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教师能够和学生一道踏入历史书中，以一种使得他们可以体验一堂沉浸式的鲜活的课程的方
式了解 19 世纪——一个显著地改变和扩张了这个更加完美的联邦——美利坚合众国的时代。继续
想象他们带着关于那个时代的课程回到他们的教室和未来的生活中并以此延申他们的学习，从而
使得他们能够为了延续开国元勋们的为了改善这个伟大的联邦的努力而奋斗。这就是
Colebrookdale 铁路保护信托在这此基础建设工程要达成的目标。
“知晓曾经发生过什么就是为了抵御绝望而武装起来。如果过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带着他们的缺陷和局限以及抱负和欲望，能够超越无知和迷信，种族主义和性别
歧视，自私和贪婪，去构建一个更自由、更强大的国家，那么也许我们，也和他
们一样，能够纠正错误并且采取措施走向最为迷人也最难以捉摸的终点：一个更
加完美的联邦。”
——普利策奖获奖者，历史学家 Jon Meacham, 2018
年复一年，从宪法的起草开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这一表达的含义已经转变为这个国家持续
进步的过程。从 1860 年开始到世纪末，三股力量彻底改造了联邦。其一是南北战争；其二是西进
扩张的后续浪潮；其三是美国工业革命。铁路是三者共通之处。它不仅使得联邦得以存续，更推
动了使得美国成长为一支世界性力量的如斯迅速的增长。铁路加速了变化，释放了社会、经济、
文化、和科技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就像它鼓励人民和社区通过寻找机遇和自由改变自己一样。
摄像师、艺术家、彩色玻璃匠、建筑师、音乐家、作家、厨师、工匠、以及不分类型、年龄、性
别、种族、财富、地位、和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曾磨炼他们的技术并且捕捉到了洲际铁路创造的故
事。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到了中央枢纽——火车站。车站成为了空间制造者：每个社区的一个起到
了为社区交流搭建平台、艺术表达的作用的焦点，以及一个培养活动多样性的地方。
这个项目探索了人们，尤其是一些少数族裔铁路旅行者和工人的经历，从 1800 年到现在。这个项
目将一个曾经的综合运输枢纽重现进它曾服务的社区，通过设计、博物馆级品质、以及精准还原
历史的建筑、设立文化项目、公共艺术、以及创新性空间管理。课程计划以及教师资源方面的资
料将会开放给教师们在教室里使用或者作为他们去车站教育实地考察时的补充材料。以挑战和改
变这些主题为基础，每一个构建元素都会照亮多样的，原生的和归化的，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完美
的联邦的美国人的故事和成就。
标 题： 革命 之轨道：早期美国的炉心中的工业化的，美国的，以及环境的 革命
科目 /课程 ： 1869 到现在的美国历史 /宾夕法尼亚历史 /地方政府
o
o
o
o

公民 学和政府、经济、历史
 作为环境保存的一个关键要素的历史保存
 美洲原住民历史： Lenni Lenape 人 繁衍生息的土地
科学和技术和工程学教育，技术和工程学历史
 地质学：当地独特的地质学特征包括富含铁的 弱 磁性的矿石 ，这使得这些矿石很容
易被发现
炼铁炉 /炼铁业
 作为美国革命中的早期炼铁业的角色之一的 John Potts 以及 Potts / Rutter 的家族历
史
美国铁路
 美国交通
 作为绿色交通的替代选项的美国铁路的复兴

年级等级： 4 到 8 年级
标 准 /符合条件的内容

宾夕法尼亚共同体的 标 准和锚点
I. 宾夕法尼亚的炼铁业：美国的熔炉和锻造 – 挖掘，熔炼，和锻造：但是为什么是在宾夕法尼亚？
o
o
o

4.3.3.A 辨认 制作不同产品所需的不同自然资源
4.3.7.A 解释产品是如何从自然资源衍生的
 描述将原材料转变成消费品的过程
 区分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
4.3.10.A 评估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不同因素
 评估消费者需求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的影响
 分析科技，比如采矿，收获，以及交通设备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利用的

II. 和当时典型的产业经理们一样，许多铁路的领导者专制 地经营着，强调利益并且给予他们的雇
员微不足道的考虑。工资被克扣并且工人的安全被牺牲，最终带来许多罢工（宾夕法尼亚州档案
馆，一个 宾州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 ） http://www.portal.state.pa.us
o
o

5.1.9.A 运用个人权利和公共财产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实例
5.1.C.A 分析法律的源头、目的、和功能，以及法律的规则如何保护个人权利以及公共财产

III. 铁路： The Great Railroad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Trains in America. Christian Wolmar. 2012.
8.2.3.B 指出 宾州历史上 有 关键 作用 的历史文件、文物、以及地点
8.2.4.B 定位宾州历史上 有 关键 作用 的历史文件、文物、以及地点
8.2.5.B 阐述 宾州历史上 有关键作用 的历史文件、文物、以及地点相关的概念和知识
8.2.6.B 描述宾州历史上 有关键作用 的 显著的 历史文件、文物、以及地点的重要性
8.2.7.B 指出当地社区与显著的历史文件、文物、以及地点相关的扮演的角色
8.2.9.D 理解宾州的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如何影响了如下层面上美国的繁荣和发展
 民族和种族
 工作条件
 移民
 军事冲突
 经济稳定性
o 8.2.U.D 评价宾州的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如何影响了如下层面上美国的繁荣和发展
 民族和种族
 工作条件
 移民
 军事冲突
 经济稳定性
o 8.2.12.D 评价宾州的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如何影响了如下层面上美国和世界的繁
荣和发展
 民族和种族
 工作条件
 移民
 军事冲突
 经济稳定性
o 8.3.3.B 指出并描述美国历史上有关键作用的历史 文件 、 文物 、以及地点
o 8.3.4.B 定位美国历史上有关键作用的历史 文件 、 文物 、以及地点
Common Core 标 准
o 8.5 阅读信息性的文本：学生 们 阅读、理解、并且回应信息型文本 —着重于领会和基于文
本证据地在概念和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
o 8.6 写作 ：学生们为不同的目的和观众写作。学生们写出清晰并且有重心的文本来传达一
个定义明确的视角和合适的内容 。

o
o
o
o
o
o

•

3.5 阅读信息性的文本： 学生们阅读、理解、并且回应信息型文本 —着重于领会和基于文
本证据地在概念和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
o 1.2 阅读信息性的文本：学生们阅读、理解、并且回应信息型文本 —着重于领会、掌握词
汇、以及基于文本证据地在概念和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
原理 “美国是由铁路拼成的。它们联合了这个国家然后刺激了经济发展，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度。然而这一史诗般的关于铁路的繁荣以及它们对于这个国度的发展的影响
的故事如今几乎被遗忘和忽视 ”。 The Great Railroad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Trains in America.
Christian Wolmar. 2012.
o

•

词汇

目标
o

1. 原材料
2. 可再生资源
3. 不可再生资源
4. 铁 /铁矿石
5. Lenni Lenape 人
6. 炼铁炉
7. 工业
8. 经济
9. 工业革命
10. 消费者
11. Pullman 车
12. 守车 /舱车
13. 柴油机
14. 露天车
15. 刹车手
16. 列车长
17. 工程师
18. 凿岩
19. 文物保护
20. 绿色交通
学生将会
 浏览 保留 的或者修复的历史建筑和列车的图片和实例并且讨论社群会想要保存他们
的原因；
 研究 他们居住的地方的具有 历史 性的地点，例如火车、建筑、公园、雕像、或者纪
念堂；
 回答关于这些地方的问题；并且
 创建关于这些他们研究的地方的海报、艺术品、小册子或者网页。
 这一堂课向学生们介绍历史保护的概念并且要求他们寻找他们居住的地方的具有历
史意义的地方。学生将会创造展示这些地方的一部分的小册子或者网页。理想情况
下，他们将会把这些小册子分发到所在社区或者让本地组织机构链接他们的网页。

核心问题
o
o
o

Colebrookdale 铁路线附近的岩石组成能够告诉我们 关于我们现在称为宾夕法尼亚的这片土
地的 什么 信息 ？ （地质历史、气候变化、矿物开采 /工业遗产）
是什么 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进化造就了如今我们知道的宾夕法尼亚？（美洲原住民、早
期殖民地、革命时期、振兴农业、工业化、后工业化）
对于历史性地点以及对于历史性人物、地点、物品的记录的保护是如何影响当今世界的经
济、环境、以及经历的？

是什么样的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带来了交通上的从 人行小路到沿着 Secret Valley 线的现代
铁路旅行的 进化 ？（本土人行小路、溪流 /船只、运河、街道、铁路）
时长： 1 小时 45 分钟
材料：
o 时间表： 事件 时间表 Colebrookdale 熔炉，共同体的第一个炼铁炉，开始在 Berks 郡 投
入爆燃
o Colebrookdale 铁路走廊。作者 Dan Graham。
o https://www.colebrookdalerailroad.com/history_about.cfm
o （可选）书籍： The Great Railroad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Trains in America. Christian
Wolmar. 2012.
o （可选） DVD： Riding the Rails
o Colebrookdale 铁路
o 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些当中的至少一样：摄像机、相机、或者画板 /日志和一支铅笔
o 有网络连接的电脑
• 推荐教学步骤
o 研究 Colebrookdale 炼铁炉 然后前往 Colebrookdale 铁路
 以一个班级为单位，集体重现 一个历史层面上精确的追踪炼铁炉在美国的增长
的从进入现代开始的时间表
 参考资料： 事件时间表 Colebrookdale 熔炉，共同体的第一个炼铁炉，
开始在 Berks 郡投入爆燃
o 观看 Riding the Rails DVD
o 讨论 Riding the Rails DVD 以及班级重现的时间表
o 搭乘列车
o 体验生活，浮现式历史体验
 倾听历史叙事：浏览充满历史景点的地貌。观赏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炼铁炉的
地址。 搭乘铁路经过并欣赏七种工程构造上迥异的桥梁：铁栈桥、石桥、木栈
桥、等等
 和车组成员互动：列车长、工程师、车主、餐饮服务员、红帽子搬运工、售票
员、以及刹车手
 和每一个成员见面
 理解每一个角色 /相应的一系列责任
 辨认 制服 /制服的元素
 问答环节
 探索列车：引擎、露天车厢、完全恢复的复古 1919 年 Pullman 客舱 车、餐饮车、
休息室车、守车 /舱车
o 随时记录经历
 在乘车的过程中 向学生提供摄像机、照相机、或者画板和日志来捕捉图像
和文字记录
• 形成性评价
o 当学生们结束 火车之旅 返回教室后 ， 他们 应当独立进行对于火车体验的 回顾
o 他们记录下的经历应当被直接引用（图片、素描、以及笔记应当被用来支撑他们的
回顾）
o 可选：学生们可以在 TripAdvisor、 Colebrookdale 铁路保护信托 Facebook 页面、或
者以致编辑的信的形式在当地报纸 上发布他们的回顾
• 相关的材料和资源
o 分享你的小镇的历史： 被存档的远征课程；国家地理
o

•
•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org/archive/xpeditions/lessons/17/g35/tghope.html/
o

Riding the Rails. James San Jule （演员）， Arvel ‘Sunshine’ Pearson（演员）， Michael
Uys（导演）， Lexy Lovell（导演）分级： NR（无分级）格式： DVD

o
o
o
o
o
o
o
o
o
o
•

•

Beyond the Marker: 记号之下 http://explorepahistory.com/hmarker/php?markerid=1A-2A3
Arthur C. Bining，十八世纪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制造业（ Harrisburg：宾夕法尼亚历史
和博物馆委员会）， 1973
Gerald E. Eggert，宾夕法尼亚的钢铁产业（ Harrisburg：宾夕法尼亚历史协会），
1994
铁路： http://pacivilwar150.com/ThenNow/IndustryCommerce/Railroads
宾夕法尼亚内战
YouTube 美国铁路历史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8lX5A2q-Eo
奔驰在铁轨上 https://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ilms/rails/
功劳簿故事 http://explorepahistory.com/story.php?storyId=1-9-17
钢铁先驱 https://www.colebrookdalerailroad.com/Iron_Pioneering_DanGraham.cfm
Colebrookdale 铁路走廊 . 作者 Dan Graham.
https://www.colebrookdalerailroad.com/history_about.cfm

o
关键词
• 铁路
• 工业革命
• 原材料
• 宾夕法尼亚
• 铁矿石
• 炼铁炉
• 工业
• 经济
• 环境保护
• 历史保护
作者： Michele D. Barrett, Colebrookdale 铁路保护信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