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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简讯】

70名学者聚通辽，批判性思维成热点 

刘玉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年 8 月 11 日，由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与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联合主办的“2013 两岸逻辑通识与批判性思维教学论坛”在内蒙通辽市举行。来自台湾、香港和国内 50 余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70 余名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参会，其中不少人分别参加过近三年在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 

  

本次大会主席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副所长熊明辉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教

授、香港浸会大学陈强立教授等分别致辞。会上，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交

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八位教授先后作了大会特邀报告，26 人进

行了交流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代大学教育中的逻辑通识教育与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主题，畅所

欲言，总结交流两岸大学在逻辑通识与批判性思维教学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今后的研究思路。会上的交流

交锋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对教学推广有积极作用。 

 

 

 

另外，华中科技大学刘玉教授在发言时给大家带去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成

立“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分委员会的消息，令代表们受到鼓舞。在大会报告结束的当晚，“批判性思维

与创新教育”分委员会筹备工作组的成员，即周北海，谷振诣，熊明辉，刘壮虎，曹莉，朱素梅和刘玉主

持召开了分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报告和讨论会，志愿参会的代表共 33 人。大家就建立分委员会的事宜提出了

很多主意和建议，并热情推荐各校委员人选。尤其值得一提是北京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董事长刘培育教授

的看法和建议给大家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会后筹备工作组决定，分指委委员将采用自荐、他荐与所在单位

推荐的方式进一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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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批判性思维：反思与展望 (第一部分1) 

罗伯特•恩尼斯（Robert Ennis）（仲海霞 译） 

 

 

摘 要 这是罗伯特•恩尼斯就他对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参与所作的两部分反思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讲述的是

他如何开始参与到这一运动中的，以及他所提出的、有影响力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的发展，和他关于批判

性思维的观念所包含的内容的发展。该反思的第二部分将在《探究》的下一期（第 26 卷，第 2 期 （2011

年夏季刊））中刊登。第二部分将讨论如下话题：批判性思维的评估，教学，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定义（critical thinking definition），严格性（rigor），标准（criteria），逻辑（logic），松

散性（looseness），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反越战抗议活动（Vietnam War protests），学科知

识（subject matter），批判性思维运动（critical thinking movement） 

 

“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不安：我……作出关于真理与谬误，理智与愚笨的决定，却不知道我

是依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大卫•休谟） 

 

 我很荣幸地收到弗兰克•费尔主编的邀请，要我写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发展的个人化的历史报告。2
 

我的报告主要是关注 1950 年至 2010 年这一阶段，不过也涉及到在此之前的阶段。它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所做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历史，而是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运动、以及我对它的参与的个人化的回顾。第一

部分讲述的是我是如何参与到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以及我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观念是如何发展的。

第二部分则努力处理批判性思维的评估与教学、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将来的前景。 

 

我的背景：我是如何开始从事批判性思维的 

 

 尽管在 K-12
3学习阶段，我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教育，然而就像杰拉尔德•诺希奇（Nosich 2010）那样，

在做早期决定的时候，我还是很无知且天真。因为我高中数学和物理成绩很好，加上老师和父母的鼓励，

我就在 1945 年、刚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打算成为一名工程师。尽管在四个学

期中，我在数学、工程、以及其他的科学课程中都学的很好，我还是产生了一些疑虑。出于这些疑虑，以

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我中断了学业而参军去了。1947 年，我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服役。在那里，我经历

了 19 岁这个年纪典型的、关于自己人生目标和兴趣的大翻盘。制造战争的技术以及它的后果（包括我在广

岛看到的原子弹爆炸后第二年的情景），让我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工程师或更多的科学技术，而是充

                                                        
1译者注：这是罗伯特•恩尼斯教授发表在《探究》(Inquiry)杂志 2011 年第 26 卷第 1 期的题名为 “CriticalThinking: Reflection and 

Perspective”的文章的第一部分。本文的翻译得到了《探究》杂志的主编弗兰克•费尔教授以及恩尼斯教授本人的支持和帮助。

在翻译初稿完成后，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的 Li-Jen Shannon 教授仔细较读了译稿，并提出了很多

详细的修改意见；此外，谷振诣老师、董毓老师、朱素梅老师、徐敏老师、陈刚老师也对译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建议，

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2 我深深地感谢珍妮•贝尔格，林德利•达登和弗兰克•费尔对本文所提出的建议。我同样要感谢我的两所大学，康奈尔大学和

伊利诺伊大学，为我提供了从事批判性思维方面工作的研究时间，以及美国教育部和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它们各自为我

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学习时间，还有纽约州和美国教育部所资助的批判性思维研究基金，以及来自各个大学和 AILACT 的我的

学生和同事所给予我的宝贵帮助。 
3译者注：“K-12”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它是指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其中，“K”是指幼儿园（“Kindergarten”），1-5 年级

是小学，6-8 年级是初中，9-12 年级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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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智慧的人们。那个时候，因为觉得哲学是对智慧的终极追求，所以我就在对哲学学术的本质未做任何

调查的情况下，决定去读一个哲学而不是工程的本科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在那个时候没有哲学课程，所以我就谨慎地休学了一年，后来也没再复学。我转学到了

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在那里，我学到的当代哲学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有一些约翰•杜威的学说，然而，

两者都没能让我满意。逻辑实证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有趣且有挑战性的体系，就像象棋一样，可是它跟

智慧没有什么关系。而杜威为其观点所作的辩护，以及他的一些立场，看起来比较弱。而且，尽管他关于“反

省思维”的主张（Dewey 1933）后来让我很感兴趣，它却并不在当时我所学到的杜威哲学之中。在哲学史课

程中，我也没有找到跟智慧相关的地方。这些内容来的太过密集，也太快，使得我难以掌握或讨论现在我

觉得重要的那些观点和问题。努力掌握和讨论，这些并不是当时我所学课程的一部分，尽管在我现在看来，

它们是批判性思维教学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它们本身还并不够。 

 因为我的寻求智慧之旅受到了挫折，我转而考虑以剧场演出作为我的生涯。这是因为我在那里的课余

经历颇为刺激有趣，而且演出实际上也是传播智慧的一种方式（比如，《十二怒汉》4，一部经典的电影）。

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剧场。这一部分是因为，我看到如此之多的演员和舞蹈家找不到工作，而他们都

比我更有天赋。这里涉及到一些批判性思维：进行观察，并在思考的时候使用这些观察所得信息，在做决

定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的可能途径保持开放。然而，这些实践却并不是我所接受的传统教育的

一部分。 

 1950 年，我成功地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然而却不知道任何跟后期维特根斯坦相关的日常语言哲学运

动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听说了教育哲学。让我吃惊的是（鉴于我所相信的关于哲学的东西，当时我仍旧

很幼稚），关于哲学我已经学到的、以及尚未学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可以在教育领域为我提供帮助。当我

头脑中想到“哲学”的时候，有偷换概念的成分。但是，在逻辑或其他任何课程中，我没有对偷换概念或模棱

两可产生敏感。我正确地相信，为了打造一个充满了智慧的人的世界，教育在其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于是我决定专攻教育哲学。 

 我在那时得到了一些明智的建议（尽管我自己没有去寻求）：在开始从事教育理论方面的生涯之前，先

成为一名教师，得到一手资料，从而了解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怎么样的。尽管没有去寻求那个建议，我还是

接受了它，成为了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同时，我也需要教一门英语和社会研究相结合的课程中的两节。它

在进步主义教育术语中被称为“核心”或者“通识”课程，是“跨学科写作”的预备课程。在教课过程中，我从进

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主张中听说了批判性思维，并意识到推进批判性思维教育将对我们的个人、职业、以及

公民生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能够沿袭，也有赖于投票者的批判性思维。至

今，我仍然相信这一点，并且变得更加强烈。我很高兴我可以尽我所能地将时间用于批判性思维，我只希

望自己能够做的更多。 

 我试图将批判性思维结合到我的教学中去。然而，我对如何教批判性思维、甚至它是什么都所知甚少

—除了宣传分析之外（宣传分析学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1938）。然而，宣传分析在其方法上

是相当负面的，而且也过于简化了（就像在现在错误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中常见到的那样）。 

 在当了三年的高中教师之后，我成为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注册的是一个教育哲学项目，

同时也辅修哲学和教育测量学。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的奖学金，该项目由 B. 奥塞

内尔•史密斯和肯尼思•亨德森主持。我们试图帮助三个芝加哥地区的高中将批判性思维植入到他们的学科教

学中去，我所专注的领域是物理。同时，我沉浸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并为之着迷。我认为、且至今

仍然认为，它跟教育、智慧以及批判性思维密切相关，尽管有些泛滥。我最终找到了将哲学和教育相结合

的安身立命之所。 

 其他方面除外，我的上述背景是一个例示论证，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归纳概括，来支持这一观点：我们

                                                        
4译者注：12 Angry Men (1957) ，是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亨利•方达主演，于 1957 年上映的一部黑白电影，获当年柏林国际

电影节金熊奖。它讲述的是 12 位陪审员决定一位 18 岁少年被控杀害父亲的罪名是否成立的过程，是探讨美国陪审员制度和

法律正义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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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课程和其他课程，需要补充很大部分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注意，我说的是“补充”，而不是“取代”。要

批判性地思考什么东西，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包括相关的学科内容。不幸的是，除了简

单的演绎推理之外，我所受的教育中并没有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只有两个小小的例外：在高中英语

中，我学到了做分类（种-属）定义；在大学物理实验中，我学到了做三次测量（而不是只有一次），并取三

者的平均值，以确保对所测量对象的一个更为可靠的结果。在我的本科演绎逻辑课程中，没有人告诉我，

严格的演绎逻辑很少能被应用于日常推理（即使是学者们、投票者、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推理）。然而，

非精确的推导以及进行了限定的推理（Ennis 1969a，1969b，1981a，1996a，2004；在本文的后面将会讨论

这一点）则确实可被应用到日常推理中去。幸运的是，我记得，在那个逻辑课程中并没有强调实质蕴涵5以

及它的一些不合理的同类。 

 我得到了一个有经验者对我的职业生涯发展所提供的建议，这件事并不是我的功劳。关于如何寻求这

样的建议，我知道的不多。它实际上是一个高中朋友的父亲给我的。在我所学的任何一门课程中，都没有

教给我这样的批判性思维原则：为了做出一个决定，我们需要做出专门的努力，以得到所有与之相关的、

适当的信息，并且在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寻求、考虑、并且充分了解其他的替代方案。 

 总的来说，我的中小学教育以及本科教育，对于在我所学的学科之内和之外进行批判性地思考所需要

的原则、程序、和标准，几乎没有任何关注。基本上，我主要就是获取单纯的学科知识，并在这方面接受

考核。 

 

我所见证并参与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从进步主义教育、后期维特根斯坦直到现在 

 

早期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哲学方面的考虑，除了其他地方之外，可以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培根、休谟，以及尤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里找到。不过，约翰•杜威（Dewey 1933，第一版于 1910

年出版）是激发进步主义教育关于中小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源泉。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是该运

动的一个部分。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从上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美国盛行。它采纳并发展了杜威对反省思维的强调。

题为《数据阐释》、《科学原则的应用》，《逻辑推理原则的应用》，《证明的本质》（Smith & Tyler 1942，第 35-156

页）的测试被开发出来。30 年代，在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轰轰烈烈的“八年研究”中，这些测试被用来对学生

们进行评估。（参见 Aiken 1942 对此的评述。）在那个研究中，“批判性思维”和“清晰思维”这样的词取代了“反

省思维”（Smith & Tyler 1942，第 35-37 页）。全国社会研究委员会在其 1942 年年报的标题中使用了“批判性

思维”：《社会研究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Anderson 1942）。我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教

学的（“批判性思维：关于它的动机的更多的阐述”，Ennis 1956），它发表在《进步主义教育》杂志上。我投

给那个杂志是因为，在当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推动力量。 

 除了关注批判性思维教学之外，我还成为了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的统计员，负责从我们所使用的测

试以及课堂观察所得到的数据中得出结论。我看到了有效的批判性思维测试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这样

的测试依赖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因而，我的博士毕业答辩的题目是“一个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发展”

（Ennis 1959b）。鉴于当时所使用的批判性思维理论的状况，我相信，要开发一套批判性思维测试，需要在

此之前先发展出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并对其详加阐述。所以，我的毕业论文结合了观念的发展和测试

的开发。这一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很大程度上依靠我的哲学前辈们，以及这个问题：“人们在思考的时候是怎

                                                        
5译者注：实质蕴涵（material implication），是指命题逻辑中类似 “如果 p，那么 q”这样的条件句（也称为蕴涵句）。在命题

逻辑中，它的真值条件是，要么 p 为假，要么 q 为真。然而，这种解释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合理的结论，被称为“实质蕴涵悖

论”。比如，按照这种解释，“要么月亮不是由芝士蛋糕做成的，要么奥巴马就是美国第 44 届总统”，就等同于，“如果月亮是

由芝士蛋糕做成的，那么奥巴马就是美国第 44 届总统。”按照命题逻辑真值条件，两句话都是真的。然而，按照直觉，我们

会认为第二句话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按照直觉，其中的两个分句之间并不存在蕴涵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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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犯错的？”基于我的奖学金以及论文方面的工作，我那时可以直接为批判性思维的教学（Ennis 1956），本

质（Ennis 1962，1964b），以及评估（Ennis 1958，1959b）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特别是，我在 1962 年发

表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的文章，“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得到了很多关注。迈克尔•罗斯在《高等教

育编年史》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批判性思维提出了挑战，他将批判性思维的流行归因于这篇文章（Roth 

2010）。哈维•西格尔认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影响力的”（Seigel 1988，第 5 页）。约翰•麦克匹克大概是批判性

思维运动最为猛烈的批评者了，他认为这篇文章表达了“关于批判性思维观念的流行观点”。（McPeck 1981，

第 39-57 页） 

 

从进步主义教育到强调学科知识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八年研究”的结果于 1942 年发表，可是当时每个人都在关注战争。我相信进步

主义教育运动的瓦解是因为，当八年研究的结果公布的时候，战争（在 1941-1945 年间对于美国来说）具有

压倒性的重要意义，所以，这样的结果对于任何一个运动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导致该运动瓦解的因素

还包括，来自学术界的各学科专家对于这一运动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伊利诺伊大学的阿瑟•贝斯特），以及（作

为最后的致命一击的）前苏联在 1957 年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很多人把斯普特

尼克 1 号先于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出现归责于学校，而那些学校当时仍然以某种方式处于进步主义教育

的影响之下。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卫星发射之后，《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头条上大字标题写着，“美国的学校

做错了什么？”根据流行的观点，学校没有教给学生科学知识，而进步主义教育被很多人认为是问题之所在。

其结果是，直接的学科知识的获取开始流行起来，并成为科学家、哈佛校长詹姆斯•柯南特所著的，影响广

泛的《今日美国中学》的主题（Conant 1959）。 

 尽管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遭遇非议并瓦解了，从 1930 到 1970 年代，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兴趣仍然不断，

这主要是来自于哲学家。科恩和内格尔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导论》（Cohen & Nagel 1934）向我这个研究生

介绍了很多批判性思维的方面。马克斯•布莱克的《批判性思维：一个逻辑和科学方法的导论》（Black 1946），

以及 W. H. 沃克迈斯特的《批判性思维导论》(Werkmeister 1948)，是据我所知最早在标题里使用“批判性思

维”的大学教科书。另一本早期教材是门罗•比尔兹利的《实用逻辑》（Beardsley 1950）。这四本早期著作都

是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的教员所使用的指导用书。从 1954 到 1957 年，我是该项目的成员之一。 

 即使是柯南特，通过他的《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料》这一系列的主编身份（Conant 1950-1954），以及他

所撰写的《理解科学》（Conant 1951），也参与了早期在大学水平的批判性思维的推广。使用科学史上详细

的案例，他所主编的系列和撰写的著作例示了“在科学的战略和策略中的某些原则”（Conant 1951，第 102-111

页）。柯南特在这些著作中的一个首要主题，是反对一个关于科学方法的简单的五步概念（我相信该五步概

念是由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提倡的）。他认为这是过于简化了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我同意他对于科学思维中

的原则的强调（Ennis 1974b，1979，1991a，1991b），以及他对过于简化的指责。 

 从斯普特尼克 1 号到 70 年代中期，我是坚持把批判性思维结合进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中去的少数哲学

导向的人之一。在这一期间（1959-1970），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教学和评估，我写了 12 篇文章，并出

版了 2 本书。 

 

反越战抗议活动 

 从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越南战争以及以学生为基础的关于相关性、真实性和对战争

本身的关心，盖过了柯南特和其他人对于学科知识的强调。然而，不仅仅只是学生质疑学术成果。我很鲜

明地记得，1968 年，在康奈尔大学的一次大学教员会议上，一位英语系教授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成果的轻视。

他用沉重的语气说道，“我们的麻烦大了”。“麻烦大了”这种表述，不是我应该在一个大学教员会议上从一个

英语系教授那里听到的。这是反战抗议的语言。1968 年，在那样的情景中说这样的话，是从学术内部进行

抵制的强有力声音。 

 在那种氛围中，批判性思维独自坚持着。由于它对严格性、反省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强调，相较于现在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900.htm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3 期                  第 7 页 

就采取行动，它不是太受欢迎。比如，那一时期的活动家们认为，我们的教育机构是不可能做到中立的（一

般来说，在那个年代，对越战保持中立，以及特别的，在 60 年代后期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免兵役测试中保持

中立，这在很多活动家的眼里看来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因为这构成了他们所认为的对战争时期的努力

合谋阻挠）。尽管我反对越战，我却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即认为大专院校里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我论证了，

在任何一个领域保持中立都是可能的（尽管不是同时在所有问题上），除非是在论辩的一开始，就假设了它

关于一个特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变成了循环论证了。（Ennis 1969d，这是

对一个更早的版本（1959a）的修改）。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包含了对报告的定义6以及偷换概念的日常语

言敏感，这些是批判性思维中的“定义”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在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同时它也包含在本文附

录中。 

 

重新强调批判性思维 

 到 70 年代后期，对批判性思维的关注又升温了。我相信这是因为反越战抗议活动过度了，也因为战争

结束了。而且，反战抗议者对于相关性的强调也有很大作用。霍华德•卡亨的名作《逻辑学与当代修辞学》

（Kahane 1971），在当时对批判性思维的复苏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本书描写“„„通过让学生熟悉政治辩论

及推理的策略和手段，来试图提升被这些策略和手段所拉低的辩论和推理的水平。”（Kahane 1971，前言）。

然而，对批判性思维的重新强调，并不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复苏的一个部分。批判性思维得到提倡，是因

为它提供了严格性，反省，以及合理性。这是不论反战者还是支持者都忽视了的。这一点通过霍华德•卡亨

的颇具影响的努力而变得明显。 

 到 1980 年左右，对批判性思维的兴趣突然大大增加。1978 年，第一届非形式逻辑国际会议在加拿大的

温莎大学召开。据我了解，它并没有受到像我们在美国所受到的对学术的强烈抵制。不过还是有一些。对

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的强调是对严格性和反省的回归。 

 重要的研究机构的成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支持的人文委员会（1980），对批判性

思维非常强调。卡内基基金会的欧尼斯特•博耶也是如此（Boyer 1983）。负责举办 SAT 测验的大学委员会

（College Board 1983），在《大学学术准备》中，将推理列为六项基本学术技能之一7。 1983 年，加利福利

亚州立大学系统第 338 号行政命令要求，为了从州立大学系统中的任何一所院校毕业，学生必须在传播学

和批判性思维方面修满 9 个学时。1983 年，在温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非形式逻辑国际会议上，非形式逻辑

与批判性思维协会（AILACT）成立了。它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哲学家——现在仍然如此。美

国哲学联合会理事会（1985）敦促哲学家们为批判性思维测试方面的工作，以及将批判性思维纳入到中小

学课程中去的工作提供帮助。 

 这一兴趣的激增既不仅仅只是对单纯学科知识的回归，也不是回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它是学科知识

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批判性思维—的结合。这种结合也是直至今天我们都在努力贯彻的。

在单纯的学科知识的获取之外，大学委员会在其《大学学术准备》中表达了这一尝试性的结合：“这里所描

述的学习成果[包括推理]是严格的，同时也是全面的”（College Board 1983，第 3 页）。 

 现在，三个具有哲学导向的、推广批判性思维的组织，其根基是在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是由理查

德·保罗所领导（现在也包括琳达·埃尔德），在加州的索诺马州立大学发展起来的。它每年都举办由中小学

以及大学水平的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大型年会，很多 AILACT 的成员都与会并做报告。它现在的名称是批判

性思维的基础，批判性思维中心，以及卓越批判性思维全国委员会。第二个是由罗伯特•舒华兹领导的，在

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发展起来的。它拥有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硕士项目，现在叫做国家思维教育中心

（NCTT）。我参加过它的一些研讨会。第三个组织是由彼特•范西昂领导的，发源于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

                                                        
6译者注：报告的定义（reported definition），指通过说明一个词的曾经的用法或现有的用法，从而给出其意义。参见 Ennis, R. 

(1996), Critical Think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第 321 页。 
7译者注：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是成立于 1900 年的一个美国会员制协会。它由 6000 多所学校、大专院校和其他

教育机构组成。它提供的标准化考试— “美国高中生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SAT测试”）—被高

等教育机构用来测试学生的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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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西昂在那里通过与 46 位批判性思维专家（我是其中一员）的邮件联系，努力使得他们对一个相当详细的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习性-技能定义达成了一致。范西昂把它叫做“德尔菲报告”（Facione 1990）。他的组织的

名称是：洞察力评估。这三个组织中，前两个专注于教学，第三个则专注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和评估。不

过，三者都关心所有这三方面的因素。它们都有详细的网站。第一个和第二个都宣称具有“国家性的”地位，

不过我没有看到它们之间有什么交流。 

 我作为其成员和前主席的 AILACT，接受新成员的申请，并对其领导者实行选举。它并没有像上面三个

组织那样广为宣传自己，不过它正在力图赶上。在它的网站上（http://ailact.mcmaster.ca/），提供了关于批判

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的本质、教学和评估的材料、可供咨询的协会成员目录、提供批判性思维高级教育的

机构目录，将来还会增加可用的批判性思维测试的目录。AILACT 还在美国哲学联合会的年会上主办批判性

思维和非形式逻辑的单元。关于这四个批判性思维组织的更多的信息可以在它们的网站上得到。 

 整个 80 年代，批判性思维方面活动颇丰：研讨会，会议，开发新的测试，新的课程，关于目标的重新

表述，书籍，文章，等等，同时也伴随着关于这一运动的所有方面的争议。这些争议一直存在，包括：批

判性思维的本质，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的详细论述，批判性思维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学科

中推广批判性思维相较于将批判性思维做成一门独立的课程（这二者通常不幸地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元

认知（意识到并思考一个人自己的思维）在批判性思维中的作用；批判性思维中所包括的演绎推理的本质；

说服力在批判性思维中的作用；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批判性思维比辩论—以及演绎—的广

阔的程度，如果确实比它们广阔的话；评估批判性思维的可能性；怎样在大范围以及小范围内评估批判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可能性；批判性思维原则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的作用；是否要、以及怎样将批判

性思维的学习转移到教学内容之外的话题上去；以及当然，批判性思维的价值。 

 从 1980 年直到现在，批判性思维推广活动的多样性不仅包括了哲学家，也有各学科领域的人们。我在

研讨会和会议上与之交流过的学者主要包括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言语/传播方面的专家，他们所关注的

方面都不尽相同。简略的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寻求真理（或者说一个过程、结果的正当性或正确性），

并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做它。心理学家倾向于强调经验性的关系，比如什么导致了什么。它包括诸如元认知、

将所学到的批判性思维推广到其他新的应用领域、以及问题解决这样的过程。言语/传播专家则倾向于强调

有效的说服。不过，三者都至少在一般程度上对其他人的关注点感兴趣。在这一阶段，我所做的工作是在

一般性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领域的批判性思维方面。我发表了 41 篇文章，出版了一本书，并且合著了两篇

论文、一本书、三个发表了的测试，以及一些未发表的测试。每个都至少跟上面提到的一个争议点相关。 

 在 80 年代，批判性思维运动强调的是在中小学、以及本科水平的批判性思维。从 90 年代直到 21 世纪

的前十年，对批判性思维的强调提高到了大专院校水平，至少在它们的使命陈述中是如此。这部分是因为

认证机构的要求，部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一般来说，现有的学科知识的获取还不足

以让人们为此做好准备：在他们的职业、公民和个人生活中批判性的思考。所有我提到的那些争议到现在

仍然存在，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鉴于批判性思维是如此重要，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于做这方面

的工作。 

 

我对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内容所做的贡献 

 

 因为我大概是最了解我自己关于批判性思维观念的发展的，也因为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和评估都需要一

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我将首先讨论批判性思维的本质这个话题。在《探究》下一期将要刊载的本文的第

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评估，教学（包括将批判性思维纳入课程），以及将来的前景。 

 

批判性思维的本质 

 早先，我发展了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并详细论述了一个相应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Ennis 1962）。

我在这里用的是约翰•罗尔斯关于“概念(concept)”和“观念(conception)”的区分（Rawls 1971，第 5 页）。沿用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3 期                  第 9 页 

H. L. A. 哈特的说法：就一个要点有各种不同的、更为详尽的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可称为一个概念（Hart 

1961，第 155-159 页）。不过，为尽可能的消除误解，我使用“定义”和“观念”，而不是“概念”和“观念”。在

1962 年，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区分，而是把这整个的叫做“一个批判性思维的概念”（Ennis 1962，第 81 页），

尽管一个更为合适的题目应该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定义和一个观念”。 

 作为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早期的讨论的一个结果，也是从 1962 年到 1987 年间对批判性思维

的很多方面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我的第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观念发展成了新的一对（Ennis 1987b，1991c，

1996a，2002），我把它们称为我的第二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观念。在这一小节中，我将叙述并讨论这两对

定义和观念的一些特征。其中，第二个观念是从第一个进化而来的，而第二个定义则与第一个有着极端不

同，尽管它们都将批判性思维视作一个认可性的语词。本文的附录中有对第二个定义/观念的未加例示的表

述。 

 

我的第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以及相应的第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 

 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是由 B. 奥塞内尔•史密斯(Smith 1953)提出

的。他是我的指导老师、精神导师、榜样，并且也是我在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的导师。史密斯认为批判

性思维既包括确定陈述的意义，也包括对这些陈述作出评价（第 130 页）。 

 我的第一个定义修改了史密斯的定义，从而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对陈述的正确评价8
”(Ennis 1962，第 83

页)。它与史密斯的定义的关键性不同是加上了“正确的”一词。我觉得确定陈述意义的部分是已经暗含在定

义中的。不过现在我会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因为它是如此的重要。我加上了“正确的”一词是因为，（在后

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影响之下）我相信、并且现在仍然相信，“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描

述性词汇，而且还是一个认可性词汇，如同它在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用法那样。 

 第一个定义的这种认可性特征是 1962 定义/观念的几个特别需要说明的特征之一。另外三个特征是：（a）

强调详细的标准，（b）强调在一个非精确的情境中进行好的判断，因为那些标准并不能自动导致批判性思

维的决定，以及（c）注重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接下来我将对它们详加论述。 

（a）标准 

 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中都有一个基本想法，它是来自于我的高中教学经验。这就是，

为了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学生们需要标准来作出决定。这些标准将会为他们提供在作出决定过程中所需要

的精确而可行的指导。这意味着，比如说，学生不只是需要学习或者知道，他们应该考虑信息来源的可信

度，或者他们需要通过审查证据来判断一个假说，而且，他们还应该学习或者知道，确定一个来源是否可

信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区分），或者判断证据是否支持假说的标准。我在做高中教师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

标准来教给学生。 

（b）好的判断：限定性，容忍缺乏精确性，以及 SEBKUS 

 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标准一旦应用就可以自动产生结果，除非是数学或演绎逻辑。然而，即使是演绎逻

辑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通常也需要处理隐含的或明确的限定性词语，比如“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很

可能”，“倾向于”，“大体上”等等。这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标准的应用并不是逻辑上必然的（Ennis 

1969b），从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精确的，或者说是松散的。 

 所以，在应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好的判断也是很必需的。一般地，有助于作出一个好的判断的标准有：

敏感性、经验、背景知识以及对情境的理解，即 SEBKUS（这是我最近发展出的一个缩写词，(Ennis 2004)）。 

 这些（通过各种程度的限定以及 SEBKUS 来表达的）对于标准以及好的判断的强调，贯穿于我所有的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工作，甚至是我关于操作型定义的工作（Ennis 1964a）。然而，其中的基本想法是从我在

                                                        
8 这里是“assessing”，而不是“assessment”，从而避免了“assessment”所带来的过程-成果的歧义性。约翰•麦克匹克（McPeck 1981，

第 44-46 页）以及其他一些沿用他的说法的人，在错误地将我的话引用成“assessment”之后，试图对这一歧义性进行批评。如

果一个人说“assessment”的时候假设了它的作为结果（成果）的意义，假如我在我的定义中用了这个词的话，那么将 “难以看

出，那些使得一些思维方式之所以成为批判性的，并不是这个结果的功能，而是寻求这一结果的方式的功能”（第 44 页）。在

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之后，麦克匹克（第 44 页）将这个失误归给我的第一个定义，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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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思维提高项目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了。它们是我的 1962 年那篇文章的主要特征。从那以后，

我的很多文章都是在不同情境中，就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方面对这些强调点进行详细阐释。我们需要有好的

判断，关于这一点如果我是对的话，（这常常要求容忍某些非精确性，即容忍松散性），那么我看不到任何

希望可以将批判性思维计算机化。尽管我承认，专业的计算机系统很可能（！—参见我的文章“很可能”（Ennis 

2006）中关于非精确性的某些细节的讨论）在严格的时间条件限制下比许多专家都做的好。 

 对限定性、容忍非精确性、以及 SEBKUS 的强调并不是原创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I, 3）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试图在不同的地方对它们进行贯彻（Ennis 1964a，1969b 第 5 章，1981a，

1987b，1991c，1996a，2001，2004，2006，2007）。尽管它们对于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无论是在哲

学内部还是外部，它们都还是很有争议的。 

（c）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强调判断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这是我引入的另一个非原创性的特征。不过据我所知，对于哲学领域的

批判性思维文献来说，它是新的。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引入了它，其中很多都是从一位法律专家，约翰•亨

利•威格莫尔（Wigmore 1942）那学来的。在关于第一个定义/观念的那篇文章里（1962），我讨论了来源的

可信度。后来，在对尼克松总统的可信度的质疑中，我详细阐述了可信度的标准的非精确性（Ennis 1974a）。

在我的第二个批判性思维观念中，我也纳入了来源的可信度（Ennis 1980，1981b，1987a，1991c，1996a，

2002）。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作为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方面，现在已经被相当广泛地接受了。我怀疑，在早期的关

于批判性思维的哲学文献中，它之所以没有被提及，是因为哲学家们强调论证和推理的传统（尤其是演绎

逻辑）。不过，我确实意识到，对这个话题有过一些哲学方面的讨论，例如对于谬误的考虑，以及弗朗西斯

•培根关于“偶像”的论述。然而，（就我所知）在那个时候，判断来源的可信度的标准，（比如一个信息来源

最好是不包含利害冲突的），并没有在哲学文献中被提出来，而它们都包含在我的两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中。 

 

我的第二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以及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 

 除了第一个定义/观念的特征（标准、判断/非精确性、以及来源的可信度），我的第二个定义/观念还有

另外几个特征。它们是：（a）该定义本身，（b）明确地包含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性，（c）被进行了限定的的演

绎推理，（d）详细分析了对假设的辨别，（e）对最佳解释推理的扩展应用，（f）对偷换概念的特别强调，以

及（g）包含了价值判断。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以某种形式呈现或者是隐含在了在第

一个观念中的。我接下来将对它们逐一讨论。 

（a）定义 

 在《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约翰•杜威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两个信息丰富的例子。第一个是关于导致

气泡从热的、刚洗过的玻璃杯上滚下来的原因，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这包含提出替代性假说，以及通过观

察来检验由假说所产生的预测）。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如何为他的行程选择地铁，从而让他可以及时到达目的

地（这包含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研究它们可能的结果，做出一个最终得到执行并令人满意的决定）。杜威从

而例示了我的第二个、也是现有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所强调的两个主要方面（信念和行动）： 

批判性思维是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9（Ennis 1987a，1987b，1991a，

1996a，2002） 

 在上世纪 80年代早期，当我正发展这个定义的时候，杰拉尔德•诺希奇敦促我在“相信”之外，还加上“做”。

他的根据是，在批判性思维运动中，关于行动的决定（而不仅仅只是关于信念的决定），通常是包含在人们

的考虑之中的，也包含在他们对这个词的使用之中。我感谢他的这一建议并且采纳了它。 

 这不是一个精确的定义，从而在实际上，它符合对“批判性思维”一词的日常使用通常所具有的非精确性

                                                        
9译者注：该定义原文是：Critical thinking is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值得特别注意

的是，该定义必须与恩尼斯的第二个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参见下文）对照来看，才能准确把握恩尼斯对“批判性思

维”的理解。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3 期                  第 11 页 

（这从而例示了上面一小节所讨论的，跟环境相适应的对非精确性的容忍）。关于这个词在批判性思维运动

中的用法，如果我的定义是一个忠实的、尽管不是精确的报告—我相信是这样—那么它刻画出了在这一运

动中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当前观念。然而，它也是有立场性的。在提出它的时候，我所采取的立场是，这个

定义代表了一些值得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以及其他地方执行的东西。所以，我也是将它作为一个可被辩护的

立场性定义提出来的（即该定义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并可以为之提供理性的论证）。我坚持这一

立场，是因为我认为，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应该是我们的个人、公民

和职业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必须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得到重视。 

（b）习性 

 我的第一个观念因为遗漏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性（比如，开放性、力图全面地掌握相关信息、注意替代

方案、练习批判性思维的技能）而受到批评（例如，Siegel 1988，第 6 页）。尽管我相信，批判性思维的习

性已经隐含在了我的第一个观念中，我还是在第二个观念中明确地将它们引入，因为它们是如此的重要，

而不明确表述的话就会被忽略。多年来，我重新组织了我对批判性思维的习性的表述（Ennis 1987a，1991c，

1996a，1996b，2002）。关于它可以参见附录中的最新版本。那是一个简要的、不带例子的列表，它包含了

我所认为的最重要的那些习性。 

（c）被进行了限定的演绎推理 

 正如我在“一个关于演绎逻辑能力的观念”（Ennis 1981a）一文中所论证的那样，演绎推理的基本要点在

思维的很多方面都很重要，尽管逻辑必然性对于很多实际的应用来说是太严格了（这在上面的“好的判断”

一节中已经讨论过）。而且，因为实质蕴涵以及它的同类会带来问题，从而必须在批判性思维中避免涉及

（Lewis, C. I. 1912，以及 Strawson, P. F. 1952）。为了节省篇幅，在我的第二个批判性思维观念的大多数版本

中，没有详细说明有用的演绎推理的标准，不过它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找到（Ennis 1969a，1969b，1981a，

1996a，以及在 2004 中有关于进一步的应用的讨论）。 

 哲学家们在讲授批判性思维的时候通常会包含演绎逻辑。我的观念的独特之处是，我强调对演绎推理

进行限定，从而顾及到对“很可能”、以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等词语的隐含或明确的使用。明确地剔除

实质蕴涵及其同类，这并不是我独有的，不过它是有争议的。将演绎逻辑尽可能的简单化，这也是我的方

法的一个特征，不过这在批判性思维领域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d）辨别假设 

 或许是因为这一主题的复杂性，相较于通常的提法，我的第二个观念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假设的类型，

以及辨别假设的标准。通常，学生们被告诫要辨别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假设，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

如何做这件事。 

 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假设，因为它们每个都有不同的标准。其中，有些是预设，即它们之为真是另一

个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参见 Donnellan 1966, 1968）。有些假设是带有贬义的10。有些假设是必要的（它

们被希契柯克称为“论证的假设”（Hitchcock 1985））。不过，与某些人想的不同，它们并不是为了得出一个

结论而逻辑上必要的假设。还有些是被使用的假设（被希契柯克称为“辩论者的假设”（Hitchcock 1985））。

即要么是明确地，要么是隐含地被人们有意识地使用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允许就细节做更多的展开，

不过对假设的区分和辨别标准可以在“辨别隐含假设”（Ennis 1982c）一文中找到最为完整的介绍。稍简略一

些的介绍可以参见《批判性思维》（Ennis 1996a），“论证评估策略”（Ennis 2001）以及“对被限定的推理应用

健全性标准”（Ennis 2004）。 

（e）最佳解释推理 

 尽管经由吉尔伯特•哈曼（Harman 1965, 1973）的例示、我关于哈曼方法的一个特征的讨论（Ennis 1968）

和他的回应，以及彼特•利普顿的书（Lipton 2004），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to-best-explanation, IBE）11在

                                                        
10译者注：这里，恩尼斯是指，当我们并不确定一个陈述为真时，我们将之称为“假设”。比如，当甲说，“在宇宙中除了地球

之外还有其他地方有高等智慧生物”。而乙说，“那只是一个假设”。这表明，乙对于甲的陈述表示怀疑。参见 Ennis, R. (1996), 

Critical Think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第 161 页。 
11译者注：鉴于下面将要说明的关于名称的混淆，在这个反思的第二部分中，恩尼斯改为使用“最佳解释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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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献中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在我所做的工作（Ennis 1996a）之外，它并没有在批判性思维文献中被普遍

地提倡。下面，我将简述最佳解释推理的三个特征：（1）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混淆，（2）它在科学领域之

外的广泛的应用，以及（3）它与因果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关于名称可能引起的混淆。基本上，最佳解释推理是由一个评价假说的方法组成的。它考虑该

假说的解释力，以及相竞争的假说在解释证据方面的不足，或者替代性假说与证据的不一致性。有一些细

节是更具争议的。然而，把它叫做“推理”却可能是误导的，因为这意味着，它是一系列的用以产生假说的规

则，即从证据直接推论出假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实际上，最佳解释推理是包含一系列用来评价一个

假说的原则或标准。而且，在很多情形下，它是提炼和发展一个最终假说的探索过程中的评价环节，而最

终形成的假说也要经由最佳解释推理来评价。 

 然而，„最佳解释推理‟同样也可以用来表示从一个情景中的已知事实到一个假说的直觉性跳跃，而这一

跳跃的适当性也要经由最佳解释推理的原则或标准来判断。从而，它既是一个直观的概括，也是一个用来

评价由这种直觉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的方法。这种双重意义有可能导致混淆。 

 第二，就应用性而言，最佳解释推理不仅适用于科学假说，还适用于关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历史假说，

比如“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以及文学中的阐释性论断，比如下面这个论断：在《奥赛罗》中，苔丝德蒙娜

的侍女爱米丽亚“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依阿戈]是一个恶棍”。（Bradley 1937，第 213 页—这是布鲁斯•沃纳建

议给我的一个例子）。它也适用于检测有效性断言，比如我曾做过的这个论断：一个特定的批判性思维测试，

是在标准条件下，对大学水平的批判性思维的实质上有效的测试（Ennis 2009）。关于拿破仑和爱米丽亚的

例子，我还在别处讨论过（Ennis 1996a）。 

 第三，关于最佳解释推理跟因果性的关系，在我看来，所有解释一个事件或一类事件的解释性假说都

是因果的，要么是隐含的，要么是明显的。有些人，包括伯特兰•罗素，极力主张在我们训练过的思维中抛

弃因果性，也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因果性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识别它的观点。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以

前我曾论证过，我们不应该抛弃因果性（Ennis 1982a），并且，不同于关于特定的（单个的）因果性断言的

必要条件和反事实性分析（比如 Mackie 1974 和 Lewis 1973），一个结果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是必要的（Ennis 

1982b）。我也尝试过勾勒一个关于因果性的更为广阔的图景（Ennis 1973），尤其是特定的因果性断言，比

如“英国石油公司的错误决定导致了 2010 年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以及“缺乏适当的管制导致了泄漏”（两

个看似不一致的论断）。我现在正从事于一个关于特定的因果性断言的充分条件的言语行为解释。不过，我

坚信，因果性本身是一个不可通约的观念。这里有还很多工作待做。 

（f）偷换概念 

 尽管在一个谬误列表中，偷换概念是一个标准条目，我认为它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尤其具有潜在的

威胁。在我的第一个观念中，我只把它称为“模棱两可(ambiguity)”，然而它比模棱两可更加严重。通常，它

是跟定义联在一起的，我一般在讲定义的时候提到它。就我对这个词的用法，偷换概念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一个论证中，在一个词的两种意义之间进行转换，一般是用这个词的一种意义来证明一个命题，而在应

用这个命题的时候却使用其另一种意义。 

 例如，有人可能指责说我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是有偏见的，因为它在关于什么造就了一个好的思维这

一点上采取了一个立场。在这个例子中，“偏见”一词的意义被设定为，假如某人对某事有一个立场，那么他

或她就是有偏见的。然而，对“偏见”一词的通常的用法似乎是谴责不公平性（虽然在“偏见”的定义中并没有

提及不公平性，但是这通常是跟“偏见”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征）。所以，似乎根据我的定义推出，批判性思

维是不公平的，假如我们忽略了词意的转换的话。不过，当然，这是推不出来的。 

 实际上，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的情况（即论辩者明确地使用两种意义，并且有意地利用它们之间的转

换）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实际的偷换概念的情形是更为微妙的，必须通过探究才能发现。其中一个微妙之

处，是我称之为“效果性偷换概念（Impact equivocation）”（Ennis 1980）的情况。它可以在这样的论证中找

到：辩论者并不是有意地对一个关键词采用两种意义，然而，其论证却具有偷换概念的效果。这是因为，

                                                                                                                                                                                          
(argument-to-best-explanation)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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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者对该词使用了一个跟听者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不一样的特殊意义，当他用这个特殊意义做出陈述的时

候，听者却假设了这个词的通常的意义，从而就产生了误导。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偏见”这个词上，以及“可

靠性”这个词—一个在关于测试的讨论中所使用的心理测量学词汇。对偷换概念的关注，包括效果性偷换概

念，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激发的日常语言运动的好的影响之一。 

（g）价值判断 

 我的第一个观念遗漏了价值判断，从而我把它叫做“被阉割的”观念。评价价值判断是第二个观念的一个

部分。我为此提供了一些标准，比如弄清楚事实（包括关于一个行动的可能的结果的事实）、对可接受的原

则的初步应用、以及关注其他可选择的替代方案等等。不过，这里也需要非常好的判断力。 

两个概括性的总结 

（a）附录 

 这篇文章的附录，“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技能的提纲”，是以提纲形式呈现的。

它包括了所有上面所描述的第二个观念中的想法，以及其他一些在批判性思维文献中常见的内容。这个提

纲，尽管没有例示，是全面的，彻底的。它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课程规划的依据，或者可以为一个批判性思

维测试或测试系列的细则说明提供基础。不过如果直接读的话，它可能会比较难读，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

它所包括的东西，比一个批判性思维导论课程可以包括的更多。 

（b）对第二个观念的简要总结 

 表一提供了一个非常简要的（“超级精简的”）总体概述，它既没有列出标准，也没有关于批判性思维各

个方面的详细目录。我把它称为 “超级精简的”，以表明它是“一个精简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Ennis 1991c）、

以及其他一些在一篇文章的长度内对第二个观念的表述的精简版本。它也整合了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和习性。

不过，对于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初学者来说，它可能是有用的。它也可以作为学生论文或学位论文的一个简

要的备忘清单，或者是当任何人在做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的决定的时候，可以将其作为对照表。 

表一 

一个超级精简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 

 假设批判性思维是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一个批判性思维者： 

1. 具有开放性，关注其它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2. 具有了解多方面信息的愿望，而且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 

3. 对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有很好的判断 

4. 对结论、理由和假设进行辨别 

5. 提出适当的澄清性问题 

6. 对一个论证的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包括对它的理由、假设、证据、以及它们对结论的支持程度

做出判断 

7. 能够很好地提出一个合理的立场并为之辩护，并且妥善地处理质疑 

8. 提出言之成理的假说 

9. 很好地计划并执行实验 

10. 在一个语境中，以适当的方式对语词进行定义 

11. 在言之有据的情况下、谨慎地得出结论 

12. 对以上各点融会贯通 

 顺便提及，我曾经论证过（Ennis，1981c），另一个对好的思维方式的简要刻画，本杰明•布鲁姆广为流

传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Bloom 1956），是很有启发的。然而，它作为指导原则来说则不是太有

用。除了其他方面之外，它的六个分类并没有提出有用的、可以应用到跨主题和学科领域的标准。比如，

他的分类、分析，涵盖了很大跨度范围内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之间，比如说从化学到文学，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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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以值得做批判性思维或者“更高阶的思维”的教学（这是布鲁姆的追随者们

所使用的一个词汇）。关于分析，一般没有多少东西可教。从而，布鲁姆的分类学就像麦克匹克所抱怨的那

样（McPeck 1981, 1990a），是试图就一般性的思维进行教学的空泛努力。不过，他提供了一个列表，在思维

的类别和“知识”之间采取 5 比 1 的比例，（布鲁姆行为化地将知识定义为“回顾”，但是大多数人都采用它的

通常意义），从而，对于那些要求仅仅注重学科知识、而不包括高阶思维的人来说，他的分类学显然是有说

服力的反击。 

 

其他的话题 

 一个跟第二个批判性思维的观念相关，尽管在其中没有明确提及的问题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之间

的关系。我同意莎伦•白琳（Bailin 1985）的观点，即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依存的（Ennis，1985）。

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一些思维活动是创造性的，一般都假设了对于思维的正面的评价（从而要求批判性思

维）。此外，提出假说、定义、以及替代性方案，规划实验，构思反例，都需要创造性。 

 另一个到目前为止在本文中还没有讨论的话题是，批判性思维是否可能在性别或文化上有歧视（Wheary 

& Ennis 1995, Ennis 1998）。我的观点是，批判性思维基本上是没有性别或文化歧视的，这可以通过对附录

中的第二个观念进行逐条对照看出来。 

 在后面第二部分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小节，我会讨论这些问题：批判性思维是否特殊于不同学科的，

以及在不同的老师、学科领域，以及其他单位间适当地分配批判性思维教学的责任。这两个问题都与我们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相关，不过在教学这块来考虑它们可能更好。 

[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在《探究》第 26 卷，第 2 期（2011 年夏季刊）刊载] 

 

参考文献 

网站 

【1】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协会（AILACT）网址：ailact.mcmaster.ca/ 

【2】罗伯特•恩尼斯的学术网站：faculty.ed.uiuc.edu/rhennis 

【3】罗伯特•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网站：www.criticalthinking.net 

 

附录 

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技能的提纲12
 

  

批判性思维是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我相信这个定义捕捉到了这个词在

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用法的核心精神。为了决定应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使用一组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技

能将是有帮助的，我在下面将对它们做一个概要介绍。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课程以及它的评估的

一组全面的目标。这个提纲的目的是对课程设定、教学以及评估实际有用，而不是完美或相互排斥。为简

略起见，这里省却了通过例子所做的澄清，限制，以及包括更多的标准在内的细节。这些可以在下面所列

的文献里找到，不过最全面的是在我的《批判性思维》（Ennis 1996a）一书中。 

 这个提纲是我在阐述上面所给出的那个简单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方面多年工作的浓缩。它区分了批判

性思维的习性与技能。 

 它只是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内容的提纲。它没有说明年级水平，课程顺序，侧重点，教学方式，或

者所包含的学科知识的类型（标准的学科内容，一般性的知识内容，实践知识内容，特殊的知识内容，等

等）。为了评估的目的，它仅仅是为开发一套细则说明列表，或者一个评分细则的准备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 

 

                                                        
12 这是我在 1994 年 7 月，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思维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过彻底修改后的版本，最后一次修改是

在 2011 年 1 月份。由罗伯特•恩尼斯（伊利诺伊大学）所著。rhennis@illinois.edu 

mailto:rhennis@illinoi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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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习性 

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倾向于： 

1. 关心他们的信念是真的13，他们的决定是经过考量调整的，亦即，关心尽可能地“正确处理”，包括： 

a. 寻求替代性的假说，解释，结论，计划，信息来源等等，并且对它们保持开放 

b. 认真考虑异己观点 

c.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 

d. 仅支持有验证信息的立场 

e. 使用他们的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2. 注重理解、并忠实而清楚地表达一个观点，无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这包括： 

a. 发现并倾听他人的观点和理由 

b. 对所说、所写、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交流的内容，弄清它们想要传达的意义，按照具体情况要求，

尽可能地寻求精确 

c. 明确结论或问题，并对它们保持关注 

d. 寻求并提供理由 

e. 对总体情形进行考虑 

f. 反思他们自己的基本信念 

（以下是一个辅助性的、而非构成性的习性。尽管对他人的关心不是构成性的，但是如果缺乏了它的话，

批判性思维也可能是有危害的。） 

3. 关心每一个人，包括 

a. 避免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恐嚇或困惑他人，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理解水平 

b. 关心他人的福祉 

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下面所列的诸项技能中，1 到 3 包括基本的澄清；4 和 5 是做出一个决定的基础；6 到 8 是推论；9 和 10 是

高级的澄清；11 和 12 是假定和综合。13 到 15 是辅助性的技能，它们不是批判性思维的构成性技能，不过

是非常有用的。 

 

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具有这样的技能： 

（基本的澄清，1 至 3） 

1. 聚焦于一个问题： 

a. 识别出或提出一个问题 

b. 为了对可能的答案进行判断，识别或制定其标准 

c. 留意问题和语境 

2. 分析论证： 

a. 识别出结论 

b. 识别出理由或前提 

                                                        
13 关于认识论构造主义（即这一观点：真理是被构造出来的）：在表达一个关于真的信念的考虑的时候，批判性思维的观念接

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的概念和词汇是由我们自己构造出来的，但同时，（有些将此过于简单化的说法），我们的概念和词项

的所指并不是由我们构造出来的。我们关于它们可以具有或者为真或者为假的信念。 

关于教学构造主义（即这一观点：学生们在对问题和提问构造他们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学习效果最好）：对于一些（而不是全

部）目标以及学习类型来说，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经验性的支持。但是，不能将它跟认识论构造主义混淆起来。特别是，教

学构造主义的有效性（在它是有效的这个程度上）并不蕴涵认识论构造主义。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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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辨别或识别出简单的假设（同时参见技能 10） 

d. 识别并处理不相关性 

e. 明确一个论证的结构 

f. 作出总结 

3. 提出并回答澄清性和/或质疑性的问题，比如： 

a. 为什么？ 

b. 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c. 你说                是什么意思？ 

d. 什么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例子？ 

e. 什么就不能作为它的一个例子（尽管很接近于一个例子）？ 

f. 它如何应用到这种情况中（描述一个看似反例的情况）？ 

g. 它产生了什么不同？ 

h. 事实是什么？ 

i. 这是你所说的吗：                                   ？ 

j. 你能对此多说一些吗？ 

（做出一个决定的基础：4 和 5） 

4. 判断一个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主要的标准（但不是必要条件）有： 

a. 专业素质 

b. 没有利益冲突 

c. 与其他来源一致 

d. 声誉 

e. 使用既定程序 

f. 清楚对声誉造成的风险（该信息来源清楚，如果弄错的话，会对声誉造成风险） 

g. 能够给出理由 

h. 谨慎的习惯 

5. 观察，并对观察报告进行判断。主要的标准（但不是必要条件，除了第一个之外）有： 

a. 包含最少的推理14
 

b. 在观察和报告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 

c. 由观察者本人而不是其他人作出报告（即，报告者不是道听途说） 

d. 提供记录 

e. 证实 

f. 证实的可能性 

g. 在好的（可视性）条件下进行观察 

h. 能使用技术，如果可以应用技术的话 

i. 观察者（以及报告者，如果两者不同的话）对上述第 4 项技能中的可信度标准感到满意（注：

第三个基础是你自己建立的结论。） 

                                                        
14译者注：这是指，要区分观察和由观察所作出的结论。比如，一个人看到他的朋友的自行车被一个陌生人骑走了，如果他说，

“我朋友的自行车被偷了”，那么，这就不是一个观察报告，而是一个推论。因为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陌生人骑走了他的朋

友的自行车。参见 Ennis, R. (1996), Critical Think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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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6 至 8） 

6. 演绎推理，以及判断演绎推理; 

a. 经典逻辑 

b. 条件逻辑 

c. 对逻辑术语的解释，包括 

i. 否定和双重否定 

ii. 必要和充分条件用语 

iii. 诸如“只有”，“当且仅当”，“或者”，“有些”，“除非”，以及“并非两者同时”等词语 

d. 被进行了限定的演绎推理（出于实用目的而不那么严密的） 

7. 做实质推理（粗略地“归纳”） 

a. 概括。大体上考虑： 

i. 数据的典型性，其中包括在适当的时候，有效的样本的典型性， 

ii. 例示的多少 

iii. 例示跟概括的符合程度 

iv. 对例外情况有一个原则化的处理方式 

b. 解释性假说（IBE：最佳解释推理）： 

i. 解释性结论和假说主要类型： 

a. 特殊的和一般性的因果性断言 

b. 关于人们的信念以及态度的断言 

c. 关于作者所意向的意义的解释 

d. 关于某些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性断言（包括罪行指控） 

e. 报告的定义 

f. 断定某个命题被隐含地用作一个理由的断言 

ii. 特质性的研究活动 

a. 设计实验，包括为控制变量设定计划 

b. 寻求证据以及反面证据，包括统计学意义 

c. 寻求其他可能的解释 

iii. 标准，其中前四个是核心的，第五个如果具备的话则更好 

a. 被提出的结论能够解释、或者有助于解释证据 

b. 被提出的结论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容 

c. 与之竞争的替代性解释与事实不相容 

d. 为寻求支持性和反对性数据做出适当的、真诚的努力，并寻求替代性的假说 

e. 被提出的结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并且是简单的，它适应于总体图景 

8. 做出并评价一个价值判断，重要的因素有： 

a. 背景事实 

b. 接受或拒绝这个判断的后果 

c. 对可接受的原则的初步应用 

d. 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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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平衡、权衡、作出决定 

（高级澄清，9 和 10） 

9. 使用适当的标准定义语词和对定义进行判断 

 其中三个基本的方面是形式，功能（行动），以及内容。第四个更为高级的方面是对偷换概念的处理。 

a. 定义的形式。关于 1 到 4 以及 6，参见（Ennis 1996，第 12 和 13 章）。关于第 5 个参见（Ennis 

1964, 1969c）。 

i. 同义定义 

ii. 分类定义 

iii. 跨度定义 

iv. 等同的表达 

v. 操作型的定义 

vi. 例子和非例(non-example) 

b. 定义的功能（行为） 

i. 报告一个意义（标准：关于一个解释性假说的那五项） 

ii. 规定一个意义（标准：方便，一致性，避免效果性偷换概念） 

iii. 就某个问题表达一个立场（立场性定义，包括“程序性的”和“说服性的”定义）标准：那些关于

一个立场的标准（Ennis 2001） 

c. 定义的内容 

d. 识别并处理偷换概念（Ennis 1996） 

10. 辨别未明确陈述的假设（一个既属于基本澄清（2b）也属于推理（7bif）的技能） 

a. 贬义色彩（可疑性或者错误）：通常、不过并不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以下三种假设类型联系在

一起。标准：参见上述第 8 项。 

b. 类型： 

i. 预设（为了使得另一个命题有意义而必要的） 

ii. 必要的假设（为了使得推理效力最强而必要的，并不是逻辑上必要的（Ennis 1982）），（被

希契柯克叫做“论证的假设”（Hitchcock 1985）） 

iii. 被使用的假设（通过假说-测试标准来判断（Ennis 1982），被希契柯克叫做“论证者的假设

（Hitchcock 1985）） 

（假定和综合，11 和 12） 

11. 考虑他们所不同意的、或怀疑的前提、理由、假设、观点和其他命题，并从这些进行推理，但是不让异

议或怀疑干扰了他们的思考（“假定性思考”） 

12. 在做出一个决定并为之辩护的时候，整合批判性思维的习性以及其他技能 

（辅助性的技能，13 至 15） 

13. 在一个情境下，以适当的方式有序的进行： 

a. 按照解决问题的步骤以及评价论证的步骤 

b. 注意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即，进行元认知） 

c. 使用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合理的备忘清单 

14. 对他人的感受、知识水平以及心智复杂程度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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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口头或书面）讨论和表述的过程中，运用适当的修辞术，包括以适当的方式运用和回应“谬误”

标签。谬误标签的例子有：“循环论证”，“人云亦云(bandwagon)”，“以先后为因果(posthoc)”，“偷换概

念”，“不根据前提的推理(nonsequitur)”以及“稻草人(strawperson)”，等等。 

 

总结和评论 

 

 简要地说，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倾向于力图“正确处理”，忠诚而清楚地表述一个观点，并关心他人（最

后这点是辅助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而且，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有能力做出澄清，为一个观点寻求其论

据并对此作出很好的判断，以及明智地从这些论据作出推论，有想象力地进行假设和综合，并且在做这些

事情的时候循序有效、保持敏感、并运用修辞技巧。 

 在做这个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技能的提纲的时候，我仅仅试图对它们进行描述，而不是辩护。为之辩

护所需要的篇幅比这里所允许的多得多，不过它将依循两个一般的途径：（1）在现有的、成功的探究性学

科中检查好的思维方式的传统；以及（2）检查当我们试图决定应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怎样

犯错的。 

 在任何以批判性思维为目标的教学情境中，不管是一门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或单元，还是一个将批

判性思维的内容注入（明确说明批判性思维的原则）或融入到（未明确说明批判性思维的原则）标准的学

科知识中去，或者是两者的某种混合，所有的这些习性，和那些假定性的、综合性的技能（第 11 和 12 项），

以及辅助性的技能（第 13 到 15 项），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在时间以及学生的能力所允许的程度上，它

们应该在教学中得到贯彻。 

 我仅仅试图就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以及判断的标准做出一个有用的、可辩护的提纲。由于篇幅有限，这

里不能就它们在课程、教学和评估中的应用做更多的例示，不过我在别处做了这些工作。15然而，目标就是

一个起点。我希望这个提纲为课程建设、教学和评估程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 

 

关于例示、详细的阐述以及更多的标准方面的参考资料 

 对于有些人来说，上面所提到的某些方面的意义、重要性、以及应用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他们会发

现下面这些带有很多例子的文献是有帮助的。在上面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的提纲中，我没有提供关于演

绎，辨别假设，以及定义的更多的标准，因为它们太复杂了，难以包括在这样一个简要的目录中。我对这

些标准以及这个观念的详细阐述列在这些“参考文献”里面：2007, 2006, 2004, 2002, 2001, 1991c, 1987a, 1987b, 

1982b, 1982a, 1981a, 1980, 1974a, 1974b, 1973, 1969a, 1969b, 1969c, 1968, 1964a, 1964b, 以及 1962。不过最全

面的是在这三者中：1996a, 1991, 1987a。 

 

 

【教改反馈】  

【编者按】 对各专业的教师进行批判性思维和教学方法的培训，是推广这项核心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2013

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首届《“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教师研习班》。本刊上期刊登了华中科技大学教

师的的感想和评论，下面刊登参加研习班的部分其他院校教师的反馈，以期读者全面了解研习班的内容和

作用，并有助于更多院校推广这样的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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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批判性思维教师的几个重要特征 

陈君华 (同济大学) 

 

什么样的教师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或许，在课堂上讲一讲批判性思维的原理、

技巧，很多老师都能做到。但这样的老师不一定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在我看来，“你教什么，就是

什么方面的老师”，对其他课程来说，也许是顺理成章的。但对批判性思维这门课来说，就未必成立了。 

批判性思维非常强调这种思维必须要内化成为一种人格。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首

先自己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批判性思考者，自己要具有理查德·保罗先生所一直强调的批判性思考者的人格

特质：理智、公正、开放、自省、真诚、强烈的求知欲、合理怀疑的精神„„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传

身教是最好的教育，而要得到达到“言传身教”这样最好的教育，批判性思维的教师首先就必须是批判理

性的人格典范。 

今年（2013）年 6 月上旬，我有幸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期间连续两周聆

听了加拿大籍华人、华中科技大客座教授董毓博士在华中科技大学为学生开设的批判性思维的公开课、以

及为该校教师开设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的教师研习班的培训课程。虽然中间因为要返回上海为我自

己的同济学生教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而中断了我在武汉几天的听课，但是董毓老师的教学风格已经深深地

打动了我――是他，让我进一步明白了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该怎样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

的教师。 

一，复厚的学术背景 

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应该具有复合而深厚的学术背景。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在教授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逻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的知识和思

想。在这个意义上，肤浅而单一的学术背景要教好批判性思维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或者就会显得有些偏

狭而不自知。但机缘巧合的是，董毓老师就比较完整地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应该具有的这种深厚而复

合性的学术背景。 

董毓老师 1978 年 3 月起先后在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接受理工科（电子信息）和哲学的本科及研究生

教育，后又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学派指导下进行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并获硕

士学位，之后又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希契柯克教授指导下进行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的学

习和研究并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留校讲授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论、逻辑学、知识理论等课程，先后发

表了关于批判性思维、科学学、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现代西方哲学、东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比较等论

题的著作和文章。所以，听他的课，不管你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还是学自然科学、或者学工程的，都会很

有启发和收获。 

二．公正开放的心智 

我在同济大学讲授批判性思维虽然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时，我多半会

情不自禁地对学生的想法做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评论，甚至有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反驳学生的说法，我的评

论和反驳背后隐含着自己的某些偏见，在课堂的情境中，我也并不自知。虽然每个学期末，我都会要求学

生在作业中指出我的偏见，并对我的偏见展开分析和批判，但往往有为时已晚的遗憾，因为不管严重或不

严重，在课堂情境中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没能让学生充分发言，因此也就没能自觉地推动学生自己的充分

思考和探索；相反，课堂上大多是我作为教师自己的“一言堂”――有时候甚至还会陶醉于自己整个九十

分钟的“激情而精彩的演讲”。 

但这次旁听了董毓老师的两周课程之后，我深深地认识到了，这样的教学风格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批

判性思维的教学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它本身在逻辑上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它预设了学生什么都不

懂、经过思考也不一定能探究到最好的答案，而老师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集所有的知识和真理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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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且没有任何主观的误区和偏见。其实，任何老师的思维都有自己的盲区，学生也并不是一张白纸，更

何况学生自主地思考和探究显然也比老师告诉他们答案，更有助引导学生学会如何思考„„ 

值得庆幸的是，董毓老师在课堂上就没有我在课堂上的这些毛病。他在课堂上就真正给学生呈现出了

一种公正开放的心智――当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短暂的两周的接触，难能可贵的是，为人处世的董老师

也是这样的谦谦君子。他在组织学生讨论时，很多案例他不设答案，主张进行真正开放式的讨论。让学生

去想，让学生去说。他很少发表自己的主观性的评论，更不会像我一样有时会强硬地驳斥学生在我看来是

错误的观点。为此，董毓老师曾劝诫我说：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不要过份关注和强调对和错，重要的是思考，

是学生的思考，所以，应该充分鼓励学生发言，鼓励学生探究，甚至鼓励学生犯错，老师的重要职责是认

真倾听，而不要动不动就忍不住对学生给出你所以为的“最佳答案”。正是在这样公正开放的理念和心智的

指导下，董毓老师的批判性思维的课堂气氛不仅很热烈，而且很和谐。相信春风化雨般的教学风格，也更

有助于启发学生自身的公正开放的心智。 

三．清晰缜密的头脑 

我们中国人的思考往往是粗线条的，说个大概，点到为止，而缺乏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具体的分析。

这对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这个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董毓老师对“武汉雾霾”这个案

例的细致入微的分析。 

2012 年 6 月 11 日，董毓老师正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当天，武汉市部分地区出

现了能见度低于 1 千米的雾霾天气。为此，《楚天都市网》做了题为《邻省大面积燃烧秸秆，烟雾飘到武汉》

的新闻报道： 

 

据本报记者来自武汉市环保局最新消息，今日在湖北省中东部（含武汉）形成大面积雾霾天气，原因

已查明：烟雾来自湖北东北部方向及安徽省地区，因大面积燃烧秸秆形成，飘到我省境内，加之湖北地区

气候扩散能力弱，污染物颗粒累计，导致空气环境迅速恶化。  

空气监测显示，雾霾天气颗粒物成分中植物性有机碳（如燃烧秸秆等）含量增加，其他成分未见异常。  

据了解，今日黄冈、孝感、荆州、鄂州、襄阳等地也出现雾霾天气。 

 

当时课堂上同学们提议对此新闻进行了讨论。一年后，董毓老师在这次讲解因果关系这一部分内容时，

对比 2012 年 9 月洛杉矶市区闻到强烈的臭鸡蛋味，媒体对来源进行详细跟踪报道的实例，引导学生分析这

则新闻报道之质量如何。课堂上学生踊跃发言、大胆质疑：往年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从燃烧点到武汉相

距几百公里，难道还不足以被稀释和吹散？为什么主要向武汉方向扩散？当时的风向和风力如何？当地真

的是在燃烧秸秆吗？如何让读者相信这个事实？燃烧的量有多大？沿途有空气污染吗？从燃烧点到武汉，

扩散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扩散的一步一步的因果链是如何环环相扣地发生

的？如何排除其他的原因呢？„„ 

在引导我们以及学生对这个案例做出如上的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切身地体会理解董毓老师在课堂上一

直强调的“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以及他在教材里所写的这段话的真正含义了：“即使统计的关联是真实

的，其本身也不能说明有因果关系。最著名的统计因果关系是吸烟和肺癌这两个现象，虽然统计的关联早

已发现，但直到科学家发现吸烟对细胞的变异作用之后才真正把它看作是因果关系。确定因果关系是在确

定两个现象之间有更深层次、更具体的物质和信息联系之后――即知道它们的作用的因果机制：原因是怎

样产生结果的。” 

分析完这个案例之后，董毓老师特别提醒课堂里的学生们（工科的学生，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科学研

究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探求因果关系。但是，如果原因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地产生结果的，这样具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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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楚，很可能我们所以为的所谓的铁的因果关系，也不过是我们主观的想当然或者是顽固的思维定势

和习俗而已，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研究和发现。 

董毓老师课堂上的这种清晰缜密、细致入微的精细性思维风格，许多旁听的老师都认为，对理工科学

生的科学研究来说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对即使学文科的学生来说，也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四，案例搜集和分析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不同于传统的形式逻辑，它更是一种鲜活的思维。因此，批判性思维相应的教学方式也应

该是生动的案例式的教学，而不能只是死板的知识点的讲解和传授。在案例的分析中，最能展示批判性思

维的魅力，同时，也最能展示批判性思维教师的魅力。当然，批判性思维的教师也可以借鉴别人的批判性

思维的教师的案例，但在课堂上的讲解和分析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隔膜感。这就需要一个优秀的

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必须要自己花大量的时间来搜集、分析和研发真正属于自己的批判性思维的案例。 

董毓老师的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所以能吸引同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课堂上所讲的案例大都是自

己亲自搜集和分析出来的。所以，他讲起来才会那样得心应手，才会自然地把自己的所讲和自己这个人交

融成为一体，就像拉家常一样娓娓道来，毫无隔膜和生涩之感；或者说就像武林高手一样达到了“人剑合

一”的化境――对他来说，人就是剑，剑就是人。同样地，董毓老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时，你根本不会觉

得他是在为分析案例而分析案例，案例在他手里，就是他的案例，而不是生硬地像别人的案例，他只是生

搬硬套地拉郎配一样硬把它拉倒了自己的课堂里来。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董毓老师分析案例就像记

者在分析自己亲身经历的新闻事件一样。 

为了搜集最时鲜的案例，董毓老师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几乎花在了网上阅读新闻、并对之进行分析和

整理。比如，2011 年夏天震惊全国的“温州老板跑路潮”出现并被报道之后，董毓老师就一直追踪关注这

件事，并力图自己做出批判性的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正的问题何在？原因在哪里？最好的解决

的方案是什么？ 

一开始，董毓老师读到的是媒体报道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解释：这些企业的规模

都不算小，声誉也不错，全都是正常渠道筹不到资金才向民间借高利贷，被逼上了绝路。温州民间借贷利

率很多高达 180%。他说：“很多企业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得不到贷款，被迫转向民间借贷。由于融资的成本

非常高，导致一些企业无法承受，个别企业就逃跑了。这就造成企业停工、半停工，甚至倒闭。” 

随后，董毓老师又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对此事的解读，基本意思仍然是：我们的银行处处刁难和

歧视温州的中小企业。这次的跑路潮归根结底还是银行给逼出来的。 

当如此多的专家学者、官方发言人、主流媒体都异口同声地给出几乎完全相同的解释时，一般的人很

可能就会认为这是“定论”了。但董毓老师通过敏锐的嗅觉和深刻的质疑能力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中小企业无法向银行贷款，最多只能推出他们可能会向民间借贷，但推不出会去借利率高达 180％的高

利贷！什么人会去借这样的高利贷？如果没有更高收益率的诱惑，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疯狂的、非理性的

借贷行为呢？„„ 

董毓老师搜索、思考到这里，一系列新的问题就水到渠成地浮现了：制造业有高于 180％的收益率吗？

一般不可能。一般的商贸生意有这么高的收益率吗？似乎也不可能。在中国过去一段时间里，什么生意的

收益率能达到如此高的暴利呢？„„对，很可能是房产。――那么，会不会是温州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

们借了高利贷去炒房了呢？ 

带着这样一些问题，董毓老师又进一步搜索，结果惊讶地发现： 

据温州的知情人士透露，温州的企业主，现在十有八九都在参与炒房团和炒煤团等，也就是说都在参

与哄抬中国的物价，更严厉的说应该是都在参与扰乱中国的正常经营次序，他们将从银行贷款和从民间借

贷的钱，不是在用于生产，而是全部投入到这种投机市场„„ 

现在温州的企业开始出现大片的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这不是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现

在已经把中国的房价推到了顶峰，国人已经再无力购买住房了，所以，他们的钱也就全部变成了房而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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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而无法让企业运作，另一方面，国家在房地产方面所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也促使中国的房地产

交易在数量上日趋回落，这样加速了温州投机商们暴露出自身的问题，严厉的讲是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所以，解决方案就不一定是某些主流声音所主张的： “政府应该首先解决实体经济解决信贷难的问题。

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高利贷自然就会下降”。――而很可能是某些网友所主张的：让这些老板自己承担自

己投机和贪婪的后果，这或许对中国正常经济次序有好处。 

――好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发现！且不管这样的发现是否真正地揭示了这次跑路潮的真相，以及是否

真的能解决温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看，这样一系列的阅读、思考和推理的过程，

就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绝伦的案例，放在课堂上来分析和讲解，自然可以预料的是：

在座的同学们是如何的心醉神迷！ 

五．精益求精的理念 

我们知道，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精益性思维，它在思维态度上是“精心”的，在思维过程上是“精细”

的，在思维结果上是“精良”的，在思维标准上是“精益求精”的。通过近两周的接触，我了解到，董毓

老师凭着对批判性思维的一股强烈的热爱和执著，每次上课之前，不管去年的课件看起来是多么成熟，他

都会至少再花上三四个月的日日夜夜重新备课。这里，花费他最多时间的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鲜活案例

的搜集和分析。正是由于他的案例都是鲜活的，极具有针对性（比如针对武汉的同学讲武汉的雾霾）和时

效性（最近的新闻事件），所以，他的课才能强烈而持久地吸引课堂里的同学。 

也许，别的课程一次性备好之后，似乎就可以一劳永逸。但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如果这样上，就变得死

板陈旧了。据董毓老师说，目前他正在研究“傅苹事件”。傅苹事件自今年（2013 年）2 月份发生以来，他

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网络、报纸、杂志、电视„„坚持不懈地追踪和分析这一事件。这次由于还没有

准备成熟，所以课堂上没有讲到这个案例，但在他的电脑里，已经搜集到了几百页的素材了。我相信，明

年他就会把这个精彩的案例引入到课堂里面来的。 

或许正是因为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要在理论、案例、练习题、授课方式上不断创新，要能紧跟生活、时

代的步伐，所以，在让学生享受到了一次次思维的盛宴的同时，也给授课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教师授

课的压力也随之大大增加。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自从我在同济大学正式教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以来，

我就主动放弃了其他所有我原来上的课程，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对我来说

又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几乎要吞噬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但尽管如此，我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似乎仍然不

能达到我心目中尽善尽美的要求。 

确实，批判性思维不像其他很多课程，一次备课好了之后，就似乎可以一劳永逸地讲下去了。批判性

思维不能这样，它特别需要融合批判性思维教师的个性风格、生活感悟、社会问题以及时代热点„„总之，

它需要教师时时刻刻地“与时俱进”。――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这次趁这次“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

课程建设研讨会”召开之际，询问了很多学校的老师，据他们说，现在他们学校所以至今没有开设出真正

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逻辑老师，而是实在是因为很多的逻辑老师不愿意或者干

脆是害怕上批判性思维这样一种必须要不断地自我挑战的课程――“不能新、毋宁死”，这就是批判性思维

课程的基本要求。没有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精益求精的理念和追求，对批判性思维来说，就意味着死

亡――反思和批判，乃是永无止境的一场思维运动！ 

“毫无疑问，做一个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是相当难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富有自我挑战精神的人，

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对你来说也意味着其乐无穷，意味着一场永不散场的思想的盛宴，意味着一种更好境界

的精神的享受！它会让你不断地生活在高峰体验当中――生活，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更幸福的吗？”――

董毓老师 

但愿有更多的优秀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在中国涌现！ 

201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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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教学观摩、研习》之体会 

李剑锋 (唐山学院) 

 

这次参加“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观摩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是为我所讲授的逻辑学寻求改革路径，二

是探索在其他课的教学中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通过参加“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教师研习班

的学习，以及全程观摩董毓教授为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讲授的“批判性思维”课，我想，我的目的实现了。 

 

一、明确了逻辑学教学改革思路 

 

多年来我一直讲授两门课，逻辑学和社会心理学，地方高校以提升学生理性思维能力为直接教学目标

的只有逻辑学，教学过程中我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教学诉求实现了么？学生在接受逻辑思维训练时

虽然能用逻辑知识分析推理和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但在一年之后的社会心理学课以及其他教师的课堂上我

发现学生还是明显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动质疑能力弱，如果不是有明确的

任务指向，学生一般不会质疑看似权威的言论；第二，以情感替代理性，对于事件的分析往往被舆论诱导；

第三，对论据不加审视，满足于有理由就行，网络上贴吧论坛里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尝

试着对逻辑学进行教学改革，但收效总是很有限，这是我的困惑。通过这次研习、观摩及课后与董老师的

交流，使我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过于看重逻辑学知识体系，虽然教改后的逻辑中“批判性思维”内容是

一大板块，但在有限学时里既要较系统地传授普通逻辑知识，又要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几乎是达不到

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学方法，虽然我们一直提倡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教师启发式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

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致使上述提法不可能有效实施。找到了症结问题便解决了一大半，下一步

的教学改革思路更清晰了，“嵌入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教学改革”之“嵌入”应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注入”，

二是“浸入”。之前我们所做的是“注入”，即把批判性思维内容注入逻辑学之中，而且这种注入还不能是

机械的。与“注入”相比更重要的是“浸入”，即用符合批判性思维精神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这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要求：教师是苏格拉底、教练、探知活动主持人的三位一体。 

 

二、明确了批判性思维的功用 

 

学习过程中我感悟到批判性思维的三个功用：创新、理性、使人谦和。 

首先，没有批判性精神和能力很难有创新。“批判性思维者既大胆又谨慎”，大胆质疑谨慎断言。在面

对陈旧思想观念时，创新者要破旧立新，实现观念突破和技术革新，就必须具有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胆

略；具有寻根究底的强烈好奇心；具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精神。这就是典型的批判精神。没

有批判精神的介入、驱动，就谈不上创新；没有谨慎科学的求证，更不会有创新成果。  

其次，批判性思维促使我们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许多困惑和不快乐源于对自己的追求缺乏

反思，在海量的信息、诸多的诱惑中迷失自己，开始变得浮躁，而浮躁心态本身就是一种不理性。此时我

们应该静下心来，进行一下元思考，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否出了问题，这样才能走出自我编织的怪

圈。在科研工作中的理性体现于思想的警觉，不人云亦云，以审慎的态度对待不同观点，在了解和研究问

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在了解各方理论及不同观点的交流、辩论之后在争论点上发展自己的立场和论证。我

想，这样的方法如果为我们多数教师、学生所掌握，我们科研的应用价值会有很大提升空间。 

再次，批判性思维使人谦和。 

生活中我们常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批判性思维的体现。人们对批判性思维常常存在误解。认为批

判性思维旨在发现他人错误、寻找弱点。其实这是片面的，实际上，批判是一种洞察力、辨别力和判断力，

也包括关注优点和肯定长处的含义，而不是人们所误解的对人不对己的“找茬思维”。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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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和反思，其目的不是为了劝说别人，但因为批判性思维者求真的愿望和公正的心态

使他们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比较不同的观点，谨慎论证梳理自己的观点，使得他们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这种说服不是得理不饶人更不是颐指气使，而是尊重他人尊重事实的谦和做人体现。 

 

三、批判性思维教学任重道远 

 

观摩董毓教授的课让我认识了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课是什么样子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和研究始于北美，

了解发源地的教学状态是我的夙愿，这次聆听董老师的课让我如愿以偿。在教师研习过程中，我体会到批

判性思维教学法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施这样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传授的

知识就会有活力，学生也会在灵活运用中增强创造力，中国国民的理性思维素质也将会明显提高。但是反

观现在高校教师的状况又让我感到困难重重。中国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从应试教育中一路走过来的，不假思

索地相信权威、相信“标准答案”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思维定势，没有批判性思维精神和技巧的教师怎么能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呢？一门课又怎能改变学生的思维定势呢？所以我感到董老师对教师的培训非

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呼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广批判性思维教学。 

从 6.3 日到 6.12 日上午整整 10 天，过得很充实。如果说此次武汉之行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没有最终听

完课就不得不返回了。以后我会继续认真研读学习资料，积极实践，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 

感谢董毓教授的倾情讲授，他牺牲休息时间应邀参与我们的讨论，为我们无私提供大量的自己积累的

教学素材，这种奉献精神令我敬佩；感谢刘玉教授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并尽心尽力地安排我们的

学习和生活。 

                                2013.6.26   

 

 

参加批判性思维公开课, 教学方法教师研习班有感 

邢蕾 等 

 

 

一个人第一次接触一个新事物的境遇，往往会影响他对这个新事物定格性的理解，也往往会决定他怎

样继续与其展开旅程。我很感谢华科的刘玉老师和董毓老师孕育了批判性思维教育这样的事业，也很感谢

他们在我们摸索的路上呈现并影响我们。 

初识董毓老师，是在他的书里。文字是娓娓道来的，如一师友对面而坐，笑谈养生经，而非就了很多

所谓权威的书用打包好的术语将自己和这个学科高擎于上。而上了第一节课，便感到其人如书，没有比这

种经历更好的读书体验了：你看了他静静写下的、沉淀了的文字，然后看到他活生生地走到你面前，跟你

讲他的字里行间意味着什么，并且让这些意味在他采撷的鲜活案例里飞扬。 

董老师的课像一片有山景的开阔地，每天（至少）三个小时下来，身处其中的人可以感觉到自己有了

方向感、却不徐不疾，可以轻松愉悦地舒展自己的智慧。让人不禁慨叹，这样的引导者着实经了学术的历

练和人生的修为。 

要达致这样的效果实非易事。首先，要有长期坚实的学术背景作根基，董老师承袭了很正宗的学术传

统（尽管他很少提及），而从其课程中体现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独立性与系统性正源于此；其次，将批判性

思维的理念润化为年龄和阅历相差几十年的学习者能够接受的脉络和语言，并且将理念、现实、趣味同时

融入动态性颇强的课堂，这的确是一个批判性思维教师的核心能力，也是他成功面对了的一个挑战；再次，

一个进行了几轮的课程很可能会滋生出放松了要求和简单重复的老师，而得知董老师每年要修改教学内容、

且每次上课之前都会留出时间来做准备，让我们深切体会了他的严谨教风。最后（当然若非本人笔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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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应是最后），董老师不论在课上还是课下展现出来的谦逊的态度和绅士风范，让我们这些学习者体悟

到了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及其与“人”本身的熔合。 

当然，这样难得的老师和课程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要归功于刘玉老师。在研讨会上听闻了他们的

同学故事，艳羡他们的同窗事业。将一个看似笑谈的想法筹划为经年坚持不懈的举动并使其壮大，这需要

胆识、坚定、热情和耐心。我们很感谢您为做好这份事业付出的所有！  

正如几乎所有前来学习的老师一样，我被这次华科的批判性思维学习经历打动了，希望投入到这样一

份事业当中来，为此贡献一份力量，将批判性思维带入我能影响到的人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邢蕾 

 

听了董毓老师近十天的公开课使我受益匪浅，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更新了理念。董毓老师的批判性

思维教学方法强调展现新型老师形象，即苏格拉底+教练+认知活动主持人，颠覆了教师以往的“权威”形

象，打破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真正实现了让学生“学会”而不是教师“教会”教学目的。 

古人云：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正所谓“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董老

师的整个课堂设计都是以“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随堂阅读使学生自发的形成对新知识的疑问，然后进行

小组讨论，总结汇报后引导学生进行恰当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并在结论中给学生留有进一步思考

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开放性教学的新思路，最终让学生提交研究报告。整个教学过程演示了“如何”让知

识被问题“揪”出来，让答案由讨论“争”出来，让脉络从归纳“梳”出来，让效果以实践“评”出来的

全过程，堪称是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进行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典范。太多精彩之处值得我辈借鉴！ 

我相信这种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打破学生的“惯性思维”和“思维定势”，有助于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

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的态度、理性的观点和反思的能力，也必将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实现素质教育的

新途径。最后，万分感谢刘玉老师能给我这次机会参加华科内部教师培训，并真诚的道一声刘老师您辛苦

了。 

唐山学院 范微微 2013.6.24 

 

2013 年 6 月 7-9 日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参加了一场“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收获颇丰、感受

颇多。与来自各地的学者一起学习探讨“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建设”让我有一种真正的思想提升与感动。 

之前我对“批判性思维”并没有系统全面的了解，虽然自己在上“社会科学方法论”课时也给学生讲

过一点相关知识，此次主要是去学习与聆听。感动于一些学者中西结合地对这门思维教育课的推动与贡献，

感动于国内一批学者对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的非理性现象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大学教育中所做的努力和有益

探索。与会的成员有国内外大学不同专业的教师、政府官员、图书出版界人士、商界人士，大家从不同的

视角讨论了这个话题，让我感受到了“批判性思维”的魅力。虽然现在还没有时间去仔细研读有关“批判

性思维”的书，但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批判性的核心就是让人们回归“理性”。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是

以情感代替理性、以自己的利益代替公正公平。而批判性思维强调“合理的怀疑”，也强调“自我的反思”。

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思考多方面的的可能性可以形成我们思想的开放性，从而使我们更具有包容性、严

密性与创新性。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以后随着对“批判性思维”更深入的了解，相信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感悟再续，我

也想在我的课堂中做一些有意义的实践与探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潘沁 20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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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参加此次批判性思维观摩课及研习班说起。能来华科大参会是偶然也是必然，我在教学和律师执

业过程中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同行，教师与优秀教师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律师与优秀律师

有什么区别，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精英人士有什么共同的成功要素，我的答案就是思维水平是他们成为成功

人士的核心要素。因此，我决心开一门专门提高思维能力的课程，当时还真不知道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

记的去年暑假，我在网上将带“思维”两字的书购买了二十多本，从中国知网上下载了很多思维科学、理

性思维类的文章，通过学习这些资料，“批判性思维”理论与我产生广泛共鸣，特别是董老师的《批判性思

维原理和方法》一书，观后令人兴奋不已。我尝试着通过邮箱与书中留下的刘玉教授联络，表达想要一些

关于该课程的更多资料，没想到刘老师很快答复我说正好 6 月初董老师来汉授课和参加第三届全国批判性

思维课程研讨会。这一信息让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作为教授的刘老师能给一个不知名的学校的不知名的

普通老师回信，二是能见到全国批判性思维领域的各位名家。没的说，我来了。 

反思，是批判性思维的特点，跳出自己看自己，才能修正自己。结合此次课程所学，我反思一下自己

的思维路径，以期自我修正和总结经验。 

 

一、元思考阶段 

元思考是通过董老师学到的概念（我认为就是刨根问底），就是找到事物的逻辑起点，从起点到现在所

观察到的问题之间的合理推理过程。我认为只有形成元思考的习惯，学知识才能透彻，看问题才能深刻。

但是如何形成元思考习惯呢？就我个人而言，是先形成勤思考再形成元思考。从小到大，学习虽勤奋但效

果不好，郁闷至极，如何才能学好，自己的优势在哪，今后自己的出路在何方，一直是本人思考的主题。

同时，高中阶段偏好思考性的书籍，家（家父系政工干部）中的中国思想简史、中国哲学简史，马列毛哲

学类的书对我形成元思考起着决定作用。当年，这些书虽看不懂，确实还是有作用的，虽然不能帮我提高

政治成绩，但这些知识令我开始理性思考，知道学习成绩不好但我的优势在哪，如是，我才能在中学时代

“不卑不亢中”坚持过去，并且规划了自己的职业----学法律，从事法律职业。 

学习法律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学习累而不苦，乐于思考。从事法学教学后，特别是法理学（法学基

础理论课）备课期间，对法学观点的哲学依据感兴趣，继而对哲学家感兴趣，为了搞清楚哲学家生活的年

代及背景，开始西方历史的学习，这样下来，西方哲学史、西方历史类的书看了一些，现在想起来，这本

身不就是对问题的元思考吗。 

通过十几年的教学和律师职业实践，元思考已成为我的思考习惯。 

 

二、质疑、论证阶段 

非常认同邓晓芒教授关于理性就是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相结合的观点。没有质疑，就谈不上批判性思

维。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质疑是从问题情景中提炼问题的过程，当然有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有了

问题，才有论证的过程。为什么别人质疑，而你却无动于衷呢？我认为如何培养质疑能力应该重点研究。

一个具有质疑精神的人，仿佛正常工作的雷达，对与经验不附的信息随时质疑，他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 

那么如何养成质疑、论证的能力呢？就我本人而言，十年律师执业给了我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质疑、论

证的能力。我要强调，经验很重要，没有经验很难质疑，更谈不上论证，有的国外书证自己没见过，就无

从质疑；有的人被社会上不良分子轻易骗取钱财，令人费解，难道这样的骗术，受害人当初就不质疑吗。

在职业中，面对的每一个案件，都存在质疑、论证。对方提交的证据是真的吗，该证据能支持其论点吗，

对方代理词或辩护词的观点正确吗，合理吗，相关吗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董老师讲写作是锻炼论证的

有效方法。的确是这样，书面写作要比口头表达更具有逻辑性。 

当然，学习课程后，让我认识到批判性阅读在查阅卷宗信息和审查法律文书时的重要作用，批判性写

作在自己书写法律文书时的作用。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本人距董老师和通讯中的各位作者的水平相差甚远，

今后我将勤奋练习。如果中国的法律职业者都是依照批判性思维课程严格培训出来的，那么我们的法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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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职业水平将会有质的提高，那将是全社会的福音。 

 

三、形成 CT 精神和熟练掌握 CT 知识阶段 

CT 精神和系统知识的掌握，是我这一阶段需要努力学习和实践的。通过此次观摩课和研习课，我对 CT

课程有了初步的学习和掌握，特别还需要一个再学习，再消化的过程。批判性思维课程需要相关课程的支

持，我想应该把哲学、认知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修辞学等相关知识学习一点。今后，我要拿出

学习法律的劲头系统学习 CT 及相关知识，成为一名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者。 

 

四、总结 

反思自己的思维历程，总结经验用于育人。 

1、思考 

思考在我的历程中有偶然性，传统基础教育并没有令我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以及独立理性思考，虽然

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吸取“知识”，但是是谁真正教会了我科学思考呢。因此，今后的教学应该围绕设计问

题为重点，关于此观点董老师在研习课上做了充分论述，我非常认同。此外，在回答完问题后，要上升到

CT 课程知识，让学生不仅知道思考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让他们找到答案的思考方法，让学生们

认识到科学的思维方法比仅仅获知答案更重要。 

   2、哲学知识 

哲学知识在形成理性思考方面具有灯塔作用。我读的哲学书籍既不多也不深入，与我们哲学专业的同

仁比，相差甚远。但是，即便如此，哲学对我影响很大。但是，反过来看，并不是哲学出身的人批判性思

维都很强，特别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例如他可能在做学问是质疑、批判，但在处理家庭社交问题时，从不

质疑、批判。 

3、实践 

也许是专业不同，对我来讲法律职业在形成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时具有重要作用。每一个案件都是通

过法律程序的社会生活，每一个案件都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实践为批判性思维充分展现提供平台。 

但是，学生缺乏实践，如何解决呢？我想实践带给我们的是经验，经验是质疑的前提，我们在设计问

题时一定要从学生既有经验的基础上设计。我们的学生不是非常关注时政问题、经济问题、环保问题等，

稍一专业的评论文章学生们毫不关心。如果大量用这些题材锻炼批判性思维，恐怕效果不佳。我想 CT 教学

内容上是否分三个阶段，第一初级阶段以生活题材为主，第二阶段以社会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以专业背景

题材为主，分步教学，当然也可以三阶段的内容各占比例一次讲授。 

4、事业 

此次参会学习，非常感谢刘玉和董毓两位老师，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同时结识了众多同道中人。我

要向这些同仁学习，把传播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人生事业去追求，希望批判性思维之火燎原中国。 

综上，本人自我剖析，为的是抛砖引玉，总结经验，共同提高，还望各位同仁不要见笑，多批评指正。 

                   新乡学院 周斌 

 

【案例研究】 

“傅苹之春”：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困难（连载二） 

董毓(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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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质疑的新证据和论证 

 

于此同时，在亚马孙和其他新闻媒体网站上 （比如作者 xgz 在 http://www.dailykos.com 的系列文章，

xgz, 2013），人们同样一条一条地对傅苹的澄清予以反驳。比如，那张傅苹在中间微笑的照片显然是在南京

的著名的公园，照片背景是南京灵骨塔。他们身后旗帜上有“红卫兵团”四个大字。 

而且，人们说，傅苹要求只看书中的内容来评论她的故事真实性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她在别的地

方都是亲口说自己，难道不算数？其实虽然傅苹的书中缺乏某些她在其他地方讲述的细节，但其已足够荒

谬。比如书的第一页就是说，我 25 岁的时候被中国政府静悄悄的驱逐出境。另外，许多网友还自发对傅苹

在美国的经历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她关于被越南移民在机场绑架的故事不可信。人们还问傅苹作为一个

留学生，84 年到美国，如何在 89 年之前获得绿卡，这是否如华人媒体星岛日报报道的她是通过政治难民的

方式留下来的？等等。 

期间，网友们发现，傅苹其实早在 1996 年还有另一个中文写的回忆录，是为湖北少儿出版社写的她在

美国的经历，书名叫《漂流瓶》。（傅苹, 1996）。一些人专门对此做了细致研读，发现两个回忆录的许多不

一致。比如《漂流瓶》里的傅苹出国时的英语能力绝对不是只会三个词。她在语言学校第一天的英语摸底

考试成绩使她进入中班。傅苹到美国第一周就和美国人在一起住，两个室友是姐妹。再比如对在中国生长

经历的态度上，当时的傅苹把自己在美国打工经历(在人家里作清洁擦地板或者餐馆打工)，称为是自己从小

从没有受过的苦。（详细解读见 Kitty,2013） 

2 月 5 日，方舟子又发表一篇给傅苹定性的博文：“习惯性说谎者傅苹”（方舟子, 2013c）。这里他着重

谈到，就在 20 多天前（2013 年 1 月 14 日）傅苹接受美国电台 WNYC 的 The Leonard Lopate Show 采访时，

说她在做大学本科论文时，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有的是刚生下来就被扔水里淹死。方分析，按照

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的 1980 年 9 月到傅苹的论文发表的于 1982 年之前，这段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如果

是“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也就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她面前杀死女婴”。而这样的即使有也是少

数而偷偷摸摸的行为是怎样在傅苹的面堂而皇之地进行的？方问到，在医院生产显然不可能再这么做，在

家中生产倒不排除这种可能，难道那些产妇临盆时都会通知傅苹上她们家去看如何把女婴杀死吗？ 

对其它所谓涉及傅苹个人私秘无法取得直接证据的几个争议，方舟子说： 

 

我们也许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推翻傅苹在10岁被轮奸和毕业前夕被秘密关押3天这种“个人的经历”，但是

在能够核实的其他问题上都已证明了傅苹说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她独独在这两条没有证据的惊人事情

上说了真话？ 

 

也是 2 月 5 日，英国的《卫报》一篇报道刊登了傅苹的自我辩护（Branigan & Pilkington, 2013a）。比如

说被中国政府驱逐的事，傅苹对《卫报》称，她在初稿中没有使用“驱逐”这个字眼，但是出版社的编辑兼合

著作者建议她如此修改，以“吸引读者”。但她对《卫报》说，按照字典的定义，说她被中国驱逐出境是正确

的：“如果你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要求离开自己的国家，那就是驱逐出境。” 

在 2 月 13 日，《卫报》又报道说（Branigan & Pilkington, 2013b），仔细检查傅苹的小说和有关采访后，

可以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专家们对《卫报》说，她的故事的多个部分不合情理。专家们对傅苹孙

中山“把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长大”的说法表示怀疑。而傅苹的回答是，这是我妈说的，

我相信是真的。对傅苹 10 年没有上学的说法，专家表示违反事实：文革中 1968 年或 1969 年学校都陆续重

新开放，而去工厂的学生也并不是被当作劳工。傅苹提供给媒体的一张照片显示拿着毛主席语录和戴着红

袖章。一些专家学者说，这就说明当时她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被打成“黑五类”。当时毕业于苏州大学的美国

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等质疑她在苏州大学撰写了一份受到邓小平注意的学生校刊文章等内容。伦

敦大学学院中国计划生育问题专家特雷莎·赫斯凯斯教授质疑傅苹公开在广播采访中说：“目睹数百名女婴被

杀”等言辞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故事。（在中国）的确有杀婴的事情，但并不常见和普遍……可以肯定

http://www.dailykos.com/user/x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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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能公开做的事情，否则抓到可能意味着犯下杀人罪行。” 

2 月 21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记者 (Didi Kirsten Tatlow) 博客上报道了傅苹

的最新的一些澄清(Tatlow, 2013a )。她说自己不是通过申请政治庇护成为美国人的，而通过和一个美国人的

第一次婚姻，她 1986 年 9 月 1 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她之所以在自传中只字不提这次婚姻，是为了保护这

个前夫。傅苹还澄清是说，一些问题是她的代笔，洛杉矶的美美福克斯的夸张或者和她本人沟通不清晰的

结果。比如“月经警察”（period police)的事，她说福克斯女士“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三次，但并没有得

到纠正。不是别人，而女生用自己的手指来检查和显示经血。没办法，错误已经打印出来了。”福克斯女士“可

能只做了一些可能导致错误的互联网搜索”，傅女士说。“错误主要涉及一些用词：„所有，绝不，任何'，这

些词很难让人接受，”傅女士说：“她（指福克思）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另外，关于傅苹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被一个越南裔美国人绑架的离奇事件，在记者查讯下，阿尔

伯克基警察局的纪录办事处一位女发言人说：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案例。而傅苹对此的解释是，

她没有报案，因为刚从中国来，害怕所有的警察，“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保持记录，如果没有任何犯罪指

控和记录的话。” 

最后，傅苹还主动对《国际先驱论坛报》承认一个错误，说她在她在 1979 的大学期间帮助编辑的一个

杂志不叫《吴钩》，或“无钩”，而是《我们这一代》。该杂志被带到北京参加会议，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她在

电子邮件中写道：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每个人的记忆都有错误。”。 

然而。这样的几个新的辩护，不仅没有平息争议，而且还引起新问题。比如，人们搜寻发现傅苹和她

可能的第一任美国丈夫不同居住地址，那人在不久前和另一个人登记结婚，三年正好是拿绿卡的必要时间，

所以这产生了为了绿卡而假结婚的猜疑。至于学生自己用手指检查阴道的解释，显然没有说服批评者。中

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把贞操看得无比重要得 80 年代初，很难想象有人可以逼使学生做这样可能破坏处女

膜的动作。方舟子说，不仅苏州大学当时的女生从来没有哪个出来说曾经发生过这么离奇的事情，反而有

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女生出来说从未发生过这种污辱人的事。而且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是已婚妇女，根

本不会针对当时在校的未婚女生，根本没有必要去“查月经”。况且“查月经”来判断怀孕也是很困难的事，女

生的月经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女生都查一遍。即使某个女生当月没来月经，也不能说明她就是

怀孕。方说“相信这么个普查月经（不管是自查还是他查）的人智力该有多么低下，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

人心理该有多么变态？” （方舟子, 2013h ）  

而一些熟悉美国警察和法律制度的人（有的自己是律师，如 Albert Wang，网名 Romantic Realist）说，

女发言人说的“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案例”的话已经足以说明傅苹在编造，因为即使自己不报案，这

样的绑架是不可能不记录的。(Wang, A., 2013） 

至于傅苹主动承认的错误，方指出这也是被迫的辩解，因为《卫报》已经报道当时与傅苹同校同系的

程映虹教授从未听说过傅苹主编的学生刊物《红枫》。所以傅苹现在改口说她记错了这份著名刊物的名字。

傅苹声称这是一个“任何人记忆都会出错”的例子。方表示，有人连自己在大学时代主编的刊物的名称都会记

错的事情很难相信。傅苹也改口说，1979 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拿的不是《红枫》，而是《这一

代》。方说，我不得不要指出，傅苹又“记错”了。《这一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出版的联合刊物，而且是由

武汉大学出的，与傅苹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江苏师范学院并无代表去参加会议。《这

一代》上面也没有傅苹说的那篇“反党”文章。(方舟子, 2013h) 

在结束这样详细列举争论细节和双方的论据之前，应该提一下亚马孙网上网友 Lanlan Wang 公布的苏

州大学的一封回信（先在网上公布英文摘要，Wang 2013a，然后 4 月 15 日在 www.debunkingbendnotbreak.com

公布了中文原文 Cheng 2013c)。  

 

关于傅苹事件的答复  

王老师： 

您好！  

http://www.amazon.com/gp/pdp/profile/A3NN2OHCBK13QN/ref=cm_cd_et_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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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我校的关注和关心，您在来函中表达了对我国及我校名誉的珍视，让我们十分感动！  

收到来信后，我校立即成立了由相关学院、部门、老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傅苹在校读书期间的学籍档案等

进行了认真核查，向傅苹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进行了了解和访问，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关于傅苹在我校的学习经历。  

傅苹，女，1958 年生，南京籍高考生，于 1978 年 9 月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专业是中国语言

文学。1982 年 3 月 16 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读期间，多次无故旷课，违反学校学籍

管理规定，影响恶劣，学校曾于 1981 年 10 月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二．关于傅苹在 1978 年到 1982 年四年本科期间修学英语的问题。  

我们核查后的结果是：1978年 10 月—1979 年 7 月，其英语成绩为“优”，1979 年 9 月—1980 年 7 月，其英

语成绩为“88”分，两次考试成绩在班内均属中上等水平。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  

三． 关于傅苹毕业论文的问题。  

傅苹于 1982 年 3 月从江苏师范学院退学，所以在毕业生名单中未见其名字，在档案中也未见其毕业论文，也

没有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此外，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论文都是以文学和语言学为研究对象，而不会涉及“杀害女婴”这一涉及社

会学的内容。  

在其就读期间，78 级同学没有任何人涉及刑事事件，其被投入监狱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其组织社团被逮捕之

事也是一派谎言！  

四． 关于“手指检验”计划生育的问题。  

根据苏州大学多位教师（这些教师包括她的同班同学和班主任，中文系领导）证实，学校从未用这种手段对

女生进行相关检验，当然更谈不上得到党委领导的支持。傅苹如此编造谎言，是对 78 级所有同学的侮辱！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校认为傅苹在书中所写内容严重失实，不仅损害了苏州大学的名誉，也使我们国家形

象受到损害，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您以及社会各界关心、维护国家形象和苏州大学名誉的有识之士。苏州大学办学 113

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30 多万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

骨干和杰出人才，也有许多毕业生离校后心系母校，感念师恩，以捐资助学、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等多

种形式回报母校培育之恩。苏州大学也不乏留学海外的赤子，他们在异国他乡努力奋斗、成绩斐然，不仅赢

得良好的社会地位，也为母校增光添彩。他们异域拼搏之时能常念母校深恩，各尽所能，为母校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提供帮助，开拓渠道，诚心切切，不求回报，使母校深感安慰和骄傲。这些事实

又岂是个别别有用心之人能妄言抹杀的？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关心！  

此致 

敬礼 

苏州大学 2013 年 3 月 14 日 

 

Lanlan Wang 公布这封信后，支持傅苹的舆论和人一致表示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有的甚至隐含这是伪造。

Lanlan Wang 说其实傅苹本人最清楚这信的真实性，比如 1982 年 3 月 16 日这样日子对她意味着什么，只有

她和了解情况的人知道。Lanlan Wang 说苏州大学欢迎她联系母校进行查询本信的真实性。 

不过，随后几个月傅苹对此就像没有事一样，除了表述对中国来的“诬蔑”表示“震惊、心碎、非常

难过”外，她宣传自己的书和事迹的活动排得满满的。到 6 月 11 日，在得知傅苹被邀请 6 月 29 日给有 12

万家公共图书馆成员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演讲的消息，苏州大学在自己的官方网页上正式发表了这封信

的中英文（苏州大学，2013），并在 6 月 2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新闻网，2013），要求美国图书馆协会

取消这样的邀请，并说苏州大学已经在起草律师函件，但律师函暂未寄给傅苹本人，希望傅苹能够撤回自

己的谎言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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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法律起诉的威胁，傅苹终于发声表示“愿为回忆录错误道歉”，但人们仔细一看，她只是为 “手指

验孕”一说道歉，表示这是“记忆失准和编辑失误”的结果。其他的都是记忆的不同而已（南华早报，译文

见：加拿大家园 2013b）。 

6 月 29 日傅苹给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演讲按期进行。 

人们发现傅苹在学位上还造了许多假，她在美国申请入学，工作和宣传自己时公布的简历中，称自己

有苏州大学的学士，硕士、甚至南京大学博士（加拿大家园，2013a）。 

读者要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细节，可查在亚马孙网站的专门的讨论主题，“傅苹的谎言（包括编造），矛盾，

夸大，删除，事实错误和可能的违法行为的项目表”是网友们用来集中汇集傅苹的事实问题的地方（Z. 

Wang,2013a），和专门为此建立的网站 http://www.debunkingbendnotbreak.com/ ( Cheng, Edddie 2013) 。 

 

5、合理的判断和真相的浮现 

 

就此，可以下结论说，傅苹的传奇故事，千疮百孔，体无完肤。 

只要对那段经历有了解，甚至就是凭常识和感觉，就足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不过我们应该运用批判性思维的原则来检验我们这样的判断是否完善。就是说，上面的分析反驳，是

否足以表明，关于傅苹的“回忆录”的真假问题的这个判定是合理的。 

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双方的论证力量，特别是看对方的回应的论证的质量。 

总的来说，傅萍本人的回应，包括后来在其他场合进行的澄清，都采取了这样的说法和手法： 

一是说，很多问题来自文字上歧义，翻译，误解的的问题，比如“儿童士兵”（child solider）, 劳改营（labor 

camp），或者自己就是认为这样的意思如“驱逐”或者“流放”（exiled），隔离区（ghetto）。虽然文字歧义、翻

译不准确问题自然都会有，但傅苹是一致性地将这些文字向更为悲惨能够打动人的歧义方向“误解”。明明是

中学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在她那里成为去 labor camp，当 child solider。这样的翻译是出奇的错误，而

且不是偶然，傅苹还用过劳改农场（correctional farm）的词，都清清楚楚表明她要说的是劳改，而不是劳动。

她巧用模糊的词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她用“政府管理的宿舍”，和隔离区（ ghetto），来描述自己住的大学

校园的宿舍，正如人们指出的，这也是给美国读者暗示她是在政府的控制甚至监禁下。这些不能归之于翻

译或理解不准确的问题。至于说“我就是这样理解„驱逐‟”的意思的说法，在拿不出谁要她 2 周内离开的证据

的情况下，便成为扭曲词义的武断。 

其次，她另一个说法是将错误归于西方记者的错误，合作人不听意见等。但是，当人们发现她在多个

地方都是自己说在劳改营十年的话时，就不能相信这是西方记者不懂而擅自改动的问题了。 

傅苹的第三个辩护方法是找出别人经历，或者别人发现的证据，或者其他时候的有类似情况来为自己

亲身经历的说法辩护。她的根据是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不能绝对说别的地方没有发生过。

比如 1984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出版的关于中国一胎政策和对女婴的歧视并引起中国政府不高兴，现在的

强奸案件的报道等等。当她这样引用别人的，可能的事实时，给人的感觉是，她似乎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

忆录与报道中国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区别，甚至和小说的区别完全没有感觉。写回忆录就等于写别人说

的或者影视上出现的事情。 

傅苹第四个主要的说法是，这是记忆错误，人都有记忆问题。当然，谁都容许记忆错误，但傅苹的书

中遍布的大大小小数量如此之多和矛盾，至少表现了轻率的态度，而且她对美国之音中文台的访问回答说：

“在中国的时候，我成长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读过什么书，大多就是下乡、学农、学工那样的经历”，

这表述了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在文革中是什么，这一点说明她是有意的撒谎。 

傅苹第五论证方法是：这些是我的私秘、我个人经历，我作为女人的感受，我的听说，你们不能否认

我的个人故事。是的，傅苹其实最后承认了原故事的许多错误之处，只是在无法证明的个人私秘（如被轮

奸）上不放松。她的辩护者也说，批评者没有办法去证明或否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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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不对的。首先，其实傅苹的个人私秘事件也涉及到外人，比如光天化日在校园里被一伙人轮

奸，而且有人因此称她为“破鞋”，那么这其实是个公众事件，有可能找到证据的。 

其次，方舟子说得对，在这么多的错误和矛盾出现后，不能不产生对傅苹的信誉的怀疑，那么对她私

秘的其他说法也产生了合理怀疑。 

更进一步的根据，是傅苹辩辞如此之弱。她的论证的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她自己一人叙述，是孤证，

没有旁证，没有证据来源。其他，要么用别人的经历，要么用抽象化的可能性来证明自己的亲身经历。她

的许多事件在地点时间方面一再出错，也不符合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更为致命的，是她的各种说法矛盾，

即使有一个是真，其他的也是假的。而质疑的一方，绝大多数都是经历当时历史的人和专家，他们的证词

和证据是具体、细致和相互一致的。 

当一方只能用抽象化的理由来应付有大量具体、相关证据的质疑时，即使还有不能直接证实证伪的部

分，这完全不妨碍人们作出有合理性的确定判断。当然，一些人会坚持说，这还是不能算作明确的答案，

因为不能绝对否定有稀少的，小概率的事发生。是的，可以同意小概率的事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奇迹

一再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它们一起真实的概率是这些奇迹的概率的乘积。比如 2 个都是 1%的概率事件

都在一个人那里出现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而傅苹有多少奇迹般的遭遇？读者 silkskirt 在亚马孙网站上写的"

赞美这个女士"的评论中列出了傅苹经历的 30 多个奇迹，其中有 （Silksjirt, 2013 )： 

 

赞美这个女士 

她和中国国父有家庭关系。 

她从8岁起在劳改营生活1年－－尽管无人听说过劳改营里关着孩子。 

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帮伙轮奸，而且能一直瞒过警察，学校，同学和周围的人，直到她拥抱美国自由大

地时才说出来。 

她能承受缝了四十针的伤口，长度足以从一个孩子的头延长到脚，却能使之毫无痕迹。 

她在劳改营做苦工10年，却能在只有4.8% 录取率的高考中考上大学。 

她能忍受校园里经常性的手指伸入阴道的检查，虽然没有任何女学生说在中国有这样的事情。 

她因为目睹成百的杀女婴的残酷事件，所以不能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 

她被迫看自己的老师被四马分尸，虽然其实没有发生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记得 

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府不高兴的文章，尽管没有人找得到。 

她导致了联合国制裁中国，尽管联合国不可能这样做。 

她被政府用007电影的方法逮捕，尽管在今天警察也不用这样做来逮捕一个人。 

她因为邓小平的亲自干预才被释放。 

她被驱逐到美国，虽然即使是最有名的异议分子也不一定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她被人绑架几天后被警察救出来，而且能在警察局的档案中一点记录都不留下。 

她初到美国就能用三个英语单词和人们长时间交谈 

……. 

 

所以，批判性思维的合理的、明确结论是，傅苹是根据别人的历史报道，影视故事和美国的观念和胃

口写了一本小说，并将之称为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录。 

傅苹的最后辩护方法是指责批评者有意抹黑，针对西方媒体的黑客攻击，民族主义情绪，网络恐怖主

义。这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论述的问题。 

到此，人们会好奇，那么傅苹自己的人生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当各方面的信息和分析聚合在一起，一个傅苹的更为真实生活轨迹和故事就可以被勾画出来了。这正

是亚马孙网上的读者 Ben Locke 的 2 月 21 日书评“Shemay have been successful, but her real life story isn't 

http://www.amazon.com/gp/pdp/profile/A157PXTJ1Y9ERG/ref=cm_cd_et_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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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ingatall”的主要内容。（Locke, 2013a ） 

Ben Locke 开头说，现在已经清楚了，在作者改变原来说法，和被迫承认，特别是最近发现的同一作者

的 1996 发表的中文回忆录之后，可以说，，这本书中描述的大多数事件都是编造的故事。随着人们的调查，

作者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浮现了。根据目前已经了解的信息，下面是傅苹的真实生活故事的轮廓（摘

要译文）。 

 

她的童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政府机构的职员，生长在南京航空学院的校园

内。南京是大城市，生活的水平高于周边的中小城市和乡村。根据她的邻居回忆，她的父母并没有在文

革中划为黑五类分子，所以并没有受到比别的教师更严厉的对待。和别的教师一样，文革中的一段期间

内，她父亲也下乡到所谓“五七干校”去学毛著做农活。她父亲不在时，她母亲和亲戚们照顾傅苹姐妹。

因为缺少房子，大多数家庭都住在政府分配的宿舍中。和现代的条件比，你可以说宿舍条件像隔离区，

但其实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比城市的其他地方好。可以很肯定地说，书里描写的那些恐怖，如果

不是全部，大多数都不是她和她的家庭的经历。如果她受过什么苦，那也不比其他同时期的城市孩童得

更糟。 

在文革头两年，学校停课。1968年开始复课。傅苹在1970年上中学。在1976年之前，中学教育中有很多

实践内容，即学工学农学军。实际上这是每年有几周的去工厂、农村或军营的有组织的活动，对学生来

说，离开课堂的快乐和与农民一起过艰苦生活的苦是交织的。但在傅苹的回忆录中，这变成了“10年的

被迫儿童苦工”。在高中毕业后，由于政策变化，她幸运地不用下农村，而是成为有稳定收入的工厂工

人。 

显然，在中国她其实享受了一种较优越的生活。她的知识分子家庭环境使她受到比别的中学孩子更好的

教育。她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妨碍她在文革后参加考试和入学，说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她的高考成绩不

很高，所以只够上一个地区的教育学院，而不是南京教育学院这样的学校。这对她后来的决定是一个重

要因素。 

在教育学院，学费书本费和住宿食品都免费的。免费的教育意味着毕业生要服从分配到中小学教书。中

小学教师的职业对大学毕业生不是很诱人的工作。在毕业临近时，傅苹感到自己可能像其他江苏教育学

院的学生一样，被分配到江苏北部的城市教书，而这和南京相比是艰苦的。面对这样的前景，傅苹和她

家庭努力寻求别的出路。幸运地是，她有在美国的叔叔可以帮忙。但她需要先避免被分配，因为如果被

分配而不去，那么就很难从政府得到护照。最后，她们决定最好的做法是称傅苹“神经崩溃”而休学。

通过她在美国的叔叔的资助，1984年1月，她得以进入了新墨西哥大学的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课程学习。 

她在美国的学生生活开始和其他国际学生没什么两样，课余靠非法打工，比如当女招待，作保姆等来补

贴。新墨西哥大学看来不适应她的雄心，几年后她移居到加州，寻找更多机会。通过婚姻而迅速获取绿

卡是一种。用身体换绿卡对傅苹看来这不算什么。到加州几个月后就和她的第一任丈夫结婚。美国法律

规定婚姻必须持续两年以上才能获得绿卡，她三年到了就和他离了婚（绿卡婚姻一般是三年，因为这样

才能将临时的绿卡换成永久的绿卡）。然后她又得到一个帮助她的事业的婚姻，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大学教

授，是计算科学的专家。最后，她成为一个有120名雇员的小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要被一个更大公

司购买。同样凭借她的自我推销的才能，现在她成为3D打印企业的非正式发言人。 

 

最后，Ben Locke 说，是的，她成功了，但她的故事并非那样激励人。为了卖她的书，她编造了所有这

些戏剧情节。然而，她却根本不提对她的成功最重要的两个美国人，她的两任前夫。作为回忆录，这本书

是有意的欺骗。 

Ben Locke 的这个书评，在亚马孙网站上获得数百人的赞同。下面跟有一百多个讨论。 

在这样判定之后，人们有一个问题不能忘记：为什么傅苹要这样撒谎，撒这么极端荒谬的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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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她既然成功了，闷声发大财不好么？难道不知道这会身败名裂么？ 

一些人指出，这不但是为了出名，而且还是为利益。这正是傅苹的公司要被 3D 系统公司收购的关头，

一个英雄般的成功形象不仅会让她的公司买个好价钱，而且还会让购买者获得公关的好处。傅苹将要在收

购的公司内任首席战略策划官，那么这位名人本身就是公司的广告。 

当名利卷入了真理和理性的问题中，事情就大大的复杂化了，空气就不再透视了，是非就模糊了。这

正是我们在围绕傅苹故事的广泛争论中所看到的情况。 

（注：因为后面各期稿挤，本案例研究连载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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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论坛】 

“阅读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高端论坛 圆桌会议发言 

曹莉 (清华大学) 

 

各位老师，各位同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母校和大家分享近来一段时间所做的工作和对

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英语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考。发言的内容可能并

不完全针对阅读，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 

我主要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作为人文学科的英语专业。 就是说， 我们需要怎样将英语专业

作为人文学科来对待？这里包括课程设置，包括我们课堂的文化到底怎么样建立，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怎

么处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第三个问题，批判性思维在当下的意义。 

首先，什么是人文学科？简单地来说，以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通常被称为人文

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文、史、哲、艺术和宗教等。人文学科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状态， 观乎社会意

义的创造、诠释和建构。用马修 ·阿诺德的话来说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世上最美好的思想和文字来认识自己

和世界”， 它们给人类提供“行为的意义和审美的意义”。我们在英美文学的教学中，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引导和帮助同学们理解和诠释作品或文本的意义， 同学们从文学阅读和诠释中能学到什么， 得到什

么。所以，我想我们在做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和英语专业教学的时候需要意识到英语专业不仅是一个外语学

科，它还是一个人文学科， 它应该具有关于人文学科的一些主要特质和要求。 我在清华给本科生上文学

课的时候，第一讲就是让同学们先认识什么是人文学科，然后引导他们将英语专业放在在人文学科里面去

认识。人文学科的教育方法和目标与 science和engineering 不太一样。science和engineering 要做experiments，

要求实证， 要掌握硬件技术。 人文学科主要采取分析、批判、推理和综合，而非实证的方法， 用英文来

http://www.amazon.com/
http://www.amazon.com/Suzhou-University-clarified-school-records/forum/Fx1M49LYP8YZYQ4/Tx11YUXJWKYBB8X/1/ref=cm_cd_fp_ef_tft_tp?_encoding=UTF8&asin=1591845521
http://www.amazon.com/Suzhou-University-clarified-school-records/forum/Fx1M49LYP8YZYQ4/Tx11YUXJWKYBB8X/1/ref=cm_cd_fp_ef_tft_tp?_encoding=UTF8&asin=1591845521
http://www.amazon.com/gp/pdp/profile/AEPUC2KYAJK4T/ref=cm_cd_et_pdp
http://www.amazon.com/fabrications-contradictions-exaggerations-omissions-potentially/forum/Fx1M49LYP8YZYQ4/Tx21KQ7X2LLXAY8/1/ref=cm_cd_pg_pg1?_encoding=UTF8&asin=1591845521
http://www.amazon.com/fabrications-contradictions-exaggerations-omissions-potentially/forum/Fx1M49LYP8YZYQ4/Tx21KQ7X2LLXAY8/1/ref=cm_cd_pg_pg1?_encoding=UTF8&asin=159184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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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 analytical, critical, speculative , synthesize  rather than empirical。它是比较软的一个学科， 主要培

养价值判断和甄别的能力， 也就是 Judgment and Discrimination 的能力。 

这种能力要靠阅读来培养。这就和我们今天的话题阅读与思辨联系到一起。 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主

要培养阅读、写作、思辨和表达的能力，培养这些能力是人文学科教育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有的同学会这

样想，我读的是英语专业，我要学的就是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但是，阅读对英语专业来说，至少应该有

两层意思，一层是指技能方面的 reading，也就是听说读写中的读；还有一层就是我们说的专业阅读, 这是

一种深度阅读， 也就是批判性阅读。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普遍做得比较欠缺。这里不

光是英语专业，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的教学可能都有这个问题，中文系、历史系可能会好一点。我这么说主

要是和国外大学相对比， 国外好的大学一门课一个星期就要阅读好几百页，并有写作要求， 我们的英语

专业恐怕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也读不到这个数， 写作要求也有相当大的水分。  

广泛深入的阅读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你没有充分的阅读，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吸纳，就谈不

上去比较、判断和甄别。 当你读了很多东西后，你就会很自然地去 relate，去 compare，去 synthesize，所

以阅读是学好人文学科、学会批判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它促使同学们深入思考， 继而有效表达。

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中，我们的同学有时会有遭遇失语或者表述上缺少逻辑和理据，究其原因，是知识

和视野上有欠缺。因此，英语专业的学生如何在掌握了一般意义上的听说读写之后，上升到理性对话和理

性表达的高度，这是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要面对、要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 很多大学都很重视通识教育， 英语专业也不例外，这和前几年搞的“复合型”不完全一样。 

通识教育强调的是给全体学生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知识和文化基础。在清华， 我们是通过开设文化

素质教育核心课程来做这件事情的， 我本人这几年参与负责这项工作。在核心课程设置上我们强调课程的

文理基础、文化内涵、分析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方法论意义、跨学科意识和国际视野， 强调课程不能是一

般性概论和甜点，而是要有认知挑战， 要打造全体学生共同的文化体认和普遍的文化自觉。通识教育是对

intellect 的开启， 是 intellectual cultivation， 不是专业课程之外的锦上添花或正餐后的甜点。对于英语专业

而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会通”。刚才北大毛老师讲到西南联大的传统，清华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最

近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对这个传统有很多的回顾和总结。我个人觉得，老清华最值得夸耀的就是“会通”二

字，中西的会通，文理的会通和古今的会通。 对于今天的英语专业来说，恐怕还要加上一个知识与技能的

会通。实际上， 由于语言专业“万金油”的特征，这几个会通在英语专业就显得尤为现实和迫切。 会通

的含义是要帮助同学们在不同学科和方法之间寻找并建立联系，在各种理论、知识和文化之间搭建桥梁和

纽带， 养成跨学科、跨文化思考的习惯， 培养创新的自觉与能力，只有学通、想通、用通， 才有可能创

造。这一点对英语专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讲，英语专业的学生学出来干什么呢，假设是去做外

交， 就你就应该什么东西都要懂，乃至精通。哪怕你去做一场翻译，你得知道很多，文史哲的，社会的，

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法律的、艺术的， 科学的、技术的等等，无所不包，还有当下的一些热门话题

你也要了解和吃透，包括低碳能源呵，可持续发展呵，各种法律法规呵， 国家政策呵，等等， 多了去了， 

对吧？那么这个“支援知识”从哪里来？我们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能添加多少？如何添加？ 这是一个值得

我们认真思考并且付诸实施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提阅读要求， 首先要阅读中西经典， 深

入了解中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其次要阅读当下的报刊杂志，了解当今世界的所有重要问题。 当然，有了

“支援知识”之后， 如何引导同学们把“支援知识”上升到“支援意识”，就更富有挑战性，更加重要，

它甚至是检验我们的教育成功与否和成功大小的标尺。 而这又是与我们所说的 critical thinking，或者是

analytical thinking，creative thinking 直接相关的， 没有 critical thinking，你就不可能有思辨和会通， 也就

不太可能知识的高度和深度。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我们知道，在美国教育词汇里，批判性思维是一个 key word。1962

年， Robert H. Ennis 在《哈佛教育评论》第 32 期上发表了题为 A Concept of Critical Thinking 的文章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2(1), 1962, 81-111）， 在这篇文章里他将批判性思维定义成“对陈述的

正确评价”（the correct assessing of statements）， 并列举了批判性思维的十二种相关特征， 此后该术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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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大为流行。1987 年， 美国卓越批判性思维国民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ing）给批判性思维所下的定义如下：Critical thinking is the intellectually disciplined process of actively and 

skillfully conceptualizing, applying, analyzing, synthesizing, and/or evaluating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or 

generated by, observation, experience, reflection, reasoning, or communication, as a guide to belief and action. In 

its exemplary form, it is based on universal intellectual values that transcend subject matter divisions: clarity, 

accuracy,precision,consistency,relevance,soundevidence,goodreasons,depth,breadth,andfairness.”  

 

    我前两天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碰巧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Beyond Critical Thinking，登载在美国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0 年１月３日的 Chronicle Review 上，作者是威斯理大学校长 Michael 

Roth。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批判思维的几个误区，警告学生不要只会批评，不会思维。我就在想，美国人

在此方面好像老走在前面，60 年代提出 critical thinking，过了若干年又来一个 beyond critical thinking，我们

则老在后面追赶。我们好像现在才开始提 critical thinking，我不是说现在才开始第一次提，而是说今天大家

才更加关注它，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来组织讨论。除了我们这个圆桌会议外，5 月 29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持召开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是又一个例子。

所谓批判性思维的误区，是指批判性思维不是简单地诋毁他人的陈述，不是发难，而是要有一种开放的心

态接受他人的观点，学会倾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样才能克服自己的盲点；要学会关注细节、模式及

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随意的批判，而是负责任的批判，是反思性的批判，更是建

设性的批判。  

    那么， 培养 critical thinking 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鼓励探索的精

神，也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要鼓励学生不要迷信权威，迷信标准答案， 要提倡创新精神，包括

敢于质疑和试错的精神，所谓干预试错就是说不要怕出错，要敢于去探索，敢于对陈规陋习进行反思和批

判。20 世纪英国著名的批评家瑞恰慈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来清华讲学，他的文学批评主张之一就是要

reflect about stock response，也就是说要对程式化的、老一套的阅读诠释进行反思。这也是马修·阿诺德的

观点。早在十九世纪阿诺德就提出来这个问题， 他的原话是 float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意思是对一

些固定的、墨守陈规的概念和习惯进行冲泡和松动， 其实质就是批判性思维， 这样的思维习惯可以看作

西人创新和创造的动力和源泉，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本美国教课书叫做

Generation of Ideas，《思想的生成》， 北大出版社翻印出版。在清华是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阅读教材使用

的。这本教课书里有一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 Mark Edmundson 写的 “On the Uses of a Liberal 

Education” ，里面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提给他课上的学生的一道 two-part question。第一个 part

是：“What book did you most dislike in the course？”“这门课上你最不喜欢的书是什么？”然后他紧接着又

问了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二个 part： “What intellectual or charaterological flaws in you 

does that dislike point to?” “你之所以不喜欢那本书与你在心智和性格上的缺陷有什么关联？”这样的问题

问出去， 就很有点批判性思维的味道， 它会逼得学生对自己进行反思， 而且是比较深刻的反思。 因

此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如何设计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在

看央视的一个关于高考的节目，题目是“高考作文：让“真话”在宽容中飞”。讲的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高考作文题。北京作文题目是：“如何看待乒乓球赛中国夺冠”。 题目说明是：“鹿特丹的乒

乓球比赛，中国获得了冠军，人们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说，中国有实力，应该得冠军。也有人说，应该让

其他人尝试突破，也拿冠军。还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应该让出这个冠军，不能总是霸占冠军宝座。 请选择

一个角度拟题作文。”上海的作文题目是：“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

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 ’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

样的思考？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无论是北京的作文题还是上海的作文题， 都在引导我们

的考生进行批判性思维， 而不是简单的命题作文。学生面对的是多种选择，这实际上是在考验学生的价值

判断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所以央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白岩松评论这样的高考作文题表现出一种教育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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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判卷老师将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卷。高考判分标准可能大家都知道，是

很程式化、标准化的。 高考之前高中语文教师在训练同学写作文的时候， 八股套话也不在少数。这个节

目中还提到， 上海高考作文评价的八字方针是：“开放、包容、灵活、多元”。这很让人喜出望外。 这个

节目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的老师是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主体，我们自身的能力、素质包括批判性

思维的自觉意识足以使我们能够指导和教育好我们的学生吗？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去

加强和提高呢？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里涉及到课堂文化急需转型的问题，我们的课堂文化常常

是一本教材、一本书、一本讲义文化、或者是概论性文化、甜点文化。在这样的课堂文化下， 观点的多样

性、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及能力的养成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大学的课堂文化要区别于中小学的课堂文

化，要多讲知识的形成过程和知识之间的联系， 多讲对知识和固有观念进行理性质疑和论证的方法，多讲

知识应用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 不仅要讲 Knowledge“of” 还要讲 knowledge“about”。

总之，课程需要由概论性，甜点性向认知挑战型、文化植根型、深度学习型、批判思考型的方向转型； 从

教材/课本单一层次向阅读、写作和讨论的多层次转型； 需要重点落实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中的听、说、读、

写、行（实践）。  

    好了，下面讲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批判性思维在当下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正在全方位地走

向文明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优秀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资源推介给西方，是英语专业这个学科人才培养

的时代责任。 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个说明和说好我们自己的责任。这就涉及到教育的理

念和目标， 特别是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 需要培养我们的学生进行理性思考和正确选择的能力，这种能

力关乎批判性思维、关乎他们今后要能否正确地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今年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胡锦

涛在讲话中提到大学的第四个功能：文化传承创新。其实这第四个功能大家近几年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直在提及和讨论，这一次是由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来，这说明这一功能的重要。 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与我们英语专业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提高，中国文化和中国学

术走向世界将成为新的时代使命。 我们的学生是未来文化的使者和传播者及创造者， 需要帮助他们正确

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待两者都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传承、科学创新， 以贡献于当下

和未来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学生具备高度的辨别能力和选择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将在这个过

程中日益凸显。而深入了解西方，全面理解和认识人类的永恒性和本民族的特殊性是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

所有外国语言专业需要面对的现实命题。  

    最后，我想说人文教育对英语专业是不可或缺的，批判性思维对英语专业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与创新对英语专业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谢谢。 

2012.6 

 

【无遮沙龙】 

批判性思维的教与学 

                ——从一位大学生给董毓老师的信谈起 

刘西瑞 (汕头大学) 

 

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批判性思维，了解作为教授对象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当前的大学生，

被称之为 90 后大学生，他们对于批判性思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里有一个例子：一位大学生偶然

看到董毓老师所著《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被书的内容所吸引，开始认真阅读，收获甚多。他在给董老

师的信中写道，“于三观混乱之际能读到您的著作，…感到十分幸运。”并且说，“由于缺乏认识世界认识问

题的原理和方法，我经常感到三观混乱，十分迷茫，也经历了很多日子内心和思想的痛苦挣扎，…现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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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原来是我们缺乏思想的武器。”其后他与董老师书信往，又说，“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它给我打

开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让我对于真理的相对性有了进一步和较为理智的认识，理清了我原本混乱的思维，

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培养一种独立思维能力，需要重新建立一种认识世界和问题的方法论。因为之前我认识

这个世界是十分狭隘和片面的，即使到目前为止我仍在苦苦探求。”信中还谈到其他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见

本刊后文）。 

这个学生的思想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能够反映出当前大学生的某些心理状态呢？我的看法是：是相

当有代表性的。他的这种思想状态反映了相当一批 90 后大学生的状况。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与我参加汕

头大学批判性思维讨论课，以及从网上浏览到的信息有关。我先后听过 40 多个小班的讨论课，从学生在讨

论课上的发言，以及课后接触中，可以看到不少大学生身上有着与之相似的思想特点。同时，网上的一些

特定话题，会赢得众多人关注，有时展开相当热烈甚或激烈的讨论；再如韩寒著名的“三论”中的那些观

点，及其在青年中的影响力，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如何看待 90 后大学生呢？或许存在着这种看法：这是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青年，他们在物质丰厚

的条件下长大，同时受着社会中功利化思想的熏染，看到官僚阶层腐败泛滥，因而注重实利，注重享受，

是蜂拥至公务员考场，是宁愿“在宝马车中哭”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自由、开放的，但是或为愤青，

或为某个具体的、有实效的目的而奋斗，难有深刻的思想。此前，我个人或多或少持有这种看法，但是在

与许多大学生接触后，感到这种看法只能反映一部分事实，过于简单化，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当前

的大学生身上还有另外一些显著的特点，从那位给董老师写信的同学身上就可以看到。 

对于 90 后大学生所具有的另一面的特点，我做了一些归纳：其一，他们渴望寻找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理

论作为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支撑；其二，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是较为成熟的，其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远超

过我之前的估计；其三，有些人甚至是富于较强社会责任感的，他们有着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有一种道

义的担当；其四，与第一点有关，有不少人也是鄙薄功利的，他们看到了功利态度的肤浅性；他们有着旺

盛的求得真知的欲望。 

也许有人会问，90 后大学生果有如此之高的境界吗？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呢？实事求是地说，并非大多

数人都是这样，但是处在这样状态中的人也并非凤毛麟角，而是有相当的数量。或者说，在各个人身上或

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特点。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觉醒，一种对于人的尊严和思想独立的追求；他们

希望活得精彩，而这种精彩不仅仅是物质的。这一批人在人数上虽不一定是大多数，但是由于他们在思想

上处在一个脚踏实地的高点上，因而具有引领的作用，他们是为大多数学生所认同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

成为主流的思想。细想起来，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并不难理解。 

中国社会当前处在一种多元思想并存的状态，社会思想的演变更替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相隔不多几

年的学生身上就显出不同的特质。一方面，正统的、说教式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式微；另一方面，

民间的、自发的思想形态却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毕竟，思想的开放已经历了多年，虽然是有限度的，但

还容许自由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西方古代、现代文献；同时网络的开放，使得各种思想的交流和积累便利、

顺畅。所以基层的思想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多元的竞争中，各种思想孰优孰劣得以明辩。 

大学生相对的成熟来自何处呢？上述的社会背景，以及互联网时代的科技手段，让他们可以更加充分

地接触众多信息，更加方便地进行各种思想的交流——这是以前几代人所未曾有过的条件。他们的真诚来

自何处呢？20 岁左右的青年正处在人的生命最宝贵的阶段上，因为对生命未来尚充满美好期许，他们对于

真善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纯真的理想面前，参杂虚假因素的命题是难以被接受的。他们所追求的高质

量生活，是与思想文化的品质紧密相联的。如果社会、学校不能够直接为他们提供这种思想产品，他们会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寻求、建构某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地希望获得一个可以评判思想理论的工具，因而，批判性思维对于他们来说

不啻是及时雨，雪中炭，是他们所迫切需求的。 

以上是从学生思想状态的角度来说明对批判性思维的需求。下面再从教的角度来看，如何使批判性思

维的教学效果更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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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我们对上过批判性思维课的学生做一个调查，问一问他们收获是否大，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

会选择这门课，说“No”的学生，会有不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一些不认真学习

的人。然而此外，教授批判性思维的方法，也存在着需要反思的地方。 

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独立思考，是教给他们追求真理的方法。这一目标与批

判性思维理论研究的目标有所不同。事实上，就一个理论而言，研究和传授（教学）是两种不同的活动。

前者的评价标准是框架上的系统性和内容上的深刻性；而后者的评价标准则是学生的学习的效果。要实现

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需要从教学实际条件出发，并与学生的实际状况相结合。 

下面从教授内容和教授方法两个方面来谈。 

先谈教学内容。作为一个学科，批判性思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它的发展和研究涉及到多个领域：

哲学，逻辑，心理学，教育学等。从事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有着各自不同学科背景，他们对于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从世界范围看，批判性思维教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不乏一些

有影响力的教材，如保罗和埃尔德的《批判性思维的工具》，布朗和吉利的《学会提问》等，董毓老师的《批

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也是其中之一。它们各有其侧重的方面，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 

这样，每个从事批判性思维教学的老师都面临着对教授内容的选取。就我个人的理解，从训练思维能

力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归纳和提出问题，即如何切入问题的实质，如

何通过问题引导思维；第二，如何通过反思，全面地、客观地看待各种观点、思想、理论；第三，在思维

过程中遵循逻辑规则，即学会正确论证的方法。这个看法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书籍资料的研读，一

是就这一问题在大学老师中所做的访谈。 

从当前的批判性思维的教材来看，对第一方面的重视是不够的。即使在以“学会提问”为标题书中，

仍然没有足够分量的关于如何归纳、解决问题的综合性论述。1993 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教育战略计划委

员会”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 12 项要求中，包括了“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

力”，以及“具有辨别重要的东西和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保罗也把“提出重要

的问题，并清晰而准确地进行描述”看作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面。这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一种综合表现，

尽管可以对其进行分解，形成细化的表现方面，如如何选取信息，处理信息，如何表述等，但是综合性的

训练也是必要的。对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助于在思维过程中紧扣主题，保持思维路线不偏离正确方向。这

是需要加强的方面。 

上述第二、三方面的内容，是当前教学所重视的方面，不多加说明了。这里只谈谈逻辑之于批判性思

维的关系。逻辑方法是正确思维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逻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方法不是同一回事。逻辑学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理论已经相当深入，知识内容数量相当多。做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逻辑学知识

对于批判性思维，犹如语法知识对于语言能力，前者可以帮助减少和避免错误，但是并不能代替能力本身。

正确思维方法的掌握，主要不是靠学习逻辑学知识来完成的。在批判性思维中如何恰当地教授、训练逻辑

思维方法，值得探讨。 

再谈谈教授方法。批判性思维，简言之，是教会学生通往真理之路的思想方法。不难看出，批判性思

维是一种关于思想方法的学问。方法是体现在实践过程中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不同于某一种专门知

识，后者可以通过知识的表述形式向学习者传授；而方法的传授主要是通过实践形式来完成的。正如教授

弹钢琴，仅仅讲授理论，而不讲授技巧，没有实际练习，是不行的。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也需要实际的训

练。学生仅仅知道批判性思维是什么，其意义并不大，这样的知识也很容易遗忘；重要的是要掌握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去思考。 

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体现这种实践的精神，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要根据课时长短来确定教授的内容。由于目前在各学校中批判性思维都不是一门课时充分的课

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如何让学生充分掌握批判性思维技巧，首先是要确定教授的内容的多少，一味多讲，

没有实践和练习的机会，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事实上有些方法的认识和掌握，一次练习往往是不够的，需

要一定的重复。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3 期                  第 43 页 

第二，示范教学方法值得提倡。目前的教材中，多有案例，而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示范教学法。通过

案例可以显示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容易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但是采用案例也有个循序渐进的问题。在

开始时，采用一些小的内容比较单的案例，逐步向较复杂的案例过度，也许效果会更好。当然，也有其他

各种形式的示范教学法。 

第三，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理论是需要一个框架的，案例与这个框架相联系才不会显得支离破碎。但

是对于一个方法性的、实践性的理论而言，需要的是一个简洁、适中的框架，过于复杂、庞大的框架，不

容易起到贯穿各个方面（如案例）的作用，不容易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最后，我们再回到董毓老师和学生的通信。这位学生在后面信中说，“我认真读了前两章之后，才慢慢

发现它是本教科书性质的书，的确也感到了他的难读，后来也听取了您的建议，选择了批判性阅读和批判

性写作的部分慢读了一下，这些章节都可以较为容易的指导我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批判性思维，与我的实际

学习生活更为密切，而对于其他章节则大体看了一下，以我现有的思想水平较难体会理解和实践理论性太

强的东西。”可以估计到，批判性思维在短期内，还难以作为一门大学中普遍开设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一本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读本，对于推广批判性思维将是大为有益的。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师生对话 

1070973214同学 、董毓 

 

董教授您好， 

     我是西安某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于三观混乱之际能读到您的著作—《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感到十

分幸运。现在，虽然我才读了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却已经引起了我很多思考和极大的兴趣。作为一名现行

教育体制下的一名工科院校的大学生，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对于这种思维的缺乏的不幸，我们整天在接受

知识的灌输，却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从我自身的经历出发，当我进入大学后，思想和身心获

得了很多自由，但是由于缺乏认识世界认识问题的原理和方法，我经常感到三观混乱，十分迷茫，也经历

了很多日子内心和思想的痛苦挣扎，后来我才发现那种迷茫困惑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不少人逐渐

被现实磨平了棱角，失去了挣扎反抗的能力，现在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们缺乏思想的武器。 

    我会继续拜读您的著作，也希望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可以和您多交流，得到您的引导和帮助。真的非

常感谢您！ 

2013 年 3 月 2 日 

 

1070973214 同学，你好 1 

你的来信对我很珍贵，我知道你是对精神和价值有追求的青年一代，很欣慰！你说得对，批判性思维，

作为理智美德和思考技巧的双重教育，我们极为需要，而长久以来，在教育和社会中，我们都缺乏。这样，

很多人不能独立思考，看不透社会人生的喧嚣迷雾，不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没有洞察力，所以随波逐流。

你的感受，正是我呼吁这样的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我的亲身感受（在前言中我就提到）。我很希望你能继续

读下去（有些章节还是比较枯燥，需要用点耐心），我也很愿意和你交流，谈不上引导，但可以交换心得体

会。 

祝好！ 

2013 年 3 月 7 日 

 

董教授：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回信，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感动。在我发现后面的理论比

较枯燥就要看不下去的时候，您的来信给了我耐心。于是我又开始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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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的过程中也想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解答： 

   书中讲到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论证，这是不是说它是对已有观念，论断的反思考察，但是生活中，

我感到批判性思维似乎没有直接的去面对问题，这种思维就像缺乏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而是在被动

的考察别人的看法。怎么样把它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呢？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2013 年 3 月 12 日 

 

1070973214 同学，你好！ 

发现理论枯燥看不下去的情况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是按教材方式写的，所以不得不顾及理论的陈述，

必然有枯燥之处，你一方面可以慢读（有时候是要读点难读的东西）一方面也可以挑着读。没有必要讲究

完整性，第二章是个纲要，讲批判性思维的总体做法和程序，所以要了解全貌，慢读这一章。然后，从第

三章开始是对每一过程的细述，你可以根据兴趣选读。 

对哪些章节感到特别难的意见也告诉我一下。 

你提的问题，确实是重要而必要的问题，正好是目前的一些前沿的研究和教学的问题。我在这里简要

说几句，然后我可能写一篇稍微展开的文章，继续谈论它。同时我附上我们编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

通讯》的第八期，因为它上面（见第二页的文章和第三十页的），正是说批判性思维的主动被动问题。你可

以看看。 

我的了解简要地说是这样：确实，一开始，一直到二、三十年前，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评价已经提出

的观点、解释、假说、解决、方案等等的好坏的评价－－可不可以相信，可不可以接受、执行。这些观点、

假说、方案等等从生活到学术到科学都有。批判性思维就是反思、考察已经提出的观念的方方面面的程序、

标准和技巧。所以，人们说，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是“反应”性的。 

不过，这样的标签也是不完全的。人们同时也说了，这些反思、考察的程序、标准和技巧，不也是人

们去寻找自己的好观念好假说好方案的指导原则么？比如评价论证一定要求它有“辩证性”“多样性”，对证据

的客观真理性和质量的各种衡量标准，不也是逼着你去把自己的想法从多侧面视角来丰富化以达到完整和

可靠吗？所以人们说，批判性思维，本身也是指导我们去形成自己观点，寻找对问题的解决的思维方法。

还一些人说，批判性思维的评判，是发现好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必须阶段，虽然不等于全部阶段，这就说明

它也是发现新知识，好解决的必要工具。 

所以，他们说，应用批判性思维，可以用来反思别人已提出的观念，也可以用在指导自己去寻找好的

观念，这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不过，这二、三十年来，一些研究和教学者已经不满足于这样来用局部和“另一面”的方式来定义和教学

批判性思维。他们干脆采取了“构造”性的角度来定义和展开批判性思维的功用、程序和方法，他们说，批判

性思维就是用来帮助你构造自己的观念和寻求问题的解答的（生活和学术都是）。现在有些教材以“问题解

决”，或者“探究”，或者“认知”，的角度来安排讲授批判性思维，特别强调问题来了后你应该去全面分析和

判定问题，找到它的来源、语境、前提、含义等等，形成整体概念、分析它的基础，收集各方面的信息，

寻找已有的观念、假说或者解决方案，或提出自己的观念、假说或者解决方案。。。人们说，这最后一点很

必要很重要：因为即使是评价已有的观念、假说或方案，你也必须通过寻找或者提出更好的来形成一个多

假说的竞争状态，将单一假说、论证的评价变成多观念多假说多解决方案的竞争和选择过程（类似于科学

竞争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辩证的要求和过程（拙作的第九章）。而人们说，这个辩证的要求就是创新的要

求－－发现和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达到判断新而好的观念或解决方案。这是形成新知识，达到新方案的过

程。所以现在人们说，批判性思维是用来寻求新的、好的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它包含了问题解决的全过

程，并且要求有创新的努力部分。 

这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教材注重的教学方式。我现在简要地介绍这个趋势，希望再找时间多写一点，并

和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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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好！ 

2013 年 3 月 14 日 

 

董教授你好： 

 好久没给您写信了，老实讲，您的《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我认真读了前两章之后，才慢慢发现他

是本教科书性质的书，的确也感到了他的难读，后来也听取了您的建议，选择了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写作

的部分慢读了一下，这些章节都可以较为容易的指导我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批判性思维，与我的实际学习生

活更为密切，而对于其他章节则大体看了一下，以我现有的思想水平较难体会理解和实践理论性太强的东

西。后来我就没怎么读了，我感觉如果有幸能听您上课的话，一定会受益匪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

教学视频呢？ 

其实，现在总结一下，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它给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让我对于真理的相对

性有了进一度和较为理智的认识，理清了我原本混乱的思维，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培养一种独立思维能力，

需要重新建立一种认识世界和问题的方法论。因为之前我认识这个世界是十分狭隘和片面的，即使到目前

为止我仍在苦苦探求。 

今天我读到一篇帖子，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震撼，同时也对于三观的思考出现了迷茫，不知道应该如

何去判断和选择自己的价值观了，但是我感觉他讲的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偏激的地方，但是究竟什么是判

断价值观是否合理的标准呢？顿时我就想起了您，您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和实践肯定会给我很多意见和

启发，以下附有原帖，他的很多看法都在回复的帖子里，有很多人参与了回复，褒贬不一，从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过路人的价值观，体现了人与人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性，对于这种差异，我更多的时候显得很

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他像是在给人洗脑，宗教是在给人洗脑，

党派也是在给力洗脑，包括那些成功人士所宣扬的价值理念也都差别很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给我洗脑，

当然这里说洗脑似乎太难听了点，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说是给我们传达了一种信念。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拨开

迷雾，去合理的思考他们的看法呢？什么是我要吸收的，什么是要摒弃的呢？我应该怎么样建立一种评判

标准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希望可以看一下，最好能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给我一些启示和指导，十分期待

您的回复，谢谢！ 

     链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113315/       

2013 年 4 月 7 日 

  

1070973214 同学，你好： 

最近忙，回复晚了，见谅。 

谢谢告诉我你读书的情况，打开另一种思考的方式，这可是读书能获得的大收获，你也让我有了荣誉

感。 

我也被华中科技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录过视频，只是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网上播放的计划和方式，知道

了会告诉你的。 

我也读了你指出的网帖和下面的回复。你其实说得很对：“我感觉他讲的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偏激的地

方”。判断价值观是否合理的标准，这是个大问题。它和世界观人生观紧密相连，因此而对不同世界观人生

观的人会大不同甚至对立。不过，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基本点是不怕有人想给你洗脑－－你说的对，大家都

是在做影响别人的“说教”或者洗脑－－只要你兼听，你愿意听取多不同脑者的观点，不要因为知道他们是洗

脑而拒绝倾听。知道他们的目的，保持自己的某种外在清晰的姿态，特别注意他们互相对立、交接的那些

点和面，他们各自的隐含假设和前提，理由，并同时和现实对照，那么你就会比较出谁优谁劣，可以吸收

他们各自的长处而摈弃短处。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去做，就是在独立思考，你兼听得越多，对他们的交接点

和深层基础了解越全面，那么自然你的取舍和判断会越成熟。 

对黑衣野狐禅师的具体观点和思想，我倒是觉得他有不少符合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的内容。有些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113315/
http://www.douban.com/people/163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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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尖锐却很在点子上，比如人的软弱无能是痛苦的根源，而这本质上在于行动上的懒惰。他认识到，（其

实很多人）是无法被别人救赎的，因为他们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也就是自甘堕落。 

他说，一种人就是能看清客观规律，能认识客观规律，可是做不到。就像减肥，学习这类有简单规律

可循的，他们都做不到。这样的人根本控制不了自己，这也是他们痛苦的原因之一。 他们之所以如此，就

是因为前面说的，幻觉和懒惰。沉迷于幻想世界不能自拔，同时身体上精神上贪图舒适。  

他说对这些人，他的说教无用。 

这我很同意。而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他说，对那些因为不知而迷幻的人，只要知了便能做，能“自信勇敢的行动”，那么讲道理是有用的。这

是对的。他提到要去认识可以掌握的客观规律，“认真”，“全身心的投入”，修炼一下自己的内心。追求知行

合一，警惕着自己的幻觉，了解真实的自我，接近现实，专注，勤奋，坚持不懈（磨炼意志力），团结可以

团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提倡的自信，理性，自主自立，积极进取，注重实践，深思熟虑

等原则和理智美德。他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对“表演”，对理性感性的作用等等，都有洞见之处。 

当然，或是为了行文，他有极端的句子和思想，这个你意识到就好，不用吸取。 

我觉得这个人有智慧。 

  

 

 

关于恩尼斯批判性思维定义的翻译的讨论 

仲海霞等 

 

仲海霞： 

各位老师， 

最近我在翻译恩尼斯教授的《批判性思维：反思与展望》一文（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已经基本

翻译好了，只是还有一些术语，我不是太确定，想要征求各位老师的意见，看怎样翻译是最恰当的。 

恩尼斯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原文是： 

Critical thinking is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我将这句话翻译成： 

批判性思维是着眼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 

谷老师建议翻译成： 

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思维。 

董老师的译本是： 

批判性思维是理性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董毓：《批判性思维原

理和方法》第 3 页 

另外，武宏志老师的翻译是： 

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武宏志《批判性思维：以

论证逻辑为工具》第 2 页 

因为这个定义是恩尼斯教授的理论的核心，所以我想对它的翻译可能需要再讨论一下。首先，关于

“reasonable”这个词，我倾向于翻译成“合理的”。我觉得“理性的”是对应于“rational”这个词，而“言之有据的”，

我觉得是对应“justifiable”或者“justified”。另外，说“言之有据的”，一般可能是指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写出来

的文章，而这里是指思维，所以可能“合理的”这个词更适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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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用了“着眼于”三个字，是想翻译出原文中的“focus”。如果觉得这三个字不是那么的通顺的话，

那么我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武宏志老师的翻译。 

不知道各位老师意见如何？ 

徐敏： 

建议：批判性思维是着眼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言之有据的、反思性的思维。理由是：“合理的”

有定性的味道，但是，“reasonable”仅仅是 supply reasons to support 的操作，未必真得合理。谷版的“言之

有据”更好，言之有据未必真得合理。董版的“理性”似乎不妥，“rational”对应理性更为常见。仅供参考。 

董毓： 

海霞，我在书里的译文 “理性的”后来在教学的 PPT 中改为“合理的”，意思主要也是有理由有根据的。

不过这不是说我真细致想透了 reasonable 和 rational 的区别。 

朱素梅： 

我关于“恩尼斯定义”的个人看法： 

我觉得董老师的版本更好，并建议将其教材中的“理性”改为其 ppt 中采用的“合理”：批判性思维是合理

的、反思性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虽然，这样的语法结构不完全对应于恩尼斯的表述，

但个人觉得这样的语法结构更适合中文的表达及接受效果。另外的理由如下： 

1、“着眼于”、“相信什么”、“做什么”等表达分别不及“目的在于”、“信念”、“行动”：第一、前者的口语化

色彩较浓，后者更符合作为定义的语言表达；第二、信念、行动更强调了对认知和实践的探究。个人觉得

第二点更重要。 

2、“言之有据”在我看来既不是对 reasonable 的准确翻译，也没有准确刻画批判性思维的部分特征：言

之无据当然不是批判性思维，但所言之“据”怎样，“据”和“言”之间的关系都有待考量、检验、修正。我不赞

成“言之有据”说。 

3、谷老师和武老师的说法中都有过于强调“决定”“决断”之嫌，恩尼斯的定义中，deciding 并不 具有这

样的作用或地位。 

无论如何，我喜欢见证、参与这样的讨论，谢谢海霞。 

仲海霞： 

谢谢徐老师、董老师和朱老师的回应！ 

关于这个定义的翻译，我现在倾向于翻译成：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

反思性思维。 

1，我查阅了 Ennis 的 Critical Thinking （1996）一书，它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is a process, the goal of which is to make reasonable decisions about what to believe 

and what to do. 

关于朱老师所说的口语化的问题，我觉得 Ennis 原版中的“what to believe and what to do”就是比较偏

向于口语化的表达。另外，“相信什么或做什么”也分别突出了信念和行动这两个方面。另外，朱老师所说的

“...过于强调“决定”“决断”之嫌，恩尼斯的定义中，deciding 并不 具有这样的作用或地位”，我不是太清楚是

指什么，不知道朱老师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呢？就上面所引的这句话来看，强调“决定”似乎不为过。 

2，关于“reasonable”一词，我还是认为翻译成“合理的”比较好。 

首先，就徐老师提出的，““reasonable”仅仅是 supply reasons to support 的操作，未必真得合理。” 我

并不赞同。我认为如果是“supply reasons to support”，就应该用“reasoned”这个词，即，提供了理由，但

是至于它们是不是真理则不能确定。比如，我以前所介绍过的 Bailin 和 Battersby 的 Reason in the Balance 

(2010) 一书就是认为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reasoned judgment"。我在和学生的课堂讨论中还就此辨别了

“reasonable”和“reasoned”的区别。 

其次，上面所引的 Ennis 的那句话也表明，“reasonable decision”是一个目标。既然是一个目标，那当

然是希望它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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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的理由。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徐敏： 

"其次，上面所引的 Ennis 的那句话也表明，“reasonable decision”是一个目标。既然是一个目标，那当

然是希望它是合理的。"  

我认为你的辩护是合理的。支持翻译为“合理的”。 

朱素梅： 

谢谢海霞对我的进一步提问：关于朱老师所说的口语化的问题，我觉得 Ennis 原版中的“what to believe 

and what to do”就是比较偏向于口语化的表达。另外，“相信什么或做什么”也分别突出了信念和行动这两个

方面。另外，朱老师所说的“...过于强调“决定”“决断”之嫌，恩尼斯的定义中，deciding 并不 具有这样的作

用或地位”，我不是太清楚是指什么，不知道朱老师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呢？就上面所引的这句话来看，

强调“决定”似乎不为过。 

先说说我对海霞的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看法：海霞正在进行（或实践）批判性思维。 

我接着提一个问题：你的提问是“决定”吗？  

 显然不是。其目标在于。。。。。。决定。 

下面试图澄清我之前表达的意思： 

首先，我说的过于强调“决定”，一方面是指你目前所倾向的中文表达句式，在我看来，第一、这样的语

法结构把“为决定”放在强调的地位（虽然大学学的是中文，现在也只是凭语感谈的看法，或许经不住批判）；

第二、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求效率的思维，或许就与过于强调决定有关，而且，在持有“求效率”观的人看

来，搁置或者存疑不算一种“决定”；第三、正如刚才提到的，如果“一一对应”，海霞对我的上述提问不是“决

定”，但我们都不会怀疑她在进行批判性思维。。。。。。第四，孤立地看“为决定”和“目标在于决定”并没有

根本区别，但比较武老师和董老师的表达，后者更突出过程、探究，第五，董老师的定义表达更强调合理、

反思的特征（这也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的）我觉得这正是需要强调的。 

不知道海霞就我对“过于”的解释有什么看法，希望继续交流。 

再来回答海霞给我的其他问题； 

我们探讨恩尼斯定义的表达之初衷主要不是探讨恩尼斯的表达本身及其意义（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会大

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怎样表达成中文更能让国内的相关人士正确理解批判性思维是什么。而达成正确

理解与澄清接受者的成见或先见不无关系。凭我个人的经验，国内相关人士的偏见之一便是：批判性思维

是日常思维或日常生活的逻辑。所以，过于口语化的表达定义，助长了前述偏见的形成或扩散；在这样的

语境下，“相信什么”“做什么”很容易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关于知识探究或公共决策方面的。如果多

一些人接受批判性思维是关于认知之“信念”的探究，就会少一些人质疑批判性思维是学术训练；如果多一些

人接受批判性思维是关于认知之“信念”的探究，就会少一些人质疑批判性思维的求真特征。就澄清偏见而言，

我觉得口语化的表达不是最好的译法。 

最后，我能预见各位老师对我的质疑或反驳，这也是我希望的。但我还是做一个“预答复”：上述我提到

的诸如“接受者”至少包括我自己，我也找家人验证过，但没有求证于更多；上述我提到的各种先见或者偏见

或者我希望澄清的质疑仅限于我个人交流所获的印象，没有经过广泛求证，呵呵。 

董毓： 

这个讨论打开了我的眼界。最后海霞如何翻译自然是她的选取，但特别是朱老师的这一段让我很有收

获： 

“凭我个人的经验，国内相关人士的偏见之一便是：批判性思维是日常思维或日常生活的逻辑。所以，

过于口语化的表达定义，助长了前述偏见的形成或扩散；在这样的语境下，“相信什么”“做什么”很容易被理

解为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关于知识探究或公共决策方面的。如果多一些人接受批判性思维是关于认知之“信

念”的探究，就会少一些人质疑批判性思维是学术训练；如果多一些人接受批判性思维是关于认知之“信念”

的探究，就会少一些人质疑批判性思维的求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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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霞的翻译是她做主的事，口语化翻译确有其原文语气的根据，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朱老师说出这

样的思考，很有启发性，提醒我们，不管这次下次怎么翻译，要注意到，批判性思维的确更是用在求知和

合理决策方面的，是学术发展的方法。而日常的考虑今晚出去吃饭还是自己做饭倒不需要仔细斟酌。 

陈刚： 

这里的争论主要在“理性”和“合理”之间。在哲学的领域之内我更倾向于“合理”，因为“理性”被国内研究

欧陆哲学的人用坏了；但是在哲学之外，中国人对“理性”这个表达更熟悉，这个词的威力也更大，更严肃，

更有理论意味，这个翻译本身也是对的。所以我更倾向于翻译为“理性”。  

仲海霞： 

谢谢朱老师和各位老师的回复。 

朱老师有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对于批判性思维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误解深有体会。关于第

一点，“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求效率的思维”，这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我认同朱老师的看法。 

关于第二点，““相信什么”“做什么”很容易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关于知识探究或公共决策方面

的”。因为我对国内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没有经验，所以可能我的看法有偏差。不过，就我的阅读和翻译恩尼

斯文章的经验，“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性思维跟学术研究、公共决策领域的是一样重要的。比如在恩尼斯的

文章中，他所举的例子就有： 

比如在选举中投票，购买保险，决定是否要加入Facebook，跟税务机构打交道，培养孩子，以及怎

样跟自己的同事和邻居相处，等等。 

如果国内的一些人士有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批判性思维只是“日常思维或日常生活的逻辑”，不是学术训

练。那对这种观点自然是要进行澄清的。然而，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批判性思维不重要，这也是偏颇的。

我同意恩尼斯所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在我们的个人生活、职业生活以及公民生活（即民主决策）中都需要

强调。 

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朱老师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在国内的教学中遭遇的误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经验不足，需要向朱老师以及各位老师好好学习。 

谷振诣： 

       两天没看邮件，大家讨论得热烈，这很好玩。把我的想法公布如下： 

关于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定义： 

Critical thinking is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朱：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 

仲：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 

董：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 

武：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 

谷：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思维。 

翻译的两条准则： 

（1）在保证语义准确的前提下，中文表述尽量简洁。 

（2）在满足（1）的前提下尽量直译。 

说明： 

focuses on , “集中关注”之意，译为“针对”或“面对”比“着眼于”要好；deciding强调过程和个

体性，中文“决断”一词的深意是“决疑断惑”，若无疑、无惑，就没必要决断，中文“决断”一词也意

味着要经历一个过程，比如通过占卦决断吉凶，要有一个很复杂的摆草棍和数草棍（蓍草棍）的过程；“决

断”侧重思维个体，“决定”侧重集体性。Reasonable译为“合理的”优于“理性的”【“reflective thinking”

译为“反省思维”较好（在对杜威作品的翻译中差不多形成共识），“反省思维”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因

而，在它前面再加个限制词“理性的”，多此一举】。 

对“合理的”一词不满意。（1）无论人们针对自己的决断，还是反省思维，人们都会认为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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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合理”的理解太多样化了）；但是当让他或她拿出证据并检验证据及其推理时，他或她往往

就没话说了，或者开始胡搅蛮缠了。（2）“言之有据”这个中文词不能拆开来理解（如素梅那样），也不

能仅限于“言”（说出或写出的话）或字典的解释，“思”与“言”一里一表，“思之有故”表现为“言

之有据”，“言之有据”体现出“思之有故”。反之，言之无据不在于言，在于思。使用这个短语旨在强

调：在进行反省思维时要有根据、有理由，而且根据、理由要确凿。“言之有据”比“合理”要窄些，因

而更突出、鲜明一些；另外，选用这个短语，与杜威的短语“warranted assertion”（通常译为“有根据的

断言”）或“warranted assertibility”（通常译为“有根据的可断言性”）有很大关系，一句两句说不清，

希望有一天用一篇专文来论述吧。 

对董、朱老师翻译的意见： 

董、朱老师的翻译结构不好。比如：“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将其改写成：“人是一种动

物，其特性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比方可能恶毒了点，能表达我的意思，在定义式语句中，属概念

最好放在最后，此其一；其二，“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没有“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直白通

透。 

最后，在翻译这个简短的定义时，不必对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种种不同的理解有过多的考虑。 

董毓： 

海霞说得好，刚才谷老师、陈刚的说明也很有教益。海霞按自己喜欢的选，不要为我们的“七嘴八舌”

所动，因为不管怎么翻译，我们的讨论把有关考虑都说出来了，就补充了这一种或者那一种翻译的缺憾。 

朱素梅 

哈哈，让我清凉的火热讨论！ 

反省我昨天的发言，似乎有“绑架”之嫌：把许多“澄清”都寄予关于一个定义的翻译之上。 

不过，定义本来也就是为了澄清的，特别是在容易混淆的概念之间作澄清、在细微的区别之间做辨析，否

则就不会有这几天的讨论。 

针对海霞的回复： 

1、的确有人持“批判性思维只是“日常思维或日常生活的逻辑”，不是学术训练 ”的观念； 

2、我本人并没有在学术训练和日常应用间做偏颇的理解； 

3、我没有调查过上述第一种观念的存在是否与“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直白的表达之间有关联； 

4、虽然我感觉到对于批判性思维有种种需要澄清的理解，但我喜欢从事批判性思维教学，没有被阻却

的感觉，自从有了类似今天这样的讨论之后，我的喜悦感倍增。 

针对谷老师的回复： 

1、我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译法，只是在海霞提出的不同译法之间谈我个人的倾向； 

2、针对你所说的“董、朱老师的翻译结构不好。比如：“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将其改写

成：“人是一种动物，其特性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比方可能恶毒了点，能表达我的意思，在定义

式语句中，属概念最好放在最后”：董老师的表达结构一方面不是最常用的表达定义的结构，另一方面也

不是恩尼斯的语言结构的直译。但我更喜欢这样的结构的原因是它清楚明白的表达了“reasonable、

reflective”的特征，而另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之清晰性较低。针对前述两种表达的清晰性的比较，我今天

已通过电话验证于不止一个对批判性思维不了解但堪称语言学专业人士。谷老师所引用的比方在我看来一

点不恶毒，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类比，因为董老师的表达不是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

恰恰，这种表达凸现了“reasonable、reflective”的特质。 

最后，我之前虽然没有表达，但讨论的应有之意就是：尊重海霞的取舍。这里特别说明；请海霞不要

被我的发言干扰，虽然我不怀疑你的抗干扰能力。 

仲海霞： 

感谢谷老师、朱老师、董老师、陈老师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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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思考了各位老师的建议之后，我的想法是，这是一个非常简练的定义，正如恩尼斯在表述这

一定义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详加阐述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所以，我倾向于尽量忠于原意来译这个定义，

同时提醒读者，这一定义必须得到相应的“观念”作为必要的补充。参见下面所引的恩尼斯提出的“超级精简

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 

在关于这个定义的译法的争论中，很多考虑都是针对中国的读者对特定字眼的特定理解。比如：（谷

老师：中国人对“合理”的理解太多样化了）（朱老师：的确有人持“批判性思维只是“日常思维或日常生活的

逻辑”，不是学术训练 ”的观念）（陈老师：“理性”被国内研究欧陆哲学的人用坏了）等等。这些当然是很

好的考虑。我觉得，只有通过在“观念”中的展开，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可能的误解。 

一个超级精简的批判性思维的观念 

1. 具有开放性，关注其它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Is open-minded and mindful of alternatives) 

2. 具有了解多方面信息的愿望，而且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 (Desires to be, and is, well-informed) 

3. 对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有很好的判断 (Judges well the credibility of sources) 

4. 对结论、理由和假设进行辨别 (Identifies conclusions, reasons, and assumptions) 

5. 提出适当的澄清性问题 (Asks appropriate clarifying questions) 

6. 对一个论证的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包括对它的理由、假设、证据、以及它们对结论的支持程度

做出判断 (Judges well the quality of an argument, including its reasons, assumptions, evidence, and their 

degree of support for the conclusion) 

7. 能够很好地提出一个合理的立场并为之辩护，并且妥善地处理质疑 (Can well develop and defend a 

reasonable position, doing justice to challenges) 

8. 提出言之成理的假说 (Formulates plausible hypotheses) 

9. 很好地计划并执行实验 (Plans and conducts experiments well) 

10. 在一个语境中，以适当的方式对语词进行定义 (Defines terms in a wa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text) 

11. 在言之有据的情况下、谨慎地得出结论 (Draws conclusions when warranted – but with caution) 

12. 对以上各点融会贯通 (Integrates all items in this list) 

下面是关于几个有争议的词我所倾向的译法： 

1. reasonable：合理的 

不译成“言之有据的”的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理由之外，我还认为，这个定义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者

说纲领，其血肉正是恩尼斯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观念”。作为一个框架，我觉得它应该尽可能的全面，而不是

偏颇，这样才有其包容性。译为“合理的”，较之“言之有据的”，更为抽象化和一般化，从而也更加具有包容

性。（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 12 条，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提出假说、定义、计划并进行实验等诸多方面，

而“言之有据”似乎只强调了其中的 6，11。） 

不译成“理性的”的理由：除了谷老师提出的理由、以及我先前提出的跟英文单词的对应之外，我还认为，

“理性的”似乎更多的是一个描述性词汇（跟“感性的”相对），而“合理的”则是一个评价性词汇。这种评价的

层面也正是恩尼斯要强调的。 

2，deciding：决定 

不译成“决断”的理由：我觉得“决断”一词更加强调的是在优柔寡断的时候进行决断，或者是在面临一个

重大抉择的时候进行决断，而恩尼斯的定义中并不强调这样的意思。相反，他更加强调的是就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从而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 

至于朱老师提的“决定”和“决断”都有“求效率”之嫌的问题，我觉得正如上面所强调的，这个定义必须跟

“观念”对照着看，否则的话单凭大家各自的理解，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 

3，reflective：反省 

谷老师指出大家就“反省思维”这个翻译已经形成了共识，那么我采用这种翻译。 

所以，我更愿意将这个定义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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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是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这些讨论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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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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