重中之重。针对欧洲，尤其是德国
的历史教育话题， 笔者与欧洲中小
学校长联合会前任会长、 现任名誉
会 长 布 尔 克 哈 尔 特·米 尔 克
（Burkhard� Mielke）进行对话。

让学校成为历史回忆的场所
俞可：您出生于柏林，一个特殊

的二战记忆场所， 尽管战争期间您
尚处幼年。 您是否把个人的二战经
历注入您的教育教学事业以及您的
教育决策使命之中？

米尔克：是的，非常显著。在青
少年时期， 我不可能从父母那代人
身上获取有关二战的信息，当然，他
们也不愿向我倾诉。20世纪50年代
中期，我进入中学，历史课内容终止
于一战。当初，我以批判视角撰写的
反思二战的作业竟然被老师评为不
及格， 原因当然是不合时宜。 直至
1968年的学运，纳粹阴霾也逐渐消
散。 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活
动， 也是一场与父辈就其在纳粹德
国时期所扮演角色展开的剧烈代际
冲突。从这场冲突中，我打磨了自己
的政治觉悟，立志为一个民主的、人
本的和和平的世界观献身。当然，这
个世界观也奠基了我的职业生涯，
即作为教师、 校长和欧洲中小学校
长联合会会长。 我所执掌的朔尔兄
妹学校， 以反法西斯运动为主题的
学校、年级和班级活动遍地开花。

俞可： 欧盟确定今年为发展之
年，和平与安全是5月的主题，由此
契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铭记二战历史，德国并无国家祭
奠，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日亦非德
国国家二战公祭日。近日，德国外交
部副部长回应国际社会：“这符合联
邦政府对纪念场所概念的理解，即
国家方面不履行反思与纪念的职
责，而是交由政治、历史和文化教育
领域的专业机构与团体来操作。”请
问，学校是不是理想的公祭场所？

米尔克： 学校绝非理想的公祭
场所。 这项使命理应由各级政府来
承担。当然，德国学校也没有举行公
祭活动。 但这绝不排斥学校积极参
与各种纪念活动， 尤其那些对学生
具有文化与历史阐释价值的纪念活
动，如诵读会、音乐会和研讨会等。

学校是历史回忆的场所， 秉持
培育下一代的目标， 以便下一代有

能力抗击极端主义、 专制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 因为这些幽灵在各个社
会均有可能蠢蠢欲动或死灰复燃。
学校应该把人类与民族的过往融于
历史课与政治课或其他科目， 予以
展现、阐释，并使之保持鲜活，抵御
遗忘。 这类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尽可
能客观地展示史实， 以便杜绝逸闻
轶事、陈词滥调和道听途说。

德国学校往往以纳粹受害者和
反纳粹战士来冠名。譬如，我以前执
掌的学校就以朔尔兄妹来命名，这
对兄妹因积极投身于反纳粹斗争而
壮烈牺牲，年仅25岁和21岁。师生
在课堂上讲授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战
斗事迹， 并传播其英勇抗争所追求
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

让奥斯维辛不再重演
俞可： 德国反法西斯主义以及

反思二战的教育被国际社会击节叹
赏。有“纳粹猎手”之称的西蒙·维森
塔尔中心———全球追查纳粹余孽最
知名的机构，最近推出年度报告，赞
誉德国在把纳粹余孽绳之以法方面
做出表率。 然而，20世纪50年代，二
战结束不久，“集体失忆”大行其道。
曾是反法西斯斗士的联邦德国首任
总理阿登纳把纳粹罪行个人化，归
咎于希特勒个人， 其他纳粹党徒均
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教育何以
成功抗击这股逆流？

米尔克：联邦德国教育史上，这
个转折发生在法兰克福学派领袖、
犹太裔德国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s）1966年发表脍炙人
口的《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由此引
发德国全社会探讨历史责任，以及下
一代德国人的历史责任和对他们实
施的道德与历史教育。 阿多诺写道：

“奥斯维辛不再重演， 这个呼吁最最
首要就是针对教育。教育优先于其他
领域，我相信，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
加以论证。奥斯维辛是一种残暴，所
有教育均应该予以抗击。”

当时， 经历二战的德国人竭力
推动德国社会“正常化”，尤其保持
学校教育中性化。但20世纪60年代
后期历史禁忌被击破， 通过公开个
人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表露自己
的历史责任， 反思意识在德国社会
蔚然成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
初， 学校教材编撰与审定委员会横
空出世， 其使命为重写历史。 这之
前， 德国中小学生还一直学习带有
鲜明纳粹印记、 充满战争敌意的教
材。委员会组成人员来自各国，尤其
是遭遇纳粹铁蹄践踏的国家如波
兰，以便多种视角来呈现真实历史。

这些新编历史教材助推中小学生建
构指向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包容
性知识。 反思二战尤其是纳粹罪行
被视作德国学校教育根本任务的重
中之重。

让多元一体深植于教育
俞可： 近期在欧洲接连发生恐

怖袭击事件，如1月7日巴黎和2月14
日哥本哈根， 致使欧洲核心价值观
如临大敌。3月17日， 欧洲各国教育
部部长会聚巴黎。在公报中，这些欧
洲最高教育决策者们誓言：“教育最
主要目的并非仅仅传授知识、技能、
素养和态度以及深植于头脑的核心
价值观， 还应帮助年轻人成为积极
的、负责任的、开明豁达的公民。”欧
洲学校如何得以一方面捍卫自身的
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展露其全球
开放性？

米尔克： 欧洲各国教育部部长
的共同宣言正确而重要， 关键在于
把语言转化为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
欧洲战后的校外活动。 德法青少年
事务所自1963年成立以来，为两国
820余万青少年学生的互换与相聚
以及学校结盟提供逾30万种资助
项目， 为这对国际社会典型的“世
仇” 最终获取和解与友谊作出巨大
贡献。 可惜的是， 其他国家并未效

仿。尽管如此，各国青少年学生平等的
相遇、相知、相爱仍为消除偏见和结伴
交友的最重要工具。 欧盟的伊拉斯谟
计划和夸美纽斯计划功勋卓著。然而，
当下欧洲青年高失业率危及欧洲一体
化，并滋生极端主义。

欧洲教育决策者应该架构一个基
于均等化与包容性的教育体系。 包容
性与民主化的学校政策可抵御欧洲陷
入分裂的泥潭， 亦可接纳来自五湖四
海的学子。 多元一体， 这是欧盟的盟
训。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公民责
任，均为政策举措的教育目标。

让历史教育走向未来
俞可： 希腊政府要求全国中小学

强化历史教育， 在历史课程中增加有
关纳粹德国罪行内容的比重。 目前，
该国历史课本中的相关内容仅8页。
希腊国防部认为， 这些学习内容过于
单薄， 不足以在学生以及军人中强化
反法西斯意识。 希腊全国教师工会予
以支持。 舆论界认为， 希腊政府的行
为存有煽动民众反德之嫌。 二战主题
教育应该如何促进和解？

米尔克： 就希腊问题， 全球舆论
莫衷一是， 德国民众的反应亦然。 而
希腊自身表现像是行将破产之际的病
急乱投医。 至于历史教材问题， 必须
务实地应对， 而不能依附于政治生

态。 我建议， 希腊政府应该与德国政
府携手组建历史教材编撰与审定委员
会， 效仿早年波兰与德国的做法。 对
于历史， 德国人无法卸下其责任。 如
德国联邦总统高克近日所言： “我
们不仅仅是今天的我们， 也是二战
中把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摧残
得伤痕累累的那个民族的后人。 惭
愧的是， 我们以前知之甚少。” 通过
教育， 青少年得以相互理解， 不再
记仇， 对他者的审视由偏见转向洞
见， 消除地域壁垒， 摒弃文化偏执，
杜绝历史曲解。 唯有如此， 方可实
现民族和解和人类和平。 所以， 历史
教育务必面向未来。

俞可： 格拉斯， 德国二战后最伟
大的作家， 1999年摘取20世纪最后一
个诺贝尔文学奖。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他临终前接受最
后一次媒体采访， 为当今世界安宁与
祥和仍遥不可及而忧心忡忡， 尽管当
代人告别二战已整整70年。 在格拉斯
眼中， “战争的影响永无止境， 我们
只是没有意识到， 我们很有可能重蹈
覆辙。” 德国是一个未完的故事， 曾
经犯下的罪孽构成一个永不终结的故
事。 学校教育的使命便在于向下一代
阐释这个故事。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德协
作中心）

域外课程

【链接】

战争纪念活动全球扫描

澳 大 利 亚 墨 尔 本 纪 念 圣 地 （Shrine� of�
Remembrance）———为学生提供许多教育课程，也包
括一些拓展课程。 课程及资源与维多利亚州的课程
标准一致。

新西兰奥克兰战争纪念馆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纪念馆工作者开发了20个
不同的时长为一小时的课程， 主要针对五至十三年
级学生。教育课程与国家的课程标准一致，针对特定
年级。

美国堪萨斯市国家一战纪念馆（National�World�
War� I� Museum� at� Liberty� Memorial）———该纪
念馆的网站互动性很强，设计精细，包含了很多免费
的课程计划。也以“资源包”（包括一战的一些物品）
的形式为堪萨斯州教师提供大量课堂资料。

加拿大渥太华战争纪念馆 （Canadian� War�
Museum）———该纪念馆为不同年级提供大量教师和
学生资源。教育活动强调学生亲身实践，学前至二年级
学生每次持续1小时， 而年长的学生每次持续90分钟。
同时为中学生的自我引导参观设计了“走廊活动表”，
学生可以分小组进行活动。

德 国 拉 博 海 军 纪 念 馆 （Laboe� Naval�
Memorial）———拉博海军纪念馆建立之初旨在纪念
德国一战中战死的海军， 现在则为了纪念各国在战
争期间战死的海军，被誉为国际和平的象征。该纪念
馆提供一些与纪念相关的教育资源， 包括信息和教
师指南， 并为不同年龄学生制定的学习表单。

（唐科丽 编译）

5月9日， 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自世界约2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活动。 5月7日， 习近平主席在
署名文章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中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 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兵黩武、 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
平之策。 赢者通吃、 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 和平而不是战争， 合作而不是对抗， 共赢而不是零和， 才是人类社会和平、 进步、 发展的永恒主题。”

铭记历史、 倡导和平， 历史教材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基础。 本期国际教育版与您探讨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 ———编者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环球视野

二战老兵观看俄罗斯红场大阅兵。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