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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如何提出和分析问题：以老板跑路为例（连载 3） 
董毓 (华中科技大学) 

 
[前情提要] 2011年4月以来，温州有80多家企业主失踪，堪称温州企业老板的集体出逃。以央视为代表的
主流媒体与地方和财经专业一些报刊和网络在政府是否应该“救市”方面持不同看法。就此，董毓博士详

尽分析双方思路的起点和关键，并提出问题的核心：钱到底去哪里了？认为老板跑路，既非因为实业贷款

难，也非因为实业破产，并得出结论：实业贷款难而破产的问题是个伪问题，“解救”更是乱吃药。下面是
对这一结论的后续分析： 

实业贷款难而破产的问题是个伪问题，“解救”更是乱吃药。 

因此，所谓“温州民企受银行歧视无法为生产筹集资金所以被迫借民间的高利贷，从而导致破产、

跑路”是一个伪问题。它是对温州老板跑路现象的错误解读。它使用的“麻雀”例证，不能典型证明

它的普遍性问题，它给出的原因解释是不在点子上。这样的舆论常常是从观念出发，主题先行，摘樱

桃的方式来挑选适合自己观点的例子，再利用煽情和美丽的文学图象等技巧来代替理性论证，来达到

说服力。但是真相是，虽然中小企业贷款一般难于实例雄厚的大企业，在温州的情况里，民企并非是

受银行歧视而无法贷款。相反，温州民企得到太多的贷款来干非实体的投机。因此，它提出的解决方

案，比如救市，改变对民企贷款的“歧视”是他们容易得到资金，将民间借贷合法化等等，都不能，

也不应该解决老板投机房地产失败的问题。老板应该为自己的经济决策后果负责，他们抛下一切逃跑，

是非法的。 

这个网友很代表大众的看法：高利贷炒房与小企业贷款困难应该算两码事。 

 

“小企业贷款如果是真的用于生产和销售，比如用于生产和销售纽扣、皮鞋、打火机、低压

电器之类的东西，商人不可能一直借高利贷的，这是因为实物的生产与销售的利润率很低，温州

商人是绝顶聪明的商人，他们比谁都懂这个道理，他们之所以敢于一直借高利贷，肯定是在玩让

人心跳的有暴利的东西。 

  那就是房地产，温州各类企业喜欢涉足房地产，温州多批炒房团时常南征北战，全国人民都

知道。 

  本帖建议，让一部分温州商人先出局起来，只是指让一部分炒房炒砸的温州商人先出局起来，

不是指所有的温州商人，这个建议是非常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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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有些媒体观点缺乏这种善意，不希望让一部分温州商人先出局起来，还编了个理由，

说是小企业贷款困难，怂恿要继续放水。这里请温州商人自己说句公道话，要说小企业贷款困难，

从来都是困难的，到哪都是困难的，想当初，别说小企业，就是跑单帮，别说贷款困难，压根没

有贷款，温州商人硬是闯荡了天下，形成 了气候。这个太不靠谱的理由实在太有损于温州商人

的整体形象了。”(19)  

 

上面所引的"让温州信贷危机自生自灭吧"的系列综合报道是这样下的结论：中小企融资困难
在全国各地都是难题，但在热钱汹涌的温州则不是。政府拉着银行盲目出手救市，无异于主动充

当投机分子的人质，好心办坏事的闹剧将再次上演。(10) 
而所谓“改变对中小民营企业的现实歧视性做法，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温州，就是对这

些投机者降低贷款的风险门欄，实质上是让他们容易获得额外贷款投机，结果产生更多银行坏账

－－一样是用纳税人和存款人的血汗为投机者买单。 

这是另一篇分析的结尾： 

 

“善良的老百姓啊，别被媒体上的伪专家骗了，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我们当然要管，但是

炒钱失败逃跑的人不在此列，炒钱破产是你自己投机失败，退一步讲，当你一年通过高利贷稳赚

60%的时候，这钱难道不是都进了你自己的口袋么？”(20)  

老板自己的反思: 银行的确是祸首，不过… 

一年后的两个报道，很有意思，很说明问题。 
2012年端午节后的上海南京东路，2011年震惊全国的温州老板跑路潮中的潘晓勇，2011年

温州创业青年楷模候选人，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揭开了 2011年温州老板走路潮那座庞大冰
山的一角”。他 2008 年开始“从 6 万元起家，三年间，他名下成立了 8 家子公司，身家扶摇直上
高达数亿元。而一次又一次炒房的翻云覆雨间，他缔造出一个也许只有在当时才可能成真的中国

式造富神话”，就是不断贷款买房，蛇吞象，甚至在 2011年 4月份到 7月份期间，别人都已经停
止了购买大量的房产时，他又投入了 1.3亿的现金买了两个厂房，七套房子。到 10月份他不再能
靠银行给与充足的贷款时，一切都崩溃了。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总结－－银行借给他太多钱放大

了他的炒房胆子： 

 

羊城晚报：你认为，在你破产的过程中，银行起了什么作用？ 

潘：推波助澜！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如果当初我买 980 万元的房产，银行第一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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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给我 1300万元贷款，第二年没有给我 2000万元贷款；没有这么多钱放出来，我的产业、投

入，一系列处事不会做得这么大胆。 

羊城晚报：你认为银行放大了你套现的勇气？ 

潘：是！银行存在很多潜规则。比如说，这套房产的贷款额度不能达到 2000万，怎么办？

银行为了做自己的业绩，先贷给我 1000万元，我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

押的方式，那么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 2000万元了。同时，银行又给我贷了 1000万，我手里就

有 2000万现金了。我再把 2000万元质押一次，再贷出来。银行再贷给我 2000万元，那么，

银行的存款就有 4000万了。我也套现了 4000万元。何乐而不为呢？ 

羊城晚报：当时宏观政策的改变，也造成了楼市整体下跌，可为什么你仍然认为银行是罪魁

祸首呢？ 

潘：2011 年 9 月份，每次我去银行，银行就拖我———“没问题，下个星期就放贷”，他们

说。因为这样，我把多余的钱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支付 600多万元的利息，

最高一月付了 670 万元利息。如果银行没有这样拖我，我当时给自己留下一两千万元，完全没

问题。但是，我觉得银行贷款还会下来。我把手上多余的钱全部投进去了。 

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羊城晚报：假如当时的宏观政策不调控，银根也没有紧缩，你认为你能避免今天这种局面吗？ 

潘：我做的很多实业都是民生工程。如果再自己走下去，我会把它们理顺，把实业做实，会

有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思路要做实业。我投了 4700万元，买了一个很大的厂

房，想把鞋厂搬过来，还想再投 1000万元，把流水线从 1条增加到 4条。但当时已经是 2011

年 9月份，来不及了。(21) 

 

跑路老板说罪魁祸首是银行，不是因为银行不贷款，而是让他们轻易贷款去炒房地产所以不

能收手。这再次生动说明，温州民企并非是受银行歧视而无法贷款。相反，温州民企得到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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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想想，象这样完全靠借钱借高利贷的富裕，破产是迟早的，银行收手越早，损失越小。至

于潘说他可以靠做实业来自我修复的话，也只能是事后的反悔，他当时会这么做吗？而且什么样

的实业会让他有能力每个月支付 600多万元的利息呢？ 

另外是一些关于成立的合法的民间贷款机构门可罗雀－－没有人去贷款的报道： 

“借出登记 5亿元，借入登记 10亿多元，成交金额仅有五六千万元。这是开张已有百余天的温州
民间借贷中心交出的一份“成绩单”。(据《第一财经日报》)这份“成绩单”显然与这段时间舆论所热议
的温州民间借贷的火爆情况并不相称。(22) 

报道中为此找了一些理由，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不会那么涨了，还借高利贷去炒什

么？这也回答另一个我们没有讨论的问题：温州真的有那么多钱无处用，所以不得不走投资高利

贷的渠道吗？现在知道了，高利贷卷入了那么多的钱，是因为看到可以轻易获得暴利，所以温州

许多人把自己的毕生积蓄都投入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处，谁会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借出去冒险？ 
最后说一句，政府应该帮的，其实是老板跑路后拿不到工资的小张这样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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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方韩之战” 
徐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文章背景] 2012年 2月 19日，徐敏博士应夏增民老师邀请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社团活动，要求关于“方
韩之战”进行分析，本文是发言的基本内容。从后期同学反馈看来，与韩粉与方粉的热情与激动对照，这

篇简短的发言让同学们意识到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身边议题。本文基本未加修改，保留了发言稿的风格。 

  
图片来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http://baike.baidu.com/view/263093.htm 

第一个阶段：方舟子批评韩寒代笔 

正方：方舟子 
立场：韩寒代笔 
反方：韩寒 
立场：没代笔 
观众：韩粉 方粉 

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346562&boardId=1
http://smallbusiness.chron.com/profit-margin-retail-clothes-25123.html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3&treeView=1&view=2&id=112864560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2992683
http://news.163.com/12/0705/02/85K7QS5M00011229.html
http://finance.chinanews.com/fortune/2012/07-05/4009876.s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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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民事诉讼 

原告：韩寒（代理人路金波） 
被告：方舟子（代理人不详） 
起诉书诉求：方舟子通过互联网质疑韩寒代笔其间造谣、对韩寒名誉造成损害事宜，要求方

舟子公开更正、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0万元。 

分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分析 

在第一个阶段，方舟子批评韩寒代笔。方舟子的主要论证是： 
 

(1)《求医》、《书店》所需的知识背景似乎和韩寒并不吻合 
(2)如果韩寒找人代笔，则显然会出现这种不吻合 

所以，(3) 韩寒就是找人代笔了 

 

方舟子的原文：“特别是我看了韩寒 14岁写的《书店(一)》以后，我觉得这绝对不可能是他
自己写的，肯定是有一个中年男人代笔的，写完以后用韩寒的名义发表，因为他爸以前用过一个

笔名就叫‘韩寒’”。（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php?id=189698 ）这是解释型论证
的典型结构。 

评论：方舟子为了说明他的质疑合理，应该说明他提供的“代笔说”是更合理的解释，因为显
然还存在其它可能的解释。这既是宽容精神的需要，也是科学精神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他没

有这样做。为说明方舟子的的“不宽容”和“不科学”，请看下面类似论证： 
 

（4）如果电池没电了，则我的手机无法开机。 
（5）我的手机无法开机。 
所以，（6）电池没电了。 

 
至少你要说明，机器坏了等解释相对更不合理，才能做出结论（6）。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一

个解释是可能的便断定就是如此。 
方舟子另外诉诸的一个论证是： 
 

（7）若韩寒有人代笔，则这个青年偶像是假的。 
（8）我希望他是假的 
所以，（9）韩寒有人代笔 

 
方舟子的原文：“我就是要还原一个所谓‘文学天才’的真相，还原一个所谓‘青年偶像’、 ‘青

年导师’的真相。……我就是想把韩寒这个神话打破。（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 
article.php?id=189698 ） 

结合前后语境，可知这是典型的诉诸愿望型论证。然而希望后果出现不能成为原因成立的理

由。若这样的话，超人也存在了。若超人存在，则人间没有邪恶了，我当然希望人间没有邪恶。 
类似地，下面论证也是不当的： 
 

（10）若今天下雨，我的伞不会白带。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php?id=189698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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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希望我的伞不会白带。 
所以，我认为，（12）今天下雨。 

 
评论：方舟子虽然声称是“合理质疑”，但是，似乎并不那么合理。因为他并没有首先尝试排

除其它的可能解释。在要“打破神话”这个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提出“韩寒代笔”，对韩寒进行批评。
这既不是宽容的，也不是科学的。 

实际上，韩寒所做的恰恰就是对于方舟子所提出的“不吻合”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ib.html ） 
比如，为何出现陌生的英文组词，这似乎超出韩寒的语言水平。韩寒说：我查字典查出来的。 
比如，为何文笔那么成熟，这似乎超出一个高中生的水平。韩寒说：我模仿的是偶像钱钟书。 
……其它更多类似处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l4.html。 
通过前面说明可知，方舟子需要说明“代笔假说”比“查字典 +模仿假说”更合理。但是，显然

这并非易事，仅仅通过上网查几篇文章或搜罗一些八卦显然是不够的。 
“查字典 +模仿假说”是一致的，没有自相矛盾；似乎和现有的常识也没什么不符合；此时或

许有人想诉诸简单性原则。但这似乎不妥：纵使用代笔来解释这些现象貌似更简单，但显然，此

时有阴谋论的味道在里面。最佳解释方面的著名问题就是：简单性标准不能保证真。简单的解释

未必是合理的解释，更谈不上真。这里和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还有所差别。科学家假设，自

然的设计是简单的，因此，若一个理论的解释更简单，则科学家会相信这个解释更合理。但是，

社会现象有人的思维和意向在，不能简单用简单性标准。而此时，对方舟子而言，似乎简单性标

准似乎会是最可能诉诸的手段了。  
第一阶段评论小结：这个阶段处在非法律层面上，是一种民间的活动，没有法律条款的约束。

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孰是孰非。我认为，方舟子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说明韩寒代笔。

当然，若他坚持仅仅是“质疑”，这是可以的。但是，他的目的似乎不止是提出一种可能性，而是
信誓旦旦。他经常用“知道”这样的词汇。当然，事实是什么，我们谁也无法看到。我们的结论只
是：从辩论双方表现来看，方舟子并未能提供好的理由说明韩寒找人代笔。而这正是他的主张。

（另外，这次和之前批评学者造假等不同，质疑学者造假可以举出直接证据，比如，论文造假，

比照发表论文和参照论文即可，学位造假，比照提供的学历并采访官方机构即可。但这次方舟子

很难提出这样的重要证据。因此，也只能停留在弱弱的“质疑” 层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法律诉讼。法律层面似乎无需过多讨论，它有固定的证据提供和考量标准，有

固定的法律条款可以使用。我觉得，这里关键在于方舟子是否“造谣”。若造谣指的是捏造事实，
方舟子应该不满足。他的确提供了证据，即某种“不吻合”，这的确是成立的。 

若加上推理的限制，认为方舟子从真的事实得出不当的结论也算“造谣”，那么，方舟子却有
造谣的嫌疑。但是，这种界定太宽松了。若这样的话，逻辑不过关的人说话要极度小心了，不小

心你就会犯“造谣中伤”罪。 
总结：我认为方舟子在论战阶段并未提供足够理由说明韩寒代笔（假设我们都知道了代笔指什么，不

是那种帮忙润色，或者帮忙挑错那种）；但是，在法律诉讼阶段，韩寒却很可能败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讨论问答】 

    
【编者按】 董毓提议，要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话讲批判性思维，也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关于批判性
思维的文章。徐敏博士发现，关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南风窗》对赵汀阳教授的采访稿非常契合这

一要求。文章强调的“论证”和“理性态度”恰恰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要素，基于此，徐敏建议将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ib.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l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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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载于本期。在征求意见阶段，各位老师关于理性、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展开了多视角讨论。讨论内

容对高校的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教育很有启发意义。第一部分转载赵汀阳教授采访稿。第二部分是讨

论内容。 

 

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南风窗》2013年 第4期 记者：石勇 

 
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一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

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真是这样吗？ 
 
差不多 100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

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

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

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 “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
面。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

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

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 
《南风窗》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

了西方和中国在“想什么”、“如何想”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 

《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

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

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

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 
赵汀阳：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讲道理”。它们可以制造趣味，但

不适合用来论证。把“修辞法”（亚里士多德说的）用于论证，就容易形成诡辩或胡说。希腊人

很擅长修辞法，就像他们擅长逻辑一样，古希腊的许多“群众领袖”喜欢在广场使用修辞法蛊惑

人民。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辞法会遮蔽真理。 
《南风窗》：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 A和 B，
你要从 A的成立证明 B成立，必须先证明 B和 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
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我倒不反对谚语。谚语所说的无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没有论证，谚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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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法不是在论证，而是为了制造有趣的表达效果，各国的谚语都差不多。至于现在为什么许多

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

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辑。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

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

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  
《南风窗》：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

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

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天人感应”纯粹就是
“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

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赵汀阳：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辩证逻辑”，

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

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

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

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南风窗》：说“中国人逻辑不行”，似乎和以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不聪

明”属于同一个偏见系列，而后两者早被证伪了。如何也证伪前者呢？ 
    赵汀阳：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
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

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

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 

《南风窗》：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

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

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

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

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南风窗》：孔子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问：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两

年、四年？没有任何理由。这有点类似于“辩证法”的一个逻辑困境：为什么是一分为二，而不

是一分为三、为四？如何评价这些指控？ 
赵汀阳：就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别的选择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这里并没有什么

逻辑问题，只有文化或情感问题，而且要考虑时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考虑到今天的生活节奏，恐怕就不会推荐三年了。当年孔子为什么

推荐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许是与父母养育婴幼儿的时间大致对称，当然不是严格对称，只

是一个在感情上大致对称的选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用逻辑来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学术

为何物，也对情感缺乏体会。 
  《南风窗》：按这种说法，前面我们所谈到像“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是否也不

能用一句“不讲逻辑”来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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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

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

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

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

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南风窗》：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

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

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

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

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

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

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

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

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

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

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

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

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南风窗》：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

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

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

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

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

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

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

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

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

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

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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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风窗》：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 7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您
曾经做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日”中国项目的策划，对中国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有什么

样的期待或建议？ 
赵汀阳：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于逻

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

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

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

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

用。 
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

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

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讨论] 
朱素梅： 
    我觉得这篇采访有阅读的价值，转载是个好主意。不过，中国人“不讲逻辑”在我们的电子
期刊的读者群中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我特别关注的是赵老师所提到的逻辑技术和理性态度的区

别。读赵老师的言谈，我也读到了其中的理性态度。我个人觉得训练理性态度恰恰是批判性思维

课程和逻辑技术训练的课程的区别之一。所以，我的建议是，转载上述文章的同时，能谈谈批判

性思维关注“理性态度”的训练等话题。 
 
董毓： 
    朱老师的意见我也同意，赵汀阳的文章中关于中国人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西
方思想寻找永恒、超历史、无变化概念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的看法都很有价值。但我觉得

对我们最有用的是他最后一段，“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他谈到学逻辑在这方面效果不大，

而且逻辑好的人也不一定有理性，这都是很正确的观察。另外他虽然说不知道，但其实也说到了

理性的核心：认识到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而这正是批

判性思维的三大性质和训练目标：理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这也和朱老师那一期中周北海的观点，

和批判性思维的主流观点一致：批判性思维在内容和原则上大于逻辑。周北海也是从多年逻辑教

育的无力和限制性认识到，目前的逻辑教学要改革，他建议少部分专门从事逻辑教学研究的可以

去学习逻辑，但对大多数人需要的素质教育，这应该是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不是另一门

逻辑课”。所以赵汀阳的文章我们最应该发挥的，是他对理性教育的认识，这可以用来推广批判

性思维教育。 
 
徐敏： 
    "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
逻辑教我们理性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除此外它不给我们其它的内容。逻辑除了给我们理性

的态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告诉我们这种理性态度背后的根据是什么，演绎逻辑/归纳逻辑
恰恰告诉我们背后隐含的根基。在此意义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性是不够的。赵汀阳提到

的“逻辑学博士”则是只把握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对应的技术，却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地应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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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态度。然而，也有许多学生很想拥有理性的态度，也知道了什么是理性的态度，却没办法理性

得起来，恰恰是不知道理性背后的“信心”从何而来。因此，理性要求有态度，也要有技术的支

持，两者缺一不可。 
 
朱素梅： 
    看到你的理性态度需要技术支持的话题，我想继续和你交流一下。我们的话题缘起于赵汀阳
老师的访谈，由此，我们特别关注赵所说的——仅有逻辑技术的人不等于其言谈中有理性（在本

该理性言谈的场合），继之，把话题锁定在关于逻辑课程教学和理性教育的关系上，我个人的想

法是，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更适于训练理性态度，所以呼吁相关文章。刚才读了徐老师的评论，我

就把你的想法归于上述脉络之上，或许理解有误，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说说下面的看法：徐老师

所提到的——理性态度离不开理性技术——是我同意的，但我不认为理性等同于逻辑，特别地，

理性不等同于演绎。 
    就课程而言，逻辑课程和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区别体现了上述区别，批判性思维训练理性，开
放，这种理性和开放的习得和表现都依赖于实践。至少在国内很多高校的本科课堂上，逻辑课程

主要的时间和测试都贯注于演绎，课程主要讲解、训练相关演绎技术，这种技术的训练不关注思

想的主体、忽略多主体间的交流、轻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价值无涉”（这个话题有待解释、

说明，但我不忍不提）……这种训练不关注“反省”，这些特点决定了逻辑课程在训练理性态度

上的缺憾；而批判性思维课程恰恰弥补了上述缺憾。更关键的是批判性思维课程不仅不是空洞地

强调理性态度，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在具体、系统地训练支持理性态度的技

术，批判性思维本身就是体现理性技术和态度的实践。 
    我个人希望之前所提到的文章就是因为目前存在的现状是，不少人把批判性思维课程当成不
敢涉猎“殿堂级”逻辑技术的一门“大众化”、“日常化”的逻辑课程，当成“另一门逻辑课”。

这样的误解，一方面在观念上不利于批判性思维课程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不利于已经

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的老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安排。我觉得，澄清批判性思维和逻

辑课程的关系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如何澄清却不是我个人能及，所以希望看到我期待的文章。 
 
徐敏： 
    朱老师提到了许多看法。第一，理性不等于逻辑。这句话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说逻辑仅仅意
味着像数学系学生一样进行公式演算，那么，的确理性不等于逻辑。因为许多人有演算能力，但

生活中没有理性态度，至少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若逻辑指的是逻辑学课堂（或者批判性

思维课堂）所应该获得的目标能力，那么，显然逻辑至少包含理性。逻辑学或批判性思维课堂的

关键词是论证，这个谁也不会反对，论证的目标在于坚持恰当的信念，让行为在恰当信念支持下

进行。如何做出好的论证首先依赖于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论证，这主要是逻辑内容在回答。理

性在于什么？理性不但在于对自己所应该相信的东西问为什么，提供理由，而更加在于提供好的

理由。因此，逻辑学课堂（或批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能力恰恰就是理性，至少包含理性。第二，

批判性思维课堂应该如何开设，不该看作是另一门逻辑课。这句话也要看怎么理解，而且依赖于

课程的开设目标。如上所述，我不认为，逻辑学（非数理逻辑以及更高级逻辑学）的目标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课堂有差别。若朱老师的意思是，传统的逻辑学课堂以演算为目标，而批判性思维课

堂应该摒弃，以理性思考能力培养为目标，我是同意的。但是，逻辑学课程的目标本来就不该仅

仅以演算能力为目标，演算仅仅是一种保障，比如命题逻辑中的真值表方法，自然演绎方法，谓

词逻辑中的公理化方法，或者tableau方法。没有这种保证的所谓“好论证形式”是难以说服人的。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分歧或许在于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以及内容分配方面的差

异，我认为，目标没有差别，差别在于侧重，逻辑学课堂更加看重好的论证形式的保障是什么（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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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列出几个有用的论证形式是不够的，学生会问还有其它的好形式吗，为什么它们是好的呢），

相对比，批判性思维课堂则更加注重实践中的理性态度，因此，好的论证形式保障方面则不是集

中强调的地方。因此，两者更像是同一本画册，只是映现出来的重点不同而已。在此意义上，批

判性思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也可以接受。第三，如朱老师已看到的，我认为理性态度离不开

技术，但我没有认为理性态度等于演算能力。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理性除了态度之外，还需要实

践，而且这种实践还需要技术支持。这是我的看法。 
 
张瑛： 
    朱老师所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实践性，这也是董老师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维在内容和
原则上大于逻辑”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批判性思维的课堂上，我们不仅关注论证形式、有效非有

效，还关注论证内容，好与坏等。徐老师所强调的则是上述内容的“保障”——即使我们可以赞

同批判性思维大于逻辑，我们也无法否认它是源于逻辑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批判性思维

的课堂应当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既要让学生们触摸到“有血有肉”的东西，又要让学生们

体会到逻辑系统的“清楚明白”；而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设置则可依据学生的不同业背景予以

适当调节。 
 
董毓： 
    各位老师， 徐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之间已经有过几次意见交换，所以彼此有些了解，不
过，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及其教学的关系是个指导我们将来怎么教学的重要问题，所以我觉得继续

讨论是极为有意义的，我接着徐老师朱老师的途径再随意说几句。 
    我的主要想法，在2011年大会上读过的“批判性思维不等于什么”的文章中说了，其中一个
就是不等于逻辑。应该清楚说明的是，逻辑的规律是不能随意违反的，批判性思维要运用逻辑，

而且比别的学科运用逻辑的程度更为明显——它讨论论证，自然要讨论推理，自然要用逻辑——

在该应用逻辑的地方就要用逻辑。所以批判性思维的书，必然包括相当的逻辑（演绎和归纳）的

内容，这个没有问题。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批判性思维不等于逻辑时，这里有理论的含义，也有教学的考虑。理
论的含义中，有一点就是联系到理性这个概念来说的。徐老师说的有道理，逻辑至少包含理性，

这是长期的观点，但我要说，要防止把它俩等同的倾向。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演绎）逻辑所

规范的理性或者合理的概念，很早以前就被突破了。我提到并举例说过，现在的批判性思维、论

证理论、科学方法论等等中的共识是，特别是按演绎逻辑的标准而言，符合逻辑的不一定是理性

的，不符合逻辑的，也不一定是不理性的。当然许多情况下，符合逻辑，是理性的一个条件。能

够察觉一个论证是否有效，这是判定理性的一个技术能力，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而且是用得不太

多的一方面。我们学了很多年的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都学过都教过，但是我这一辈子在学术

研究和生活实际中只有一两次做过论证的形式化和推理的有效性判断这个事情。其他绝大部分的

分析、辨别、推理、判断的工作，都是在证据的真假判断，理由的充分与否，寻找反面例子，反

驳，探查对手是否beg the question（使用了未经证明的前提或循环论证）这些方面上，演绎逻辑用
得最多的那几个工具就是肯定前件，否定后件等那些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学了多少年的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形式演算，就像学了很高深的数
学一样，大部分没有用上，学这些工具并没有增加我的运用能力和理性态度（这有一些研究证明

是普遍现象）。而我需要的那些能力和意识，比如上面说的判断证据的真假，检查理由的充分与

否，寻找反面例子，探查论证的隐含前提，开放开阔思路，等等，都没有包括在我的逻辑学习中，

而这些在我（在西方）的学习和学术生涯中大量运用。举个例子，在海外念书阅读英文哲学文献

时，我经常看到讨论双方说对方的论证这里或者那里“beg the question” ——这是西方哲学家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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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发展的基本功——而我那时都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别说善于运用了。 
    这就是我们批判性思维教育要补的地方。我有时想，也不需要去过分探究批判性思维和逻辑
有什么区别——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时需要考查什么，需要有什么能力，批判性思维就教什么。

从这一思路出发，恩尼斯列举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能力各有15项，其中12项是必须要素，而别
说我们现在的逻辑学，就是我们现在国内一些学校教的批判性思维，因为过于局限在单一论证的

逻辑分析这个框架里，大概就涉及了其中的一半。所以，逻辑学和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不适

应培育我们期望的理性、独立和开放的思考者的目标。 
    除了教学内容，另一不适应，是传统的教学方法的问题，我们的逻辑学和一些批判性思维的
教学十分缺乏实践性，这些我在以后和大家继续讨论。 
 
谷振诣: 
    同意在《通讯》上转载赵汀阳先生的文章，并建议在文尾附加大家的讨论摘要，《南风窗》
的这篇对话涉及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涉及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区

别，这两个问题太大，不方便发表言论。就第三个问题：“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引起朱、

徐和董老师的讨论，涉及到批判性思维与逻辑的关系等等，对此发表以下看法： 
    赵文的最后一段：“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
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

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态度比技术重要”是杜威特别强调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发挥可能是理查德·保
罗（中译本《思考的力量》）。董老师强调“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

证或者证据”这两句，抓住了文眼和要害。自己喜欢的观念有哪些呢？有利于自身利益（金钱、

权力、地位等等）、有利于自己名声（自我形象）、有利于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真理观（自我

中心）的观念，除此之外，可能就没有多少自己喜欢的观念了。在保罗看来，批判性思维首要的

任务是治这种病，此病不除，有技术也不学，学了也不用，用也会往歪了用。为除此病，批判性

思维专家们强调“Disposition / Attitude / Essential trait / Characteristic of mind/Intellectual Virtues”
等相关联的概念。我的理解：态度是一种当下的意愿或倾向，精神是一种持久的追求和意志，将

理性态度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品质和习惯。 
    “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更准确地说，观念是否正确不取决于观念本身，取决于
支持这一观念的理由是否确凿，以及理由对观念的支持强度，逻辑学不管理由本身是否确凿的问

题，只管理由对观念的支持强度，逻辑学是评估理由对观念（结论、主张或断言）的支持或削弱

强度的学问（关于推理的学问），而且只提供评估的标准和样式，如何运用其标准在使用自然语

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这不是逻辑学的任务。现在人们普遍把逻辑学当成一门科学，

而不再是一门技艺。如何运用逻辑标准在使用自然语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这是一个

技艺性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样看来，逻辑学不管理性的态度、精神、品质、习惯这些问题，不管理由的真假、确凿一
类的问题，也不管如何运用逻辑标准在使用自然语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的问题。当然，

你在讲逻辑学的课程时可以涉及或侧重这类教导性和技艺性的内容，但这些问题确实早已经不是

逻辑学研究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一些逻辑学博士“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

时很不讲逻辑”，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懂逻辑科学，却没有逻辑技艺。为避免误解，如何构造

形式系统或者如何证明哥德尔定理的技艺，与如何评估和重构自然语言中好论证的技艺，是不可

同日而语的两种很不相同的技艺。 
    因而，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将“批判性思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也可以接受”的观点，
是不能接受的。或者反过来，在逻辑学里加点教导性和技艺性内容，就将之说成是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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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教批判性思维，这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在使用公认的批判性思维教材讲课时，如果只是在

传播与批判思维相关的知识，没有较扎实的教导性和技艺性方面的严格训练，仍然不是在教批判

性思维，或者说那样教批判性思维就没多大意义了。 
     
徐敏: 
    谷老师对"技艺"和"科学"区分的强调让我很受启发. 
    我想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更多是在讨论《逻辑学》课堂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比较，
而不是作为学科的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比较：作为一个学科逻辑学有相对更精准的学科定位，

无论是放在哲学学科内部，还是和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并列的说法上；然而，对批判性思维似乎

目前尚无法精确定位它是否构成一个独立学科若构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独立学科（当然这并不影

响它的巨大重要性）。因此，我同意您的说法，逻辑学已经逐渐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评
估方法，越来越科学化，而批判性思维不是。没听说过谁拿批判性思维"学科"的博士的。 
    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逻辑学》课堂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比
较。我非常同意您提到的后者关注前提真假和确凿，而后者没那么关注，即使关注也不是重点。

我要说的是，各位似乎都太过强调两门课堂的差异，而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将批判性思

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问题是：强调推理技术并且同时看中实际应用环节的

《逻辑学》课堂与强调“评估构造好论证”的应用环节同时看重推理技术的《批判性思维》有何

本质差别。这里，又要强调一下我前面提到的观点，《逻辑学》课堂的目标是给大学生什么？《批

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是给大学生什么？它们有本质的差别吗？如果都是为信念提供合理支持，

培养理性态度和能力，那么，难道不是“同一本画册”的不同展开方式吗？如果如此的话，我想，

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开展逻辑学或批判性思维教育，而不是关于这两个名字的讨论。过去

我们不足在什么地方，现在有哪些进步，又要避免什么，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更加适合培养这种能

力？这需要各位同仁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经验，共同切磋，共同进步。我相信，这将会成为一项真

正的有价值的事业。 
    重复一下前面回复中提到的自己的认知：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理性除了态度之外，还需要实
践，而且这种实践还需要技术支持.而所有这些都是我认为逻辑学课堂应该给大学生的。 
 
谷振诣: 
    徐敏的第一点认识是对的，逻辑学是一门学科，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学科，是一门训练人们
如何成为好思考者的教导性和技艺性的学问。教批判性思维的老师都应该是教练而不是教授。 
    第二点认识，也就是对逻辑课和批判性思维课的关系的认识有误。按周北海教授的说法，现
代逻辑课对培养好思考者（提高思维素质）的帮助，不比学习数学更有优势；普通逻辑课对培养

好思考者的帮助如赵汀阳所言——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好像

希契柯克简单地讲过，两者（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或是逻辑课与批判性思维课）是交叉关系，相

交的部分有多大或有哪些，他没具体说明。逻辑课以传授逻辑知识为主体（看教材、授课和测试

题），尽管教课的老师不遗余力地声称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

且掌握逻辑知识在培养好思考者方面确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的作用比想像的或声称的小得多。

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兴起的动因之一是逻辑课在培养好思考者方面的软弱无力。批判性思维

课的目标是培养好的思考者，为此专家们寻找判定好思考者的规范或标准（大致是两大类：一类

是思考者的态度、精神、品质、习惯……；另一类是评估、重构论证的技术、方法和能力。说明：

批判性思维在培养创造力方面的规范、培养方案、测试，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喊口号，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目标应是培养人的判断力，至于创造力，它是在好的判断力基础上形成的，怎

么形成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好教练有把握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没把握培养出破世界记录的冠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0期                  第 17页 

军）；接下来就是设计训练方案，想法儿使人接近或达到这类规范或标准；再接下来就是测试，

如何判定一个思考者的好坏。按某个方案训练了好久，怎么判断这个方案有作用，光凭教练或被

训练者自己说如何如何是不管用的，必须拿出客观的测试手段，得出客观的测试指标。GRE / 
GMAT / LSAT 三大考试检测的是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其中所用到的推理技术不用学逻辑
完全可以应付，学点逻辑对考试有帮助，不学逻辑不影响你得高分，这种考试的设计不预先假设

考生学过逻辑。【小插曲：在知识型测试中有高分低能一说；在能力型测试中没有，如体育测试，

大学生立定跳远跳了2.6米，得了98分，你不能说这个考生高分低能。】 
    总之，将批判性思维课当成另外一门逻辑课，或反过来把逻辑课改装一下，当成批判性思维
课，从对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在学科方面的认识上、批判性思维课与逻辑课的区分与教法上、“批

判性思维”与“逻辑”这两个术语的界定上、推广与发展批判性思维教育上，都是不正确的。用

“同一本画册”的不同展开方式，来形容批判性思维课与逻辑课的交叉点——推理技术，也是一

个糟糕的比喻。 
 
朱素梅: 
    理性态度离不开实践、这样的实践离不开技术支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强调逻辑课
程和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差异是否“太过”，决定于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老师是否注意到了其间的

区别。如果注意到了“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对于“理性”的理解的联系及区分，如果准确地

理解了支持理性的技术到底包括哪些要素以及该如何实践，不仅不该“太过强调”，甚至不必要

以“区分”做话题。就我个人的教学经验来看，有的学生既听了我的逻辑导论课程，也听了我的

批判性思维课程，他们中有的向我反馈：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让他们真正开始了独立思考，因为通

过这门课程的训练，他们更加注意对理由本身的审查，也知道了审查理由的相关技术和途径，如：

理由为真吗？还有别的说法吗？有例外吗？具体背景是什么？等等。特别地，不少学生通过批判

性思维的学习，认识到“讨论”本身的重要性，他们更主动地寻找来自不同年级、不同学院的学

生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这是学生们在实践着“辩证的思考”，经过这样的思考、论证，他们可

能会放弃、修正本来喜欢的信念，也可能会不拒绝、重新审视甚至接受本来拒斥的思想，他们这

样的“让信念与证据之间尽量保持一致”的实践就是“开放”。毕竟，理性、开放、实践才是关

键词。讨论课程之间的联系或区分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徐敏:  
    谷老师的每次回复都让我很受启发，特别是一些比喻，那都是长期批判性思维培养训练后的
心得体会。比如“教练”对“教授”，“运动员”对“冠军”。 
    您对当下高校逻辑教育的认知，我也非常同意。无论是现代逻辑还是普通逻辑课堂似乎都没
有达到“培养好思考者”的目的，或者说没有很好地达到。但是要得出什么结论我想这要依赖于

思考的人的视角了。我主要负责全校文科《逻辑学》课堂，现在张老师和我一起负责。通过和历

届同学交流，我的确认识到纯粹的逻辑知识对他们有帮助但没有期望的大。从 09年10 月份开始，
我便有意识地在课堂中加入批判性思维的内容，以论证概念为核心枢纽开展课程。通过反馈我知

道效果好于之前。我自己的认识是：批判性思维或者非形式逻辑的出现以及相关成果意义是重大

的，往常通过逻辑学没能达到的目标它们似乎在达到，但是，基于此是否能得出结论说逻辑学课

堂便应放弃理性态度和能力的目标，转而像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或数学系学习数学一样变成知识

培养课堂呢。我不认为如此。逻辑学课堂的目标本来就不应该是知识型的，或者不仅仅是知识型

的，能力从输出层面讲还要高于知识。这是我刚开始便和同学们说明的，高分不意味着学得好，

养成精神气质和习惯才更重要。因此，我的态度是：问题不是批判性思维如何定性，逻辑学如何

定性，而是怎么设计课堂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态度和能力。再次感谢谷老师回复，非常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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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毓： 
    各位老师，这里的讨论太好了，我相信许多老师像我一样从中学到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
们每期都有这样的讨论该多好！这样的讨论使我们在一起有了新的收益。根据讨论我们还可以发

展成文章来更充分的阐释自己，让大家共同提高，期望读者也加入！ 
 

 

【调查研究】 

泰北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与分析 

——以清莱府两所高校为例 

王 晶  厦门大学哲学系 

 
［摘  要］调查以泰国北部清莱府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和清莱皇家大学（Chiangrai 
Rajabhat University）两所高校 448名在校本科生为对象，通过数据分析以及中泰样本的对比发现：泰北两
所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均属于低偏极低水平，大大低于中方学生（平均成绩差 24分）。究其因在于
受泰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泰国学生缺乏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同时泰国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

东北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部和南部地区；再加上泰国高等教育发展重形式轻质量，高等学府重文轻理的学

科结构等综合因素而导致。通过原因的解析，期待对我国高校批判性思维能力教育以启示。 
［关  键  词］泰北高校；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研究 

 
20世纪 70年代起，西方教育界兴起一场研究批判性思维的热潮。国际批判性思维研究专家

理查德·保罗博士指出，批判性思维是构思教育改革和教育调整的心脏。[1]批判性思维受到如此

重视，其根源在于它革新了以往的教育观念，彰显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1998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会议发表了《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设

想与行动》，其中第五条“教育方式的革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教

育学生成为知识丰富、目的明确的公民，能够批判性地思考、分析社会问题，寻找解决社会问题

的方法并运用它们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但成为

国际共识，也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目标。本文在这一国际共识及目标的指导下，对

泰北两所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展开问卷调查，通过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

完成阶段性研究报告。 

1. 调查对象及研究内容 

1.1调查的对象：泰北两所高校学生 
    具体来说，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泰国北部清莱府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以及
清莱皇家大学（Chiangrai Rajabhat University）Ç两所高等院校。接受调查的在校学生囊括了 06
——08级共九个不同专业的本科生，调查人数为 448人。问卷有效率为 96.24%③

。 
 
1.2研究的内容：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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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简称 CT）有多种定义，较为流行的是恩尼斯在 1991
年提出的：“为决定信什么和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2]的定义。鉴于对 CT 定义
的分歧，上世纪 90年代，美国哲学学会运用著名的德尔菲（Delphi）方法④

（德尔菲计划从 1988
年开始历时三年，经过六轮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参加者 46 人，其中哲学专家 52%，教育专家
22%，社会科学专家 20%，自然科学专家 6%。）完成了“德尔菲报告”，并将批判性思维界定为：
“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调控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理以及对判断

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3] 
批判性思维能力则是对一系列与恰当提问和论证评估相关联的方法和技巧的运用能力，这些

能力如同厨师和足球运动员的技能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获得。接受德尔菲方法的专家们进一步

研究总结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六项具体技能：“解释（Interpretation）、分析（Analysis）、评估
（Evaluation）、推论（Inference）、说明（Explanation）和自我校准（Self-regulation）。 

2.调查数据详析 

本次调查采用是非随机抽样法中的配额抽样法，即在泰北高校中选取两所高校，从中抽取一

定数量的样本。再根据问卷
⑤
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定量中的单变量分析

⑥
，算出样本的平均值、

众值来考察数据的集中程度，以推断样本总体的情况。首先，给出分析和评价批判性思维能力高

低所依据的标准（表2.1）。本次调查问卷共34道题目，答对1题为3分，满分102分，约略按100分
计算。及格标准不低于60分（≥60）。 

 
表 2.1 批判性思维（CT）能力评价表 

CT能力 答对题数 分数 分数级别 
强（高等） ＞28 ＞84 高 
中（中等） ≤28，＞19 ≤84，＞57 中 
弱（低等） ≤19，＞10 ≤57，＞30 低 
极弱（极低 ≤10 ≤30 极低 

 
2.1泰北两所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 

来自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十个班级 309份以及皇家大学三个班级 101份，共 410份有效问卷，

数据汇总如下： 

表 2.2 泰北高校 410名本科生 CT能力成绩分布表 
组别 人次 % cf↑ %↑ cf↓ %↓ 
-102 0 0.0 410 100.0 0 0.0 
-93 0 0.0 410 100.0 0 0.0 
-84 0 0.0 410 100.0 0 0.0 
-75 0 0.0 410 100.0 0 0.0 
-66 11 2.7 410 100.0 11 2.7 
-57 23 5.6 399 97.3 34 8.3 
-48 62 15.1 376 91.7 96 23.4 
-39 127 40.0 314 76.6 223 54.4 
-30 123 30.0 187 45.6 346 84.4 
-21 64 15.6 64 15.6 410 100.0 
总计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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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众值为：34.5⑦。 
众值所在组人数达 127，占总人数 40%。人数次多的两组与众值所在组相邻，分别是-48和-30，

人数 62和 123，各占 15.1%和 30%。这三组频率较高，人数总和 312，百分比 76.1%。其中两组，
即 21-39分段达 314人，占 76.6%，人数逾半。从得分级别看，高分者 0人，中分者 11人，低分
者 399 人，各占 0%、2.7%、97.3%，其中极低分者有 123 人，占 30%。高分者没有，低分者居
绝大多数。 

另外汇总可知，这 410名学生及格人数为 3人，及格率 0.73%，非常低。在 95%置信水平⑧

的条件下，百分率的区间估计公式：P±1.96（SE），即 P±1.96
N

PP )1( − 计算得：0.0073±0.0082，

又得：0.0155和 0.0009。这表明，在置信度为 95%时，泰北高校学生 CT能力测试成绩及格率在
0.09%-1.55%之间，及格率极低。 

汇总又知，人均得分：30.5⑨（标准差⑩
为 10.87），人均答对题目不足 11题。在 95%置信水平

的条件下，将相关数字代入均值区间估计公式， X ± 1.96 )(
N
S
，即，得：30.5 








±

410
87.1096.1 ，

又得：30.5±1.05。这就是说，在置信度为 95%时，泰北高校学生的 CT能力测试水平得分在 29.45
和 31.55之间；至高高于极弱等水平上限 1.55分，至低高于极弱水平 0.55分。 

可见，泰北两所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体处于低偏极低水平。 

 
2.2中泰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比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泰北两所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状况，以下将介绍中国高校学生的状

况，并对两国学生的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在对比分析之前，明晰两个问题： 
第一，被调查的泰方高校，清莱府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和清莱皇家大学

（Chiangrai Rajabhat University）在 2010年 7月泰国 165所高等院校的排名中，分别位于第 32
名和 51名。排名在朱拉隆宫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
农业大学（Kasetsart University）等泰国国内一流大学后，均为第二档次水平； 

第二，文中采用的中方样本，均调查自中国第二档次本科院校的学生； 
在此基础上，中方高校随机抽取的 403名学生和泰方高校 410名学生进行对比分析。 

 
2.2.1中方样本分析 

根据厦门大学哲学系黄朝阳教授《我国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报告》，得知：“我国高

校五类大学生——985一本生、211一本生、二本生、三本生和专科生，CT能力都处于中等或者
低等水平。其中，985一本生和 211一本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二本生和三本生处于低等偏高水
平。专科生处于低等水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学生的 CT能力处于低等偏
高水平。” [4]《报告》对天津、福建和广东 10所二类本科高校 10个班级共 757名本科生进行了
调查，本文从中随机抽取 403个样本，获得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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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国高校 403名学生 CT能力成绩分布表 
组别 人次 % cf↑ %↑ cf↓ %↓ 
-102 0 0.0 410 100.0 0 0.0 
-93 0 0.0 410 100.0 0 0.0 
-84 0 0.0 410 100.0 0 0.0 
-75 0 0.0 410 100.0 0 0.0 
-66 11 2.7 410 100.0 11 2.7 
-57 23 5.6 399 97.3 34 8.3 
-48 62 15.1 376 91.7 96 23.4 
-39 127 40.0 314 76.6 223 54.4 
-30 123 30.0 187 45.6 346 84.4 
-21 64 15.6 64 15.6 410 100.0 
总计 410      

 
由上表可见，众值为：61.5。 
众值所在组人数达 121，占总人数的 30%。人数次多的两组（并非上下相邻小组），分别是-48

和-57，人数各达 63和 119，各占 15.6%和 29.5%。这三组频率较高，其人数总和是 303，百分比
是 75.2%。其中两组，即 48-66分段达 240，占总人数 59.6%，人数逾半。从得分级别看，高分者
3人，中分者 309人，低分者 91人，各占 0.7%、76.7%、22.6%，其中极低分者有 8人，占 2.0%。
总体上，高分和极低分人数极少，中分居绝大多数。 

另外汇总可知，这 403名学生的及格人数为 193人，及格率为 47.9%，近半数。在 95%置信
水平的条件下计算得：0.479±0.0488，又得：0.5278和 0.4302。这表明，在置信度为 95%时，中
国 403名高校本科生 CT能力测试及格率在 43.02%-52.78%之间。 

汇总又知，人均得分：54.63（标准差为 11.26），人均答对题目近 19题。在 95%置信水平的

条件下，将相关数字代入均值区间估计公式，得：54.63 







±

403
26.1196.1 ，又得：54.63±1.09。即，

在置信度为 95%时，中国高校本科生的 CT 能力测试水平得分在 54.54 和 55.72 之间。至高低于
及格线 5.46分，至低低于 4.28分。 

可见，中国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处于低等偏高水平。 

 
 2.2.2中泰样本对比分析 

表 2.4 中泰高校学生 CT能力测试平均分和及格率表 

54.6330.5 47.9
0.73

403 410

0

100

200

300

400

500

平均分 及格率（%） 受调查人数

中方

泰方

 
a.从平均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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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泰方高校学生比中方高校学生 CT能力测试得分低，且相差 24分，差距悬殊； 
第二，两个样本的平均分均未达到及格标准。中方高校距及格标准较近，差近 5分；泰方距

及格标准差距甚大，约为 30分。 
b.从及格率看： 
第一，中方高校学生 CT能力测试成绩及格率近半，泰方极低，不足 1%； 
第二，两者相较，中方高于泰方约 47个百分点，差距颇大。 
c.从得分级别看： 

表 2.5中泰高校学生 CT能力测试分数级别表 

学生 平均分 及格率（%） 分数级别 

中方 54.54-55.72 43.02-52.78 低偏高 

泰方 29.45-31.55 0.09—1.55 低偏极低 

 
泰方高校学生 CT能力级别为低偏极低，中方学生为低偏高，泰方学生低于中方学生。 
综上，笔者从两个角度，即个体分析和对比分析的角度，得出泰国两所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水平处于低偏极低水平；且泰国两所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明显低于中国高校学生，

平均分差为 24分。 

3. 泰北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低水平原因探析 

调查结果显示，泰国两所高校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属于低偏极低水平，和中国高校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结果相较差距较大，值得深思。文章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即从泰国

社会及文化的宏观角度，以及泰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的角度出发，分析泰北两所

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低水平的原因。 
 
3.1宏观原因 
    “泰国从 1932年到 1992年的 60年间，一共发生了 19次军事政变（其中有 13次成功），通
过了 15部宪法，举行了 18次大选。再加上最近一次，（2006年 9月 19日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
变，推翻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政府。）共达 20 次之多。”[5]军事政变频繁，政局十分不稳，泰国

社会无法为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无论是财政投资，还是教

育发展本身，泰国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 
 
3.1.1教育发展经费紧缺 

泰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得泰国经济承受了重大压力。“上世纪 90年代初，在泰国
劳动大军中，具有小学文化的高达 83%，中学文化水平的为 9%，大学文化水平的只占 4%。每一
万人中平均只有 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6]高等教育急需在泰国得到发展和支持。“泰国未来发展

研究所主任 Kchareonwongsak 博士指出，政府每年科研投资只占 GDP 的 0.15%，仅为发达国家
的二十分之一，少量的经费不足以将教师从兼职中吸引到科研上来（泰国大学教师普遍有校外收

入）。”[7]“前总理阿南·班雅春（Apnayarachu）在泰国大学部成立 22 周年纪念会发言中也提到
泰国高等教育水平底下，不及新加坡、香港和与台湾。”[8]加之，泰国前两年整体经济萎缩 3%，
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财政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1.2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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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在东南亚诸国中是唯一未受欧洲强权殖民化的国家，其教育制度中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

统性以及宗教的影响格外引人注目。学校类型除了国立学校以外，还有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三

类学校长期并存，互为影响、互为补充，形成了泰国教育的整体系统。 
这个整体系统要求泰国民众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和学习中遵循以下基本行为准则，其特

征如下： 
    “Bunkun   —— 道德、意识和感恩； 
      Krengjai  —— 周到、礼貌、尊重和关心他人； 
      Jiayen    —— 避免冲突； 
      Namjai   —— 慷慨，关注他人和奉献； 
      Wai      —— 尊敬长者或高层次者； 
      Peaceful  —— 人与人之间非凌驾的形式。”[9] 

从 Krengjai——周到、礼貌、尊重和关心他人，可以看出泰国人性格中的平和以及弱竞争意
识；Jiayen——避免冲突，可以看到泰国人秉持莫与人争辩，“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的内心观念；Wai——尊敬长者或高层次者，预示着‘长老制’、‘权威制’在泰国人心中的份量，
不敢向权威挑战。“他们对权威的态度是服从，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

我有何哉！’以前他们是服从泰皇，今日服从政府，政治体制的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他们

本身并不热心追求权威、地位、财富，因此他们不受汲汲功名之苦，也不须为了光耀门楣而求政

治地位，社会、家庭对他们都不做这种要求。”[10] 
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说：“批判性思维是面对认识的对象，做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或

要有些什么新见解、新举措的一个系列的思考过程。”[11]然而，“泰国人可算是一个相当得天独厚

的民族，在散漫的社会组织及虔诚的宗教信仰下，他们一生相当快乐，不受挫折、压力痛苦，有

丰富的物产，造成他们是东南亚最乐天知命的民族。”[12]泰国学生接受到的传统教育文化体系中

少有质疑、创新、竞争等要求，所以相较而言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不高。 
 
3.2具体原因 

泰国教育约有 800年发展历史，其高等教育共分为 4个发展阶段，即传统教育阶段、正规教
育的基础阶段、现代化阶段以及 1997年以来国民教育改革的新阶段。尤其在近 40年，由于泰国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高需求量，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问题，这

些问题可能导致泰北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不高，本文将做试探性分析。 
 
3.2.1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 

泰国社会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这严重影响了泰国教育的发展，使得

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性。目前，泰国虽然保证了每个府至少有一所高等学校，但实力最雄

厚的大学仍集中于曼谷大都市区。有“泰国哈佛”之称的朱拉隆功大学、政法大学、马希顿大学、

易三仓大学等泰国著名学府均在曼谷。泰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以曼谷为中心的高发展区和东部及北

部低发展区。本次所调查的两所学校均处于北部低发展区。 
 
3.2.2高等教育发展重形式轻质量 

泰国“科学之父”，拉马五世朱拉隆功皇帝十分注重教育。从朱皇开始，泰国大规模地仿效

西方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发展良好。20世纪 60-90年代，是泰国历史上教育发展的最快的时期。 
“截至 2007 年，泰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 2048997人，其中公立大学有 1765409名学生，私立
高校有 283588名学生。目前，泰国共有 165所高校，其中公立高校 78所，私立高校 68所，社
区学院 19所。”[13]虽然泰国高校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教师的科研能力以及学术水平并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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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升。泰国教育出现质与量的发展不统一。原因在于，泰国属于典型的技术“引进型”、“模仿

型”国家，跟在西方发达家之后得“鱼”而不得“渔”。质量问题便成为长期困扰泰国高等教育

的心病。 
 
3.2.3 高校学科结构重文轻理   

“泰国在 1997年经济危机前，即 1961——1996年这段时期，由于实施了一个教育发展的六
年计划和六个教育发展的五年计划，培养了大批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36 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7.8%，但在经济繁荣背后，泰国也积累了不少隐患，教育
与人才开发滞后就是其中之一。”[14]其中，人才开发滞后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学科设置跟不上经济

发展的需要。人文、教育、社会科学和法律等学科比例较高，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学、城

市建设等学科的比例偏低。泰国社会一直存在着重文轻理的情况，高校培养了大量的博士，主要

是以传统的社会人文科学为主，各大学开设的新兴学科或理工学科，只能靠归国留学人员或聘请

外教来完成。 
 
3.2.4高校教师能力结构问题 
“17 世纪以后，西方强势文化日渐东来，在文明落差很大的情况下，西学东渐成为一种合

理的历史潮流。泰国就是采取主动模仿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国家，泰国早期的高等教育受

到了欧洲教育尤其是法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且早期的高等教育的师资全部为留欧学生。二战

后，仍无力培养师资。战后与美国关系密切，引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模式。”[15]目前，泰国大学的

师资仍主要以归国留学生为主，名牌大学特别是私立名校更为突出。 
由于泰国大学师资，大部分仍然以归国留学生为主。第一，他们没有经过系统教师技能训练，

教学基本上以经验惯性为主；第二，教师更多关注于与教材对话，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知识与

信息的单向传输过程，忽视学生的反映，也谈不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能力。第

三，部分教师本身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了解和认识，对具有批判能力和行为表现的学生的个性特

征了解有限，缺少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所需的具体教学策略和教学技能。 

4.对我国高等教育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启示 

经过对泰北两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低水平原因的探析发现：泰国高等教育不仅缺乏有利于

学生批判性思维训练和养成的软环境，同时更缺乏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所需要的硬条件。软环境

是指社会支持和文化背景，硬条件是指高校质量、课程设置以及师资水平等，这也是我国在发展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我国应吸取泰国的经验教训，尽量为高等教育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资金支持和发展平台。 
 
4.1优化高校课程设置 

中国跟泰国情况相似，早期的高等教育并没有突破“重文轻理缺工农商的科类格局，课程内

容多为空谈性，少有实学。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后，中国才从传统中
走出来，开始向先进的外国教育制度学习，”[16]逐步建立起现代的高等教育体制。到上世纪80年
代，中国教育界在世界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浪潮下，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高校开始改变课程设置重文轻理的弊端，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但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哈

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设置围绕均围绕着批判性思维培养这一核心理念[17]）笔者认为还应

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从知识结构来讲，平衡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第二，从能力结

构来讲，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举一反三的能力等；第三，从素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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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讲，要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劳动技术素质和审美

素质的全面培养。 

 
4.2 改善高校教师能力结构 

就我国目前高校教师队伍的现状来看，许多教师属于经验型。在“教学行为模式上大体可分

为三种：照章办事型、机械模仿型、经验惯习型。”[18]这样难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

练。因此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善。首先，改变教师传统的教育观念，从“授予鱼”转变

为“授予渔”。具体地说，教师应放开心胸，自己并非知识的权威；鼓励学生多思多问，勇于超

越自己；同时抓住适当时机，开展讨论辩论等活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

其次，教师应增强对批判性思维教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虽然，“教师要掌握学科专业知识（主

体性知识）、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条件性知识）、教学法（策略性知识）、课堂情境知识（实践

知识）四项专业技能。”[19]除此之外，教师还应系统而全面地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有

意识地把它们引进并移植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 
 
4.3 提高高校办学质量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已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从 1999 年开始，高校规模持续
扩张，给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但是,由于起步晚，底子薄，出现了同泰国一样的状况——高
等教育发展质与量不统一。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引以为戒，在大力推进高校改革的同时，

确保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为数量而牺牲质量的高校发展模式，只能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陷

入恶性循环。提高我国高校的办学质量是提高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保证。 

5. 结  语 

文章通过对泰北两所高校学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了以上阶段性的研究报告；但是，该研

究还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样本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二，

泰文问卷个别地方需进一步修正；第三，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仅停留在总体水平上，尚未深入分析

批判性思维能力各项子技能的情况；第四，对此次调查结果的原因分析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批判

性思维培养的启示有待进一步深化。（原稿载于《未来与发展》 2012年第 7期，85-90页） 
 

注释： 

①1998年 10月 5-9日在巴黎联合国总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发表此宣言，明确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和功
能。 
②在 2010年 7月泰国高校排名中，两高校分别排在 32和 51名，在该国的水平相当于二类本科在我国的
水平。排名参见 http://www.webometrics.info/index.html 
③38份无效卷，410份有效卷。 
④德尔菲（Delphi）方法：反复询问调查＋专家意见＋直观结果的方法。 
⑤根据 Dr．Peter A. Facione,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Executive Summary) [M]. London: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0. ，中泰翻译博
士Kanlaya以及她的两位同事，在咨询北京外国语学院导师的基础上，经过几次修正，最终完成问卷的泰
文翻译工作。 
⑥单变量统计推断从样本资料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包括区间估计和统计假设检验。描述单变量的

样本集中趋势，常用的描述方式有均值，众数和中位数。 
⑦众值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变量值，它由某组的组中值表示；组中值：上限减下限除以 2。该众值 34.5 
=(39-30) ÷ 2+30。 

http://www.webometrics.in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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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置信水平是指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统计值某一区内的概率；而置信区间是指在某一置信水平下，样本

统计值与总体参数值间误差范围。置信区间越大，置信水平越高。 

⑨ X 为均值（算术平均数）30.5，计算公式为：X=
N
Xi∑（∑Xi表示各数值之和 12505，N为个案总数 410）。 

⑩S为总体标准偏差 10.87，计算公式为： ( )
N

XX
S ∑ −

=
2

，假定样本规模不低于 50为大样本，因根号下

分式的分母为 N，否则为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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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实践】 

苏格拉底问答法在思维、教学与学习中的作用（连载 2） 
冯洁 汕头大学（编译） 

 

[前情提要]上期介绍了“问题推动思考”、没完没了的“填鸭式”教学、僵死的问题和僵死的脑袋、苏格拉
底问答法的艺术、苏格拉底问答法的精神与原则、思考的系统和语境等问题。 

如何为引导苏格拉底式研讨做好准备 

要为引导苏格拉底式研讨做好准备，其中最佳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先决问题，

提前将欲探讨的核心问题仔细思考一遍。所谓先决问题，即是某个核心问题已预设的一系列问题。

http://www.rihed.seameo.or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task=view&id=112&Itemid=45,2008-10-14/2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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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如要解决“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得先解决“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
而要解决“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我又必须得先回答“什么是文化的基础？”这一问题，也就是“决
定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的要素有哪些？” 

构思先决问题清单 

要构思出一个先决问题的清单，只需：首先写下你所要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其次，在回答

核心问题之前，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一个你必须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同样地，围绕着前边提

出的那个问题再提出一个新问题（想想为了回答那个问题，你又必须回答什么样的问题）；接着

继续，对后边每一个新问题都采取前面相同的步骤操作。 
在构思你的问题清单时，专心注意上面的首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构思得好，你的清

单上将列有对首个问题的逻辑内涵进行剖析的一系列问题，这样就正好构成了对首个问题进行苏

格拉底式讨论的问题系列。这样，在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时，你就可以大致遵循这个逻辑上在先

的问题系列，主要以它为指南来深入剖析问题。 

清单范本 

以下是构思逻辑有效的先决问题的一个范例，注意这些问题是我们为了引导一次关于“什么
是历史？”这一主题的苏格拉底式研讨，仔细思考过主题之后构思出来的。 

 

• 什么是历史？ 

• 历史学家写作的主题是什么？ 

• 什么是过去？ 

• 一本历史书是否有可能包含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 

• 一本史册里，有多少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会被删略去？ 

• 略去的部分比载入史册的部分多吗？ 

• 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哪些内容应该多花笔墨、重点强调的？ 

• 史学家在决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做出了价值判断？ 

• 一本历史书是否只是包含史实，还是说一部历史作品既包含了史实，又包含了史学家的 

诠释？ 

• 当决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和解读史实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完全不会带有任何观 

点或者个人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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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评判史学家的诠释？ 

• 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评判史学家的观点？ 

苏格拉底式对话范例 

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将提供一个高中课堂上的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范例： 
 

教师：这是一门生物学课程。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目呢？关于生物学，你们都知道了些什么？

凯瑟琳，你能否说一下？ 

凯瑟琳：它是一门科学。 

教师：那么，什么是科学呢？ 

凯瑟琳：我吗？科学非常讲究严谨、精确，他们通常做实验、测量和检测。 

教师：没错。除了生物学还有什么其它科学吗？玛丽莎，你能说出其它门科学吗？ 

玛丽莎：当然可以，比如化学和物理学。 

教师：还有别的吗？ 

布莱克：还有植物学和数学。 

教师：数学嘛……数学和其它科学有些不一样，不是吗？它和生物学、化学、物理和植物 

   学不同在哪里？布莱克，你怎么认为？ 

布莱克：数学不需要做实验。 

教师：为什么不需要呢？ 

布莱克：我想是因为数字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教师：没错，研究数字和其它数学的东西和研究物质世界或者生物中的化学物质或者规律等

等，都是不同的。你可以去问问你的数学老师为什么数字如此不同，亦可以对此问题查

阅相关资料；不过我们现在先重点探讨什么叫生命科学。为什么生物学和植物学都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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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命科学？ 

彼得：因为它们都研究生物。 

教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生物学和植物学不同在哪里？珍妮弗，你怎么看？ 

珍妮弗：我说不出来。 

教师：好吧，让我们都在词典中查找这两个词，看看词典是怎么说的。（学生开始查词典。） 

教师：珍妮弗，关于生物学，你查到了什么？ 

珍妮弗：词典上说：“它是一门研究动物和植物的起源、历史、物理特性、生命过程、习性

等等的科学。它包含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分支。” 

教师：那么关于植物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我们知道些什么，瑞克？ 

瑞克：植物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教师：没错，如果仅从词源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如何描述生物学这门学科呢？如果把

biology 这个词分解成“bio”和“logy”两部分，它的字面意义是什么？布莱克，这样分解

的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布莱克：它是一门关于生命，或者说，研究生命的科学。 

教师：好，你们现在能看出词源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词的意思了吧？你们是否也察觉到

越详细的定义是如何越清楚地阐明了一个词原来的含义呢？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会认

为实验对于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如此重要呢？难道你们认为，人类一直以来都做实验

吗？玛丽莎？ 

玛丽莎：我猜没有，在任何科学诞生之前都没有。 

教师：是的，说得很好！科学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有的。科学诞生之前人类在做什么？他们如

何获取信息，又是如何形成他们的信念的？彼得？ 

彼得：从宗教信仰中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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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的，宗教信仰常常会决定人的观念、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宗教信仰去断定 

      --比如，生命的真正起源、历史和物理特性呢？ 

彼得：有些人仍然会这么做。他们相信《圣经》已经解释了生命的起源，并认为进化论是错 

教师：琼斯，进化论讲的是什么？ 

琼斯：我不清楚。 

教师：嗯，我们不妨查一下词典找找达尔文的名字，看看有没有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解说。（学

生开始查词典。） 

教师：琼斯，请你大声读出你查到的解释。 

琼斯：词典上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所有动植物物种都是通过继代遗传、稍微的变异、

不断进化的结果；能适应环境的就能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 

教师：琼斯，这段话用日常语言怎么理解？你会怎么解释？ 

琼斯：意思是说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教师：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你认为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恐龙也是强者呀？ 

香农: 我觉得是因为冰期它们才灭绝了。 

教师：这样一来，我想光是强者还不够，你还必须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也许顺应性或者适

应能力比强大更重要。那么无论如何，为什么大多数人今天都会宁愿从科学中获取关于

生命起源和本质等问题的答案，而不愿意诉诸于《圣经》或者其它宗教的说教？ 

香农: 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与宗教研究的问题不同，而且科学的问题不能用宗教

去解答。 

教师：我想，不单这样，我们也意识到了宗教问题也不能用科学去解答。即便如此，科学家

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们解答关于生命的本质及其过程等问题的途径的？凯瑟琳，你刚刚

没怎么发言，你怎么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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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在我看来，科学是可以被证明的。当科学家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要他们拿出证

据，他们也能做得到；而且我们想要的话，也可以自己亲自去试验。 

教师：你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凯瑟琳：好的。在我们的化学课上，我们会通过做实验去检验化学课本上所说的某些东西，

我们可以亲眼目睹这些检验过程。 

教师：没错，科学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当我们声称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断言为真的时候，

我们必须能够客观上检验它们的真伪。玛丽莎，你有问题是吗？ 

玛丽莎：是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检验吗？我们也检验我们的父母和朋友，我们检验

某些想法，看看它们是否为真。 

教师：没错，但是你我检验朋友的方式和一位化学家检验一种溶液是否为酸性的方式有什么

不同吗？ 

玛丽莎：当然有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教师：布莱克，你怎么看？ 

布莱克：科学家拥有实验室，我们却没有。 

教师：他们还用精密的仪器做精确的测量，不是吗？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朋友、父母和孩子

却不会这么做？艾德里安，你知道为什么吗？ 

艾德里安：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检测我们的朋友，而是查明他们是否真的在乎我们。 

教师：是的，查明他们是否在乎我们和查明溶液的酸碱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甚至和弄清

动物行为亦不太一样。你也许会说这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实在，即质的实在和量的

实在，科学主要关注的是量的实在，而我们经常会关注质的实在。你们能否列举出一些

我们都会关注的关于质的想法？瑞克，你来说说看？ 

瑞克：我不清楚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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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是说，“质的”这个词和“性质”这个词是相关的。比如，如果我让你对比你的兄弟或

姐妹然后描述出你自己的品质，你听明白了我要让你做什么吗？ 

瑞克：我想是的。 

教师：你能否，比如以你父亲为例，向我们描述你认为他身上一些最好的品质和最差的品质 

瑞克：我想可以。 

教师：好的，那就说说看。在你心目中，你父亲最好的品质是什么？ 

瑞克：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慷慨的人。他喜欢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 

教师：那么有什么样的科学会研究“慷慨”这种品质呢？ 

瑞克：不知道……我想没有吧。 

教师：没错。慷慨是人的一种品质，我们不能按科学的方法测量它，因为根本就没有“慷慨”

的计量单位。所以科学还不是我们了解事物的唯一手段。我们在这世上也经历了一些质

的东西，我们经历友善、慷慨、恐惧、爱情、仇恨、嫉妒、自满、友情，还有其它许多

东西。在这门课上，我们主要关注那些用定量的或者科学的方法得到的关于生命的发现。

下次课之前，我要大家预读课本的第一章并准备好在课上谈谈第一章的内容。我将会把

大家分成小组，每组四人；到时每组都要针对第一章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当然啦，不能

看书），然后每一组派一位代表向大家汇报自己小组总结的内容。之后，我们会针对前边

小组的汇报进行讨论。别忘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因为我将会问你们一些问题，看看

你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章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联系起来。有什么疑问吗？好吧……下次

课见！ 

注1：译者冯洁，汕头大学整合思维课程助教，硕士毕业于汕头大学文学院英语系。 
注2：该文章改编自《批判性思维手册：高中》一书。 
文章来源：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articles/the-role-socratic-questioning-ttl.cfm 
致谢：本文译者特别感谢汕头大学整合思维项目负责人郭伟文教授给予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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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加盟】 

现诚邀有志于从事批判性思维课程研究与建设的同仁加入“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

也欢迎大家向研究会筹备会推荐会员，为研究会的建设建言献策。请愿意参加或推荐他人参

加者填写“《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入会意向表”（见附件）并寄至筹委会邮箱： 

CTnewsletter@163.com或者编委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版  权 征稿启事 

    本刊版权为作者所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如需以任何形式

转载本刊文章，请通过编委会与作者联系，取得同意后须注

明文章来源。 

    所有文章仅代表著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本刊或本

刊编委会的观点和立场。 

主办单位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究会（筹） 

主编单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 

执行主编 雷瑞鹏 陈刚 徐敏 承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主    编 董毓 

副 主 编 刘玉 谷振诣 朱素梅 肖琦 

发行地址 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问题建议等请寄 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

教育研究会”会刊。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是一个专

注于学术和教学交流的网络和协作组织，它的目标是将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教育全面融入到我国的教育观念、体系和实践

中，为培育创新型人才和理性社会提供急需的血液和营养。 

    为了能更好的与大家进行交流，非常欢迎您将有关批判

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稿件（无论是否已发表）寄给我们，与

全国同行分享。在此《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

对您为促进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来稿请寄至投稿邮箱：CTnewsletter@163.com或者编

委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订阅或停订本刊请寄至编委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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