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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改革以來小學公民意識教育 
的轉變—— 
人教版社會科教科書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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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師範大學現代教育與研究開發中心 

本研究以中國大陸的新課程改革為背景，借助頻度分析與文本分析兩種

方法，探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課程改革前後出版的兩套小學社會科教科

書所蘊涵的公民意識的變化。結果表明，在數量比例和內容構成上，公

民意識教育在兩版教科書中均發生十分明顯的變化：較之舊版教科書，

新版教科書中公民意識的比例從 28%增加到 52.5%；舊版教科書公民意

識內容主要集中在國家認同層面，新版教科書公民意識涵蓋了自由、權

利、責任、積極參與等多個層面。唯新版教科書對公民意識的闡釋與分

析尚需進一步挖掘與深化，才能較全面體現出公民資格的完整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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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的內涵與一個國家在特定歷史時期的政治目標和意識形

態有著密切的關聯（DeJaeghere, 2003）。1949 年新中國成立以來，大

陸中小學公民教育課程以「政治」和「思想品德」為主要途徑，其公民

教育理念一直以倫理教育和特定政治意識形態教育為主導（王文嵐，

2006）。倫理取向的公民教育反映出公民道德規範層面的要求。1949

年《共同綱領》第一次提出了針對全體公民「愛祖國、愛人民、愛勞動、

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道德規範要求，從此以後「五愛」成為大陸

公民教育的基本內涵，被不同時期教科書不斷重複與闡釋（王文嵐，

2008）。「五愛」旨在批判個人主義之類的價值觀，強調對國家宣導的

普遍行為規範的遵從。特定政治意識形態的公民教育，是指公民教育的

核心價值源於特定意識形態的核心理念，所宣導的道德原則和規範都是

政治核心價值理念的具體化，並直接為政治的核心價值理念服務（管愛

華，2007）。換言之，特定政治意識形態的公民教育就是把道德教育規

範泛意識形態化。所謂的泛意識形態化是對於作為社會精神指南或支柱

的意識形態所做出的泛化或過度化，致使作為思想制度的意識形態化本

身出現了某種誇大、膨脹和絕對化的特徵和傾向（唐少傑，2003）。特

定政治形態的公民教育的具體表現為：以政治輸出為主，特定政治群體

和政治權威覆蓋了絕大部分課本內容，突出政治權威，強化個人崇拜；

內容的呈現與表達方式都直接複製了社會政治宣傳、動員的手法，時事

政策、中央文件以及人民日報社論等直接變成教學材料（王文嵐，

2008）。這種公民教育成為一種國家對公民根深蒂固的控制，一種無所

不在的控制（張秀琴，2007）。無論是「五愛」的道德要求還是政治灌

輸，都是為了形成公民特定的社會主義政治立場和思想認識。它們都傾

向於頻繁地描述人如何成為「好公民」，側重於宣導「好公民」應有的

行為和態度，而很少涉及公民權利和義務的不同組合（Janoski, 1998），

在本質上都體現出一種公民資質傳遞（citizenship transmission）的教學

取向。公民資質傳遞取向的基本假設，就是現有的社會制度中有著正確

的答案、正當的信仰以及良好的價值傳統，學生有責任內化這些由國家

權威所界定的知識（Barr, Barth, & Shermis, 1978）。它培養的目標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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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即個人的行為能夠符合特定的規範要求，並且擁有特定的價值

觀念和政治信仰（Barr et al., 1978）。 

從社會學的角度來審視公民，就會發現公民與國家之間體現的是個

人行動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一種張力（曾榮光，1994）。公民是指個體成

員在民族國家中所擁有的，在特定的平等水準上，具有普遍性權利和義

務的被動和主動的成員身分（Janoski, 1998）。這一社會學定義表明著

兩種公民身分：一種是被動的成員身分，另一種是主動的成員身分。公

民資質傳遞取向僅僅承認被動的成員身分，過分強調公民個體對國家的

服從與依賴。事實上，公民既是一種被動的地位又是一種主動的參與形

式（Turner, 1993）。公民身分既是被動生存的權利，更包含著現有的

和未來的能影響政治的主動權利（Tompson, 1970）。正是通過公民個

體主動行使政治權利，參與國家政治生活，才使得個體權利免受國家權

力的侵害，才使得臣民與公民之間有了本質的區別。作為一種主動的公

民成員身分，公民教育應蘊涵著培養「積極公民」的觀念。積極的公民

是一個行動者，擁有自主意識，爭取積極自由，主動參政議政（Arendt, 

1958）。這種積極公民觀背後蘊涵的是對政治等於統治觀念的反動。政

治不等於統治權，政治不是對合法暴力手段的支配，政治舞臺不是個

人、集團或階級壓制其他個人、集團或階級的工具（Arendt, 1973）。

在這裏，政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行就重大議題進行協商討論的活

動，其目的一方面在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另一方面在於和他人進

行交往溝通，尋求某種盡可能兼顧每個人意見的共識（Arendt, 1958）。

相應地，政治知識也不是國家權威者認定的客觀、中立和固定的事實，

它們只是通過作為行動者的公民通過社會交往、辯論、說理等所達成的

社會共識（Giroux, 1983）。 

公民僅僅作為一種被動的成員身分是權力高度集中、社會高度政治

化的大陸政治文化氛圍下的必然產物。改革開放以來，大陸社會政治經

濟環境發生了重大的變化：政治上高度集權的模式開始有所消解；全社

會高度政治化的現象開始逐步轉變；社會的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黨政

不分，以黨代政的現象開始有所遏制。社會民主化程度的提高，預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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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控制方面強制力發揮空間作用的縮小，公眾自我選擇的空間不斷擴

大，為公民參與政治社會生活提供了可能性（張秀琴，2007）。這一時

期，「思想品德」與「政治」等課程內容發生了變化，階級鬥爭的重要

性也顯著減弱（王文嵐，2008）。1995 年教育部在小學推出綜合性公

民教育課程「社會」，以培養「有理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律的社

會主義公民」（國家教委，1995）。「四有公民」課程的定位確認了社

會科課程培養公民的目標，但是強調的依然僅僅是公民道德規範和政治

理想要求，缺乏對公民主動行使權利內容的闡釋（王文嵐，2008）。2002

年新一輪的課程改革正式啟動，「思想品德」與「社會」合科，設立綜

合性課程「品德與社會」，為培養「具備參與現代社會生活能力的社會

主義合格公民奠定基礎」（教育部，2002）。新課程標準對於課程目標

的表述宣導了公民主動參與社會生活，反映出大陸公民教育力圖從培養

被動的公民成員轉向積極的公民。然而，課程政策缺乏對社會科課程中

公民教育概念和內涵的具體表述，僅僅依據大綱或者課程標準中寥寥數

語，不能對公民教育理念做出具體的闡釋，也難以洞悉公民教育內涵的

實質變化。教科書是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反映了課程政策的基

本導向，另一方面提供了豐富的內容知識和教學策略。對於大多數社會

科的教師而言，教科書是他們進行課堂教學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據

（王文嵐、黃甫全，2007）。教科書具備怎樣的公民教育理念和內容，

以及在多大程度上體現了公民教育核心內涵，相當程度上體現出課程實

施層面公民教育的取向。鑒於此，本研究以社會科教科書的變遷為物

件，採取頻度分析和文本分析，對其蘊涵的公民意識內容的發展進行考

察。 

研究方法 
一、教科書的選擇 

為了探討新課程改革以來小學社會科教科書公民意識取向的變

化，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課程改革前後出版的兩套社會科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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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析物件。選擇人教版社會科教科書是因為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大陸

最重要的教科書出版社，它所編輯出版的社會科教科書在大陸發行量最

大，使用範圍最廣，影響深入，具有代表性。兩版教科書的具體資訊見

表一。 
 

教科書名稱 主編 出版社 出版時間 適用範圍 冊數

社會 吳履平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年 4–6 年級 6 冊 

品德與社會 趙昕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年 3–6 年級 8 冊 

 

二、分析的方法、類別與專案 

本文主要採用兩種方法，一是頻度差異法，用以反映教科書中是否

具備公民意識以及多大程度上具備；二是文本分析法，用以描述教科書

中公民意識在教科書中呈現的深度和廣度。 

大陸學術界對公民意識有多種觀點。例如，黃甫全（1997）認為，

公民意識實質上是公民個人在心理層面上，對自己在國家生活中法律地

位的一種認識。潘一禾（2002）認為，公民意識是一種現代人意識，至

少應具備九種基本意識或素質，即權利責任意識、法治意識、納稅人意

識及由此導出的參政議政督政意識、科學理性精神、道德意識、生態意

識或可持續發展意識、健康的心理素質、不斷學習與時代共同進步的能

力和世界公民的意識。陳治國、徐中起（1997）認為，公民意識主要是

一種法律意識，包括國民意識、主權意識、愛國意識、穩定意識、平等

意識、老百姓意識、敬人意識、尊老意識、愛幼意識、公平意識、公正

意識、誠實意識、祥和意識、互助意識、法治意識和依法意識。上述對

公民意識的認識可分為廣義和狹義兩類。在廣義上，公民意識包括了傳

統道德意識、文化素養要求；從狹義上講，公民意識等同於法律意識。

我們認為公民意識應具有特定的價值指向性，以區別臣民意識、人民意

識，換句話說，它必須具有一定程度的排他性，必須要與其他類型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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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有所區分。如果將其他內容不加刪減地全都包含到公民意識中，

通通放入公民意識的理念架構裏，人們對公民教育的認識就會過於泛化

而流於空洞。同樣，如果僅僅把公民視作一個法律概念，僅從法律關係

中認識公民，就容易將公民定位於靜態的法律身分，僅僅強調對法律規

範的理解和認識，缺乏對於公民與國家互動關係的把握。 

公民意識以「公民」作為定語來修飾「意識」，實際上是限定了公

民意識的範圍，即公民意識是從公民這一政治成員資格身分來討論其所

應當具備的意識。公民資格是一種對特定品質和認同提出要求的身分地

位，只有緊密圍繞公民與國家、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特定政治關係來認識

公民資格得以產生與存在的根基，才能把握公民意識的核心內涵。曾榮

光（1994）由公民資格的三個層面出發，概括出對公民教育內容的普遍

理解：（1）公民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一種成員身分，所以培養對國家和

民族的認同是普遍的要求；（2）公民作為一種特定角色，在民族國家

中享有一定的權利同時也承擔一定的責任，所以培養公民權責意識是基

本的要求；（3）公民與以往的臣民和子民不同，公民成員之間是一種

平等的關係，公民和國家之間也不是絕對的服從而是一種相輔、相悖的

辨證關係，這種辨證關係是指一方面公民有責任認同、支持和服從民族

國家的權力和制度；但公民也有權利去監督、問責與批判國家政策，使

之不斷改進與完善。公民只有成為獨立、有自由意志的個體，具有積極

參與的意識以及對權利主動的要求，才能發揮國家與個體互動關係中的

平衡作用。因此，公民意識的核心內涵包括平等、自由、積極參與以及

權利要求等內容。近年來，在全球化的浪潮下，現代公民身分的論述突

破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雙邊關係，公民資格的概念和實踐正在試圖覆蓋

多元公民、世界公民等以前沒有的理念、態度和活動（Isin & Turner, 

2002）。儘管人們對是否具有普遍的世界公民身分還有著廣泛的爭議，

但是在民族國家不能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中，公民意識中至少應該包

容全球意識，已成為大家的共識。 

為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教科書中的價值取向分為道德意識、

特定政治意識形態以及公民意識。其中，道德意識主要是對傳統和現代 



小學公民意識教育 83 

道德規範的肯定，特定政治意識形態主要是對共產黨、社會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情感傾向。公民意識則將前文中由公民資格觀所推衍出的平等、

自由、積極參與以及權利要求等意識進一步細化為：國家認同、民主意

識、權利意識、1 責任意識、理性的權責觀、自由意識、平等意識以及

積極的參與觀等，除此之外，增加全球意識細項，進而對這些細項進行

文本分析。國家認同是個人承認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與政治身分後產

生的歸屬感；民主意識主要是指形成主權在民的思想意識以及提升公民

參與政治生活的自覺性；權利意識是指對自我利益和自由的認知、主張

和要求以及對他人認知、主張和要求的社會評價；責任意識是指對履行

公民角色所賦於個體的責任與義務的認知；理性的權責觀是指對權利和

責任關係採取一種平衡的觀點，在行使個人權利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

合法權益；自由意識包含著個性自主、人格獨立、精神自由、言論自由

以及行為自由等民主社會基本價值信念；平等意識主要是指對公民與國

家之間的平等政治關係以及公民之間的平等社會成員身分的認識和瞭

解；積極參與觀是民主意識的延伸，是積極參與社會生活主動、進取的

態度與意識；全球意識教育是指瞭解全球社會相互依存的關係，理解不

同文化之間的差異，促進不同文化的溝通與對話。 

正如本文開首所言，大陸公民教育的理念很長時間是由道德教育和

特定政治意識形態教育所主導，強調現代民族國家成員資格的公民意識

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公民意識才隨著整個社

會結構的轉型有所覺醒。因此，教科書中公民意識與其他兩類價值取向

內容的比例分配，一定程度反映出公民教育課程實施取向的變化。同

樣，我們對公民意識細項的進一步分析，也將幫助我們辨析公民意識內

容所反映的深度和廣度。 
 
三、歸類原則 

考慮到社會科教科書編輯的特點主要是以節作為一個主題。因此，

本研究的內容歸類原則為：以節為單位，根據每節內容的價值取向，將

內容歸納為具體的分析項目，並以此來表明本節所要傳達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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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度分析 

一、價值取向的類別分析 

我們對舊版教科書和新版教科書，進行了頻次分析和比例分析，分

析結果如表二所示。 

 

分析項目 道德意識 特定政治意識形態 公民意識 

 舊版 新版 舊版 新版 舊版 新版 

出現頻次 38 87 43 8 31 105 
所佔比例 34% 43.5% 38% 4% 28% 52.5%

 
從資料分佈狀況來看，新、舊版教科書在公民意識、道德意識和政

治意識形態等內容有著一定的差異。 

就道德意識而言，在舊版教科書中所佔比例為 34%，而新版教科書

中所佔比例為 43.5％。從變化趨勢來看，新版教科書中道德教育內容比

舊版教科書有所增加，所增加的內容主要為貼近學生生活的日常道德行

為要求。 

就政治意識形態價值取向而言，在舊版教科書中所佔比例為 38%，

但在新版教科書中所佔比例僅為 4%。從變化趨勢來看，新版教科書中

特定政治意識形態內容比舊版教科書有較大幅度的減少。可見，新版教

科書有明顯淡化政治意識形態的傾向。 

就公民意識而言，舊版教科書中所佔比例為 28%，新版教科書中所

佔比例為 52.5%。從變化趨勢來看，新版教科書中公民意識的內容比舊

版教科書總體上有較大幅度的增加。 

 

二、公民意識總體分析 

根據兩版教科書公民意識教育內容的分析專案，我們進行了頻度分

析和比例分析，資料分佈情況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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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析項目 舊版教科書 新版教科書 

  項目出現次數 比例 項目出現次數 比例 

1. 國家認同 24 77% 54 51% 
2. 民主意識 2 7% 11 11% 
3. 責任意識 2 7% 14 13% 
4. 積極參與觀 0 0% 14 13% 
5. 權利意識 3 9% 3 3% 
6. 平等意識 0 0% 3 3% 
7. 自由意識 0 0% 1 1% 
8. 全球意識 0 0% 5 5% 

從公民意識分析專案的資料分佈狀況來看，我們發現除了新版教科

書整體比例增加 24.5%以外，個別項目增減比例不一。進一步分析可

知，減少的比例主要集中在國家認同感方面，由 77%下降到 51%，相

應地，民主意識以及責任意識有所增加，平等意識、自由意識以及積極

參與觀等意識開始體現。 

公民意識細目的文本分析 

在這一部分，我們將結合公民意識分析項目的頻度統計結果，分析

兩版教科書所呈現的公民意識的主要內容。 

一、國家認同 

兩版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在公民意識中所佔比例最大，分別達

77%和 51%。 

例 1：節選自《社會》第 5 冊 

（標題）臺灣與祖國大陸血脈相連 

大約在 100 萬年以前，臺灣島和祖國大陸是連在一起的……才使臺

灣島同祖國大陸分離。大陸人很早就到了臺灣，後來又有大批福

建、廣東居民遷入。高山族是最早居住在臺灣的古老民族，有自己

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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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古以來就是祖國領土不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日實現祖國的統

一，是海峽兩岸人民的共同心願。 

評述：兩版教科書在國家認同方面內容豐富，並通過反抗外來侵

略、借助象徵事物、頌揚歷史傑出人物、突出文化認同和歷史淵源、強

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領土完整或直抒愛國情懷等方式呈現。但是，

教科書的容量是有限的，國家認同內容如果佔據了教科書大量的篇幅，

勢必會造成其他價值取向內容的減少。從這個角度來看，相對舊版教科

書，新版教科書在保持國家認同的核心教育內容的基礎上，較大幅度減

少了其比例，增加了其他公民意識內容。 

二、民主意識 

民主內容在舊版教科書中出現 2 次，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11 次。 

例 2：節選自《社會》第 4 冊 

（標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在全國範圍內行使國家的最高權

力，是我國的最高權力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制定國家憲法和

其他法律，選舉、決定和罷免國家機關領導人員，決定國家對內對

外的重大問題和進行最高監督等權力……。 

 

例 3：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3 冊 

（標題）怎樣選幹部 

提問：入隊以後，我們參加過多次隊幹部的選舉，我們的少先隊幹

部是怎樣選舉出來的呢？ 

圖例：個人自薦，隊員推薦，全體隊員無記名投票選舉，監票員統

計票數，公佈選舉結果。 

問題：為什麼要這樣選幹部呢？可不可以由老師直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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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公民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於啟發、內化公民的民主意

識，使之能積極參與社會政治生活，積極行使公民權利，進而提高社會

主義民主的廣泛性和社會主義民主生活品質。舊版教科書僅僅就制度層

面介紹了主權在民的理念，尚不能使學生真正理解民主意識的內涵；而

新版教科書則從選舉班幹部開始，逐步深入從多個角度闡釋公民意識的

內涵，包括：民主制度、民主參與、民主監督、民主對話以及民主選舉

等。 

三、平等意識 

平等意識內容在舊版教科書沒有出現，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3 次。 

例 4：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3 冊 

（標題）行業的變遷 

導入：由於行業的不斷變遷以及各種行業需求量的不斷變化，人們

從事的工作也會不斷改變 

圖例：農民—農民工；軍人—公務員；紡織工人—家庭服務員 

總結：你的家人和身邊的人有沒有變換工作，不管從事什麼工作都

是社會中不可缺少的，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 

評述：平等主要涉及兩個層面：一是公民與公民之間法律地位平

等；另一層面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平等，即公民和政府的法律地位是完

全平等的，政府絕不是萬能的和高於一切的。新版教科書從不同職業、

不同民族以及健康和殘疾的人之間應互相尊重，闡釋了公民之間地位的

平等，但是沒有內容體現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平等。 

四、自由意識 

自由意識內容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1 次，舊版教科書則沒有該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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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5：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3 冊 

（標題）學會選擇 

問題：除了看電視，我們在接觸大眾媒體的時候，還要注意什麼呢？

讓我們一起思考這幾個問題。 

圖例：是不是所有的報紙、雜誌都適合我們看？沉迷網上遊戲或聊

天會帶來什麼後果？我們應該選擇什麼影碟來看？ 

引申：你還遇過什麼樣的問題，我們要小心陷阱，擦亮自己的眼睛。 

評述：從統計情況來看，舊版教科書沒有體現自由的內容。就新版

教科書而言，例證較充分地體現了自由的相對性，有助於引導學生樹立

正確的自由觀。不過關於自由的內容則較少，且只涉及到行為自由，沒

有關於言論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等方面的內容，尚未揭示出自由精神的精

髓。 

五、權利意識 

權利意識在舊版教科書中出現了 3 次，在新版教科書中亦出現 3 次。 

例 6：節選自《社會》第 1 冊 

（標題）自我保護 

你知道國家專門為我們少年兒童制定的一項法律嗎？它就是《未成

年人保護法》。這是國家為了保護未成年人的合法權益，促進未成

年人在品德、智力、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把他們培養成有理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紀律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而制定的。未成年

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國家保障未成年人的身心、財產和其

他合法權益不受侵犯。 

例 7：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1 冊 

（標題）買到不合適的東西怎麼辦？ 

發現買的東西有問題，我們可以要求修理和更換，仍無法使用的可

以要求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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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對不合格商品我們可以要求直接退換；購物小票要保存好，

憑它可以退換你買的商品；如果買到假冒商品咱們可以投訴。 

總結：經營者有欺詐行為的，應按照消費者的要求賠償其受到的損

失。 

評述：權利意識包括權利認知、權利主張以及權利要求三個層面 

（夏勇、高鴻鈞，1995）。在權利認知層面上，公民教育要求公民瞭解

各種權利規定的內涵。從統計情況來看，兩版教科書所闡述的權利規定

都與青少年的日常生活密切相關，基本符合學生的現實要求。在權利主

張層面上，公民意識要求公民敢於爭取自己的權利，並有能力維護自己

的權利。新版教科書突出了公民維護自己權利的自覺性和自主性，較好

地體現積極主張權利的意識。在權利要求層面上，公民教育要求公民通

過正當的程式和管道參與國家事務決策，積極爭取和擴大公民權利。從

統計情況來看，這方面的內容在兩版教科書中沒有體現。 

 

六、責任意識 

責任意識內容在舊版教科書出現 2 次，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14 次。 

例 8：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1 冊 

（標題）我能做好 

無論在家、在學校，還是在社會，我們都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班集體的事情，就是我們大家的事情。要把班集體的事情做好，有

時候還真要下一番功夫呢。我們生活在社會中，有許多事情也需要

我們來盡責。 

評述：公民責任可以分為指令性義務和限制性義務。限制性義務是

指公民有責任不逾越國家法律和制度所訂下的規限，即遵紀守法；指令

性義務是指必須履行及從事規定的行動，主要從國家、社會和個人等三

個層面體現。在國家層面，公民責任是指依照法律履行納稅、服兵役以

及投票選舉等法定義務；在社會層面，公民責任是指參與社區或志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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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義務；在個人的層面，公民責任是指個人承擔自己所扮演社會角色

時所應該履行的責任。舊版教科書從通信、交通等方面對遵紀守法內容

有所體現，但對指令性義務則沒有涉及。新版教科書增加了限定性義務

的內容，這些內容更加貼近社區生活，更為重要的是凸現了指令性義

務，並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引導學生自覺、主動地履行責任。 

 

七、積極參與觀 

積極參與觀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14 次，舊版教科書沒有這項內容。 

例 9：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 1 冊 

（標題）這樣的事情誰來做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有這樣一些事情，它們雖然涉及到家家戶戶

的利益，但似乎不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內，於是大家都等著讓別人

來管一管。這些事到底該誰來做呢？如果誰也不出面處理，會有什

麼後果呢？ 

（圖例中跑水了）怎麼也沒人反映一下這件事呀！ 

（圖例中雪沒人掃）這麼大的雪也沒有掃。 

（圖例中燈壞了）燈壞了，也沒人去報修。 

總結：社會是大家的家，社會上的一些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生活

在這個社會的每個人都有義務去完成它。 

評述：民主的本質特徵是公民參與。因此，培養積極參與觀意義重

大。積極參與觀是民主意識的延伸，公民通過參與社會公共事務，實踐

民主意識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貫徹，推動社會公共生活的建設。積極

參與從大的方面來講包括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參與和國家政治生活

的積極參與，從小的方面，它體現在對學生班級活動和學校活動的參

與。從統計情況來看，舊版教科書沒有涉及積極參與的內容，新版教科

書則多次體現學生積極參與班級管理、社區活動以及社會實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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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球意識 

全球意識內容在在新版教科書中出現 5 次，在舊版教科書沒有出

現。 

例 10：節選自《品德與社會》第六冊 

（標題）有趣的文化現象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經濟聯繫更緊密了。往往一個

國家的產品，會在其他國家加工。在中國某大型家電企業現有海外

設計中心 18 個，海外工廠以及製造基地 22 個。目前，建立起一個

具有國際競爭力的全球設計網路、製造網路、行銷與服務網路，開

發適合當地特點的產品 

問題：聯繫以前學過的知識，說說為什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評述：從統計情況來看，舊版教科書沒有涉及到全球意識內容，新

版教科書則多次提及了全球意識，包括對全世界不同文化的展示，對文

化間聯繫與差異的呈現，對世界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的闡釋等等。不過新

版教科書對於全球意識的討論還沒有拓展到民族國家公民身分和全球

公民倫理之間關係的討論。在全球社會中，公民可能在地區、國家以及

世界層面有多重身分角色，如何平衡這些身分之間的關係，意識到人類

有共同的需要與需求，應是全球意識更深層次的意蘊。 

結果與反思 

結果 

1. 關於價值取向的總體頻度 

在價值取向的數量比例上，公民意識在兩版教科書中所佔比例發生

很大變化。在舊版教科書中，公民意識教育內容所佔比例約為 28%，低

於道德意識和特定政治意識形態教育內容；在新版教科書中，公民意識

佔比例為 51 %，高於道德意識和特定政治意識形態教育內容。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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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比例排序，舊版教科書以特定政治意識形態、道德意識、公民意識

為序，而新版教科書以公民意識、道德意識以及特定政治意識形態為

序。這種變化反映了我國社會科教科書有明顯淡化意識形態的傾向，折

射出我國社會科課程的重點由政治思想教育轉向公民教育，從道德教育

向公民意識教育變遷的方向。 

2. 關於公民意識的內容構成 

在內容構成上，公民意識教育內容在兩版教科書中有較明顯的差

異。舊版教科書中，公民意識價值取向比較集中，十分重視國家認同感，

其他公民意識的體現較少，即使有也多為靜態的制度層面論述。而新版

教科書中公民意識更加多元，增加了舊版教科書沒有涉及的公民意識內

容，如平等意識、自由意識以及積極參與觀等，基本上覆蓋了公民意識

的核心內容。 

反思 

通過對社會科教科書中價值取向的分析，我們發現公民意識內容的

比例確實有了較大幅度的提升。但是，公民意識中的責任意識和國家認

同意識的比例合計高達 64%，涉及反映公民主體精神的民主、權利、平

等和自由等意識內容比例則較低，所涉及具體實例也往往局限於學生對

學校生活、社區活動和經濟活動的參與，很少將主題進一步深化而延伸

到國家政治生活層面，對公民意識內涵的深度表現不足，缺乏對公民要

素精準的描述和全面的闡釋。少數涉及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內容，多採用

列舉的方式來呈現國家的政策和法律規定，偏重於人們對靜態權利的認

知和理解，較少延伸至政治民主方面的主動權利。教科書體現出國家主

導、義務本位的價值傾向，本質上仍然是一種靜態、被動的公民資格觀。

這種公民資格觀有利於維繫國家的穩定，但過分強調公民個體對國家的

被動依賴與服從，忽略了公民的深層次內涵，即公民政治實踐的可能性

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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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0 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公民

意識教育，樹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理念」。這是

「公民意識」一詞首次出現在黨代會的報告中，反映出大陸政治民主改

革將進一步開放與深化。目前，社會科教科書中所呈現出的公民意識教

育內容仍然有所缺失，要完成從被動的公民身分向主動公民身分的轉

換，尚需進一步增加權利、平等以及自由等內容，進一步挖掘其深層內

涵，如在權利方面增加社會權利、經濟權利的內容，體現權利要求的意

識；在平等方面增加公民和國家之間平等關係的內容；在自由方面，增

加人格獨立、言論自由等內容；在全球意識方面，增加公民對多重身分

角色的理解與轉化，從而更全面、深刻地揭示公民意識的內涵，幫助學

生認識到公民意識的本質與趨向，在個體公民身分與國家權威之間尋找

到平衡點，在民族國家成員身分與全球公民身分之間保持適度的張力。 
 

註釋 

1. 根據大陸對於自由、民主、平等以及權利的表述習慣，權利意識中的自

由權利和政治權利分別歸於「民主」和「自由」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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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Level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Comparison of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Wenlan WANG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frequency analysis and textbook analysi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hanges to citizenship education delivered by two sets of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published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by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salient changes took place both in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and content 
composi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e content involv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creased from 28% to 52.5% in the new textbooks. In 
the old textbooks, citizenship education focused mainly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identity, but in the new textbooks,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panded to 
cover aspects like freedom,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ve engagement. 
However, in the new textbook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would need to be treated in much greater depth befor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citizen can be 
manifes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文嵐，西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華南師範大學現代教育與研究開發中

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聯絡電郵：wangwenlan197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